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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言 １　　　　

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随着《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
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深入贯彻落实，我国期货市场取
得了稳步较快发展的良好局面。但是由于当前我国期货市场“新兴加转轨”
的特征依然突出，市场制度和结构仍存在缺陷，风险防范和化解的自我调节
机制尚未完全形成，市场主体发育不成熟，我国期货市场的整体波动和投机
性仍较强，这些都对期货市场的改革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与此同时，在新的市场环境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随着我国期货市场规
模的不断发展壮大，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日趋紧密，影响期货市场运
行的外部因素也更为多样化和复杂化，由美国次级债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市
场动荡不安，国内外商品市场价格频繁而剧烈的波动，都增加了期货市场风
险控制和日常监管的难度，给我国期货市场的稳定、健康的运行带来了新的
挑战。

在这样一个新的形势下，期货市场的持续活跃和规范运作吸引了许多新
的市场参与者，期货市场的开户数快速增长，特别是新入市的个人投资者比
重较大且呈持续上升趋势。大宗商品和资产价格的频繁剧烈波动也使越来越
多的企业开始意识到利用期货市场进行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对期货
市场的交易特点和运行机制缺乏详细了解，同时风险意识淡薄，受期货高杠
杆高回报的诱惑，而忽视了期货的高风险特征，导致了非理性投资行为上
升，产生了不必要的损失。投资者是期货市场的重要主体，期货市场的发展
离不开投资者的积极参与，特别是成熟投资者的参与。因此，在当前我国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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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市场的快速发展时期，做好投资者教育工作更加意义深远。
做好投资者教育工作，既是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期货市场稳步发

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加强我国期货市场建设、促进市场稳定运行的关键环
节。持续不断地开展行之有效的投资者教育活动，使投资者了解期货高杠
杆、高风险的特点，了解期货市场的产品及交易规则，减少投资者的盲目
性，特别是牢固树立“买者自负”的风险意识，从而理性地参与期货交易，
增强投资者的自我保护能力，才是对投资者最好、最有效的保护。同时，通
过投资者教育，有助于投资者客观、正确地认识和参与期货市场，可以进一
步促进培育诚实守信、理性健康的市场文化，促进期货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
和市场的平稳有序运行。期货市场的投资者教育工作任重而道远，是一项长
期的、系统性的工程，需要持之以恒地开展下去。

近年来，围绕投资者教育工作，期货市场的监管部门、自律组织与中介
机构都深入进行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和卓有成效的大量工作。由中国期货
业协会组织编写的这一套《期货投资者教育系列丛书》就是协会按照中国
证监会的统一部署，贯彻落实期货投资者教育工作的重要措施之一。该丛书
作为期货市场第一套系统介绍我国上市期货品种的投资者教育普及读物和中
国期货业协会期货投资者远程教育学院课程的基础性教材，以广大普通投资
者为服务对象，兼顾了现货企业等专业机构的需求。本套丛书在体例上采取
简单明了的问答体例，在语言上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可读性强。在内容
上，丛书以“风险教育”为主线，不仅对国内上市的期货品种基本知识和
交易规则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更从期货品种相关的现货生产、加工、贸易和
消费等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对该产品的特性进行了系统的介绍，从而使得投资
者能够得到更加全面、深刻的理解。同时，丛书还选取了大量包括套期保
值、套利交易等典型实务操作案例，作为投资者了解和学习该产品的辅助材
料，充分体现了丛书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特点。衷心地希望本丛书的出版能
够为期货投资者了解期货市场，树立风险意识，理性参与交易提供有益的帮
助。

姜　 洋
２０１０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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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铝的基本知识 　

　 　 【本章要点】

　 　 本章简要阐述了铝的基本属性和冶炼工
艺，以及铝的生产消费情况和铝的产业链结
构，帮助投资者了解参与铝期货交易应做好的
准备。

一、 铝是一种什么样的金属？

铝，化学符号是Ａｌ，是地壳中含量最丰富的金属元素，它占整个地壳
总质量的７ ４５％，仅次于氧和硅，在地壳中位居第三位，是地壳中铁含
量的１ ５倍，是铜的近４倍。在已知金属品种中，产量和消费量仅次于钢
铁，为第二大类金属。铝在潮湿空气中能形成一层防止金属腐蚀的氧化
膜。铝粉和铝箔在空气中加热能猛烈燃烧，并发出眩目的白色火焰。铝易
溶于稀硫酸、硝酸、盐酸、氢氧化钠和氢氧化钾溶液，不溶于水。铝的相
对密度是２ ７０，熔点是６６０℃，沸点是２３２７℃。铝呈现银白色，有光泽，
具有特殊的化学、物理特性，不仅重量轻、质地坚，而且具有良好的延展
性、导电性、导热性、耐热性和耐核辐射性，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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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
１８５４年，法国化学家德维尔把铝矾土、木炭、食盐混合，通入氯气后

加热得到ＮａＣｌ和ＡｌＣｌ３ 复盐，再将此复盐与过量的钠熔融，得到了金属铝。
当时的铝非常珍贵，据说当时在一次宴会上，只有拿破仑三世用铝制刀叉，
而其他人用的是金制和银制餐具。那时铝被称作“来自粘土的白银”。

１８８６年，美国的豪尔和法国的海朗特，分别独立地电解熔融的铝矾土
和冰晶石的混合物制得了金属铝，奠定了今天大规模生产铝的基础。

（一）铝的自然属性
１ 铝的质量轻，强度大，其密度为２ ７２克／立方厘米，约为一般金属

的１ ／ ３，纯铝退火后，对其进行的任何操作都会提高其强度。用铝替代钢，
通过合理的结构设计，构件重量可减轻５０％。用铝和铝合金制造的各种车
辆，由于大大减轻了车辆的重量，使能耗大幅下降，其所节省的能量远远超
过炼铝时所消耗的能量。目前，房屋建筑中，普遍使用铝合金做房屋的门窗
及外墙装饰材料等。图１ － １是用铝做成的铝板、铝棒。

图１ － １　 铝板、铝棒
２ 铝具有良好的导电性，与铜相比，其导电率是铜的６５％，相同重量

的铝可以承载两倍的电流。这一特性使铝在电力行业中被大量应用。在电力
输送方面，铝的用量居首位，９０％的高压电导线是用铝制作的。

３ 铝拥有良好的导热性，它的热传导率是钢的５倍。在包装、热交换
器等领域，铝被广泛使用。

４ 铝还有良好的耐热性和耐腐蚀性，在室温下，铝合金表面形成３０埃
厚的氧化铝薄膜后将停止氧化过程，加之其质量轻、硬度强的特点，铝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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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材料被广泛应用于海、陆、空各种运载工具，尤其是在飞机、导弹、火
箭、航天等高端领域。一架超音速飞机的用铝量占其自身重量的７０％，一
枚导弹用铝量占其总重量的１０％以上。

５ 铝的可塑性很好，具有延展性，便于各种冷、热压力加工，它既可
以制成厚度仅为０ ００６毫米的铝箔，也可以冷拔成极细的丝。铝箔、铝罐、
铝锅等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非常普遍。

（二）铝合金的特性
纯铝很少在实际生活中使用，其应用主要是通过合金的形式。
铝的熔点６６１℃ （１２２２华氏度），随温度升高，强度迅速降低。绝大多

数铝合金都用于２００℃ ～ ２５０℃以下。
图１ － ２是铝强度的高温强度变化曲线。

图１ － ２　 铝强度的高温强度变化曲线
资料来源：美国铝业。
注：测试前在温度点保温３０分钟。

低温下铝的性能随温度降低而升高。铝合金常用于低温结构件，如焊接
低温贮罐。

图１ － ３是铝强度的低温强度变化曲线。
（三）铝的主要用途
近５０年来，铝已成为世界上最为广泛应用的金属之一。特别是近年

来，铝作为节能、降耗的环保材料，无论应用范围还是用量都在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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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 ３　 铝强度的低温强度变化曲线
资料来源：美国铝业。

扩大。尤其在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电力、机械设备、包装、耐用消费
品等行业，铝消费量在中国和西方国家都达到其总消费量的８０％以上。

１ 建筑行业中的应用。由于铝在空气中的稳定性和阳极处理后的极佳
外观，使铝在建筑业上被越来越多地广泛应用，特别是在铝合金门窗、铝塑
管、装饰板、铝板幕墙等方面。

（１）铝塑管。铝塑管是一种由中间纵焊铝管，内外层聚乙烯塑料以及
层与层之间热熔胶共挤复合而成的新型管道见图１ － ４。由于其质轻、耐用
而且施工方便，其可弯曲性更适合在家装中使用。铝塑管内外层均为特殊聚
乙烯材料，清洁无毒，平滑，可使用５０年以上。中间铝层可１００％隔绝气
体渗透，并使管子同时具有金属和塑胶管的优点，而剔除了各自的缺点。铝
塑复合管以无可比拟的优势广泛应用于冷、热给水管道，是理想的采暖管
道。且相对其他管材，铝塑复合管在中国发展已相当成熟，有完善的产品标
准和应用规范，广为市场所接受。

（２）铝合金门窗、铝板幕墙。铝合金门窗及幕墙由于其自重轻、强度
高、密封性好、耐用性好、装饰效果优雅、安装施工方便等特点，在当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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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 ４　 铝塑管
建筑中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应用见图１ － ５。

图１ － ５ａ　 铝合金门窗

图１ － ５ｂ　 铝板幕墙
２ 交通运输行业中的应用。在交通运输业上，为减轻交通工具自身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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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减少废气排放对环境的污染，汽车、火车、地铁、飞机、船舶等交通运输
工具大量采用铝及铝合金作为构件和装饰件。例如目前快速发展的动车组，２０１０
年中国已经拥有８０００余辆车厢，按铝用量８吨／辆计算，铝的用量为６ ４万吨。

（１）汽车。铝一直是制造汽车不可缺少的重要材料，它以众多独特性
能、成熟的零部件制造工艺和较低的生产成本，在推动汽车轻量化进程诸多
材料竞争中脱颖而出，是发展前景继续看好的轻金属材料。随着我国汽车向
以生产轿车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变，铝铸件和变形铝材的用量将随着汽车产量
上升而增加，变形铝合金主要用于汽车的车身系统、热交换器系统、箱式车
厢及其他系统部件等，主要包括板、带、箔、管、各种形状的挤压型材和锻
件等。铝铸件主要用于汽车油箱、发动机零部件、传动装置、壳体等零件。
在美国，１９８４年小汽车平均用铝量为６２ １４公斤，１９９０年为９０ ７２公斤，
２００３年达到１１５公斤，２００９年上升到约１４５公斤。汽车轻量化的需求使得
铝合金的应用拥有更广阔的空间。因此，随着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快速发展，
必将为汽车用铝提供广阔的市场。

（２）飞机。铝合金由于具有密度低、强度高、耐腐蚀性强、易导热导
电、塑性和加工性能良好、成本低等一系列优点，在航空方面一直是大飞机
机体结构的主要用材。飞机机身结构件的典型零件有梁、筋、肋板、框、壁
板、接头、滑轨等类型的零件。以扁平件、细长件、多腔件和超薄壁隔框结
构件为主。毛坯为板材、锻件和铝合金挤压型材。目前，国内飞机零件
９０％以上为铝合金件，少量为不锈钢和钛合金钢，且整体结构件越来越多，
应用复合材料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表１ － １ 大型飞机选材情况 单位：％

飞机类型 首飞时间 铝 铁 钛 复合材料 其他
Ｂ７４７ １９６９ ８１ １３ ４ １ １

Ｂ７５７ １９８１ ７８ １２ ６ ３ １

Ｂ７６７ １９８１ ８０ １４ ２ ３ １

Ｂ７７７ １９９４ ７０ １１ ７ １１ １

ＤＣ１０ １９７０ ７８ １４ ５ １ ２

ＭＤ１１ １９９０ ７６ ９ ５ ８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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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飞机类型 首飞时间 铝 铁 钛 复合材料 其他
Ａ３００ １９７２ ７６ １３ ４ ５ ２

Ａ３２０ １９８７ ７６ ５ １３ ５ ４ ５ ５ ５ —
Ａ３４０ １９９２ ７５ ８ ６ ８ ３

　 　 资料来源：《中国有色金属学报》，２０１０年９月。

除了汽车、飞机制造方面外，铝在火车、轮船等大型交通工具中的使用
也极为广泛，此处不再赘述。

３ 电力行业中的应用。中国高压输电线路几乎都是钢芯铝绞线。另外，变
压器线圈、感应电动转子、母线排等也多用铝，还有铝电力电缆、铝布电线、
铝电磁线等。电线电缆用铝量约占电力行业用铝量的７５％ ～８５％ （见图１ －６）。

图１ － ６ａ　 铝线排

图１ － ６ｂ　 铝线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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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铜线缆的制造成本比铝线缆要高出很多，电力行业将更多地使用铝
制造线缆和热交换器等。

４ 包装业中的应用。铝箔在包装业的应用越来越显示出特有的优越性
能，这使得铝箔在该行业的消费成了新的市场增长点，打开了新的增量空
间。随着全球包装工业的快速发展，包装业已成为发达国家的重要支柱产
业。在美国，包装业已成为第三大产业，在欧洲，包装业已是第七大产业。
全球包装工业的发展极大地带动了对铝箔的需求，使包装业成为铝箔最大
的应用消费市场。据欧洲铝箔工业协会统计，欧洲有７０％以上的铝箔应
用于各类包装制品，在美国这一比率高达７５％，在日本包装用铝箔消费
占７０％，其中仅食品包装就占了铝箔消费量的３０％。目前，在全球约
６０００亿美元的包装消费市场中，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包
装大国。

随着我国包装工业的快速发展，铝箔在包装领域的应用迅速增加。目前
我国包装用铝箔主要集中在卷烟、食品、奶制品、日化品等方面（见图１ － ７）。
但在包装业的应用比率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未来的发展空间巨
大。

图１ － ７　 铝箔包装
５ 其他产业。
（１）机械设备制造业中的应用。铝合金具有的许多优点，使其在机械

设备制造业中也得到了大量应用（见图１ － ８）。
（２）冶金行业。在冶金行业中，铝主要用于炼钢脱氧、铁合金和特种

钢生产的添加剂。炼１００００吨钢需要消耗约８ ８吨铝，一般普通钢耗铝量为
０ ４千克／吨～ ０ ５千克／吨，不锈钢耗铝量高达３０千克／吨。随着冶金行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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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 ８　 铝制零件
品结构的调整，增加高效钢和不锈钢产量比率，冶金行业的用铝量还会增多。

（３）电子行业。电子行业用铝也非常广泛，民用产品及基础器件中的收
音机、电视机、电容器（见图１ －９）、电位器、扬声器等，军用产品如雷达、雷
达侦察干扰设备、战术导弹成套设备、卫星地面站成套设备等均大量使用铝。

图１ － ９　 电容器

铝的历史与传说
传说在古罗马，一天，一个陌生人去拜见罗马皇帝泰比里厄斯，

献上一只金属杯子，杯子像银子一样闪闪发光，但是分量很轻。它是
由这个人从黏土中提炼出的新金属制成的。但这个皇帝表面上表示感谢，心里却害怕这
种光彩夺目的新金属会使他的金银财宝贬值，就下令把这位发明家斩首。从此，再也没
有人动过提炼这种“危险金属”的念头，这种新金属就是现在大家非常熟悉的铝。ａｌｕ
ｍｉｎｕｍ一词就是从古罗马语ａｌｕｍｅｎ （明矾）衍生而来的。

二、 铝的冶炼工艺是怎样的？

铝在生产过程中由四个环节构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铝矿石开采—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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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制取—电解铝冶炼—铝加工生产。铝的冶炼过程如图１ － １０所示。

图１ － １０　 由铝土矿制备铝的工艺流程
（一）氧化铝的制备方法
生产氧化铝的铝土矿主要有三种类型：三水铝石、一水硬铝石、一水软

铝石。由于三种铝土矿的特点不同，各氧化铝生产企业在生产上采取了不同
的生产工艺，目前主要有拜耳法、碱石灰烧结法和拜耳—烧结联合法三种。
铝土矿中氧化铝的含量差异很大，低的仅约３０％，高的可达７０％以上。通
常高品位铝土矿采用拜耳法生产，中低品位铝土矿采用联合法或烧结法生
产。拜耳法由于其流程简单，能耗低，已成为了当前氧化铝生产中应用最为
主要的一种方法，产量约占全球氧化铝生产总量的９５％左右。

１ 拜耳法。拜耳法用于处理含Ａｌ２Ｏ３ 高、ＳｉＯ２ 低的富矿，一般要求
Ａｌ２Ｏ３ 含量大于６５％，Ａｌ２Ｏ３ 比ＳｉＯ２ 大于７。现代拜耳法的主要进展在于：
①设备的大型化和连续操作；②生产过程的自动化；③节省能量，例如高压
强化溶出和流态化焙烧；④生产砂状氧化铝以满足铝电解和烟气干式净化的
需要。拜耳法的工艺流程如图１ － １１所示。拜耳法的优点主要是流程简单、
投资省和能耗较低，最低者每吨氧化铝的能耗仅３ × １０６ 千卡左右，碱耗一
般为１００公斤左右（以Ｎａ２ＣＯ３ 计）。

拜耳法生产的经济效果决定于铝土矿的品位，主要是矿石中的ＳｉＯ２ 含
量，通常以矿石的铝硅比，即矿石中所含的Ａｌ２Ｏ３ 与ＳｉＯ２ 含量的重量比来
表示。因为在拜耳法的溶出过程中，ＳｉＯ２ 转变成方钠石型的水合铝硅酸钠
（Ｎａ２Ｏ·Ａｌ２Ｏ３·１ ７ＳｉＯ２·ｎＨ２Ｏ），随同赤泥排出。矿石中每公斤ＳｉＯ２ 大约
要造成１公斤Ａｌ２Ｏ３ 和０ ８公斤ＮａＯＨ的损失。因此，铝土矿的铝硅比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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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 １１　 拜耳法制氧化铝工艺流程图

低，拜耳法的经济效果越差。直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拜耳法所处理的铝
土矿的铝硅比均大于７ ～ ８。由于高品位三水铝石型铝土矿资源逐渐减少，
如何利用其他类型的低品位铝矿资源和节能新工艺等问题，已成为当前铝工
业研究、开发的重要方向。

２ 碱石灰烧结法。碱石灰烧结法适用于处理高硅的铝土矿（Ａｌ２Ｏ３ 比
ＳｉＯ２ 为３ ～ ５，且Ｆｅ２Ｏ３ 小于１０％）。其生产工艺流程为：将铝土矿、碳酸钠
和石灰按一定比例混合配料，在回转窑内烧结成由铝酸钠（Ｎａ２Ｏ·Ａｌ２Ｏ３）、
铁酸钠（Ｎａ２Ｏ·Ｆｅ２Ｏ３）、原硅酸钙（２ＣａＯ·ＳｉＯ２）和钛酸钠（ＣａＯ·ＴｉＯ２）
组成的熟料，然后用稀碱溶液溶出熟料中的铝酸钠。此时铁酸钠水解得到的
ＮａＯＨ也进入溶液。如果溶出条件控制适当，原硅酸钙就不会大量地与铝酸
钠溶液发生反应，而与钛酸钙、Ｆｅ２Ｏ３·Ｈ２Ｏ等组成赤泥排出。溶出熟料得
到的铝酸钠溶液需经过专门的脱硅过程，即ＳｉＯ２ 形成水合铝硅酸钠（称为
钠硅渣）或水化石榴石３ＣａＯ·Ａｌ２Ｏ３·ｘＳｉＯ２·（６ － ２ｘ）Ｈ２Ｏ沉淀（其中ｘ
≈０ １），而使溶液提纯。把ＣＯ２ 气体通入精制铝酸钠溶液，加入晶种搅拌，
得到氢氧化铝沉淀物和主要成分是碳酸钠的母液。其中氢氧化铝经煅烧成为
氧化铝成品。水化石榴石中的Ａｌ２Ｏ３ 可以再用含Ｎａ２ＣＯ３ 母液提取回收。

３ 拜耳—烧结联合法。拜耳—烧结联合法适于处理中等品位的铝土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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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主要用混联法，即在拜耳法的赤泥中添加部分低品级矿石以提高烧结法
的铝硅比，一般要求Ａｌ２Ｏ３ 含量大于６０％，Ａｌ２Ｏ３比ＳｉＯ２为５ ～７，Ｆｅ２Ｏ３含量
小于１０％。对氧化铝生产而言，硫是很有害的杂质，均不宜采用高硫矿石。

不同的生产工艺中铝土矿原料的品质差异很大，导致能耗存在很大差
异。一般来说，烧结法的能耗大约是拜耳法的３倍。

（二）电解法制铝的工艺流程
目前工业生产原铝的主要方法是冰晶石—氧化铝融盐电解法，即霍尔—

埃鲁铝电解法，由美国的霍尔和法国的埃鲁于１８８６年发明。霍尔—埃鲁铝
电解法是以熔融冰晶石作为溶剂，氧化铝作为溶质，以碳素体作为阳极，铝
液作为阴极，通入强大的直流电后，在９５０℃ ～ ９７０℃高温下，在电解槽内
的两极上进行电解。其工艺流程如图１ － １２。

图１ － １２　 电解铝工艺流程图
主反应方程式如下：
在熔化条件下：　 　 　 　 　 Ａｌ２Ｏ３ ＝ ２Ａｌ３ ＋ ＋ ３Ｏ２ －
阴极： ４Ａｌ３ ＋ ＋ １２ｅ － ＝ ４Ａｌ

阳极： ６Ｏ２ － － １２ｅ － ＝ ３Ｏ２↑

总反应式： ２Ａｌ２Ｏ３ ＝ ４Ａｌ ＋ ３Ｏ２↑

阳极产物主要是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当用炭做阳极时，阳极上的一
次气体产物为１００％的ＣＯ２，只有在阳极电流非常低，极化电压小于１ １伏
特或阳极过电压小于０ １伏特时，才有可能在炭阳极上有ＣＯ生成），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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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一定量的氟化氢等有害气体和固体粉尘。为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需对阳
极气体进行净化处理，除去有害气体和粉尘后排入大气。阴极产物是铝液，
铝液通过真空抬包从槽内抽出，送往铸造车间，在保温炉内经净化澄清后，
浇铸成铝锭或直接加工成线坯、型材等。每生产一吨原铝，可产生１ ５吨的
二氧化碳，综合耗电在１４０００千瓦时左右。

电解铝生产的主要设备是电解槽，目前国内有自焙阳极电解槽和预焙阳
极电解槽两种。自焙槽分为上插式和侧插式，预焙槽分为连续式和间断式。
自焙阳极电解槽因能耗高、环境污染严重，逐步被淘汰；预焙阳极电解槽成
为铝工业当今发展的主流槽型。目前我国预焙电解槽槽型包括从７５ ～ ５００千
安的各种类型。

三、 铝产业链的基本情况是怎样的？

（一）铝的产业链结构
铝产业链如图１ － １３结构，主要分为采矿、冶炼、加工、最终用户需求

这几个环节。

图１ － １３　 铝的产业链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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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铝土矿资源的分布
铝土矿是世界上主要的铝矿资源，其次是明矾石、霞石、粘土等，目前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氧化铝都是用铝土矿为原料生产。全球铝土矿资源非常丰
富，遍及五大洲５０多个国家。２００２年底世界铝土矿储量为２２８ ９亿吨，资
源储量共约６１２亿吨，通过扩大找矿范围，铝土矿资源储量可以增加到７５０
亿吨。世界铝土矿储量基础超过３００亿吨，主要分布（见图１ － １４）在非洲
（３３％）、大洋洲（２４％）、南美洲（２２％）和亚洲（１５％）。铝土矿根据所
含的氧化铝水化物的形态，可划分为三水铝土矿型、一水软铝石型和一水硬
铝石型。世界铝土矿矿床主要分两类：一类是红土型铝土矿床，分布在大洋
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东南亚，储量约占世界总储量的８６％。第二类是沉
积型铝土矿床，矿石由一水硬铝石构成，分布在南欧和加勒比海地区，储量
约占世界总储量的１４％。在世界范围内的铝土矿以三水铝土矿型为主，而
我国铝土矿的品位较差，以加工困难、冶炼耗能较大的一水硬铝石型矿石为
主，其储量占全国铝土矿总储量的９８％以上。

图１ － １４　 全球铝土矿资源分布
根据美国地理调查局（ＵＳＧＳ）调查数据显示，２００７年全球铝土矿储量

基础地区分布如图１ － １５所示：澳大利亚（２５％）、几内亚（２７％）、巴西
（８％）、牙买加（８％）、中国（７％）、印度（４％）和其他地区（２１％）。
２００７年铝土矿生产主要有以下几个国家：澳大利亚（３４％）、中国
（１７％）、巴西（１３％）、几内亚（７％）、牙买加（７％）和印度（７％）。

我国铝土矿资源分布高度集中，山西、河南、贵州和广西占全国储量的
９０ ９％。截止到２００６年底，我国铝土矿储量为５ ４亿吨，基础储量为７ ４
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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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 １５　 全球铝土矿储量基础（内圈）和铝土矿生产（外圈）分布

表１ － ２ 截至２００６年底全国铝土矿资源储量 单位：万吨
省区 矿区数 储量 基础储量
山西 ８２ １０３６１ １１７２９
河南 ７３ １３３５９ ２００７７
广西 ２７ １０６５７ １３５０９
贵州 ７２ １４９８７ ２０８５３
重庆 １１ ２７３２ ３６３９
山东 １９ ７９ ７８０
河北 １８ — ３９４
陕西 ６ ４９８ ７２７
湖北 ９ — ２４４
湖南 ４ — １７７
福建 １ ４６ ６５
四川 １０ — —
海南 １ — —
辽宁 ４ — —
吉林 １ — —
新疆 １ — —
北京 １ ２ ２
江西 １ — —
广东 ２ — —
全国 ３６８ ５４１６６ ７４１６７

　 　 资料来源：中国有色金属地质矿产调查中心。

（三）氧化铝及原铝的供给情况
１ 氧化铝供给情况。大洋洲、拉丁美洲和欧洲是主要的氧化铝供应地

区，长期看，这三个地区的供应仍然呈逐步上升趋势（见图１ －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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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 １６　 全球氧化铝产量及分布趋势变化图
２ 原铝供给情况。全球原铝供应地区主要集中在对铝消费最大的几个

地区———欧洲、北美洲、亚洲（图１ － １７）。而亚洲中则以中国为最大的原
铝供应国。２０１０年，全球原铝总供应量在４１９８ ８万吨左右（图１ － １８），其
中欧洲供应约８３８ ３万吨，北美洲供应约４６９ １万吨，亚洲供应约２２５９ ３
万吨，其中中国年供应量在１６９６ ４万吨左右。

图１ － １７　 全球原铝产量及分布趋势图

图１ － １８　 ２０１０年全球原铝产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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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世界主要铝生产企业
美国铝业公司（Ａｌｃｏａ）简称美铝，是继力拓集团（Ｒｉｏ Ｔｉｎｔｏ Ｇｒｏｕｐ）及

俄罗斯铝业集团（ＲＵＳＡＬ）世界第三大铝锭生产商。现在在美国纽约证券交
易所上市。美国铝业公司的总部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监察着遍布４４
个国家的业务。紧随其后的是曾为它子公司的加拿大铝业集团（Ａｌｃａｎ）。

加拿大铝业集团是一家跨国集团公司，以市场为导向并在铝业和特
种包装业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在原铝、铝制品、软包装和特种包装、
航天应用、铝土采掘和氧化铝生产方面拥有世界级的生产设备。加拿大
铝业集团是世界上第二大的原铝生产商，在软包装和药物、化妆品包装
领域居于世界第一位，烟草包装领域居于第二位，加拿大铝业集团还是
全球最大的金属贸易商之一。加拿大铝业集团在全球６１个国家运作，共
有３００家分支机构，６５０００余名员工。

中国铝业公司是国家授权的投资管理机构和控股公司，是中央直接
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截至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公司资产总额超过１８００
亿元。固定资产增值保值率、净资产收益率在全国１００亿元资产以上的
国有企业中一直名列前茅，是全球第二大氧化铝和第三大电解铝生产商。

延伸阅读：我国铝行业是如何实现大跨越的
２０００年，中国电解铝产量只有２８３万吨。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

的加快，大量基础设施的建设，刺激了对铝消费需求的爆发性增长。由于电
解铝行业进入门槛较低，建设周期只需一年左右的时间，从２００３年起，铝锭
的产量呈现出奇迹般的增长。２００８年，我国电解铝产量已经达到１５６５万吨。

电解铝产量的快速增长带动了氧化铝的生产（见表１ － ３），在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５年间，进口氧化铝占国内氧化铝总供应量的４０％以上。２００５年
全年进口氧化铝达７０１ ６２万吨，占氧化铝总供应量的４５ １１％。国内氧
化铝的供应短缺使大量资金进入氧化铝的生产，氧化铝产能逐年增加。
２００６年国产氧化铝达１３７０万吨，占总供应量的６６ ４７％。２００８年我国氧
化铝产量为２２４１ ６万吨，在总供应量中所占比例达到了８６ ４２％。２０１０
年，这个比例已接近９０％。我国电解铝生产中氧化铝自给率日益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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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依赖度下降。

表１ － ３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７年我国生产电解铝中氧化铝自给率 单位：万吨
年份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氧化铝需求量５９７ ８４ ７１５ １６ ９０２ ２２ １１１２ ６ １３３４ ２ １５６１ ２　 １８６９ ８４ ２４２６ ７８ ２５９３ ９２

其中：国产量４３２ ８１ ４７４ ０５ ５４４ ９６ ６１１ ２１ ６９８ ８５３ ５７ １３６９ ９８ ２０１０ ２２４１ ６

自给率（％） ７２ ４ ６６ ２９ ６０ ４ ５４ ９４ ５２ ３２ ５４ ７４ ７３ ２７ ８２ ８３ ８６ ４２

（四）下游用铝行业的需求情况
１ 总需求情况。从总体需求情况看，２０１０ 年全球原铝总消费量在

４１１１ ５万吨左右（图１ － １９），其中欧洲消费约８１０ ７万吨，北美洲消费约
５２１万吨，亚洲消费约２５３７ ３万吨（其中中国消费了１６８４ ９万吨左右）。

图１ － １９　 ２０１０年全球原铝消费量分布
２ 分行业需求情况。铝主要应用于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电力、机械

设备、包装、耐用消费品等行业，见图１ － ２０，这六大行业的铝消费量在中
国和西方国家都达到其总消费量的８０％以上。

图１ － ２０　 中国、西方国家铝消费结构
资料来源：安泰科、华泰证券研究所
注：内环为中国、外环为西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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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铝消费结构中可以看出，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铝消费结构有所区
别。从中国来看，铝消费主要用于建筑、交通运输和电力，分别占到３１％，
１４％和１３％。从西方国家来看，铝消费主要用于交通运输、建筑和包装，
分别占到３１％、１８％和１６％。在我国加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
构的大趋势下，铝在包装、环保、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应用将进一步增大。

自 　 测 　 题

一、选择题

１ 目前生产氧化铝最主要的方法是（　 　 ）。
Ａ 拜耳法　 　 　 　 　 　 　 　 　 　 　 Ｂ 碱石灰烧结法
Ｃ 拜耳—烧结联合法 Ｄ 霍尔—埃鲁铝电解法
２ 全球铝土矿资源最丰富的地区是（　 　 ）。
Ａ 亚洲 Ｂ 大洋洲
Ｃ 南美洲 Ｄ 非洲
３ 从我国来看，铝消费的主要用途不包括（　 　 ）。
Ａ 交通运输 Ｂ 电力
Ｃ 建筑 Ｄ 包装
４ 铝的冶炼工艺是（　 　 ）。
Ａ 铝矿石开采—电解铝冶炼—氧化铝制取—铝加工生产
Ｂ 铝矿石开采—氧化铝制取—电解铝冶炼—铝加工生产
Ｃ 铝矿石开采—铝加工生产—氧化铝制取—电解铝冶炼
Ｄ 铝矿石开采—电解铝冶炼—铝加工生产—氧化铝制取
５ 生产氧化铝的铝土矿不包括以下（　 　 ）类型。
Ａ 三水铝石 Ｂ 一水硬铝石
Ｃ 一水软铝石 Ｄ 二水铝石
６ 全球铝土矿资源最丰富的是（　 　 ）。
Ａ 澳大利亚 Ｂ 中国
Ｃ 巴西 Ｄ 印度
７ 下面（　 　 ）省铝土矿资源较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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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山西 Ｂ 河南
Ｃ 山东 Ｄ 广西
８ 铝的特性中不包括以下（　 　 ）。
Ａ 良好的导电性 Ｂ 较好延展性
Ｃ 轻金属 Ｄ 易溶于水
９ （　 　 ）发现了铝。
Ａ 德维尔 Ｂ 居里夫人
Ｃ 门捷列夫 Ｄ 薛定谔
１０ 铝的导电性是铜的（　 　 ）。
Ａ ５５％ Ｂ ６５％

Ｃ ７０％ Ｄ ７５％

二、判断题

１ 铝的化学符号是Ａｌ。 （　 　 ）
２ 铝是地壳中含量最丰富的元素。 （　 　 ）
３ 铝易溶于稀硫酸、氢氧化钠溶液。 （　 　 ）
４ 美国的豪尔和法国的海朗特，分别独立地电解熔融的铝矾土和冰晶

石的混合物制得了金属铝，奠定了今天大规模生产铝的基础。 （　 　 ）
５ 电线电缆用铝量约占电力行业用铝量的４０％ ～ ４５％。 （　 　 ）
６ 日本是第一包装大国。 （　 　 ）
７ 通常高品位铝土矿采用拜耳法生产，中低品位铝土矿采用联合法或

烧结法生产。 （　 　 ）
８ 电解制铝时阳极产物主要是一氧化氮和二氧化碳。 （　 　 ）
９ 中国铝业是世界最大铝生产企业。 （　 　 ）
１０ 中国氧化铝自给率不足５０％。 （　 　 ）

三、填空题

１ 是世界上最主要的铝矿资源，其次是明矾石、霞石、粘土等。
２ 全球铝土矿资源非常丰富，储量基础超过 亿吨。
３ 型铝土矿床，主要分布在大洋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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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储量约占世界总储量的８６％。
４ 我国铝土矿资源分布高度集中，山西、 、贵州和广西占全

国储量的９０ ９％。
５ 铝土矿根据所含的氧化铝水化物的形态，可划分为 型、一

水软铝石型和一水硬铝石型。
６ 电解制铝过程中阳极产物主要是 和一氧化碳。
７ 从储量基础看，全球铝土矿分布最多的国家是 。
８ 从我国来看，铝消费主要用于 、交通运输和电力。
９ 全球原铝产量最多的大洲是 。
１０ 铝的相对密度是 ，熔点 ℃，沸点 ℃。

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１ Ａ　 　 　 　 ２ Ｄ　 　 　 　 ３ Ｄ　 　 　 　 ４ Ｂ　 　 　 　 ５ Ｄ

６ Ａ ７ Ｄ ８ Ｄ ９ Ａ １０ Ｂ

二、判断题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 ７ √ ８ × ９ × １０ ×

三、填空题

１ 铝土矿　 　 　 　 　 ２ ３００　 　 　 　 　 ３ 红土　 　 　 　 　 ４ 河南
５ 三水铝土矿 ６ 二氧化碳 ７ 澳大利亚 ８ 建筑
９ 亚洲 １０ ２ ７０　 ６６０　 ２３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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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铝期货的基础知识 　

　 　 【本章要点】

　 　 本章阐述了铝期货合约的基本内容及合约
标的物的质量标准，投资者在阅读本章后可以
对铝期货合约的基础知识有所掌握。

一、 铝期货合约是什么？

铝期货合约是铝期货交易的买卖对象或标的物，是由期货交易所统一制
定的，规定了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量和质量铝锭的标准化合
约，铝期货价格则是通过公开竞价而达成的。上海期货交易所铝期货标准合
约的交易品种为铝，交易代码为ＡＬ。具体解读如下：

１ 标准化的数量和数量单位。在上海期货交易所上市交易的铝期货合
约一手为５吨铝，若投资者建仓买入５手铝合约，即为买入２５吨铝期货。

２ 标准化的商品质量等级。铝期货的标准品为铝锭，符合国标
ＧＢ ／ Ｔ１１９６ ２００８标准中ＡＬ９９ ７０规定，其中铝含量不低于９９ ７０％。

３ 标准化的交割地点。铝期货的交割采取实物交割方式在交易所指定
的交割仓库进行。

４ 标准化的交割期和交割程序。交割日期为合约交易月份的１６日至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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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遇法定假日顺延），如ＡＬ１００１合约由于遇法定假日，交易日期顺延为
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８日至２２日。

５ 交易者统一遵守的交易报价单位、每天最大价格波动限制、交易时
间、交易所名称。合约交易规定：交易时间为星期一至星期五（法定节假
日除外）的上午９：００ ～ １１：３０，下午１３：３０ ～ １５：００，报价单位为元／吨，
最小变动价位为５元／吨，每日价格最大波动限制不超过上一交易结算价的
± ３％。投资者参与铝期货交易的主要成本是交易保证金和交易手续费，交
易所规定的最低交易保证金为合约价值的５％，一般期货公司会在交易所规
定的基础上有所提高，以防范风险；交易所规定的交易手续费为不高于成交
金额的万分之二。上海期货交易所铝期货交易的合约为每年１月～ １２月，
最后交易日为合约交割月份的１５日（遇法定假日顺延）。如ＡＬ１００１合约的
最后交易日为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５日。表２ － １是上海期货交易所铝标准合约。

表２ － １ 上海期货交易所铝标准合约
交易品种 铝
交易单位 ５吨／手
报价单位 元（人民币） ／吨
最小变动价位 ５元／吨
每日价格最大波动限制 不超过上一交易日结算价± ３％
合约交割月份 １月～ １２月
交易时间 上午９：００ ～ １１：３０　 下午１：３０ ～ ３：００
最后交易日 合约交割月份的１５日（遇法定假日顺延）
交割日期 合约交割月份的１６日至２０日（遇法定假日顺延）

交割品级

标准品：铝锭，符合国标ＧＢ ／ Ｔ１１９６ ２００８标准中ＡＬ９９ ７０规定，其中
铝含量不低于９９ ７０％。
替代品：
１ 铝锭，符合国标ＧＢ ／ Ｔ１１９６ ２００８标准中ＡＬ９９ ８５、ＡＬ９９ ９０规定。
２ 铝锭，符合Ｐ１０２０Ａ标准。

交割地点 交易所指定交割仓库
最低交易保证金 合约价值的５％
交易手续费 不高于成交金额的万分之二（含风险准备金）
交割方式 实物交割
交易代码 ＡＬ

上市交易所 上海期货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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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与现货的区别
现货交易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商品货币交换。这里所说的一手

交钱，一手交货，并不只是指当时钱货易位、货款两清的情况。现货
交易既包括物物交换、即期交易，还包括远期交易。一般来讲，现货远期交易要签订现
货合同。现货合同作为一种协议，明确规定了交易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包括双方交易商
品的品质、数量、价格和交货日期等。买卖双方签约后必须严格执行合同，在合同期
内，即使市场行情朝着不利于交易的某一方发展，这一方也不能违约。另外，如果交易
的一方因缺乏资金或发生意外事件便有可能出现难以履约的情况。

期货交易的对象不是具体的实物商品，而是“标准合同”，即期货合约。在交易成
交后，并没有真正移交商品的所有权。在合同期内，交易的任何一方都可以及时转让合
同，不需要征得其他人的同意。履约可以采取实物交割的方式，也可以采取对冲期货合
约的方式。期货交易的目的包括套期保值、投机、套利等，并非以商品所有权的转移为
目的。

延伸阅读：期货市场的产生与发展
期货市场的历史可以追索到中世纪，最初创建期货市场的目的是为

了满足农民和商人的需要，而现代意义上的期货交易在１９世纪中期产生
于美国中北部地区。１８４８年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ＣＢＯＴ）的成立，
标志着期货交易的开始。８２位商人发起组建了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并采
用远期合约方式进行交易。

期货交易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是在现货远期合约交易发展的基础
上，基于广大商品生产者、贸易商和加工商的广泛商业实践而产生的。
１８３３年，芝加哥已成为美国国内外贸易的一个中心。南北战争之后，芝
加哥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而发展成为一个交通枢纽。到了１９世纪中
叶，芝加哥发展成为重要的农产品集散地和加工中心，大量的农产品在
芝加哥进行买卖，人们沿袭古老的交易方式在大街上面对面讨价还价进
行交易。这样，价格波动异常剧烈，在收获季节农场主都运粮到芝加哥，
市场供过于求导致价格暴跌，使农场主常常连运费都收不回来，而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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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春天谷物匮乏，加工商和消费者难以买到谷物，价格飞涨。实践
提出了需要建立一种有效的市场机制以防止价格的暴涨暴跌，需要建立
更多的储运设施。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谷物生产地的经销商应运而生。当地经销商设
立了商行，修建起仓库，收购农场主的谷物，等到谷物湿度达到规定标
准后再出售运出。当地经销商通过现货远期合约交易的方式收购农场主
的谷物，先储存起来，然后分批上市。当地经销商在贸易实践中存在着
两个问题：一是需要向银行贷款以便从农场主手中购买谷物储存，在储
存过程中要承担着巨大的谷物过冬的价格风险；二是价格波动有可能使
当地经销商无利可图甚至连成本都收不回来。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最好的
办法是“未买先卖”，以远期合约的方式与芝加哥的贸易商和加工商联
系，以转移价格风险和获得贷款。这样，现货远期合约交易便成为一种
普遍的交易方式。

从早期的农产品期货开始后的一百多年来，期货交易的对象不断扩
大，种类日益繁多，花样不断翻新。有传统的农产品的期货，如谷物、
棉花、小麦、油菜籽、燕麦、黄豆、玉米、糖、咖啡、可可、猪、猪肚、
活牛、木材等等期货；有金属期货，如黄金、白银、铂、铜、铝等期货；
有方兴未艾的能源期货，如原油、汽油等。有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迅速崛
起的金融期货，如外汇、利率、股票指数等期货。

延伸阅读：铝期货品种的上市对市场有什么功能和作用？
为什么铝能成为期货品种？其原因在于：第一，铝具有品质稳定、

易储存、不易变质的物理特性，使其成为一个期货品种的物质基础；第
二，铝规格已经形成标准化，有明确的质量标准，满足了期货标准化合
约的条件；第三，铝的市场容量大，拥有大量的生产企业、流通企业和
消费者，应用领域非常广泛，具有广泛的市场参与基础，同时，行业参
与度的提高能为行业经济服务；第四，随着市场的频繁起伏，铝价格波
动大且频繁，不存在垄断。因此铝作为期货的交易品种，在为铝相关企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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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发现价格和回避价格波动风险的同时，吸引了大量市场投资者的参与。
铝期货品种的上市交易为市场提供了更多的投资机会，同时，也实

现了为铝行业经济服务的功能。
１ 大量投机客户的参与，提高铝期货交易的流动性，发挥价格发现

功能。期货市场存在着大量的投机资金，它们在追逐高利润的同时，也
承受高风险的压力。大量投机资金的存在给市场带来了很大的流动性。
在公开的价格博弈中，使期铝价格趋于合理，反映市场的供求状况，实
现了期货市场价格发现的功能。

２ 铝生产企业可通过期货市场对冲产能。市场价格波动频繁，难以
及时有效地把握市场的脉搏，对于生产型企业来说，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如何安排企业的生产经营节奏。当今中国铝市场的现状是铝的产能过剩。
在市场不景气时，企业由于对市场的预估发生偏离，实际企业产能较大
时，可以通过期货市场进行减产，其操作是通过期货市场卖出铝期货合
约做对冲来实现产能的减少；当铝市场价格上涨的时候，企业由于预期
市场价格下跌而减少了生产，则可在铝期货市场上通过买进期货合约来
虚拟扩大企业产能。总之，企业可以根据当前的市场价格波动情况，通过
期货市场这样的操作方式来调节企业的产能，在市场波动中变被动为主动。

３ 现货市场可通过期货市场建立合理的定价模式。期货对相关企业
的销售、采购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铝期货可以改变现货市场的定价规则。
在没有期货市场时，生产厂家都有自己的销售规则。而有了期货市场后，
基本上都是以期货市场相关品种的报价为基准价，加上一定的升贴水。
在中国的铝现货贸易中，许多铝企业在现货交易中用点价方式，以上海
期货交易所铝期货的月度结算价为基准，加上升贴水进行的。可见，铝
期货在现货市场上的定价功能已经确立。

４ 铝期货有助于铝企业把握中长期价格发展趋势。期货市场是一个
远期市场，某一个期货品种的价格往往反映了市场对该品种未来价格的
预期。因此，对于期货市场价格周期的分析，有利于企业前瞻、有效、
准确地预测市场可能发生的变化，并提前作出相应的战略调整，有效规
避市场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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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２ － １———铝期货对铝企业的作用】
某一大型铝锭生产企业，通过对国内外市场深入研究后，认为铝价格可

能会在２００８年的第四季度出现一定的向下调整。因此，该铝企业改变经营
策略，当年６月通过期货公司在上海期货交易所加大卖出套期保值头寸，在
１０月份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时，该企业毫发未损。同时该企业审时夺势，在
２００８年底市场价格跌至底部时，又低价大量采购原材料。可以看到，该铝
企业通过期货市场发现市场运行的趋势，从而指导其现货经营，真正把握了
本轮金融危机的“危”与“机”。

　 　 二、 铝期货合约中标的物的质量标准是怎么规定
的？

　 　 铝期货合约中标的物的质量标准规定如下：
１ 铝标准合约的交易单位为每手５吨，交割单位为每一仓单２５吨，交

割必须以每一仓单的整数倍交割。
２ 用于本合约实物交割的铝，其铝含量、杂质含量和其他各项规定必

须符合国标ＧＢ ／ Ｔ１１９６ ２００８中ＡＬ９９ ７０的规定。
３ 形状及重量。交割的铝应为锭，国产铝每锭重量为１５公斤± ２公斤

或２０公斤± ２公斤，进口铝每锭重量在１２公斤到２６公斤之间。
４ 每张仓单的溢短不超过± ２％，磅差不超过± ０ １％。
５ 每一仓单的铝，必须是同一生产企业生产、同一牌号、同一注册

商标、同一质量品级、同一块形、同一包装数量（捆重近似）的商品组
成。

６ 每一仓单的铝，必须是交易所批准的注册品牌，须附有质量证明
书。

７ 仓单须由交易所指定交割仓库按规定验收合格后出具。
８ 用于实物交割的铝，必须是交易所注册的品牌。具体的注册品牌和

升贴水标准，由交易所另行规定并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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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测 　 题

一、选择题

１ 上海期货交易所铝期货的交易标的是（　 　 ）。
Ａ 氧化铝　 　 　 　 　 　 　 　 　 　 　 Ｂ 铝锭，含量不低于９９ ７０％
Ｃ 铝锭，含量不低于６０％ Ｄ 铝制品
２ 上海期货交易所的铝期货合约一手为（　 　 ）吨。
Ａ １ Ｂ ５

Ｃ １０ Ｄ ２０

３ 上海期货交易所的铝期货合约交割月份是（　 　 ）。
Ａ １月～ １２月 Ｂ 当月、下月以及随后的两个季月
Ｃ 偶数月份 Ｄ 奇数月份
４ 铝期货合约最小变动单位为（　 　 ）。
Ａ １元／吨 Ｂ ５元／吨
Ｃ １０元／吨 Ｄ ０ １元／吨
５ 铝期货的交易代码为（　 　 ）。
Ａ Ａｌ Ｂ Ｃｕ

Ｃ Ｐｂ Ｄ Ａｕ

６ 铝期货的上市交易所（　 　 ）。
Ａ 大连期货交易所 Ｂ 郑州期货交易所
Ｃ 上海期货交易所 Ｄ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７ 铝期货合约与现货合同、现货远期合约的最本质区别是（　 　 ）。
Ａ 期货价格的超前性 Ｂ 占用资金的不同
Ｃ 收益的不同 Ｄ 期货合约条款的标准化
８ 铝期货合约是指由（　 　 ）统一制定的，规定在将来某一特定时间和

地点交割一定数量和质量商品的标准化合约。
Ａ 中国证监会 Ｂ 期货交易所
Ｃ 期货行业协会 Ｄ 期货经纪公司
９ 期货合约是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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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期货交易所统一制定的 Ｂ 期货交易所会员制定的
Ｃ 中国证监会制定的 Ｄ 期货经纪公司制定的
１０ 下列选项中不属于期货结算机构的组织形式的是（　 　 ）。
Ａ 由交易所财务部兼作结算业务Ｂ 全国性的结算机构
Ｃ 作为交易所内部机构 Ｄ 附属于交易所的相对独立的机构

二、判断题

１ 铝期货合约是期货交易的买卖对象或标的物，是由证监会统一制定
的。 （　 　 ）

２ 铝期货合约规定了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量和质量商品
的标准化合约，期货价格则是通过公开竞价而达成的。 （　 　 ）

３ 铝期货合约标准化条款包括标准化的数量和数量单位。 （　 　 ）
４ 铝期货合约标准化条款包括铝期货价格波动范围。 （　 　 ）
５ 铝期货的交易品种为铝，交易代码为Ｃ。 （　 　 ）
６ 铝期货的交割采取实物交割方式在交易所指定的交割仓库进行。

（　 　 ）
７ 铝期货每日价格最大波动限制不超过上一交易结算价格的± ４％。

（　 　 ）
８ 上海期货交易所铝期货交易的合约为１月～ １２月，最后交易日为合

约交割月份的１５日（遇法定假日顺延）。 （　 　 ）
９ 国内铝期货在上海期货交易所上市交易。 （　 　 ）
１０ 用于实物交割的铝，必须是交易所注册的品牌。具体的注册品牌和

升贴水标准，由交易所另行规定并公告。 （　 　 ）

三、填空题

１ 铝期货是指以铝为合约 的期货合约，由期货交易所统一制定。
２ 铝期货规定在将来某一特定的 交割一定数量和质量铝现货

的标准化合约。
３ 铝能成为期货品种原因在于铝具有品质稳定， ，不易变质

的物理特性，是其成为一个期货品种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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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铝能成为期货品种原因在于铝规格已经形成 ，有明确的质
量标准，满足了期货标准化合约的条件。

５ 铝能成为期货品种原因在于铝的市场容量大，拥有大量的生产企业、
流通企业和消费者，应用领域非常广泛，具有广泛的 。同时，行业
参与度的提高能为行业经济服务。

６ 随着市场的频繁起伏，铝价格波动大且频繁，不存在垄断，因此铝
期货是一个公平博弈的市场，能吸引大量的 客户参与，从而活跃铝
期货市场并分担市场风险。

７ 铝期货品种的上市交易为市场提供了更多的 ，同时也实现
了为铝行业经济服务的功能。

８ 大量投机客户的参与，提高铝期货市场的有效性，发挥 功能。
９ 在公开的博弈中，铝期货价格趋于合理，真正反映当前的市场状况，

实现了期货市场 的功能。
１０ 铝相关企业可以根据当前的市场价格波动情况，通过 这样

的操作方式来调节企业的产能，在市场波动中变被动为主动。

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１ Ｂ　 　 　 　 ２ Ｂ　 　 　 　 ３ Ａ　 　 　 　 ４ Ｂ　 　 　 　 ５ Ａ

６ Ｃ ７ Ｄ ８ Ｂ ９ Ａ １０ Ａ

二、判断题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 ７ × ８ √ ９ √ １０ √

三、填空题

１ 标的　 　 　 　 　 　 ２ 时间和地点　 　 ３ 易储存　 　 　 ４ 市场化
５ 市场参与基础 ６ 投机 ７ 投资机会 ８ 价格发现
９ 价格发现 １０ 期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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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铝期货的交易与交割 　

　 　 【本章要点】

　 　 本章对铝期货交易与交割相关的知识作了
详细的阐述，包括铝期货的交易现状、交易制
度、交易流程以及交割流程和费用等。

一、 铝期货市场的交易现状如何？

１９８７年伦敦金属交易所率先推出铝期货合约以来，铝期货交易已被公
认为成熟的大宗期货品种和国际有色金属行业回避风险、发现价格所不可缺
少的投资工具。尽管铝期货合约交易比铜期货合约上市交易晚了整整一百
年，但在最近的几年中，铝期货交易活跃，交易量稳步增长，已经成为伦敦
金属交易所期货交易中交易量最大的一个合约，其价格也成为了引导全球铝
现货市场价格走势的主要依据。目前，国际市场上除了伦敦金属交易所外，
纽约商品交易所、东京工业品交易所和上海期货交易所都上市交易铝期货品
种。但是从国际市场来看，铝期货交易量大且具影响力的交易所仅为伦敦金
属交易所和上海期货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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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主要的铝期货交易市场有哪些？有什么区别？
伦敦金属交易所铝合约为９９ ７％的纯铝，每手２５吨± ２％，铝合

约最小波动价为５０美分／吨。锭形有三种：铝锭（１２公斤～ ２６公斤）、
Ｔ形锭（７５０公斤）、大板锭（７５０公斤）。最近月份加上连续两个月，及未来１２个月为交易
月份，１１：５５ ～ １２：００，１２：５０ ～ １２：５５，１５：３５ ～ １５：４０，１６：１５ ～ １６：２０时间段为交易时
间，报价单位为美元／公吨，最小价格跳动为０ ５美元／公吨（１２ ５ｕｓｄ ／ ｌｏｔ），无涨跌停
板限制。伦敦金属交易所铝为实物交割，最近３个月的每一交易日及后面１２个月的每月
第三个星期三为交割日。

纽约商品交易所铝合约交易的铝为９９ ７％的纯度，最高含铁量０ ２％，最高矽含量
０ １％。合约重量为４４０００磅，最小波动幅度是０ ０５美分／磅，每日价格最大波动２０美分／磅。
每天公开喊价时间是纽约时间７：５０至１３：１５，电子盘交易时间为纽约时间周一至周四
１４：００到次日７：４０，周五１４：００至１６：３０，周日１９：００开盘，次周一上午８：００收
盘。合约交割月是连续２５个月份，交割日是交割月份的任意营业日。

（一）关于铝期货的交易制度
期货市场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市场，为了保障铝期货交易有一个“公

开、公平、公正”的环境，保障铝期货市场的平稳运行，对市场高风险实
施有效的控制，上海期货交易所制定了一系列的交易制度，所有交易者必须
在承认并保证遵守这些交易制度的前提下才能参与铝期货交易。与铝现货市
场、远期市场相比，期货交易制度是较为复杂和严格的，只有如此才能保证
铝期货市场高效运转，发挥期货市场应有的功能。

１ 保证金制度。保证金制度是指在铝期货交易中，任何交易者必须按
照其所买卖的铝期货合约价值的一定比例（通常为５％ ～ １０％）缴纳资金，
用于结算和保证履约。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交易所可以调整交易保证金，交
易所调整保证金的目的在于控制风险。

目前上海期货交易所关于铝标准合约保证金收取的具体规定如表３ －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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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３ － １ 不同持仓规模铝合约交易保证金

从进入交割月前第三个月的第一个交易日起，当
持仓总量（Ｘ）达到下列标准时（手） 铝交易保证金比例

Ｘ≤１２万 ５％

１２万＜ Ｘ≤１４万 ６ ５％

１４万＜ Ｘ≤１６万 ８％

Ｘ ＞ １６万 １０％

交易过程中，当某一铝期货合约持仓量达到某一级持仓总量时，交易所
暂不调整交易保证金收取标准。当日结算时，若该铝期货合约持仓量达到某
一级持仓总量，则交易所对该合约的全部持仓收取与持仓总量相对应的交易
保证金。保证金不足的，应当在下一交易日开市前追加到位。交易所根据铝
期货合约上市运行的不同阶段（临近交割期）调整交易保证金的方法。铝
期货合约上市运行不同阶段的交易保证金收取标准如表３ － ２所示。

表３ － ２ 上市运行不同阶段铝合约交易保证金
交易时间段 铝交易保证金比例

合约挂牌之日起 ５％

交割月前第二月的第十个交易日起 ７％

交割月前第一月的第一个交易日起 １０％

交割月前第一月的第十个交易日起 １５％

交割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起 ２０％

当某一铝期货合约价格收盘时发生涨跌停板时，当日结算时合约保证金
也要相应提高。具体规定如下：收盘时处于涨跌停板单边无连续报价的第一
交易日结算时，交易保证金提高到合约价值的７％，收取比例已高于７％的
按原比例收取；当第二交易日出现与上一交易日同方向涨跌停板单边无连续
报价的情况，则第二交易日结算时交易保证金提高到合约价值的９％，收取
比例已高于９％的按原比例收取。经纪会员向客户收取的交易保证金不得低
于交易所向会员收取的交易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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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铝期货交易的结算是由期货交易所统一组织
进行的。期货交易所实行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又称逐日盯市），是指每日
交易结束后，交易所按当日结算价结算所有铝期货合约交易的盈亏、交易保
证金及手续费、税金等费用，对应收应付的款项同时划转，相应增加或减少
会员的结算准备金。

期货交易所会员的保证金不足时，应当及时追加保证金或者自行平仓。
３ 涨跌停板制度。所谓涨跌停板制度，又称每日价格最大波动限制，

即指铝期货合约在一个交易日中的交易价格波动不得高于或者低于规定的涨
跌幅度，超过该涨跌停幅度的报价将被视为无效，不能成交。涨跌停板一般
是以合约上一交易日的结算价为基准确定的。

４ 持仓限额制度。持仓限额制度是指交易所规定会员或客户可以持有
的，按单边计算的某一铝期货合约投机头寸的最大数额。实行持仓限额制度
的目的在于防范操纵市场价格的行为和防止铝期货市场风险过于集中于少数
投资者。经纪会员、非经纪会员和客户的铝期货合约在不同时期限仓的具体
比例和持仓限额如表３ － ３所示。

表３ － ３ 铝期货合约不同时期限仓比例和持仓限额
合约挂牌至交割月前第二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某一期
货合约
持仓量

限仓比例（％）

经纪
会员

非经纪
会员 投资者

交割月前
第一个月（手） 交割月份（手）

经纪
会员

非经纪
会员投资者经纪

会员
非经纪
会员投资者

≥１２万手 １５ １０ 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５００ ３００

　 　 注：表中某一期货合约持仓量为双向计算，经纪会员、非经纪会员、投资者的持仓限额为单向
计算；经纪会员的限仓数额为基数，交易所可根据经纪会员的注册资本和经营情况调整其限仓数额。

５ 大户报告制度。大户报告制度是与持仓限额制度紧密相关的又一个
防范市场风险的制度。通过实施大户报告制度，可以使交易所对持仓量较大
的会员或投资者进行重点监控，对于有效防范市场风险有积极作用。

６ 交割制度。交割是指铝期货合约到期时，按照期货交易所的规则和
程序，交易双方通过该合约所载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或者按照规定结算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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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进行现金差价结算，了结到期末平仓合约的过程。以标的物所有权转移进
行的交割为实物交割，按结算价进行现金差价结算的交割为现金交割。一般
来说，铝等商品期货以实物交割为主，股指等金融期货以现金交割为主。

７ 强行平仓制度。强行平仓制度是指当会员、投资者结算准备余额小
于零，并未能在规定时限内补足的情况下，交易所有权对有关持仓实行平仓
的一种强制措施。强行平仓制度是交易所控制风险的手段之一。

８ 风险准备金制度。风险准备金制度是指交易所为了维护期货市场正
常运转提供财务担保和弥补因不可预见风险带来亏损而提取的专项资金的制
度。

９ 信息披露制度。信息披露制度是指期货交易所按有关规定定期公布
期货交易有关信息的制度。期货交易所公布的期铝信息，主要包括铝期货交
易活动中产生的交易行情、交易数据统计资料、交易所发布的各种公告信息
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的其他相关信息。

（二）交易流程———开户、下单
１ 开户环节。自然人开户须提供本人身份证、作为其期货结算账户的

本人银行账户，且须由本人签署开户文件，不得委托代理人代为办理开户手
续。法人开户须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
证、银行开户证明（即企业基本户的开户许可证）、法人代表身份证。客户
签署期货经纪合同，留存影像资料，开户完成后，期货公司将为其申请交易
编码，投资者将获得交易用户名和密码。

２ 软件下载。在开户后，期货公司为客户提供交易客户端软件以及行
情软件，客户安装软件后即可登陆交易账户。

３ 出入金。期货里的“出金”和“入金”是指期货公司和客户之间资
金划转。“入金”就是指客户将用于期货交易的资金划入自己在期货公司的
交易账户。“出金”就是指客户将存放在期货公司的自己交易账户中的资金
提出。客户可通过银行柜台、网上银行、交易系统等方式进行出入金操作。
国内工、农、建、中、交五大银行都已经开通了银期转账业务，对于投资者
出入金操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４ 下单交易。客户通过登陆交易客户端软件，即可进行下单操作。期
货交易的操作步骤包括：开仓、持仓和平仓。以铝期货交易为例，开仓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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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新买入或者新卖出一定数量的铝期货合约，买入开仓就意味着投资者看
涨后市铝行情；卖出开仓就意味着投资者看跌后市行情。

开仓成功后，投资者当前即为持仓状态。持仓是指开仓之后还没有对冲
掉的合约，买入开仓的就是多头持仓，卖出开仓的就是空头持仓。

若投资者想离场，则必须进行反向平仓操作。平仓是指将买入的铝期货
合约卖出，或者将卖出的铝期货合约买入，通过数量相等、方向相反的期货
交易来对冲原有的铝期货合约，解除实物交割的责任。

【案例３ － １———铝期货投资者如何进行开仓与平仓操作】
如某位投资者想开仓投资铝期货，该投资者可在交易软件的委托界面下

输入计划操作的铝合约及相关信息，如交易合约为ＡＬ１００１，买卖方向为买
入，开仓，开仓价格１５０００元／吨，开仓数量１０手，点击确认则下单成功，
该委托为已报状态，若已成交则显示该委托为已成状态。

假如该投资者进行上述ＡＬ１００１合约开仓操作后，铝价格上涨至１５１００
元／吨，该投资者如果想平仓获利，则对１０手持仓进行全部平仓。可进行以
下操作：在委托界面输入交易合约为ＡＬ１００１，买卖方向为卖出，选择平仓
指令（若平当天开的仓位则选择平今仓），平仓价格输入１５１００元／吨，平
仓数量为１０手，点击确认则下单成功，若成交则显示已成，委托成功，则
当前投资者无ＡＬ１００１合约的持仓。若投资者只需要减少仓位至５手，则平
仓数量选择５手进行操作即可。

（三）交易流程———竞价如何形成铝期货合约的价格
目前国际上期货合约价格的形成方式主要有公开喊价方式和计算机撮合

成交两种方式。国内期货交易所采用的是计算机撮合成交方式。
计算机撮合成交是根据公开喊价的原理设计而成的一种计算机自动化交

易方式，由期货交易所的计算机交易系统对交易双方的交易指令进行配对撮
合。在买卖申报单配对撮合过程中，按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进行排
序。当买入价大于等于卖出价则自动撮合成交，撮合成交价等于买入价
（ＢＰ）、卖出价（ＳＰ）和前一成交价（ＣＰ）三者中居中的一个价格。

当ＢＰ≥ＳＰ≥ＣＰ，则最新成交价＝ ＳＰ；
当ＢＰ≥ＣＰ≥ＳＰ，则最新成交价＝ Ｃ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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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ＣＰ≥ＢＰ≥ＳＰ，则最新成交价＝ ＢＰ。
开盘价和收盘价均由集合竞价产生。开盘价的集合竞价在每一交易日开

市前５分钟内进行，其中，前４分钟为期货合约买、卖价格指令申报时间，
后１分钟为集合竞价撮合时间，开市时产生开盘价。收盘价的集合竞价在每
一交易日收市前５分钟内进行，其中，前４分钟为期货合约买、卖价格指令
申报时间，后１分钟为集合竞价撮合时间，收市时产生收盘价。交易系统自
动控制集合竞价申报的开始和结束并在计算机终端上显示。

集合竞价采用最大成交量原则，即以此价格成交能够得到最大成交量。
高于集合竞价产生的价格的买入申报全部成交；低于集合竞价产生的价格的
卖出申报全部成交；等于集合竞价产生的价格的买入或卖出申报，根据买入
申报量和卖出申报量的多少，按少的一方的申报量成交。

（四）交易流程及结算
结算是指在每日交易结束后，根据交易结果和交易所有关规定对会员交

易保证金、盈亏、手续费、交割货款和其他有关款项进行的计算，对应收应
付的款项实行净额一次划转，相应增加或减少会员的结算准备金。结算包括
交易所对会员的结算和期货公司对其客户的结算，其计算结果将被计入客户
的保证金账户，即每日无负债结算制度。每日交易结束后，交易所根据当日
结算价对每一会员的保证金账户进行调整，以反映该投资者的盈利或损失。
如果当日价格向不利于期货投资者持有头寸的方向变化造成保证金不足，结
算后投资者就须追加保证金，否则投资者的头寸就可能被强制平仓。

１ 当日结算价。当日结算价是指某一期货合约当日成交价格按照成交
量的加权平均价格，当日无成交价格的，以上一交易日的结算价作为当日结
算价。

举例说明：某日从开盘至收盘，铝期货合约的成交情况为：
在１５０００元／吨成交１００手，１５０１０元／吨成交２００手，１５０２０元／吨成交

５００手，则结算价为（１５０００ × １００ ＋ １５０１０ × ２００ ＋ １５０２０ × ５００） ／ （１００ ＋
２００ ＋ ５００） ＝ １５０１５元／吨。结算价是交易所提供的，不需要个人投资者计
算。

结算价是进行当日未平仓合约盈亏结算和制定下一交易日涨跌停板额的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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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历史持仓盈亏。历史持仓盈亏公式如下：
历史持仓盈亏＝（当日结算价－上一日结算价）×持仓量
３ 当日开仓持仓盈亏。当日开仓持仓盈亏公式如下：
当日开仓持仓盈亏＝ ∑［（卖出开仓价－当日结算价）×卖出开仓量］

＋∑［（当日结算价－买入开仓价）×买入开仓量］
４ 当日盈亏。当日盈亏公式如下：
当日盈亏＝ ∑［（卖出成交价－当日结算价）×卖出量］＋∑［（当日结

算价－买入成交价）×买入量］＋ （上一交易日结算价－当日结算价）× （上
一交易日卖出持仓量－上一交易日买入持仓量）

举例说明：若某投资者当日开仓买入ＡＬ１００１合约１０手，买入开仓价
格为１５０００元／吨，且未平仓，当日结算价为１５０１５元／吨，铝期货的１手是
５吨，则该投资者的当日开仓持仓盈利＝（当日结算价－买入开仓价）×买入
开仓量＝（１５０１５ － １５０００）元／吨× １０手× ５吨／手＝ ７５０元，即该投资者当
日开仓持仓盈利为７５０元。

５ 涨跌停板额。涨跌停板额公式如下：
涨跌停板额＝上一日结算价×涨跌停板幅度
举例说明：假设铝期货ＡＬ１００１上一日结算价为１５０１５元／吨，一般情

况下沪铝期货的涨跌停板幅度为５％，则当日的涨跌停板额＝ １５０１５ × ５％ ＝
７５０ ７５元，即当日最高能上涨到１５７６５元／吨，最低能下跌至１４２６５元／吨。

二、 什么是铝期货的交割？

（一）铝期货交割及流程
实物交割是指期货合约到期时，交易双方通过该期货合约所载商品所有

权的转移，了结到期未平仓合约的过程。在合约最后交易日后，所有未平仓
合约的持有者应当以实物交割方式履约。客户的实物交割应当由会员办理，
并以会员名义在交易所进行。并不是所有投资者都必须经历交割阶段，自然
人不能进入交割程序，只有法人机构才能参与交割。

对于铝现货企业需要通过期货市场进行铝期货交割，买方通过铝期货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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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获得铝锭，卖方通过铝期货交割卖出铝锭，从而实现铝现货企业套期保值
或通过期货市场进行现货买卖的目的。

交割准备阶段：
１ 在进入交割之前，卖方应对持仓进行相应的调整。铝期货交割的最

小交割单位为２５吨，即每张标准仓单所列铝锭的重量为２５吨，因此，进入
交割月后，铝合约持仓应当是５手或５手的整倍数，新开、平仓也应当是５
手的整倍数，套期保值持仓也有相似的规定。同时，临近交割，保证金也将
按规则进行调整。因此临近交割时，卖方应当对保证金进行调整，以保证顺
利进入交割环节。

２ 欲办理交割业务的会员和客户须先开立标准仓单系统账户。
３ 卖方货物入库及制单。卖方进行铝交割，首先要向交易所提出入库

申请，交易所批准后方能将铝锭入指定交割仓库。仓库验单、理货、码入
后，卖方向交易所提出制单申请，交易所批准后制作标准仓单，经确认后，
生成标准仓单。

交割结算阶段：
铝期货的交割实行五日交割制。交割程序如下：
１ 第一交割日。买方申报意向。买方须在第一交割日内，向交易所提

交所需商品的意向书，内容包括品种、牌号、数量及指定交割仓库名等。
卖方交标准仓单。卖方须在第一交割日内，将已付清仓储费用的有效标

准仓单交交易所。
２ 第二交割日。交易所分配标准仓单。交易所根据已有资源，按照

“时间优先、数量取整、就近配对、统筹安排”的原则，向买方分配标准仓
单。

３ 第三交割日。买方交款、取单。买方必须在第三交割日１４：００前到
交易所交付货款并取得标准仓单。

卖方收款。交易所在第三交割日１６：００前将货款付给卖方。
４ 第四、五交割日。卖方交增值税专用发票。在交割期内，如在当日

１４：００之前办妥标准仓单、增值税发票、货款等交割事宜的，交易所当日
即清退其相应的交割部位保证金。否则，交易所将在下一交易日清退交割部
位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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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３ － ２———铝期货交割流程】
假设Ａ企业为本次铝期货交割的卖方，Ｂ企业为本次铝期货交割的买

方，双方在铝期货０９１１合约上分别有２１手和２３手的期货头寸，计划以２０
手进入交割，Ａ企业通过期货交割卖出１００吨铝现货，Ｂ企业通过期货交割
买入１００吨铝现货。

交割前准备环节：
１ 在进入交割之前，卖方应对持仓进行相应的调整。
进入交割月前，双方各自将持仓调整为５的倍数，Ａ、Ｂ双方均调整为

２０手，准备进行交割。
２ 欲办理交割业务的会员和客户须先开立标准仓单系统账户。
Ａ、Ｂ均计划进入交割，因此，会员和客户须先开立标准仓单系统账

户。
３ 卖方货物入库及制单。
卖方进行铝交割流程：Ａ企业必须准备好相应的符合交易所交割标准的

品牌的铝锭现货１００吨，并根据本身的实际情况选择好交割仓库。先要向交
易所提出入库申请，交易所在库容允许情况下，考虑货主意愿，在３个交易
日内决定是否批准入库。交易所批准后方能将铝锭入库指定交割仓库。Ａ企
业应当在交易所规定的有效期内向已批准的入库申报中确定的指定交割仓库
发货。未经过交易所批准入库或未在规定的有效期内入库的商品不能用于交
割。仓库验单、理货、码入后，商品运抵指定交割仓库后，指定交割仓库按
交易所有关规定对到货及相关凭证进行验核。验收完毕后，指定交割仓库应
当将入库验收的结果输入标准仓单管理系统。会员向交易所提交制作标准仓
单申请在获得交易所批准后，指定交割仓库方可签发标准仓单。交易所批准
后制作标准仓单，经确认后，生成标准仓单。同时，Ａ企业支付交易所和仓
库相关的交割费用。

标准仓单生成后，即等待交割环节的来临。最后交易日的结算价为
１５０００元／吨，且无地区升贴水和货物升贴水，因此，实际交割货款价格为
１５０００元／吨。

交割结算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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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第一交割日（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６日）。
买方申报意向。Ｂ企业须在第一交割日内，向交易所提交所需商品的意

向书，内容包括品种、牌号、数量及指定交割仓库名等。
卖方交标准仓单。Ａ企业须在第一交割日内，将已付清仓储费用的有效

标准仓单交交易所。
２ 第二交割日（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７日）。
交易所分配标准仓单。交易所根据已有资源，按照“时间优先、数量

取整、就近配对、统筹安排”的原则，向Ｂ企业分配标准仓单。
３ 第三交割日（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８日）。
买方交款、取单。Ｂ企业必须在第三交割日１４：００ 前到交易所交付货

款并取得标准仓单。
卖方收款。交易所在第三交割日１６：００前将货款付给Ａ企业。
４ 第四、五交割日（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９日～ ２０日）。
卖方交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发票的金额为１５０万元。在交割期内，

如在当日１４：００之前办妥标准仓单、增值税发票、货款等交割事宜的，交
易所当日即清退其相应的交割部位保证金。否则，交易所将在下一交易日清
退交割部位保证金。

买方提货出库：
Ｂ企业通过交割流程获得１００吨铝的标准仓单，凭标准仓单向交易所换

取提货单。Ｂ企业凭提货单向交割仓库提货，并支付相应的出库费、仓储费
等费用。

至此，铝期货的交割完成。

哪些品牌的铝锭可以在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
用于实物交割的铝锭，必须是上海期货交易所注册的品牌。伦敦

金属交易所注册的铝亦可作为替代品交割。同时，交易所对可交割的
铝锭在包装、重量、必备单证等方面也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商品的包装：每一交割单位的铝锭应当是同一生产企业生产、同一注册商标、同一
质量品级、同一块形、同一包装数量（捆重近似）的商品组成。注册生产企业自行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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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产品捆重，但要利于组手。每捆包装采用３０毫米～ ３２毫米× ０ ９毫米～ １ ０毫米表
面作防锈处理的钢带井字形捆扎，捆扎应当坚固，同时标有醒目的、不易脱落的产品商
品标志、生产炉批编号及捆重。每捆重量不超过２吨。到库商品中，遇有包装钢带断裂
或严重锈蚀的捆件及散块商品，应当重新组合，用规定的钢带捆扎紧固，方可用于交
割。包装费用由货主承担。

交割商品铝的必备单证：国产商品应当提供注册生产企业出具的产品质量证明书见
表３ － ４；进口商品应当提供产品质量证明书、产地证明书、商检证书、海关进口关税专
用缴款书、海关代征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经本交易所审定合格为有效见表３ － ５。国家税
收、商检等政策调整的，应当遵守其规定，相关进口商品的单证要求由交易所另行发
布。

交割商品铝的重量规定：国产铝每锭重量为１５公斤± ２公斤或２０公斤± ２公斤。进
口铝的形状应当为锭，每锭重量在１２公斤到２６公斤之间。

溢短：每张标准仓单所列铝锭的重量为２５吨，溢短不超过± ２％。
磅差：不超过± ０ １％。

表３ － ４ 上海期货交易所铝锭注册商标、包装标准及升贴水标准

生产企业 注册日期 商标 交割
等级

外形尺寸
（毫米）

块重
（公斤）块／捆

１ 兰州连城铝业有限责任公司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５日 三乐 标准８０５ × １８５ × ８５ ２０ ５４

２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５日 海湖 标准８０５ × １８４ × ８５ ２０ ５４

３ 抚顺铝厂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５日 银箭 标准８０５ × １８４ × ８５ ２０ ５４

６６０ × １７２ × ９０ １５ ４４

４ 兰州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５日 ＬＬ 标准８０５ × １８４ × ８５ ２０ ５４

ＬＬ２ ７９５ × １６５ × ８５

５ 包头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５日 包铝 标准８０５ × １８４ × ８５ ２０ ５４

ＢＴＬ ６６０ × １７２ × ９０ １５ ４３

６ 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５日 山铝 标准７４０ × １８０ × ８８ ２０ ５９

７ 青铜峡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５日 ＱＴＸ 标准８２０ × １９０ × ８５ ２０ ５４

ＱＸ

８ 湖北丹江铝业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１日 丹江 标准８０５ × １８４ × ８５ ２０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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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１

生产企业 注册日期 商标 交割
等级

外形尺寸
（毫米）

块重
（公斤）块／捆

９ 陕西铜川铝业有限公司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１日 玉华 标准８０５ × １８４ × ８５ ２０ ５４

１０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１日 雪山 标准８０５ × １８５ × ８５ ２０ ５４

１１ 浙江华东铝业有限公司 １９９５年２月１日 兰江 标准８０５ × １８４ × ８５ ２０ ５４

１２ 三门峡天元铝业股份有限公
司

１９９５年４月１日三门水标准６５０ × １７６ × ８５ １５ ４９

８０５ × １８４ × ８５ ２０ ５４

１３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６年１月１日 ＷＦ 标准８０５ × １８４ × ８５ ２０ ５４

ＷＦ万方

１４ 河南神火铝电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９６年１月１日 如固 标准７４０ × １８０ × ８８ ２０ ５４

１５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 右江 标准７４０ × １８０ × ８８ ２０ ５４

１６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７年６月１日 华光 标准７４０ × １８０ × ８８ ２０ ５４

１７ 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日 关 标准８０５ × １８４ × ８５ ２０ ５４

１８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日 云海 标准８０５ × １８０ × ９０ ２０ ５４

６６０ × １７２ × ８５ １５ ４４

１９ 遵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年７月２６日 黔星 标准８０５ × １８４ × ８５ ２０ ５４

２０ 河南万基铝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０年７月２６日 万基 标准８０５ × １８４ × ８５ ２０ ５４

２１ 湖南创元铝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年５月２５日 ＣＹＬ 标准７９０ × １８０ × ９０ ２０ ５４

２２ 山西阳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５年５月２５日 白羊 标准８０５ × １８４ × ８５ ２０ ５４

２３
四川广元启明星铝业有限责
任公司 ２００５年５月２５日埃斯塔标准８０５ × １８４ × ８５ ２０ ５４

２４
四川启明星铝业有限责任公
司 ２００５年９月１９日 ＡＡＣ 标准８１５ × １７０ × ６５ ２０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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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生产企业 注册日期 商标 交割
等级

外形尺寸
（毫米）

块重
（公斤）块／捆

２５ 河南豫港龙泉铝业有限公司２００５年９月１９日豫港龙泉标准７９５ × １８０ × ８５ ２０ ５４

２６ 山西兆丰铝业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日 ＺＦ 标准７６０ × １８０ × ９０ ２０ ５４

２７ 四川其亚铝业集团有限公司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５日 ＷＱＭＩ 标准７３０ × １８０ × ９０ ２０ ５４

２８
青海西部矿业百河铝业有限
责任公司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７日 ＢＨＬ 标准７８０ × １９０ × ８０ ２０ ５４

２９
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
任公司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９日 Ｈ＆Ｈ 标准８０５ × １８４ × ９０ ２０ ５４

表３ － ５ 伦敦金属交易所注册、上海期货交易所允许交割
的高级基础铝牌号清单

国家 牌号 国家 牌号 国家 牌号
阿根廷 ＡＬＵＡＲ 德国 ＡＥ 南非 ＢＡＹＳＩＤＥ

澳大利亚ＡＬＣＯＡ ＨＡＷ

ＯＦ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ＶＡＷ 西班牙 ＡＬＣＯＡ　 ＩＮＥＳＰＡＬ

ＢＳＬ 加纳 ＶＡ ＡＶ

ＣＯＭＡＬＣＯ ＶＡＬＣＯ

希腊 ＡＤＧ

ＰＯＲＴＬＡＮＤ 匈牙利 ＨＵＮＧＡＬＵ 英国 ＡＡＭ

ＴＯＭＡＧＯ 冰岛 ＩＳＡＬ

巴林 ＡＬＢＡ 印度 ＢＡＬＣＯ ＡＬＣＡＮ

巴西 ＡＬＢＲＡＳ ＩＮＤＡＬ ＢＡＣＯ

ＡＬＣＡＮ ＢＲＡＳＩＬ ＨＩＮＤＡＬＣＯ

ＡＬＣＯＡ ＢＲＡＳＩＬ ＮＡＬＣＯ 美国 ＡＬＣＡＮ

ＣＢＡ 印度尼西亚 ＩＮＡＬ ＡＬＣＯＡ

ＳＡＯ ＬＵＩＳ 伊朗 ＩＲＡＬＣＯ ＣＦＡＣ

（ＡＬＣＯＡ） 荷兰 ＤＥＬＦＺＩＪＬ ＥＡＳＴＡＬＣＯ

ＳＡＯ ＬＵＩＳ ＰＮＬ ＩＮＴＡＬＣ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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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国家 牌号 国家 牌号 国家 牌号

巴西
（ＢＩＬＬＩＴＯＮ） 新西兰 ＮＺＡＳ

美国

ＧＡＣ

ＶＡＬＥＳＵＬ 挪威 ＨＹＤＲＯ （Ａｒｄａｌ） ＭＴ ＨＯＬＬＹ

喀麦隆 ＡＬＵＣＡＭ ＨＹＤＲＯ （Ｋａｒｍｏｙ）
加拿大 ＡＢＩ ＨＹＤＲＯ

ＡＬＣＡＮ （Ｈｏｙａｎｇｅｒ） ＮＳＡ

ＡＬＯＵＥＴＴＥ ＨＹＤＲＯ ＮＷＡ

ＬＡＵＲＡＬＣＯ （Ｓｕｎｎｄａｌｓｏｒａ） ＮＯＲＡＮＤＡ

ＳＯＥＲＡＬ ＡＬＵＭＩＮＩＵＭ　 ＩＮＣ

中国 ＡＬ 波兰 ＷＲ３６ ＯＲＭＥＴ

罗马尼亚 ＩＡＳ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ＦＬ 俄罗斯 ＣＡＡ３ － Ｐ ＶＡＮＡＬＣＯ

ＧＬ 委内瑞拉ＡＬＣＡＳＡ

ＬＬ ＨＡ３ ＶＥＮＡＬＵＭ

ＬＬＬ 南斯拉夫ＫＡＰ

ＱＨＡＳ ＨＫＡ３

ＱＴＸ ＫＡＺ ＳＵＡＬ

ＳＭＬ ＩＤ

ＹＬ　 ＹＬ

迪拜 ＤＵＢＡＬ ＫＰＡ３

埃及 ＥＧＹＰＴＡＬＵＭ 斯洛伐克 ＳＬＯＶＡＬＣＯ

　 　 注：俄罗斯生产的铝锭实行贴水１５０元／吨。

延伸阅读：期货交割的作用
期货交割是期货交易的最后一个环节，是联系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

的纽带，也是保障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功能得以正常发挥和实
现的重要环节。铝期货交割，是指交易双方在交割日将合约所记载铝的
所有权按规定进行转移、了结未平仓合约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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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期货市场实物交割可以实现市场发现价格的功能，并为期现套利
提供机会。期货市场是以现货市场为基础的，而期货交割能够促使期货
价格和现货价格最终趋向一致。当期货价格远远偏离现货价格时，投资
者可以通过期货现货两个市场进行套利交易来获得收益。例如，当某一
铝期货合约价格过高而铝现货价格过低时，投资者会在期货市场上卖出
该铝期货合约，在现货市场上买进铝现货。铝现货需求增多会导致铝现
货价格上升，而铝期货合约的大量卖出会使铝期货价格下降，从而使铝
的期现价差缩小；反之，当某一铝期货合约价格过低而现货价格过高时，
投资者在期货市场上买进该铝期货合约，在现货市场卖出铝现货，铝期
货价格上升，现货价格下降，使期现价差趋于正常。正是由于交割的存
在，期货、现货两个市场得以实现相互联动，期货价格的走势与现货价
格保持相对一致，使期货市场真正发挥价格晴雨表的功能。

２ 期货实物交割为企业实现套期保值功能。期货市场要为现货企业
实现风险转移和套期保值的功能，其前提条件：一是期货市场价格与现
货市场价格在进入交割期时，必须趋于一致。价格趋于一致的原因在于
在同一时期内，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是受共同的供求关系影响，期现价
格趋同，套期保值者才能通过在期货市场的对冲实现稳定利润、锁定成
本的目的。二是期货市场在交割期内，必须保证买方套期保值者能够在
期货市场上进行实物交割买到实物，然后卖到现货市场或者作为自己企
业的原材料；卖方套期保值者在现货市场买到实物后能够在期货市场的
交割中将实物由期货市场卖出。

因此，综上所述，进行期货实物交割是实现市场发现价格的功能，
为期现套利提供机会，使得期现价格趋于一致，从而使得企业实现套期
保值功能。

（二）铝期货交割产生的成本和费用
进行实物交割的买卖双方应当分别向交易所及期货公司交纳交割手续

费，其中交易所收取２元／吨，期货公司收取８元／吨。铝在出入库及在仓库
储存期间发生的费用项目和标准由交易所核定。



铝期货的交易与交割

第
三
章 ４７　　　

指定交割仓库正常收费项目和费用计收方法如表３ － ６所示。
１ 进库费、出库费、装卸费、打包（装袋）费、分拣（整理）费、过

户费、代办费、加急费及需特殊处理的劳务作业费用，由指定交割仓库根据
实际发生的项目及劳务，按规定标准出具合法结算凭证，交货主核对后，由
货主向指定交割仓库一次付清。

２ 仓储费按日收取。最后交割日以前（含当日）的仓储费用由卖方承
担，最后交割日以后的仓储费用由买方承担。收费后，由指定交割仓库在标
准仓单上注明仓储费付止日期。货主应当在每月月底前到指定交割仓库办理
付费手续，可以预付。

假设某客户要在ＡＬ０９１１合约进行铝期货交割，该客户提前一个月于１０
月１５日将货物入库，因此仓储费需交纳至交割结束即１１月２０日，共计３７天。

卖方交割费用＝交割手续费＋交割仓库费用＝ １０ （交割手续费）＋ ３７ ×
０ ４ （仓储费）＋ ２４ （入库费）＋ ３ （过户费）＋ ５ （分检费）＋ ５ （代办车皮申
请）＋ ２ （代办提运）＋ ３ （加急费）＋ ３５ （打包费）＝ １０１ ８ （元／吨）

若买方在最后交割日后五天提货，则需另加５天的仓储费。
买方交割费用＝交割手续费＋交割仓库费用＝ １０ （交割手续费）＋ ５ ×

０ ４ （仓储费）＋ ２４ （出库费）＝ ３６ （元／吨）

表３ － ６ 铝期货交割仓库的收费标准
项目 价格 主要作业内容

仓储租金 库房 ０ ４０元／吨·天按日计算，自商品到库日起计租
货场 ０ ２５元／吨·天

进库费用 专用线 ２４元／吨 卸车至货位，包括分唛理货、表面检验、数量、
重量点数检斤、单证检验、吊运码垛、计码标
码、设立账卡、签发仓单等自送 １５元／吨

出库费用 专用线 ２４元／吨 验证发货、装车、签发出门证、码单质保书随
货同行、仓库内部销账等自提 １０元／吨

过户费 ３元／吨 更换仓单户名、收回原仓单、签发新仓单、调
整库内相应账目

分检费 ５元／吨 散捆混装分拣码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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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项目 价格 主要作业内容

代办车皮申请 ５元／吨 落实车皮计划
代办提运 ２元／吨 接货、提运、交接（不包括运输费用）

加急费 ３元／吨 在正常作业期间无法完成的作业量，按客户要
求加急处理可增收加急费

打包费 ３５元／吨

自 　 测 　 题

一、单选题

１ 某投资者以１４５００元／吨的价格买入ＡＬ１００１合约１００手，若保证金
比例为１０％，请问其占用的保证金为多少？（　 　 ）

Ａ １４ ５万元　 　 　 　 　 　 　 　 　 Ｂ １４５万元
Ｃ ７２ ５万元 Ｄ ７２５万元
２ 某投资者以１５０００元／吨的价格卖出ＡＬ１００１合约１０手，后以１５３００

元／吨的价格卖出２０手，请问该投资者的开仓均价为多少？（　 　 ）
Ａ １５１５０元／吨 Ｂ １５０００元／吨
Ｃ １５３００元／吨 Ｄ １５２００元／吨
３ 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
Ａ 沪铝期货合约一手为２５吨铝
Ｂ 伦敦金属交易所铝期货合约一手为５吨铝
Ｃ 沪铝期货合约的交易代码为ＡＬ
Ｄ 沪铝期货合约的最小变动价位为１０元／吨
４ 铝期货合约当天的涨跌停板幅度以（　 　 ）为标准计算。
Ａ 前一日收盘价 Ｂ 前一日结算价
Ｃ 当天开盘价 Ｄ 当天结算价
５ 沪铝在合约交割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起对客户的持仓限额为（　 　 ）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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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３００ Ｂ ５００

Ｃ ８００ Ｄ １２００

６ 沪铝期货合约在上市运行的不同阶段的交易保证金是不断变化的，
在交割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起，铝期货的交易保证金比例为（　 　 ）。

Ａ ５％ Ｂ １０％

Ｃ １５％ Ｄ ２０％

７ 铝期货交易过程中，哪种类型的投资者申请经交易所批准后一般不
受限仓制度的约束？（　 　 ）

Ａ 铝期货的套利投资者
Ｂ 铝期货的投机客户
Ｃ 进行套期保值操作的铝生产企业
Ｄ 参与铝期货投资的铝现货贸易商
８ 以下有关实物交割的说法正确的是（　 　 ）。
Ａ 期货市场的实物交割比率很小，所以实物交割对期货交易的正常运

行影响不大
Ｂ 实物交割是联系期货与现货的纽带
Ｃ 实物交割过程中，买卖双方直接进行有效标准仓单和货款的交换
Ｄ 标准仓单可以在交易者之间私下转让
９ 我国期货交易的保证金分为（　 　 ）和交易保证金。
Ａ 交易准备金 Ｂ 交割保证金
Ｃ 交割准备金 Ｄ 结算准备金
１０ 某客户在７月２日买入上海期货交易所铝９月期货合约一手，价格

１５０５０元／吨，该合约当天的结算价格为１５０００元／吨。一般情况下该客户在
７月３日，最高可以按照（　 　 ）元／吨的价格将该合约卖出。

Ａ １５９５３ Ｂ １５４５２

Ｃ １５６６０ Ｄ １５８１０

二、判断题

１ 铝期货价格与铝现货价格毫无关系。 （　 　 ）
２ 交割月前第一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收盘前，铝期货合约的持仓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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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为５手的整倍数。 （　 　 ）
３ 进入交割月后，由于铝期货持仓量小，因此保证金无需调整。

（　 　 ）
４ 自然人不得参与铝期货投资。 （　 　 ）
５ 铝期货结算价是指某一铝期货合约当日成交价格按成交量的加权平

均价。当日无成交的，以上一交易日的结算价作为当日结算价。结算价是进
行当日未平仓合约盈亏结算和制定下一交易日涨跌停板额的依据。 （　 　 ）

６ 交易保证金是指会员在交易所专用结算账户中确保合约履行的资金，
是未被合约占用的保证金。 （　 　 ）

７ 当每日结算后客户保证金低于期货交易所规定的交易保证金水平时，
期货经纪公司按照期货经纪合同约定的方式通知客户追加保证金。 （　 　 ）

８ 跌停板的确定，主要取决于该种商品现货市场价格波动的频繁程度
和波幅的大小。 （　 　 ）

９ 标准仓单流通是指标准仓单用于在交易所履行到期合约的实物交割、
标准仓单交易及标准仓单在交易所外转让。 （　 　 ）

１０ 在实物交割的具体实施中，买卖双方并不是直接进行实物商品的交
收，而是代表商品所有权的标准仓单。 （　 　 ）

三、填空题

１ 某日从开盘至收盘，铝期货的成交情况为：１５０００元／吨成交１００手，
１５０１０元／吨成交２００手，１５０２０元／吨成交５００手，则结算价为 元／吨。

２ 某投资者以１５０００元／吨的价格卖出铝期货１００１合约１０手，当日又
以１４５００元／吨的价格买入平仓，则此操作该投资者盈利 元。

３ 某投资者进行铝期货买近卖远跨月套利操作，开仓时两合约价差为
１５０元／吨，平仓时两者价差缩小至１００元／吨，则该操作 元／吨。

４ 铝期货下单委托时，若想对当日开仓的头寸进行平仓，则需选择
交易指令方能实现平仓。

５ 行实物交割的双方应当分别向交易所及 交纳交割手续费。
６ 集合竞价采用最 原则，即以此价格成交能够得到最大成交

量。 集合竞价产生的价格的买入申报全部成交； 集合竞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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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价格的卖出申报全部成交；等于集合竞价产生的价格的买入或卖出申
报，根据买入申报量和卖出申报量的多少，按少的一方的申报量成交。

７ 可以根据市场风险状况改变执行大户报告的持仓界限。
８ 铝期货Ｋ线图的四个价格中， 最为重要。
９ 我国期货交易的保证金分为 和交易保证金。
１０ 假设铝期货ＡＬ１００１上一日结算价为１５０１５元／吨，一般情况下沪铝

期货的涨跌停板幅度为５％，则当日的涨跌停板额为 元，即当日最
高涨幅为 ，最低跌幅为 。

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１ Ｃ　 　 　 　 ２ Ｄ　 　 　 　 ３ Ｃ　 　 　 　 ４ Ｂ　 　 　 　 ５ Ａ

６ Ｂ ７ Ｃ ８ Ｂ ９ Ｄ １０ Ａ

二、判断题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 ７ √ ８ √ ９ × １０ √

三、填空题

１ １５０１５　 　 　 　 ２ ２５０００　 　 　 　 ３ 盈利５０　 　 　 　 ４ 平仓
５ 期货公司 ６ 最大成交量、高于、低于 ７ 期货交易所
８ 收盘价 ９ 结算准备金 １０ ７５０ ７５　 １５７６５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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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影响铝价波动的主要因素 　

　 　 【本章要点】

　 　 本章主要从多个角度阐述了影响铝价波动
的主要因素，包括供需情况、成本因素、货币
以及国家的宏观政策等方面，将铝价的运行情
况给读者进行了全面的介绍。

一、 谁波动了铝价？

从图４ － １、图４ － ２对铝价历史走势的回顾中，我们可以发现，铝价总
体表现较为震荡，特别是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中波动非常大。以伦铝为例，
２００８年７月之前，其基本保持稳步上扬态势，最高曾升至３３８１ ０美元／吨
的峰值。此后受金融危机冲击，迅速滑落至１２７８ ０美元／吨的谷底。在近两
年的时间里，伦铝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上扬，并在２６００美元／吨关口附近徘
徊。沪铝连三在历史上最高也曾到达２４８３０元／吨的高位，而最低曾跌至
１０１４０元／吨，２００９年初至２０１１年中同样走了一波上升行情，并在１７０００元／吨
附近逐渐显现疲势。

现货方面，一般情况下，现货铝价格都会跟随期铝同涨同跌（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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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 １　 伦铝历史走势日线图

图４ － ２　 沪铝连三历史走势日线图
４ － ３、图４ － ４）。

面对铝市的跌宕起伏，到底是谁在操纵铝价？影响铝价走势的主要因素
又有哪些？

大体上而言，影响铝价的因素可归结为基本面和宏观面两大要素，基本
面要素包括铝锭的上游供给和下游行业的需求、库存高低等，铝土矿、氧化
铝、电价等成本因素的变动，以及铝进出口贸易情况等；宏观面要素包括宏
观经济形势、“中国需求”、美元汇率、原油价格等经济面运行状况，以及
中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等的影响因素。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政治格局
的日益复杂化，影响铝价的因素也越来越多。



铝

５４　　　

图４ － ３　 长江现货市场铝锭报价日均价

图４ － ４　 上海现货市场铝锭报价日均价

二、 基本面因素怎样影响铝价？

（一）供求关系如何影响铝价
供求关系的变化对铝价的走势有着直接的影响。供求关系本身有三种状

态：第一种是供给大于需求；第二种是供给小于需求；第三种是供给与需求
基本平衡。第三种状态的价格，也被称为是均衡价格，这个时候市场供求平
衡，资源也到达了有效的利用。但实际上，市场供求不均衡是一种常态，而
均衡反是偶然的情况了。这里就需要了解影响供求变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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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市场的供求情况是一个存量的数据，而供求关系的变化，则是一个流
量的数据。供求关系的变化有四种形式：供给增加，同时需求也增加；供给
增加而需求减少；供给减少，但是需求增加；供给减少，同时需求也减少。
在假定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通常来说，供给增加而需求减少，会导致铝
价下降；供给减少而需求增加，会导致铝价上涨。在供求变化方向相同的情
况下，需要具体地分析供给和需求变动的比例。如果供给增长的比例大于需
求增长的比例，铝价还是会下跌的；反之，就会上涨。另外需要考虑的是，
如果供给和需求是同比例同方向变化，价格变动如何确定。从理论上讲，这
个时候铝价不会有变化，但实际上，如果产量是增加的，铝价往往会有所上
涨；反之，如果产量是下降的，价格也往往会有所下降。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做的是一个静态分析，就是我们假定知道了市
场的需求情况，进而来预测铝市场价格走势。实际当中，供求关系和价格是
相互影响的，是一个动态的变化。比如说，在时间ｔ１，我们发现供给大于需
求，这个时候市场会形成价格下跌的预期，这个时候该产品价格一般就会先
期地下跌，而现货有可能没有太大变化。而到了时间点ｔ２，现货市场价格下
降，根据需求原理，多数商品价格下跌之后会刺激需求的增长，那么在短期
供给不便的情况下，又会形成一个价格上涨的预期。在这个例子当中，我们
可以看到，价格本身的变化也会影响供求关系的变动，价格和供求关系之间
会发生一个系统的反馈，导致市场价格不会偏离均衡价格过大。

但是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如果供求双方或者有一方，短期内不能根据价
格信号做相应的调整，那么这种供求关系与价格直接的反馈调整就不会出
现。比如说，国储局要实施一次对铝的收储业务，这个消息传出之后，投资
者就会预期市场价格会上涨，如果收储规模比较大的话，现货市场可能会很
快出现一定的上涨。这个时候，国储局收储的规模和时机已经确定，不能改
变，这种情况下价格信号就不会引起主要需求方面的变化，进而出现单方面
上涨的一个情况，同时市场交易者买涨不买跌的心态，也会加剧这种单方面
的价格波动情况。

另外，投资者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铝产能过剩不等于市场就是实
际的供给大于需求。这里面有一个开工率问题。一般而言，开工率和铝价是
正相关的。同时每年也有诸如设备检修等因素造成部分生产线停车，也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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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开工率下降，进而产量也会下降，影响到一定时间段内的供求关系情况，
进而对铝价的走势形成冲击。

（二）如何从库存数量的变动来判断铝的供求状况
在铝的期货市场上，投资者可关注体现铝供求关系变化的一个指标———

库存。铝的库存又分为报告库存和非报告库存，报告库存又称“显性库存”
或“交易所库存”，是期货交易所定期公布的其指定交割仓库铝的库存数
量；而非报告库存主要是指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商、贸易商和消费者手中持有
的铝的数量，由于这些库存无专门机构进行统计和对外发布，所以这些库存
又称为“隐性库存”，也称“产业链内库存”。

库存规模情况是判断铝市场供求关系的一个重要依据。交易所库存都会
有定期的报告，而产业链内库存的判断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依靠对相
关企业的走访，抽样调查、行业协会对库存规模的调查等方法进行收集信
息、数据，进而处理得到的；第二种是依靠历史或者经验数据，进行统计学
的计算，从数学关系上找到与容易得到相关数据的统计关系。铝的社会需求
增加会导致铝的库存下降，铝价可能会受影响而上涨；反之，亦然。

延伸阅读：如何利用统计学判断产业链内库存
举个例子，可以从数学角度计算铝的消费量与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增长速度的数学关系，然后铝的产量是可以相对容易确定的，
用产量减去估计的消费量，就可以得到铝的库存规模估计值。一般来说，
ＧＤＰ增速是比较容易确定，由统计检验得到数学关系，可以计算出产业
链内库存的大致规模。但是，这种方法也面临着几个问题：首先数学上
检验的关系，可能是一种伪回归，或者说是一种伪因果关系。这种关系
未必符合实际的经济逻辑，这种数学关系可能是一个小概率的结果。用
这个特殊的样本检验的结果，应用新的变量可能会得到错误的结果。其
次，在不同的自变量区间，因变量与自变量的关系可能是不同的。具体
到这个例子里面，比如，铝的消费量与ＧＤＰ增速在５％ ～ ８％之间的关
系与８％ ～ １０％之间可能是不同的，这个数学的分界位置也有可能会
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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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先分析交易所库存与市场供求情况的关系。交易所库存增加，
一般是在市场行情预期走好或者期货价格持续大于现货价格时期现套利
的一种模式，期货市场做空，同时现货市场做多。市场套期保值仓、期
现套利仓等会出现一个持续增加的过程。这个时候，现货市场的供求关
系未必是供大于求的，只是预计在未来供求会紧张，价格会上涨。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２００９年３月中旬到２００９年４月上旬的一波铝上
涨行情，沪铝连续从底部的１２０００元／吨附近一直上涨到接近１５０００元／吨。
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交易所铝库存从开始的３４０００余吨，一直增加到
４４０００余吨。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库存也并非一直是连续增加
的，中间会出现波动，或者急剧下降情况，主要原因是上海期货交易所
当期合约交割时间是在每月的１６日～ ２０日，这个时间内注册仓单的大
规模注销也是很正常的。

交易所库存减小，一般是在市场对未来一定时间内铝价看跌，行情
看淡时候出现。特别是在期货价格低于现货时候，这个时候是一个反向
市场，期现套利的盈利模式是在期货市场做多，现货市场做空。一般在
这种情况下，交易所库存会出现一个持续下降的过程。

例如，２００８年７月下旬到２００８年１２月中旬金融危机最严重时候，
沪铝期货价格从２００００元／吨左右一直跌到１０７００元／吨左右，同时上海
期货交易所库存从接近１３ ７万吨一直下降到５ ５万余吨左右。这个过程
中，沪铝交易所库存规模也并非是一个连续较少的过程，中间也会有些
波动，库存会出现小波段增加的情况，但是整体上来看，在沪铝期价大幅
度下跌时候，库存规模是减小的趋势，与价格一样处于一个下降通道之中。

总体上来看，交易所库存的变化趋势与期价的走势趋势关联性很强，
呈现出正相关的特点。交易库存的变化，更多的是反映投资者对远期一
段时间，供求关系情况或者价格走势的判断，往往对当前供求关系的情
况关系不是很大。比如当前供大于求，只要期价上升，市场预期未来价
格会继续上扬，那么交易所库存也会逐步增加。这种情况下，现货市场
贸易商往往会囤积惜售，社会库存的规模在增加，通过这种方式，人为
地制造现货市场货源紧张，以期货价格拉动现货价格上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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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的潜在库存规模
按照规定，交割仓库是由交易所指定的，双方依照合同规定彼此

的权利与义务。需要进行交割的投资者，按照程序把交割标的物经过
检验之后，交由交割仓库保管，同时从交割仓库取得交易所认可的标准仓单持有凭证。
一般而言，指定交割仓库除了保管已经做成标准仓单的铝锭外，还保管其他投资者存放
的铝锭。按照惯例，这种在同一个仓库里存储的铝锭，极有可能在适当的时候转化为交
易所的库存。原因在于持有标准仓单的仓储成本比普通的仓储成本要大很多，而且普通
仓储很容易转化为标准仓单，进而参与交易所交割。对于这种可以很方便转化为交易所
标准仓单的库存，可以被称为是交易所的潜在库存。一般来讲，作为交易所指定交割仓
库的实际库存规模一般都比交易所公布的库存要大些。

外盘的交易所库存规模与供求情况的关系，在原理上和国内是一致的。需要了解的
就是，外盘有一些金融创新的情况。比如说，如果交易所库存增加过快，或者处于一个
高位，就会对期价的走势形成压力，很难上涨。但是有时候也有例外。比如国外有一种
被称为是“现货持有协议”的工具，就是投机商在现货市场买入铝锭并卖出近期合约的
交易行为，这会做导致现货市场供应紧缺，进而以现货市场走高制造供给紧缺的假象来
推动期货价格的上行。投机商在现货市场上购进大量的铝锭，把这些铝锭投入交易所库
存，再把仓单质押贷款，循环购进更多的铝锭。这样实际上交易所的一部分库存是无法
参与交割、不能流动的，已经被质押出去了。如在２００９年７月下旬，伦敦金属交易所
三月期铝盘中摸高１７４７美元／吨，超越１月７日盘中最高点１６４９美元／吨，创出年内
新高；另一方面，伦敦金属交易所铝库存攀升至４５２ ０２万吨，再度刷新历史纪录。同
期，国际铝市场其实是供给大于需求，基本面相当疲软，但是伦敦金属交易所铝价一
路走高。

这种情况下，在观察外盘交易所库存时就需要注意，交易所库存里面可能有一部分
是不能参与交割的，这种情况增加了基本面分析的难度。抵押融资也好，现货持有协议
也好，在市场上都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因此交易所公布的显性库存仅提供参考。前几年
铝价大涨的时候，伦敦金属交易所的库存非常低，但贸易商手中却囤积了大量的货；如
果我们换一种思路来看，库存是流转的，通常会从一个仓库转移到另一个仓库。因此，
估算产业链内的库存规模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现在谈一下产业链内库存与市场供求情况的关系，一般来说，市场供给大于需求时
候，产业链内库存会处于一个高位；反之，产业链内库存规模会下降。按照库存持有机
构的不同可分为生产商库存、贸易商库存与消费商库存三种。在经济不景气时候，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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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集中于生产商和贸易商两个环节，这个时候也常常伴随着供大于求的情况。在经济
景气时候，库存通常集中在贸易商和消费商的环节。通过估算产业链内库存的规模，进
而判断整体产业的供求平衡情况，对分析中长期的价格走势有着重要的意义。

注册仓单数量对期铝价格有何影响？
当现货商把符合交割标准的货物交到交易所的交割仓库，交割仓

库检验合格后，给货物持有人开具交易所的标准仓单，交易所会定期
公布已经做成仓单的铝库存数量。已经注册的仓单也可以随时办理注销手续，但此时仓
单所标示的货物未必就出库了，可能还在交割仓库存放着。当某个月份的合约履行交割
手续后，会有部分仓单办理注销和出库手续。

但有时候持有仓单的主力为了影响价格，会通过注册、注销仓单来改变交易所公布
的库存数量。比如当主力希望铝价格上涨时，就把持有的铝注册仓单大量地注销，造成
可交割的铝现货不足的表象，从而引发交易者对未来价格的预期，而实际上可交割的铝
并没有减少，还在仓库里面存放着。当主力希望铝价格下跌时，他们又会把仓单再次注
册，造成铝增多的现象，使得期货价格受此影响而下跌。

【案例４ － １———通过库存水平，判断铝价走势】
２００９年上半年，原铝市场面临巨大的库存。从年初的不足２４０万吨，

到年中已经增长到４４０万吨，几乎翻了一番，其中５月全球铝库存总额较上
年同期增加了１６５％，达到１７周需求水平，高于７ ５周的长期平均水平。
国内某铝锭生产厂家在３月份的时候就发现国内、国际铝库存的上涨态势，
显示出铝的供需不平衡，并预见在未来一定时间内铝价将会处于一个偏弱盘
整态势，为了锁定其生产的利润，在４月上旬的１３２００元／吨的价格附近，
在期货市场上进行了卖出套期保值。这样尽管铝价在随后的４月到６月一直
处于较低的价位，该厂家依然能够保持一定的开工率，避免了因为成品价格
的低迷而影响其生产的正常进行。

（三）进出口数据及相关贸易情况如何影响铝的基本面及价格
铝进出口数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市场的供求情况，尤其是需求状

况。投资者可以关注每月公布的海关进出口数据（见图４ － ５）。但需注意的
是，海关公布的数据往往具有滞后性，因此还需多渠道获取进出口情况，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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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可以了解运保费情况、国内现货升贴水的变化情况、定点仓库和保税区仓
库的动态等。

图４ － ５　 中国进出口原铝数量当月值（２００５年１１月～ ２０１１年５月）

近年来，随着我国电解铝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国内对氧化铝的需求也
在不断增长（见图４ － ６）。由于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大量采购氧化铝，直接推
高了国际氧化铝价格。作为电解铝的主要生产原料———氧化铝，其生产的地
理位置大部分分布在毗邻铝土矿资源的地区附近。全球氧化铝生产集中在大
洋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其中澳大利亚、牙买加和中国三国合计氧化铝产量
占到全球总产量的５０％左右。国际氧化铝市场高度集中，大部分氧化铝
（８０％ ～ ９０％）都通过长期合约的方式进行销售，因此可供现货市场买卖的
氧化铝少之又少。以中国为例，１９９７年以前，中国氧化铝缺口部分主要在
国际现货市场上购买，没有长期合约。到了１９９７年，中国有色与美铝签订
了３０年长期供货合约，每年４０万吨，价格根据伦敦金属交易所原铝价格的
一定比例定价。

近年来，氧化铝价格的上涨推动了国内一些地区和企业开始通过进口海
外铝土矿资源在中国沿海地区投资建设氧化铝生产项目。自２００５年底以来
（见图４ － ７），中国铝土矿进口增长迅猛。在铝的冶炼中，我国９０％以上的
铝土矿资源都是一水硬铝石型铝土矿，属于中低品位矿石，耗能高，且加工
难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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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 ６　 中国进出口氧化铝数量当月值

图４ － ７　 中国进口铝土矿当月值及国别分布

全球电解铝的生产格局近年来发生了较大变化。中国、大洋洲和拉丁美
洲地区的产量增长在加速。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０８年，中国电解铝产量年均增长率
达到惊人的２６ ８％，每年增加的电解铝产量超过１００万吨。南美洲和非洲
表现出未来产能加速扩张的态势，而传统的欧美国家的产能也逐步进入重启
行列，由此也带来了铝在基本面上供给过剩的困境。另外，值得投资者关注
的是，一些相关的偶然性事件对铝价的影响作用，例如澳大利亚的洪灾或印
尼的地震导致当地铝土矿供给中断，相应的就会影响到当时铝价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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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铝锭基本能满足自给，但每年也有一定量的进口（见表４ － １），从
进口国看，主要来自俄罗斯和印度。也有少量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市场，如
澳大利亚、巴林、巴西、塔吉克斯坦、迪拜、南非等。当国内价格出现升水
的时候，会有一部分进口铝锭进口到国内铝市场，但总体对市场影响不大。

表４ － １ ２０１０年铝相关产品进出口情况
进口量（万吨） 同比（％） 出口量（万吨） 同比（％）

氧化铝 ４３１ ２１ － １６ １２ ５ ７０ － １６ ８３

铝土矿 ３００６ ９６ ５３ １０ ０ ０１５ —
未锻轧铝 ３６ ４９ － ７９ ０２ ７５ ４４ １４３ １６

其中：原铝 ２２ ９９ － ８４ ６４ １９ ３５ ３２１ ６３

　 　 　 铝合金 １３ ５０ － ４４ ５２ ５６ ０８ １１２ １７

铝材 ５９ ０６ １ ５８ ２１７ ７１ ５６ ２０

铝废碎料 ２８５ ３８ ８ ６７ ０ １１ ２２ ７１

　 　 资料来源：海关统计数据、新湖期货研究所。

（四）成本变动如何影响铝价
生产成本的变动是影响铝价的因素之一，生产成本的变动一般将同向影

响价格，即成本上升则价格上涨，成本下降则价格下跌。正常情况下，铝价
高于生产成本；但在某些特殊时期，如供应过剩或需求不足，价格也有可能
跌至生产成本之下，若相当一段时间生产成本高于价格，企业处于亏损状
态，企业将主动减产甚至停产。当供应逐渐减少不满足需求时，价格又会逐
渐上涨，恢复到生产成本之上。另外，当价格大幅高于生产成本时，铝锭生
产利润的增加将吸引更多资金投向铝锭生产企业，增加大量产能。供大于求
时，价格又将逐渐回落。总之，铝价不会长期脱离生产成本，生产成本是价
格的重要支撑。

如图４ － ８所示，电解铝生产成本的各组成主要包括氧化铝成本、电力
费用、碳素成本以及人工等其他成本。我们先来分析一下铝锭的物耗成本，
电解铝的冶炼厂家生产铝锭所耗费的物质资料主要有三种：氧化铝、电力、
碳素（阳极碳块），每生产一吨电解铝大约需耗电１３５００ ～ １４０００千瓦时、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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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氧化铝和０ ５５吨阳极，这三项成本占其总成本的８５％以上。此外还有氟
化盐等，但它们所占成本较小，一般每生产一吨铝锭只耗用２００ ～ ３００元。
下面主要分析上述三种物质所耗用的成本：

图４ － ８　 铝生产成本各组成及比重构成
１ 氧化铝成本。一般来讲，每生产一吨铝锭需２吨氧化铝，随着越来

越多的生产厂家采用先进技术和加强技术改造，目前大多数厂家生产一吨铝
锭需要氧化铝约在１ ９３吨左右，虽然这一比例随着各个厂家的努力还会有
下降的趋势，但下降的幅度不会很大，我们可理解为常量。这样，氧化铝的
价格变化就决定了这方面的成本。假如氧化铝市场报价为２８００元／吨时，可
以计算出铝锭生产企业每吨铝锭所耗氧化铝的费用约为５６００元。

２ 电力成本。中国属能源短缺的国家，电力资源地区间很不平衡，各
地电费也有所差异，目前，一吨电解铝的耗电量大约在１３５００ ～ １４０００千瓦
时。这一部分的成本涉及两个变量，一个是每一度电的电价高低，另外一个
变量是每生产一吨铝锭所耗费的电量的多少。电解铝行业耗电量很大，由于
生产技术装备水平的差异，各生产企业每生产一吨铝锭所耗费的电量差异也
较大。随着国家电价的上调，目前国内电解铝生产厂家的平均电价为０ ４５ ～
０ ４８元／千瓦时左右，则每吨铝锭的耗电成本大约在６０７５ ～ ６７２０元之间，粗
略地取均值６３９８元。

【案例４ － ２———电价调整对铝价的影响】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９日，国家发改委和能源局等出台电价调整方案，规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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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０日起，将国内非居民销售电价每千瓦时平均提高２ ８分。此次电
价上调，将增加铝厂生产成本约３９０元／吨，盈利空间也将被压缩。在这种情况
下，某电解铝厂家认为由于铝的生产成本增加，产品的出厂价也自然将要提高，
铝市场价将上涨。由此，他们根据自己的产量，在１５５００元／吨的价格附近陆续
买入铝的合约。在２０１０年初，铝期货合约上涨至１８０００元／吨附近，该厂家
在１７５００元／吨附近平仓离场。这样在期货盘面上获利了近２０００元／吨。虽
然现货市场上由于电价的上涨，成本的上涨压缩了一定的利润，但是在期货
市场上的获利使得该厂家的净利润得到了保障。

３ 阳极碳块成本。目前在我国电解铝生产过程中，多使用预焙槽进行
电解，其中需要使用阳极碳块。１吨电解铝大约要消耗０ ５５吨阳极碳块，
按照４０００元／吨计算，占每吨铝锭成本为２２００元。

电解铝的电解槽型
电解铝的电解槽型分为自焙槽和预焙槽，两者相比较，自焙槽具

有工艺成熟、投资少、见效快的特点，以前我国铝锭生产企业中多数
使用这种工艺较为落后的自焙槽。但这种工艺存在较明显的缺陷：首先是烟气敞开排
放，严重危害生态环境和工人的身心健康；其次是技术指标落后、电耗高；最后是产量
小、自动化程度低。预焙槽则刚好相反，具有环境污染小、技术指标高、电耗较低、自
动化程度高等特点。仅耗电量一项，每生产一吨铝锭预焙槽比自焙槽少耗电１０００度以
上。

延伸阅读：阳极碳块的价格走势
进入２１世纪以后，国内电解铝产量迅猛增长，为了满足电解铝生产

企业的需求，许多企业开始纷纷兴建或扩大铝用阳极产能。产量增加后，
由于铝用阳极原材料、燃料价格不断上涨，铝用阳极生产企业的利润空
间不断减小，许多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普遍采用压价倾销策略，国内
行业陷入了恶性竞争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大型电解铝厂为了降
低生产成本，也开始压低阳极价格，促使恶性竞争越演越烈。我国的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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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阳极碳块价格也从２００１年的３０００元／吨左右降到２００３年的２７２５元／吨左
右。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５年我国电解铝行业由于受电、氧化铝价格上涨等因素的
影响而陷入困境，电解铝价格一路走低，最低时降到１４０００元／吨左右。受
电解铝价格不景气的影响，前两年铝用阳极碳块的价格也一直维持在
２５００元／吨左右的低价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时期受国内外市场
石油等能源价格上涨影响，阳极生产的主要材料石油焦、煤沥青，以及
重油、天然气等燃料价格均出现大幅度上扬，导致国内阳极生产企业普
遍出现亏损状况。进入２００６年以后，随着国内几家大型氧化铝厂扩建项
目的陆续投产，国内氧化铝价格开始从高位回落，电解铝行业开始复苏，
铝价一路攀升，随之阳极价格也开始上涨。

综上所述，我们可得出目前国内每生产一吨铝锭所耗费的平均原材料成
本为２５０ （氟化盐等） ＋ ５６００ （氧化铝成本） ＋ ６３９８ （电力成本） ＋ ２２００
（阳极碳块成本） ＝ １４４４８ （元）。这仅仅是制造成本当中最基本的直接材料
费用，而一个企业要维持简单的社会再生产必须得支付企业人员的工资、管
理费用、财务费用和销售费用、摊销机器厂房折旧费用、银行贷款利息及税
金等，这些都应该计入企业的生产成本。如果以这些其他成本占总成本的
１０％计算，目前铝的成本线在１６０５３元／吨左右。

在三大原材料中，氧化铝价格取决于市场的供需，电价取决于各主产区
电力供应情况及政策调控力度，阳极碳块为石油下游产品，石油价格也与其
有密切联系。近几年，氧化铝的价格波动比较频繁，最高价曾触及３３００元，
最低价曾到过１６００元左右，大部分时间价格在２０００ ～ ２８００元／吨之间。氧
化铝的价格由其价值决定并受供求关系的影响，我国氧化铝工业生产采用的
方法有烧结法、混联法和拜耳法三种。我们根据加权平均法得出目前国内氧
化铝的单位制造成本为１４５３元／吨左右，如果再加上其他一些成本费用，国
内氧化铝的生产成本大致在１６００元／吨左右。西方国家氧化铝的生产９０％
以上采用拜耳法，其生产成本平均为１５０美元／吨左右。国内、国际市场相
比较，西方国家氧化铝更具竞争力，但差价不是很大。

另外，我国电费成本占铝锭生产成本的３０％以上，和西方国家电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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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占２５％相比相差较远。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联动性越来越强的今天，
如果电费成本占生产成本的比重还降不下来，势必会危及国内电解铝行业的
生存与发展。电费成本中涉及的一个变量是每单位的电价，目前国内电解铝
行业的平均电价为０ ４５元左右，是国外同行的两倍，在国内大多数生产企
业的技术装备水平很难一下子改变的情况下，降低电费成本最快捷的方法便
是降低电价。但随着煤价的上涨，降低电价可能性极小，目前许多电解铝生
产企业积极进行铝电合营的方式。

（五）从现货铝对期货铝的升贴水变化中怎样判断铝价走势
所谓升贴水，在期货市场上，现货的价格低于期货的价格，即基差为负

数（基差＝现货价格－期货价格），远期期货的价格高于近期期货的价格，
这种情况叫“期货升水”，也称“现货贴水”，远期期货价格超出近期货价
格的部分，称“期货升水率”；如果远期期货的价格低于近期期货的价格、
现货的价格高于期货的价格，则基差为正数，这种情况称为“期货贴水”，
或称“现货升水”，远期期货价格低于近期期货价格的部分，称“期货贴水率”。

理论上认为，期货价格是市场对未来现货市场价格的预期，由于影响因
素的相近，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往往表现出同升同降的关系。但是影响因素
又不完全相同，因而两者的变化幅度也不完全一致。从现货铝对期货铝的升
贴水变化中，可以对铝现货的需求状况，进而对铝价走势进行预测。一般而
言，如果现货铝价相对期货铝价升水，则表明现货需求十分旺盛，市场出现
供不应求的情况，消费旺盛。反之，如果现货铝价相对期货铝价贴水，则表
明市场的消费和需求可能不及升水时的状况，只有当市场出现短期内供需矛
盾极其紧张的时候，才会出现现货升水的情况。

延伸阅读：高铜价时代，铝替代铜不是梦
材料工业的技术进步，在矿产资源、国家政策、市场、价格等环境

因素的相互作用下，性能相近材料在应用领域的“替代”与“被替代”
在时刻发生着。铜价快速上涨的根本决定性因素，是资源的短缺与需求
的增加，而这种现象将会长久延续下去。铜价上涨以及铝和铜性能上的
相似性，为铝替代铜创造了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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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２００５年１０月以来，铜价在全球范围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幅上升。
持续的高铜价，使下游产业用户制造成本迅速上升、市场销路受阻、利
润被挤压，用户不得不在原材料上另寻“替代品”。据ＣＲＵ统计，２００５
年被替代的铜量达２２ ５万吨，是２００４年的３倍，２００６年铜被替代量达
到３５万吨以上，近几年该数字还在持续攀升。

空调行业的铝替代铜
空调制造业除压缩机外，空调铜管用量较大，所占成本较高。据调

查，对于在空调换热器上用铝管替代铜管的研究一直都在进行着，相关
的替代应用实验证明，空调采用铝管替代铜管对空调的性能和使用年限
没有任何影响。在国外，美国正在全力推进全铝热交换器的应用。在国
内，著名空调制造商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在２００５年就部分使用了
铜铝结合型连接管，材质的变化并没有影响空调的使用和质量。

在空调制造业，铝管替代铜管有两种，一种是半替代，即空调连接
管两头采用铜管，中间则采用铝管，这种替代方式对减少空调企业制造
成本的作用很小，每台空调成本只能下降２０元至３０元左右。另一种是
全替代，即全铝空调。采用全铝替代方式，每台空调可直接降低成本
４００元至６００元左右。目前包括格力、格兰仕、奥克斯在内的诸多名牌
空调制造企业都在进行“铝代铜”的全面研发和测试，研发性价比优良
的全铝空调。按我国每年生产空调７０００万台、每台空调平均用铜７公斤
计算，实施“铝代铜”方案，可节省铜管５０万吨；按铜铝材料最小价
差４万元计算，可减少成本２００亿元。可见“铝代铜”的经济效果非常
可观。

电线电缆行业的铝替代铜
首先，在导线替代上，铝导线与铜导线比，其不足之处是导电率和

安全性方面略为逊色，所以铜导线一直在电线电缆领域扮演主导角色。
如果铜铝价差保持在正常水平，工业方面倾向于使用铜作为导体。但
是，在铜铝价差背离较大时，以铝导线取代铜导线在经济上是非常有
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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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ＪＰ摩根一份报告称，全球铝在电力导线上一直占有约６％的市场
份额，目前较高的铜价致使铜在电力电线市场份额的扩大之势被遏止。
由于铝具有价格比较优势，铝导线替代铜导线已在国内外成为快速发展
之势。在国外铝导线广泛用于变电站的变压器、屏内母线、密集型母线、
大小截面的干、支电线，其应用比率为：泰国９０％、沙特５０％、韩国和
日本７０％、美洲５０％。

其次，铝芯电缆替代铜芯电缆。目前，铜线缆的制造成本比铝线缆
要高出近６０％，在国外，欧美和日本都在推广应用铝芯电力电缆，特别
是在英联邦国家，铝芯电缆使用得很普遍，发展中国家的电缆工程招标
书中，很多也都提出用铝芯电力电缆。但是在我国，除铝占有中低电压
电缆１８％的市场份额外，其他基本上都是铜芯电缆。

由于铝芯电缆造价较低（在同等载流量的情况下，铝导体电缆的金
属导体原材料成本较铜导体约低四分之一），另据国际铝协副秘书长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Ｂａｙｌｉｓｓｃ称，１公斤的铝电缆能够输送的电量相当于１公斤铜
输电量的两倍，因此，在高铜价时代，铝芯电缆替代铜芯电缆的步伐预
计将会提速。目前我国有２０００多家电机生产企业和７０００余家电线电缆
生产企业，这将为铝芯电缆创造一个庞大的市场。电力供应部门已经得
到授权，指定在中低电压电缆业使用铝。在这一领域，铜大约６０多万吨
的总体消费量将可能被铝替代。据《中国电力报》称，我国常州供电公
司首次成功使用了铝芯电缆，此批规格为５００平方毫米、长１６４０米的１０
千伏铝芯电缆替代铜芯电缆后，节约工程投资１８９万元，只相当于铜芯
电缆费用的２３％。另从国外电缆行业的发展情况看，铝制电缆将应用于
航空业上，空中客车（Ａｉｒｂｕｓ）也表示，基于重量因素已经决定部分采
用铝制电缆制造Ａ３８０客机。汽车行业铝制电缆应用也正在研究之中。

在变压器上的铝替代铜。一个３７０ｋＶＡ变压器约使用３３吨铜。虽然
铝只有铜一半的导电性，但是重量只有其三分之一，因此只需要６０％铝
的重量就能达到同样的导电性。在国外，铜和铝的变压器都有供应。然
而在中国，目前只有铜变压器。如果铜铝价差继续保持目前的水平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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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拉大，那么相关产业界将有足够的动力来研制铝变压器，实现对铜
制变压器的替代，一旦这种替代变成现实，铝材在此领域的消费份额将
较铜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

电子材料行业的铝替代铜
功率模块中的铝替代铜。美国加州的功率半导体和集成电路的供应

商ＩＸＹＳ公司近日宣布了一项新型的铝基基片技术，也称为直接铝材连
接（简称ＤＡＢ）技术，已经用于集成功率半导体模块的生产中，例如马
达驱动、ＤＣ ／ ＤＣ转换器和功率模块中。该项技术是一项替换直接铜材连
接（简称ＤＣＢ）的先进技术，在直接铜材连接（ＤＣＢ）技术中铜作为主
要的导体被连接到铝或者氮化铝陶瓷上，在直接铝材连接（ＤＡＢ）技术
中，铝材作为主要的导体与陶瓷形成非常坚固和可靠的连接。这样就可
以形成良好的热循环性能，以满足在汽车、工业、航空和航天等应用中
对功率控制技术标准的要求。铝材层的安置所采用的方法绝大多数与在
标准的ＤＣＢ和ＰＣ板中铜材层的安置方法相同，为了能够方便使用，表
面镀覆了一层具有可焊性的材料。ＤＡＢ基片也比ＤＣＢ要轻得多，通常情
况下可以节省下３７％至６４％的重量。

ＣＰＵ散热片中的铝替代铜。ＣＰＵ散热片一般用铜材和铝材制作，但
铜制ＣＰＵ散热器比例较大。据国外最新研究结果表明，经过脱脂处理的
银白色铝材，其导热效果最佳。与铜比较，铝材有着导热性能突出、易
加工、抗氧化以及重量轻（比相同规格的ＣＰＵ 散热器减重２０％ ～

４０％）、价廉等突出优点。铝材已成为ＣＰＵ散热片材料的最佳选择。从
著名制造商富士康公司推出的一系列物美价廉的铝质高效ＣＰＵ散热器应
用效果看，也证实了以上研究结果，预示在ＣＰＵ散热片用材上，铝替代
铜的前景乐观。

印刷电路配线板中的铝箔替代铜箔。电器自动控制系统的配线板是
用粘贴在绝缘膜上的铜箔经过腐蚀后构成电路，现在改为铝箔，替代的
优点体现在配线板重量减轻三分之二，而价格只有铜箔的四分之一。铜
箔电路厚度０ ０１８ ～ ０ ０３５毫米，而铝箔仅为０ ００７毫米；铜箔配线宽度
为０ ６毫米，而铝箔仅为０ １５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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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传输领域的铝替代铜
有研究表明，热传输行业的热交换器对１０５０、１２００、３００３和３１０３

铝合金薄板或铝箔的需求已有显着增加，热交换器向全铝化发展。汽车
用铝散热器（水箱）在轿车、轻型车上已大部分替代铜散热器，另外建
筑行业的装饰制品、水管道、采暖散热器、工业领域的高压导体等都存
在铝材替代或部分替代铜材的发展趋势。

延伸阅读：铜包铝线，双剑合一
铜包铝线，顾名思义，是一种双金属线材，在铝线外表包复一层一

定厚度的铜层，使该线材成为一种高性能的双金属材料。其铜的厚度大
约是最小半经的３ ５％，导电率大约是铜线的６２ ９％，但同样重量的铜
包铝线的长度是纯铜线长度的２ ７倍。

铜包铝线广泛应用于有线电视工业中，在美国，铜包铝线已成为同
轴电缆的标准材料。因为高频信号传输是完全在导线外层运行，所以铜
包铝线可以代替相同规格的铜线。在低频应用中，铜包铝线的安载容量
是同规格铜线的６５％。

因其重量轻，在需要大规格尺寸时也比铜更为柔软，铜包铝线广泛
用于电瓶电缆、焊接电缆、楼宇电缆和电磁导线中。铜包铝线是优化了
两种金属的最佳特性于一体的复合线材。铜占线材截面的１０％，其厚度
最小为线材的３ ５％，铜包铝线的密度每立方英寸为１２磅（每立方厘米
３ ３２克）是铜线的３７％。由于铜包铝线具有经济、质轻、易于操作和安
装等优点，在实际应用中是取代铜线的最佳制品。据悉，近年来我国通
讯行业的ＣＡＴＶ同轴电缆生产企业为了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实现
与国际技术接轨，已经采用铜包铝线作为ＣＡＴＶ同轴电缆的更新换代产
品，且用量逐年增加。铜包铝线与铜线比，成本下降２０％ ～ ４０％，且具
有良好的耐腐蚀性、良好的焊接性及比重小、易于加工、便于安装运输、
传输性能好等诸多优点，必将成为铜线的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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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采用铜包铝材料作内导体，可以制成一种新型的电磁线———
铜包铝漆包线，它是铜漆包线的替代品，其特性介于铜和铝之间，吸取
了铜的优良导电性和铝的重量轻的优点。铜包铝漆包线的优点包括：铜
包铝线的直流电阻率约为纯铜线的１ ５倍，阻值相同时，铜包铝线重量
约为纯铜线的二分之一；拥有良好的钎焊性，铜包铝线由于其表面包覆了
一层纯铜，因此具有跟纯铜线一样的可钎焊性；重量轻，铜包铝线密度是相
同线径铜线的三分之一，对降低电缆和线圈的重量十分有效。铜包铝漆包线
的应用领域包括：制作要求重量轻、相对导电率较高、散热性好的绕组，特
别是传输高频信号的绕组；高频变压器、普通变压器、电感线圈、工业电
机、家用电机、微型马达、微型电机转子线圈、音响线圈、光驱、显示器偏
转线圈、消磁线圈、手机内部线圈、手表驱动元件等。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ｃｎａｌ ｃｏｍ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 ２００９ ／ ０７ － ０２ ／ １２４６４６９０６０４１６８８ ｓｈｔｍｌ。

三、 宏观面因素怎样影响铝价？

（一）宏观经济形势对铝价的影响
众所周知，铝是国民经济中应用最为广泛的金属品种，不论是在汽车行

业、交通运输行业、建筑行业，还是军工、包装、电力等行业，铝都凭借其
优异的品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正是因为铝的广泛用途，使得其生产消费状
况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宏观经济尤其是一些重要经济领域的冷
热，都可以在铝的生产消费中得到反映，而宏观经济的变动，又将会对铝的
生产和消费情况产生很大的影响。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快速增长时，对铝
的需求增加会相应地带动价格的上升；反之，经济萧条时对铝的需求萎缩则
促使相应价格的下跌。例如，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经济领域的
不景气导致铝价大幅下跌；２００９年中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扩大内需，又带动了铝的消费增长。

我国铝的消费量与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工业生产之间存在十分密切
的关系。在经济衰退、工业生产下降时，铝消费下降的速度往往超过工业生
产的下降速度；而当经济处于上升阶段，工业生产不断扩大时，铝消费的速



铝

７２　　　

度又远高于工业增长水平。图４ － ９反映了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６年我国电解铝产量、
消费量与ＧＤＰ的情况。根据１９９１年以来的数据可以计算得到电解铝产量、
消费量与ＧＤＰ的相关系数均高达０ ９８。由图４ － １０可见我国电解铝产量和
消费量的波动远远大于ＧＤＰ的波动，尤其是２００１年以后，铝产量和消费量
的增长率持续大于ＧＤＰ的增长率，表明近年来中国铝工业对ＧＤＰ增长率的
贡献大大增加。图４ － １１反映了自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６年我国铝消费增长率与工业
生产增长率的情况，上述数据计算分析得到我国铝消费增长率与工业生产增
长率的相关系数为０ ８７，呈高度正相关。

图４ － ９　 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６年中国电解铝产量、消费量与ＧＤＰ

图４ － １０　 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６年中国铝产量、消费量增长率和ＧＤＰ增长率

（二）美元汇率的波动如何影响铝价
１８１６年，英国制定《金本位制法》，形成了世界上最早的金本位制货币

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美国等国家先后停止使用黄金进行国
际支付。为了防范全球经济动荡，保证国际货币市场的稳定，１９４４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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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 １１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６年中国铝消费增长率与工业生产增长率
美、英、苏、法等４４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
了“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从此诞生，即布
雷顿森林体系。在１９７３年１１月１３日，西方七国财长会议上，美国停止以
美元兑换黄金，各国实行浮动汇率，黄金价格上升到每盎司９０ ８５美元———
这实际上宣告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固定汇率制随之结束。自布雷顿森
林体系解体以来，全球货币体系的稳定锚———美元一直处在不稳定状态，特
别是自美联储加息以来，美国货币市场不仅出现了长期利率与短期利率的背
离走势，而且加息并没有撬动美元汇率这块顽石。美元汇率波浪式、螺旋式
的下行，也一直是原材料价格不断走高的重要支撑因素。

美元是期货国际结算的主货币，也是许多国家外汇储备的主要币种，美
元的疲弱对期货市场并不是好消息，美元的贬值使得有色金属市场对美元资
产体现出了过多的担忧，在可投资市场和品种较为有限，同时还没有任何一
种货币可以替代美元地位的情况下，具有通货性质和材料性质的有色金属自
然成为最好的选择。贵金属和有色金属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二者在工业
生产中用途非常广泛，地位十分重要；同时，由于它们又是衍生产品，金融
属性极强。这样，金属市场起起伏伏，循环往复，不断上演起降平落“闹
剧”，美元则是这“闹剧”幕后的幽灵。当美国经济低迷时，政府下调利
率，刺激经济增长，美元贬值，往往造成资产泡沫，金属价格大幅上涨；相
反，当美国经济增长强劲，投资旺盛之时，美国政府往往上调利率，抑制经
济过快增长，美元升值，最终导致资产泡沫崩溃，甚至引发金融危机，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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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下跌。美元贬值将给新兴经济体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

布雷顿森林体系
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Ｂｒｅｔｔｏｎ Ｗｏｏｄｓ Ｓｙｓｔｅｍ）是指战后以美元为

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关税总协定作为１９４４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补
充，连同布雷顿森林会议通过的各项协定，统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即以外汇自由
化、资本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多边经济制度，构成资本主义集团的核心内
容，是按照美国制定的原则，实现美国经济霸权的体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确实带来了国际贸易空前发展和全球经济越来越
相互依存的时代。但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着自己无法克服的缺陷：它以一国货币（美
元）作为主要储备资产，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因为只有靠美国的长期贸易逆差，才能
使美元流散到世界各地，使其他国家获得美元供应。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开始，随着
美国经济竞争力逐渐削弱，其国际收支开始趋向恶化，出现了全球性“美元过剩”情
况，各国纷纷抛出美元兑换黄金，美国黄金开始大量外流。到了１９７１年，美国的黄金
储备再也支撑不住日益泛滥的美元了，尼克松政府被迫于这年８月宣布放弃按３５美元一盎
司的官价兑换黄金的美元“金本位制”，实行黄金与美元比价的自由浮动。欧洲经济共同体
和日本、加拿大等国宣布实行浮动。１９７３年２月美元进一步贬值，世界各主要货币由于受投
机商冲击被迫实行浮动汇率制。汇率制，不再承担维持美元固定汇率的义务，美元也不再成
为各国货币围绕的中心。这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已全部丧失，该体系终于完全崩溃。

（三）原油价格波动对铝价产生的影响
原油是位于产业链上游的能源型资源产品，是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的重要

组成部分。因此，原油价格的变化会直接并且有力地影响到生产资料价格指
数的变化，进而通过价格传导机制作用于整个工业品价格指数，可以说原油
的价格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都是息息相关的。具体而言，原油价格波动对总
体价格水平的影响通过了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传导机制。如果从劳动力市场
来看，原油价格的上升会导致产出的下降，而无论是劳动力还是资本的边际
产出也均会有相应的减少。在劳动力的实际工资减少的时候，消费者往往会
倾向于平滑自己的消费选择，调整消费结构，比如提高消费的比例而减少储
蓄的份额，这将会导致实际利率的上升。而当产出下降，货币供应量没有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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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的情况下，经济体对于实际货币余额的需求便会萎缩，而同时失业率的增
加以及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都会最终引发通货膨胀的到来。而如果政府在
油价上涨的阶段采取了货币紧缩政策来避免通货膨胀，则银行利率就会进一
步攀升，由此上述的两者共同作用会抑制投资需求，进而引起经济衰退。经
研究显示，原油的价格波动同消费者物价指数，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之间存在
着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而就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来看，虽然原油成本上升
通过产业链向下游产业直接传导的路径由于国家对成品油价格的控制而有一
个间断滞后的断裂效应，但是通过劳动力市场，乃至通过其他生产资料和制
成品的进出口贸易都会直接和间接地存在着传导效应。同时，对原油价格的变
动以及未来走势的预期，都会引起相关产业部门进一步的提升价格，这些机制
都是导致原油价格波动与总体价格水平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协整关系的重要因素。

而铝作为重要的有色金属品种，特别是在发达国家或地区，铝的消费已
经与经济的发展高度相关。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时，铝消费亦会
出现同步增长。同样，经济的衰退会导致铝在一些行业中消费的下降，进而
导致铝价格的波动。原油是支持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战略物资，在经济发展
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由此可见原油价格的波动会从各个方面影响到铝的
价格。由于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是高能耗的粗放模式，对石油这样
的战略能源的依赖就更加严重。因此，铝业发展对原油价格的变动十分敏感，
国际原油价格小幅度的波动都会引起国内铝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大幅度的变动。
同时，原油价格上涨会一定程度拉动天然气、煤炭、电力等重要能源价格的上
涨，这样就对我国能耗大、用油多的整个工业发展都产生“供给约束”。由此，
无论是铝土矿的开采，电解铝的生产以及后期铝材的加工等过程中所需的燃料，
能源方面的生产成本，还是运输所需的运输成本，都会受到直接的影响。

伴随着有效能源供给减少，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工业成本提升，工业品
或者铝的出厂价格指数必然上涨。由于原油价格的变动也会同样地作用到其
他生产领域，尤其是对其他工业品出厂价格有巨大的影响，这导致铝行业的
生产过程中的由于生产仪器等硬件的消耗所带来的生产成本也会受到原油价
格的影响。另外，原油价格通过对各个领域价格的影响，也会影响到人们的
消费水平，于是铝生产领域的工资水平势必会作出相应的调整以满足该行业
人员日常生活的正常需要。最后，原油作为一个大宗商品，除了商品属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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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很强的金融属性。它的价格波动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国际投资资金的流
动，这也会间接地影响铝的价格。由此，铝价和原油的价格有很强的正相关
性，而这个相关性可以从生产成本和资金流向两个方面去理解，而这两个方向
背后的结合的就是美元。另外由于传导的关系，国际油价对我国工业品出厂价
格的主要影响发生在滞后的两个月内。而政府对石油进口所持有的谨慎的态度
使得油价对我国工业品，或者说对铝产品出厂价格的影响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原油价格波动对经济的影响是非对称性的，即油价
波动的不同方向（油价的上涨与下跌）对宏观经济影响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普遍的结论认为，油价上涨对经济影响的程度要大于油价下跌对经济的影响
程度，这两者的影响是非对称的。从总需求和总供给的角度来解释油价波动
对经济的影响的“总量效应”认为油价上涨对经济有负的影响，油价下跌
对经济有正的影响，而“分配效应”主要从资源的重新配置的角度来解释
油价波动对经济的影响，主要包括“部门转移论”，“调节成本论”和“未
来油价不确定论”。分配效应是不对称的，即油价上涨和油价下跌对经济都
有负的作用。这两者结合可以从理论上解释油价对经济影响的非对称性。当
油价上涨时，“总量效应”对经济有一个负的影响，“分配效应”对经济有一个
负的影响，两类效应相互加强的结果是油价上涨对经济有显著的负的影响；当
油价下跌时，“总量效应”对经济有一个正的影响，“分配效应”对经济有一个
负的影响，两类效应对相互抵消的结果是油价下跌对经济的影响不显著。

【案例４ － ３———通过原油价格走势，判断铝价趋势】
在２００９年３月初，美元迅速贬值的刺激下，纽约市场的主力原油期货

合约价格高涨７％以上，收盘位突破５１美元／桶，为半年来首次收盘在５０
美元之上。在这个时候，有一家专门做铝加工的厂商敏锐地感觉到，原油作
为大宗商品的风向标，将会带动整个基本金属板块的走强。而铝价当时正是
处在阶段性的低点，其后期的上涨势头将不可小觑。为了避免铝价的上扬导
致其生产成本的增加，该厂家选择了在期货市场内１２０００元／吨附近做了买
入套期保值。其后，虽然铝价一路上涨，在２００９年８月份涨到了１５０００元／
吨左右，但是由于该厂家早已通过期货市场锁定了生产成本，因此其正常的
生产并未受到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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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响铝行业的相关产业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色金属工业实行了“优先发展铝”的方针，加

大了建设铝工业的投资力度，促进了我国铝工业的发展。一方面新建多个大
中型企业，另一方面对部分企业进行了技术改造。此外，部分地区也积极推
进当地铝工业的技术进步，极大地改变了我国铝工业整体技术装备水平落后
的状况。目前，我国电解铝大型预焙技术已经接近国际水平。

虽然我国铝工业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产业结构不合理、重点发展
滞后、低水平重复建设、竞争力不强等矛盾仍十分突出，这些矛盾已经成为
制约我国铝工业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主要表现在：电解铝产能增加过快，
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没有改善；上下游产业结构不合理，铝加工企业
多且产能低；产品结构不合理；铝土矿无序开采严重；铝产品成本偏高。为
此，《国家计委关于印发我国铝工业“十五”发展指导意见的通知》中提出
了铝工业“十五”发展计划。其主要措施和政策要求包括：搞好宏观指导
工作，严格执行产业政策，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加快建设重点铝基地；合
理利用铝土矿资源；严格执行国家环保政策；加快现代铝企业建设的步伐；
加快技术进步；建立稳定的氧化铝进口渠道。

随着我国电解铝生产能力迅速增加，技术装备水平不断提高，但环境保
护技术研究相对滞后，环境监管比较薄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２００４年６月
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解铝行业环境管理的通知》，通知要求：加大对
现有电解铝企业的环境监管力度；进一步搞好电解铝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工作；鼓励开展电解铝环保科研和在线监测能力建设。

２００５年９月，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
《铝工业发展专项规划》、《铝工业产业发展政策》。会议指出，我国铝工业
的发展，在指导思想上，要坚持科学发展观，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重
在控制总量，优化结构，合理布局，降低消耗，推动铝工业走新型工业化道
路，实现由大到强的转变。要着力抓好的工作包括：要通过制定和实施铝工
业发展专项规划和产业发展政策，合理确定发展规模，规范投资行为，使铝
工业发展与我国资源、能源和市场需求相适应；要严格准入标准，严格新上
电解铝项目，限制现有企业盲目扩大产能；严格氧化铝项目建设，确保氧化
铝工业有序发展；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支持电解铝企业与上下游企业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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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鼓励铝电联营，提高产业集中度和企业竞争力；要积极推进技术进
步，淘汰落后的高耗电生产能力，重点发展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的铝合金、
铝深加工产品，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对铝产品品种、质量的需求；要大力发展
循环经济，开发和推广使用高性能、低成本、低消耗的新型铝产品，发展废
杂铝回收再生产业，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提高铝资源利用率；要充分利用
国内外两种资源，建立稳定的铝工业资源供给保障体系。

２００５年底，国家发改委针对２００６年铜铝工业提出政策建议，铜铝工业
的工作重点应围绕控制总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强进出口管理和发展循
环经济展开。

２００６年４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加快结构调整促进我国铝工业持续健
康发展》，要求坚持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因势利导，
区别对待，从根本上解决引发投资热的深层次矛盾，是实现铝工业持续健康
发展的客观需要。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按照结构优化、技术进步、
科学规划、控制总量、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原则进行宏观引导。

但是，随着电力供需紧张状况的缓解及资源性产品价格的上涨，截至
２００７年第一季度，一些地方集中投资电解铝、氧化铝生产能力的行为又开
始反弹；铝土矿资源保障程度下降，进口价格大幅度上升；铝加工行业出现
了集中投资热连轧生产线热潮，一些电解铝企业以向深加工延伸名义投资建
设低端建筑型材生产能力。这些问题引起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２００７年４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加快产业结构
调整政策措施遏制铝冶炼投资反弹的紧急通知》要求做到以下几点：按照
产业政策和投资项目管理规定规范投资行为；加强产业政策与土地、环保、
融资政策的协调配合和市场监管；加快淘汰落后工艺装备，防止落后生产能
力死灰复燃；加强环保防止环境污染；规范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秩序；加强安
全生产监督检查；抓好节能降耗工作，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清理在建拟建项目。

２００７年７月，针对部分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国务院要求加快淘汰钢
铁电解铝等１３行业落后产能。为进一步遏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国家发
改委、财政部、电监会于当年１０月份联合下发通知，决定取消电解铝、铁
合金和氯碱企业的电价优惠政策。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底，发改委连同其他相关部
门制定了《铝行业准入标准》，从规模、工艺、装备、能耗、资源消耗、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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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等多个方面对铝行业准入条件进行了严格规定。
２００８年，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我国实体经济出现较大幅度滑坡。２００９年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有色金属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从政策上对铝行业进行扶
持，包括关税、贷款、收储等多方面的政策优惠，使铝行业从危机中得以复苏。

延伸阅读：“节能减排”———铝行业的瘦身运动怎样影响价格
２０１１年３月国家发改委最新发布了《“十一五”节能减排回顾》，

该报告称，在“十一五”期间，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节能减排工作，
提出单位ＧＤＰ能耗降低２０％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１０％的约束性
指标，并成立节能减排工作小组，采取强化目标责任、调整产业结构、实施
重点工程、推动技术进步、强化政策激励、加强监督管理、开展全民行动等
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付出艰辛努力，节能减排取得显著成效。

对电解铝行业而言，节能减排带来的冲击并不小。《“十一五”节能
减排回顾》称，在“十一五”节能减排期间，电解铝行业结构得到了优
化和升级，先进生产能力比重有明显提高，大型、高效装备得到推广应
用，大型预焙槽产量比重也由８０％上升到９０％。可以说，节能减排政策
措施的实施，大大推动了节能技术进步，使得电解铝行业的单位能耗大
幅下降，能效整体水平大大提高，据统计，综合能耗下降了１０ ０６％。

而在应对节能减排上，国内铝行业似乎迎来了一场瘦身运动，尤其
是在临近“十一五”尾声，即２０１０年９月开始，各地进入了完成节能
减排任务的最后发力期。以河南省为例，２０１０年９月，该省被发改委列
为节能减排预警等级一级地区，当时有报道称，该年前８个月，河南大
体只完成了全年节能目标任务的３０％，这意味着其将在接下来的时间内
付出更多的努力来确保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而作为中国最大的电解铝
生产省份，河南省的节能减排措施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整个市场的铝
供给，从而对铝价行情产生重要的影响。节能减排，一方面限电限产，
缩减铝供给，对铝基本面是利好，从而支撑铝价；另一方面，当地政府
通过提高电价的方式，对铝厂施加压力，间接起到限产的作用，同时也
提高了电解铝的生产成本，这对铝价也是向上的支撑。当时的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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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因河南、贵州、青海和广西等省市当地政府为达到２０１０年节能减
排目标，实施拉闸限电、暂停生产等措施，铝产量不断下降，该年下半
年的铝价呈现了１７％的增幅。统计局数据显示，自２０１０年６月以来，中
国原铝产量逐月下滑，在１０月出现同比增加３ １％，达到１２１万吨，为下半
年５个月以来首次增加，且为月度数据中产量唯一增长的基本金属，因价格
稳健激励中国冶炼厂增加产量，但该月铝产量仍较上年同期减少５ ４％。

另外，节能减排除影响市场价格之外，对产业结构也是一轮重新洗
牌的过程。在不是全面限电停产，而是相应规格以下企业停产的情况下，
最先受益的是大型企业，而在限产规格之列的小型企业的生存环境则越
发艰难。对小型企业而言，电价多为外购，而相应的资金流以及技术又
不足以与大型铝企相抗衡，因此必然在电解铝行业产能调整中被淘汰，
相应的大型企业则会充分受益于这样的调整。

（五）进出口政策变动如何影响国内铝相关的行业
国内铝锭销售方式有以下几大类：一是国内贸易方式，即在国内采购氧

化铝，生产出铝锭后在国内市场销售；二是加工贸易方式，即在国际市场上
采购氧化铝，在国内加工成铝锭再出口；三是一般贸易方式销售和出口，即
在国际市场采购氧化铝生产铝锭，然后在国内市场销售或者出口。由于国内
氧化铝严重短缺，加上进口氧化铝关税以及一般贸易自动登记等问题，再考
虑到进料加工贸易方式生产的铝锭必须要出口核销，国内铝锭的销售方式主
要以国内贸易销售和进料加工贸易出口两大类为主。企业选择何种方式采购
氧化铝，主要是看哪种方式带来的利润更多。如果企业在国内采购氧化铝生
产铝锭并在国内销售所获得的利润比从国外采购氧化铝生产铝锭出口所获得
的利润要大，那么企业就会选择国内贸易方式。反之，如果企业从国内采购
氧化铝生产铝锭出口比在国内采购氧化铝生产铝锭销售的利润大，那么企业
就会选择用进料加工贸易方式。

如果说上游结构的变化主要是经济利益驱动，那么下游的变化则更多是
政策导向。在２００４年之前，为了鼓励铝生产企业出口创汇，国家对进料加
工贸易方式采取十分优惠的举措，在免关税进口氧化铝的同时，对出口核销



影响铝价波动的主要因素

第
四
章 ８１　　　

的铝锭实行退税，即先征后退（先征收１７％的增值税，再按一定的比例退
税）。随着国内铝锭产能的迅猛扩张，铝锭生产的重复建设问题越来越严
重，国内的铝锭产量不但一跃成为世界第一，而且从铝锭净进口国转为净出
口国，出口量呈现快速增加态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２００４年中国原
铝产量达到６５５万吨，而出口量从２００１年的４０ ８８万吨猛增至２００４年的
１４１ ６８万吨，增加了两倍半。国内铝产能的盲目扩张，导致了电解铝生产
项目的无序重复建设。而且最近两年来，国内能源供应十分紧张，电力紧张
问题越来越突出，加上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相当充裕，贸易顺差令人民币升
值的压力增加。在这样的情形下，政府针对电解铝这类高能耗和高污染行
业，采取严格的调控举措来规范行业的良性发展。

２００４年以来，受到国家关税政策调整的影响，未锻轧的铝（铝和铝合
金）的出口量开始逐步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各类铝材产品的出口快速增长。
近几年国内铝行业调控力度不断加大，主要体现在行业进出口政策的变化
上。２００４年，铝锭出口退税税率由１５％降至８％，限制年产能１０万吨以下
的铝厂直接进口氧化铝；２００５年，取消铝锭出口退税并对出口铝锭征收５％
的关税。从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２日开始，商务部、海关总署将氧化铝（含铝矿
砂）列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进料加工贸易方式被取消，这些政策
举措令出口企业成本大幅增加。

可以预计，在国内铝行业重复建设、产能盲目扩张的势头得到有效遏
制，国内消费继续保持强劲增长条件下，进出口政策的变化将会逐渐改变国
内铝锭已经存在的供求平衡。取消退税，征收５％关税甚至取消进料加工贸
易改为一般贸易，出口成本的增加无疑会促使企业选择在国内销售铝锭而不
再出口，国内供应压力增加势必会打破原来国内外的比价平衡点，向着另外
一个平衡点发展。当然，一旦国家对氧化铝的一般贸易方式进口资格完全放
宽，那么企业就会根据国内比价来选择自主的销售方式，有效地在国内或者
国际市场进行套期保值操作，这样国内市场对氧化铝的需求不但不会减少反而
可能增加，在供应没有得到缓解情形下，甚至会加剧氧化铝市场的供求矛盾。

因此，未来国内对铝行业的外贸政策变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国内外
氧化铝市场供需状况的变化，值得关注。取消加工贸易、放宽氧化铝进口权
限后，一方面国际市场价格变化将左右国内市场进出口格局，影响国内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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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另一方面，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将更直接地对国内企业带来冲击。尽管
短期可能会对铝行业的生产经营带来巨大的冲击。但从长远来看，政策调控
使得铝企业更加直接地面对国际市场竞争，这就促使企业不断提高生产经营
和管理能力，提高技术水平，使企业实力不断得到增强。

（六）产业振兴规划如何影响铝价
２００８年下半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

了严重的冲击，我国实体经济也出现了大幅下滑，有色金属作为我国重要的
基础原材料产业，也是受其影响最为严重的行业之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采取了扩
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增长的十项措施，并在国务院第３７次常务会上提出大
力支持重点产业发展，编制包括有色金属在内的九个产业振兴规划。

２００９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有色金属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涉及主要
政策措施包括：完善出口税收政策；抓紧建立国家收储机制；加大技术进步
及技术改造投入；推进直购电试点；完善企业重组政策；支持企业“走出
去”；修订完善产业政策；合理配置资源；继续实施有保有压的融资政策；
严格执行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问责制；建立产业信息的交流和披露制度；
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作用。

产业振兴规划在很大程度上对铝价形成了有效支撑。自２００８年底，政
府部门推出扩内需十项措施以及积极推进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后，国际、国内
铝价以及其他有色金属价格均出现了大幅回升。总体而言，政策面的动向依
然是通过改变基本面供需关系以及优化产业结构的方式来影响铝价走势的。

首先，对供给的影响上，产业调整与振兴主要任务之一是严格控制总
量，加快淘汰落后产能。目前我国铝行业产能中还存在一部分高耗能、高污
染的企业，这部分产能规模小、对资源的消耗却很大，不但不利于产业可持
续发展，而且带给人民生活上诸多负面影响。加快对落后产能的淘汰，既遏
制了资源的过度利用，又有效地平衡了市场的供需关系。另外针对目前不断
扩张的新建项目，加强严格的审批和总量的控制，可以有效缓解供需关系中
不平衡的状态。借助本次经济危机，政府部门鼓励各企业进行合理地兼并重
组，使企业向做大做强方向发展，这不但提升了企业自身在市场中的竞争
力，同时将国内竞争市场中隐性产能和定价进行有效的梳理，使市场信息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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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透明化，也有利于企业根据市场供需关系在生产上进行合理的安排。供给
上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安排将使市场的供需差距缩小，对铝价形成有效支撑。

其次，对需求的影响上，为了缓解经济危机对有色金属行业的影响，一
些地方政府采取了应急措施。譬如云南省政府针对有色金属产业，由商业银
行贷款收储重点企业的有色金属和化肥产品，由省财政给予贴息支持。又如
２００８年底国家物资储备局向部分电解铝企业收储了２９万吨电解铝。尽管政
府收储并非实际需求，但至少从表观上减缓了供需不平衡关系，铝生产企业
库存压力减少，利于企业长期发展。除了有色金属行业被列入十大振兴行业外，
汽车、船舶、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行业也纳入其中。而这些行业均属于铝行
业下游行业，政府推动汽车、船舶、装备制造、电子信息行业的振兴在很大程
度上将会增加对铝产品的需求。下游需求的增加无疑将会对铝价格形成支撑。

最后，通过提供优势政策，增强企业竞争力。政府部门通过调整有色金属
产品出口退税率结构、积极推进直购电试点和继续实行有保有压的融资政策等
方式，对有色金属企业提供政策上的帮助。符合条件的有色金属企业在政策扶
持下，一方面大大降低生产成本，一方面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不但增强了国
际、国内的市场竞争力，而且有利于产业内部整合，淘汰落后产能，使行业结
构更加优化。从供需结构上来看，出口政策的扶持不但提高了企业的市场广度，
而且有利于降低国内库存压力。而直购电试点的推进、融资政策的政策扶持对
落后产能的淘汰又直接减少了市场供给压力，使市场供需失衡状态有所缓和。

（七）政府收储如何影响铝价
２００８年底，云南省政府决定，将投入巨资收储１００万吨铜、铝、铅锌、

锡等有色金属矿产品，旨在支持有色金属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渡过难关；
２００９年上半年国储局分两次分别收储２９万吨铝；２００９年３月份广西启动５
万吨铝锭收储计划；２００９年３月底，河南省计划建立５０万吨电解铝储备以
帮助一些停产企业积极恢复生产。

从总体上来看，政府收储减缓了市场的供需压力，对铝价形成一定的支
撑。云南省实行金属铝收储之后铝价开始逐级反弹也印证了这一点。政府收
储对铝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首先，直接通过高于市场的收储价支撑铝价。以国家储备局收储价格来
看，第一批收储价格约在１２３５０元／吨左右，第二批收储价格约在１２５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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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左右。国家收储直接拉动铝现货价格走高，同时，由于国内收储价格高于
国际铝价，导致贸易商大量进行内外盘套利，拉动国际价格反弹。从铝价走
势上来看，沪铝经过２００８年底暴跌后，即形成历史低点，此后一路回升，
而伦铝在沪铝的影响下，也于２００９年２月份见底，并逐步回升。可见，政
府及时的收储政策确实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其次，通过收储降低市场供给压力。２００８年底，随着经济不断恶化，
各企业大量积压库存，有色金属行业也同样未能幸免。包括中国铝业在内的
绝大多数铝生产企业纷纷减产，甚至停产。库存不断积压不但难以将生产转
化为利润，甚至大多数企业开始亏损，企业缺少流动资金使企业经营愈加困
难。通过政府收储，不但可以盘活企业经营，还可以缓和市场供需失衡的现
状。同时，通过经济危机对落后产能的淘汰可以进一步确立优势企业的地位。

最后，通过收储增强市场积极性，刺激实体需求。随着有色金属价格的
大幅回落，金属下游需求方也愈加谨慎，对金属的需求更多表现为观望。这
些下游企业往往是根据实际生产需要有保留地购货。政府收储大大提高了下
游企业的积极性，特别是政府收储价格被默认为市场价格的底线，有色金属
下游企业在此基础上大大激发了需求欲望，从而有效地稳定了市场价格。

总体而言，政府收储一方面起到了蓄水池的作用，在供需失衡的情况下
进行一定收储有利于缓解供给压力，在经济复苏后慢慢释放之前的收储，防
止资源类商品价格暴涨；另一方面，政府收储给市场以积极信号，表明市场
对经济判断的态度以及对经济扶持的力度。而这些方面都将影响铝价的走势
方向和波动幅度。

【案例４ － ４———２００９年国家收储对铝价的影响】
２００９年２月下旬，按照中央应对金融危机，稳定经济和价格的统一部

署，国储局公开宣布收储铝锭２０万吨的计划，并且收储的价格比当时市场
价格略有上浮。这导致之后在基本面相对疲软的情况，贸易商囤积惜售，铝
消费商为了保证生产追涨买进，保持一定的库存规模，从而使得现货市场出
现一定的供给紧张情况。在随后的一周内，迅速拉起一波持续到２００９年４
月中旬的沪铝期货上涨行情。铝期货价格从１１５００元／吨附近一路上扬至金
融危机后的最高点１３７００元／吨，涨幅达到了２０％ （见图４ － １２）。由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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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国家收储对于铝价是会造成直接而且明显的影响的。

图４ － １２　 国家收储对铝价的影响

（八）货币政策如何影响铝价
通常我们所说的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稳定

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平衡国际收支）运用各种工具调节
货币供给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货币政策对铝价
的影响一方面体现为市场流动性的变化导致价格的变动，另一方面表现为货
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进而对商品价格产生的影响。

从近些年货币政策来看，２００７年是央行动用货币政策最为频繁的一年，
存款准备金动用了十次，同时还多次上调存贷款利率。因而整个２００７年度铝价
走势基本呈现震荡回落。２００８年，货币政策面先紧后松，第一季度依然维持偏
紧的货币政策，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则呈现有紧有松的政策趋向，主要是存款
准备金进一步偏紧，而存贷款利率则偏松；第四季度受经济滑坡加速影响，存
款准备金和利率政策都比较宽松。从铝价２００８年走势来看，第一季度受投资过
热带动出现一定幅度的反弹，之后在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下大幅下挫。

货币政策的动向与铝价走势不一致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对铝价没有影
响，不一致是因为货币政策往往是在宏观经济出现过冷或过热的情况下施行
的，而经济环境本身对铝价走势的影响又往往大过货币政策对铝价的影响。
总体上来看，货币政策对铝价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货币政策影响流动性。货币政策的实施最直接的效果是市场上货
币流动性受到影响。不管是提高存款准备金或者加息，都会抑制流通中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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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的增加。在货币购买力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市场上货币数量的减少
必然导致商品需求的减少，从而对商品价格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从我国近年来实行的利率政策来看，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０８年经济过热的环境
下，基本是处于加息的紧缩政策，与此对应的Ｍ１、Ｍ２同比增速基本维持震
荡回落走势；从２００８年最后一个季度开始，为了缓解经济危机对实体经济
的影响，利率又开始逐步回落；而２００８年底至今Ｍ１、Ｍ２同比增速则快速
回升。从同时期的铝价走势来看，２００７年基本呈现振荡回落走势；２００８年
底在经济危机恶化的影响下更是加速下挫；但２００８年底铝价也形成了底部，
之后在货币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刺激下逐步回升。

其次，货币政策影响汇率市场，从而影响国际定价商品价格。货币政策
变化往往伴随着汇率市场的变化。以美国为例，为应对经济危机，美国政府
大量发行美元，导致美元对一揽子货币汇率大幅下滑，而以美元计价的金、
铜、铝等金属在美元汇率下滑后快速走高。这主要是因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往
往导致本币购买力水平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又往往直接体现在大宗商品上。
２００９年中期以来，国际金属价格在缺少实体需求的情况下走势依然坚挺，
其主要原因就是美元不断贬值。

最后，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导致市场对金属需求预期。货币政
策最直接的目的并非是为了调控实体经济中某一个行业，而是为了稳定整个
经济环境。自经济危机以来，各国政府纷纷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
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往往并不能立竿见影地改变经济窘境，但会慢慢改变市
场对经济和单个行业的走势预期。以伦敦金属交易所铝期货为例，２００８年中期
铝价开始大幅下挫，但在各国政府的积极政策的刺激下，２００９年２月即出现大
幅反弹，但实际上截止到２００９年上半年结束，全球经济环境依然未见明显转暖。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金属价格走势相对货币政策具有滞后性。２００８
年经济恶化阶段，各国政府纷纷实施经济刺激政策，但大宗商品市场商品价
格依然跌势不减。这主要是因为经济恶化阶段，仅仅通过一两次的宽松货币
政策很难改变现状，经济的复苏需要持续的宽松政策，而这些政策落实到位
并产生效应本身就具有滞后性。

总而言之，货币政策对铝价走势的影响要结合货币政策实行所存在的经
济环境背景。当经济处于复苏和快速膨胀状态时，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加速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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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上涨，紧缩的货币政策则会抑制铝价的上涨；当经济处于回落和恶化阶段
时，紧缩的政策会加剧经济的恶化，导致铝价快速回落，宽松的货币政策则
减缓铝价回落，但往往改变不了下落的趋势。

延伸阅读：紧缩的货币政策怎样推动铝价回调
在２０１０年１月份，铝的利多因素很多，当时最大的热点是电煤紧

张：电煤库存连续告急，北方大雪，电解铝厂用电负荷减少。下游消费，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份的汽车销量创造出历史记录，达到１４０ １５万辆。但是，
房地产增长数据较１１月份有了大幅的回落，尽管仍旧保持正增长。然而
促使铝价拐头向下的，是货币政策的紧缩。２０１０年１月份连续出台的各
项货币政策都在昭示着中央银行要极力打压国内过剩的流动性。２０１０年
１月７日，央行发行了３个月期票据６００亿元，其收益率上升了４ ０４个
基点。当天铝价下跌了３２０元／吨，跌幅达到１ ７６％。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２日
国内收盘以后，央行出人意料的宣布提高存款准备金率０ ５个百分点。
这一消息很快在次日对国内市场形成了巨大的打压，铝价当天下跌８４５
元／吨，跌幅达到４ ６３％，是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发生的最大跌幅。到这
个时候为止，市场已经基本上判定货币紧缩的序幕已经被拉开，奠定了
１月铝价全面下挫的基础。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９日是１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铝价在这个位置达到了近期低点，这也逐渐表明之前的货币政策的
影响已经逐渐为市场的下跌所消化。如果货币紧缩的影响进一步加大的
话，那么铝价的下跌还将持续。

四、 普通投资者分析期铝价格走势的方法有哪些？

在期货市场上，投资者分析价格走势的方法一般可分为基本面分析法和
技术分析法。

基本面分析法，即通过分析期货商品的供求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来解释
和预测期货价格变化趋势的方法。商品供求状况及影响其供求的众多因素对
现货市场商品价格产生重要影响，因而也必然会对期货价格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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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通过分析商品供求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变化，可以帮助期货投资者预
测和把握商品期货价格变化的基本趋势。该方法有助于投资者了解市场的发
展状况和铝品种的投资价值，从而引导投资者更好地把握铝价波动的趋势。
但是，基本因素分析的主要方式包括信息的收集、基本面的研究等，这是投
资者能否准确进行分析的前提和基础，一些投资者觉得基本面因素分析困难
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们缺乏足够的信息。

相对于基本面分析而言，技术分析更容易为普通投资者所接受。技术分
析的方法种类很多，投资者若能熟悉并精于其中某一种具体的分析方法，就
可能成为某一种工具的“专家”，并获得较好的交易成绩。技术分析基于市
场行为反映一切、价格呈趋势变动、历史会惊人相似（或称重演，但不会
简单重演）三大理论依据。

基本分析与技术分析谁更胜一筹
在现实市场中，期货价格不仅受商品供求状况的影响，而且还受

其他许多非供求因素的影响。这些非供求因素包括：金融货币因素、
政治因素、政策因素、投机因素及心理预期等。因此，期货价格走势基本因素分析需要
综合地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

基本因素分析法较注重中长线分析，掌握现货行情的大现货商和消息灵通的投资者
会对这种分析法有所偏好，此类投资者注重于关注国内政策的变化，进出口库存量的改
变，并时刻留意最新通货膨胀数字等。

技术分析法是以价格的动态和规律性为主要对象，结合对价、量、时间之间的关系
的分析，以帮助投资者判断行情并选择投资机会，对于中长线、短线分析尤其是掌握入
市时机更为有效。所以小投资者会比较偏好于这种分析方法。两种分析方法可以相互借
鉴，相互结合，关键是投资者要选择合适自己特点的方法。

自 　 测 　 题

一、选择题

１ 铝的库存可以分为报告库存和非报告库存，其中非报告库存又称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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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净库存　 　 　 　 　 　 　 　 　 　 　 Ｂ 隐形库存
Ｃ 显性库存 Ｄ 私有库存
２ 电解铝的冶炼厂家生产铝锭的耗费主要有（　 　 ）。
Ａ 氧化铝 Ｂ 电费成本
Ｃ 阳极碳（阳极碳块） Ｄ 以上都有
３ 我国铝消费增长率与工业生产增长率的相关性为（　 　 ）。
Ａ 正相关 Ｂ 负相关
Ｃ 无关 Ｄ 以上皆不对
４ 国内主要的铝现货交易市场主要集中在上海金属现货交易市场和

（　 　 ）。
Ａ 浙江金属现货交易市场 Ｂ 江苏金属现货交易市场
Ｃ 山东金属现货交易市场 Ｄ 广东金属现货交易市场
５ 西方国家氧化铝的生产主要采用的生产方法为（　 　 ）。
Ａ 烧结法 Ｂ 混联法
Ｃ 拜耳法 Ｄ 电解法
６ 全球大部分氧化铝（８０％ ～ ９０％）的销售方式为（　 　 ）。
Ａ 长期合约 Ｂ 短期合约
Ｃ 现货交易 Ｄ 期货市场交割
７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是在（　 　 ）。
Ａ １９４４年 Ｂ １９４９年
Ｃ １９６７年 Ｄ １９７３年
８ 铝工业“十五”发展计划是在（　 　 ）文件里提出的。
Ａ 《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解铝行业环境管理的通知》
Ｂ 《国家计委关于印发我国铝工业“十五”发展指导意见的通知》
Ｃ 《铝工业发展专项规划》
Ｄ 《铝工业产业发展政策》
９ ２００９年上半年国储局分两次收储了（　 　 ）铝。
Ａ １９万吨 Ｂ ２９万吨
Ｃ ３９万吨 Ｄ ４９万吨
１０ 当经济处于复苏和快速膨胀状态时，宽松的货币政策会使铝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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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Ａ 震荡 Ｂ 下跌
Ｃ 上涨 Ｄ 没有影响

二、判断题

１ 在现实中，由于不同国家的市场经济发达程度不同，期货市场的参
与状况不同，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不同，市场的参与主体的不同等等，使得
每个期货市场发现效率会存在差异，即便是同一个期货市场在相同的阶段，
价格发现效率也存在差异性。 （　 　 ）

２ 我国铝消费增长率与工业生产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 ０ ８７１，呈高度
负相关。 （　 　 ）

３ 通过估算产业链内库存的规模，进而判断整体产业的供求平衡情况，
对分析中长期的价格走势有着重要的意义。 （　 　 ）

４ １８１６年，英国制定《金本位制法》，形成了世界上最早的金本位制
货币体系。 （　 　 ）

５ 货币政策的动向与铝价走势不一致是因为货币政策往往是在宏观经
济出现过冷或过热的情况下施行的，而经济环境本身对铝价走势的影响又往
往大过货币政策对铝价的影响。 （　 　 ）

６ 当经济处于复苏和快速膨胀状态时，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加速铝价上
涨，紧缩的货币政策则会促使铝价的上涨。 （　 　 ）

７ 对冲基金的投机活动不是长期推动商品价格单向走势的根本原因。
（　 　 ）

８ 如果期货市场的运行是有效的，具有良好的价格发现功能，则期货
市场与现货市场对新的市场信息的反应将较为接近，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之
间必然存在紧密的联系，这时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运动的方向应该不一致，
并且价格变动的幅度也应该相差较大，即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之间存在长期
负均衡关系。 （　 　 ）

９ 价格发现的过程是现货价格与期货价格综合发现的过程。 （　 　 ）
１０ 期货价格发现功能的本质取决于新的信息是否反映到期货价格的变

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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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填空题

１ 长期实证研究发现，期铝价格与铝现货价格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和双向引导关系，它们之间 、 。

２ 所谓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就是指通过期货市场上公开、公平、
公正的期货交易，形成具有 、 、 和权威性的期货
价格信息并通过期货市场的价格报告制度告知公众指导其生产、经营或投资
所具有的效能。

３ 影响铝价的因素主要有： 、 、 、铝应用
行业发展趋势、生产工艺的改革和革新、 、 、基金。

４ 目前国内主要的铝现货交易市场主要集中在 现货交易市场
和 现货交易市场。

５ 按照库存持有机构的不同，铝的库存又可以分为是： 、
与铝消费商库存三种。

６ 国内铝锭销售方式有以下几大类：一类是 ，即在国内采购
氧化铝，生产出铝锭后在国内市场出售或者出口；另一类是 ，即在
国际市场上采购氧化铝，在国内加工成铝锭再出口。另外还有 ，
即在国际市场采购氧化铝生产铝锭，然后在国内市场销售或者出口。

７ 主要是指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商、贸易商和消费者手中持有
的铝的数量，由于这些库存无专门机构进行统计和对外发布，所以这些库存
又称为“隐性库存”。

８ 长江现货市场遵循“ 、 、 、 、
规范管理、优质服务”的原则，经过多年的发展，营业额和销售额分别进
入全国前列，长江市场所公布的商品成交价已成为有色金属行业现货交易公
认的基准价格。

９ 铝价和原油的价格有很强的正相关性，而这个相关性可以从
和 两个方面去理解，而这两个方向背后的结合的就是美

元。
１０ 库存按照存贮的机构的不同，可以分为 和 两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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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１ Ｂ　 　 　 　 ２ Ｄ　 　 　 　 ３ Ａ　 　 　 　 ４ Ｄ　 　 　 　 ５ Ｃ

６ Ａ ７ Ｄ ８ Ｂ ９ Ｂ １０ Ｃ

二、判断题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 ７ √ ８ × ９ √ １０ √

三、填空题

１ 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
２ 真实性　 预期性　 连续性
３ 供求关系　 电价　 氧化铝价格　 进出口关税　 国内经济形势
４ 上海金属　 广东金属
５ 生产商库存　 贸易商库存
６ 国内贸易方式　 加工贸易方式　 一般贸易方式销售和出口
７ 非报告库存
８ 公平　 公开　 公正　 货真价实
９ 生产成本　 资金流向
１０ 交易所库存　 产业链企业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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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铝期货的套期保值 　

　 　 【本章要点】

　 　 本章首先简要阐述了铝期货套期保值的基
本概念与功能，并对企业一般性的套期保值流
程做了介绍，此后着重阐述了处于铝产业链不
同位置的企业如何有效地利用铝期货进行套期
保值。本章的核心在于通过多个个性鲜明的典
型案例展示，切实深入到铝产业链上下游的经
营环节中，以指导身处不同产业链的企业更好
地实现套期保值的过程。

一、 什么是铝期货的套期保值？

（一）铝期货套期保值的概念
铝期货的套期保值一般是指铝现货的生产经营者在现货市场上买进或卖

出一定数量铝现货的同时，在期货市场上进行与现货市场数量相当但交易方
向相反的铝期货合约交易，以一个市场的盈利弥补另一个市场的亏损，从而
达到规避价格波动风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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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期货市场上交易的是某一月份的铝期货合约，按照
上海期货交易所的规定，合约标的物的交割等级须是符合国标ＧＢ ／ Ｔ１１９６ －
２００８ ＡＬ９９ ７０标准的铝锭，但在现货市场上，铝产品丰富多样，企业需要
进行套期保值的对象不完全是铝锭，还可包括氧化铝、铝型材、铝合金等
等。因此严格意义上讲，在铝期货套期保值的操作过程中，期货和现货市场
上相应的交易对象并不一定是完全对等的。但基于同类商品的相关性以及走
势趋同的考虑，在目前铝行业的上游原材料氧化铝、下游铝加工产品等多个
生产经营环节中，铝期货的套期保值被广泛运用。实质上来说，套期保值也
是企业通过市场机制、运用现代金融工具和技术，防范和对冲市场及价格波
动风险，实现企业稳健发展的一种风险管理策略和管理方式。

（二）铝期货套期保值的基本原理和原则
１ 铝期货套期保值的基本原理。首先，期货和现货的价格波动存在一

致的趋势，即期货合约的价格趋于上涨时，其现货价格一般也趋于上涨，反
之，亦然。一般情况下，这条规律在商品市场中，可以说是“放之四海而
皆准”，对于铝品种而言也不例外。尽管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是两个独立的
市场，但在铝期货套期保值的过程中，交易的对象都是铝相关产品，在整个
大的宏观经济和供需环境中，铝的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会受到相同因素的影
响和制约，引起铝现货市场价格涨跌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也正影响着期货
市场价格同向的涨跌。套期保值就是利用这两个市场的价格关系，通过在期
货市场上做与现货市场相反的交易来达到保值的功能，使价格稳定在一个目
标水平上。

其次，除了波动方向相同之外，随着期货合约到期日的临近，铝期货和
现货价格也将逐渐趋于一致。该条原理可以说是对前一条的延伸，也是使得
铝期货套期保值能够顺利实现的重要保障。

２ 铝期货套期保值的基本原则。套期保值还须遵循四大基本原则，且
在具体的铝期货套期保值过程中，这四大原则必须同时兼顾到，忽略其中任
何一个都有可能影响铝套期保值的实际效果。

（１）交易方向相反原则。交易方向相反原则，是指在进行铝期货套期
保值时，必须同时或先后在铝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上进行买卖方向相反的交
易操作。只有遵循该原则，交易者才能取得在一个市场上亏损的同时在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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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市场上盈利的结果，才能用一个市场上的盈利去弥补另一个市场上的亏
损，达到套期保值的目的。否则，不仅难以规避铝价波动的风险，反而还会
扩大价格风险。

（２）商品种类相同或相当原则。在做套期保值时，必须遵循商品种类
相同或相当原则。这里在铝期货的套期保值中，期货市场上交易的是铝期货
合约，对应的交割标的物是符合交易所规定标准的铝锭，而现货市场上的交
易对象除了铝锭之外，也包括铝行业上下游的其他铝产品。尽管期现货市场
上的交易对象不是完全相同，但都属于铝产业链上的同类商品，价格走势上
具有较强的趋势一致性，应该说符合商品种类相同（或相当）的原则。

举例来讲，在铝期货的套期保值中，很多铝企业一般不直接利用商品期
货合约的标的物，而是利用其半成品或制成品为交易对象。比如，许多铝冶
炼企业的生产原料为氧化铝，其国内并没有相应的氧化铝期货市场，但氧化
铝是生产的原材料，一般来讲，氧化铝和铝价格变化并不完全一致，但铝冶
炼行业完全可以利用铝期货进行锁定成本的保值。对他们来讲，必须采用相
同或相当品种进行保值，只要保证原料价格和期货合约标的物的价格同涨同
跌就能达到目的。

（３）商品数量相等或相当原则。商品数量相等原则，是指在进行套期
保值时，铝期货的交易数量与在现货市场上买进或卖出的铝现货数量相等或
相当。之所以要坚持该原则，是因为只有保持期现两个市场上的铝商品交易
数量相等或相当，才能在最大限度上使一个市场上的亏损额被另一个市场上
的盈利额所覆盖。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期货合约是标准化的，每一手铝期
货合约包含５吨铝锭，但在铝现货市场上买卖的数量却不一定是５的倍数，
因此在实际操作中，有时很难严格遵循这一原则，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
套期保值的效果。

（４）月份相同或相近原则。月份相同或相近原则，是指所选用的铝期
货合约的交割月份应与未来在现货市场上实际买进或卖出铝现货的时间相同
或相近。之所以要考虑到该原则，是因为随着期货合约交割期的临近，期现
货价格存在趋于一致的规律，这会令铝期货的套保效果更佳。

当然，期货市场毕竟不等同于现货市场，首先，两市场上交易的商品种
类往往不相同，例如铝锭和氧化铝，其价格的波动趋势多少存在差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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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易者在铝期货和现货市场上操作的数量往往也不尽相同，因此在实际
操作中，很难做到对前述四大原则的严格遵守。再者，即使完全按照原则来
操作，也并不意味着盈亏一定完全相抵，毕竟铝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的波动
趋势也做不到完全一致。

（三）铝期货套期保值的类型
按照套期保值的定义，我们知道，铝的期货头寸是与现货的头寸方向相

反的，据此铝期货的套期保值可以分为买入套期保值和卖出套期保值两大类
型。

所谓买入套期保值（又称多头买期保值）：即买进铝期货合约，以防止
将来购买铝相关的现货商品时可能出现的价格上涨，在最终采购铝现货的同
时，通过卖出与先前所买进的铝期货同等数量和相同交割月份的期货合约，
将期货部位平仓，结束保值。这种方式通常被处于铝产业链下游的加工商、
制造业者和经营者所采用。

例如，某铝型材加工企业计划两个月后购进１００吨铝材，３月份铝的现
货价为每吨１６６００元，５月份期货价为每吨１６９００元。该企业在签订销售合
同的同时，为了锁定加工利润，于是在期货市场买入２０手５月期铝。到了
５月份，假设现货价升至每吨１６８００元，而期货价为每吨１７１００元。该厂于
是在买入现货，每吨亏损２００元的同时，卖出持有的２０手铝期货合约，每
吨盈利２００元。两个市场的盈亏相抵，有效地锁定了成本。

所谓卖出套期保值（又称空头卖期保值）：即卖出铝期货合约，以防止
将来卖出现货时因价格下跌而招致的损失。当卖出现货商品时，再将先前卖
出的铝期货合约通过买进另一数量、类别和交割月份相等的期货合约对冲，
以结束保值。这种方式通常被处于铝产业链上游的生产者和经营者所采用。

例如，５月份某铝冶炼厂与铝加工厂签订８月份销售１００吨铝锭的销售
合同，价格按上海期货交易所８月份加权平均价计算。铝冶炼厂担心到时价
格下跌影响利润，于是在期货市场以每吨１７３００元的价格卖出２０手８月份
期铝合约。到８月份时，现货价跌至每吨１６３００元。该公司履行现货合约时
每吨亏损５００元，但在期货市场上按每吨１６８００元价格平仓５月份买进的２０
手期铝合约，每吨盈利５００元。两个市场的盈亏相抵，有效地防止了铝价格
下跌的风险。表５ － １和表５ － ２列举了不同类型的铝企业在面临不同情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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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采取的套期保值类型。

表５ － １ 不同类型的铝企业套期保值的目的和方向
铝企业类型 套期保值目的 套期保值方向

生产企业
提前锁定企业生产利润 卖出套期保值
为库存保值 卖出套期保值

贸易商
为库存保值 卖出套期保值
进行期现套利 跨合约套利

终端需求商
提前锁定企业生产利润 卖出套期保值
为库存保值 卖出套期保值

表５ － ２ 铝企业面临不同情况时所采取的套期保值类型
企业具体情况 企业面临风险 保值方向

原材料采购途中 面临价格上涨的风险 买入套期保值
购入原材料／半成品采购在途 面临价格下跌的风险 卖出套期保值
原材料／半成品入库为生产 面临价格下跌的风险 卖出套期保值
生产过程中 面临价格下跌的风险 卖出套期保值

二、 为什么要做铝期货的套期保值？

（一）进行铝期货套期保值的原因
我们知道，商品从生产、加工、贮存到销售的过程中，其价格会不断地

发生变化，并且价格变动的趋势难以预测准确。如何有效地回避价格波动的
风险，提高经济效益是每一位经营管理者都必须面对和认真思考的重要课
题。也正是在这种愿望的推动下，期货市场才得以产生、存在和发展。期货
市场特有的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的功能使期货市场运作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生产经营不可缺少的工具和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中国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市场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的今天，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必须了
解期货交易，充分利用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业务，才能使自己领导的企业在
激烈的竞争中立足并不断发展壮大。

有色金属作为大宗商品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组成，价格波动频繁，波幅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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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得有色金属期货品种的交易，吸引了大量的投机者和保值者参与，上
海期货交易所的有色期货价格也逐渐成为国际、国内贸易的重要参考价和国
家主管部门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依据。目前，国际上伦敦金属交易所
（ＬＭＥ）、上海期货交易所是有色金属期货交易量和影响力最大的两个交易
所。目前期铝已成为伦敦金属交易所成交量、持仓量最大的品种，而上海期
货交易所的期铝交易已逐渐活跃，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市场投资人士关注
和参与。国内铝的相关企业完全可以利用国际国内的铝锭期货市场参与保值
交易，提高企业效益。

（二）铝期货套期保值的功能
从本质上讲，期货市场实际是一种管理风险的金融工具，它可以帮助解

决现货企业在生产、加工和贸易过程中产生的风险、融资、库存、定价等诸
多问题。在铝期货的套期保值中，其功能发挥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１ 锁定原材料的成本或产品的销售利润。这对于产品价格相对固定或
生产成本相对固定的企业来讲尤为重要。由于可进行套期保值，企业可以根
据既定的成本开支来安排生产经营，稳定其生产经营活动，进而达到对社会
成本的稳定作用。

２ 促进形成合理的价格水平。套期保值行为本身具有一种平抑商品价
格的作用，这是期货“发现价格”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当市场价格偏低
时，保值者便会在期货市场上竞相购入合约，使价格回升；当市场价格偏高
时，保值者会纷纷卖出合约，使价格回落，这样就可以促使该商品价格趋于
稳定，从而形成合理的价格水平。

３ 库存管理。库存管理包括降低企业库存成本和锁定库存风险。由于
期货合约代表着相应的实物量，企业增加库存只需要买入对应的期货合约即
可。比如铝加工企业需要１０００吨铝的库存，买入２００吨的现货铝和买入８００
吨的期货铝合约，不仅可以达到买入１０００吨铝的目的，而且８００吨铝期货
只需８０吨铝的资金（按照１０％的保证金计算），同时减少了８００吨铝的仓
储费。用买入期货的方式来代替实物库存，节约了资金和仓储成本。当期货
合约价格前面月份高、后面月份低的时候，还能增加换月收益；对现货企业
来说，当市场处于高位时或在下跌趋势中，卖出套保是非常必要的，这样可
防止库存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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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利用期货市场主动掌握定价权。企业的生产经营是连续的，而资金
资源常常是有限的，当企业的库存不足而价格又处于高位时，为保证生产经
营的持续性该怎么办？没有期货市场，企业可能只是在高价位买入原材料，
有了期货市场之后，企业可以在买入实物原材料的同时卖出对应数量的期货
合约，在期货价格下跌之后平仓，这样企业既保证了生产经营的持续性，又
掌握了定价权的主动性。

　 　 三、 什么是基差？ 基差的变化如何影响铝期货套
期保值的效果？

　 　 期货市场的基差指的是，某一特定商品在某一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现货
价格与该商品近期合约的期货价格之差，即：基差＝现货价格－期货价
格。例如，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日上海有色金属市场现货铝锭均价为１６５８０
元／吨，当日铝期货主力合约价格是１７３１０元／吨，则基差就是－ ７３０元／吨
（即１６５８０ － １７３１０）当铝现货价格高于期货价格时，基差为正数，称为远
期贴水或现货升水，该市场被称为反向市场；当铝现货价格低于期货价格
时，基差为负数，又称为远期升水或现货贴水，相应的市场被称为正向市
场。

铝期货的套期保值可以大体抵消掉现货市场上铝价波动的风险，但不能
使风险完全消失，主要原因就是存在“基差”这个因素。从表５ － ３我们可
以看到，铝套保效果的好坏与基差的变化密切相关，因此铝期货的套期保值
者必须重点关注基差的变化。另外，对于买入和卖出套期保值而言，基差变
化的影响又各有差异。

表５ － ３ 基差变化时，不同类型的铝套保所取得的保值效果
基差变化 套期保值类型 市场类型 保值效果

基差不变
卖出套期保值

买入套期保值

正向市场 盈亏相抵
反向市场 盈亏相抵
正向市场 盈亏相抵
反向市场 盈亏相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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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基差变化 套期保值类型 市场类型 保值效果

基差变大
卖出套期保值

买入套期保值

正向市场 获利只能部分弥补损失，保值者只能获得部分保护
反向市场 获利大于损失，保值者可以得到完全保护
正向市场 获利大于损失，保值者可以得到完全保护
反向市场 获利只能部分弥补损失，保值者只能获得部分保护

基差缩小
卖出套期保值

买入套期保值

正向市场 获利大于损失，保值者可以得到完全保护
反向市场 获利只能部分弥补损失，保值者只能获得部分保护
正向市场 获利只能部分弥补损失，保值者只能获得部分保护
反向市场 获利大于损失，保值者可以得到完全保护

如果分别以Ｓ０、Ｓｔ表示铝现货在套保开始时和ｔ时刻的价格；Ｆ０ 表示
套期开始时铝期货合约价格；Ｆｔ表示ｔ时刻铝期货合约价格，即为期货合约
平仓时的价格。

（一）买入铝套期保值与基差的变化
如果采用买入铝套期保值策略，则总盈亏计算如下：
铝现货交易盈亏＝ Ｓｔ － Ｓ０
铝期货交易盈亏＝ Ｆｔ － Ｆ０
总盈亏＝铝期货交易盈亏－铝现货交易盈亏

＝ （Ｆｔ － Ｆ０） － （Ｓｔ － Ｓ０）
＝ （Ｓ０ － Ｆ０） － （Ｓｔ － Ｆｔ）
＝ Ｂ０ － Ｂｔ

其中，Ｂ０、Ｂｔ分别是在套保开始时和ｔ时的基差。
由此可见，铝期货保值的盈亏取决于基差的变动：
１ 如果基差保持不变，则现货盈亏正好与期货市场盈亏相互抵消，总

盈亏为零，套期保值目标实现。
２ 如果基差扩大，即基差走强，Ｂｔ ＞ Ｂ０，总盈亏＜ ０，套保效果总体表

现为亏损。
３ 如果基差缩小，即基差走弱，Ｂ０ ＞ Ｂｔ，总盈亏＞ ０，套保效果总体表

现为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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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５ － １】
某铝加工企业Ａ，在２００７年４月初时判定铝将呈现上涨趋势，因此，

为了规避原料铝价上涨的风险，该企业于２００７年４月５日进行买入套期保
值。套期保值效果见表５ － ４。

表５ － ４ 铝企业Ａ套期保值操作过程
日期 铝现货价格 铝期货价格 基差 盈亏

２００７年４月５日 １９２７０元／吨 １９４３０元／吨 － １６０元／吨
２００７年４月９日 １９４２０元／吨 １９９９０元／吨 － ５７０元／吨 盈利４１０元／吨
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４日 ２１２２０元／吨 ２０４５０元／吨 ７７０元／吨 亏损９３０元／吨

从该企业Ａ进行买入套期保值来看，铝价上涨的趋势判断正确，但是
由于在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４日进行平仓时，基差扩大至７７０元／吨，导致其原本
趋势判断正确且进行了买入套期保值的操作，但最终仍以亏损告终。其原因
在于，在铝价上涨的过程中，该企业通过买入套期保值规避了价格上涨带来
的风险，但由于基差的扩大导致套保效果较差，亏损９３０元／吨。

【案例５ － ２】
某铝加工企业Ｂ，在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初时判定铝将呈现上涨趋势，因此，

为了规避原料铝价上涨的风险，该企业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９日进行买入套期保
值。套期保值效果如表５ － ５所示。

表５ － ５ 铝企业Ｂ套期保值效果
日期 铝现货价格 铝期货价格 基差 盈亏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９日 １４９３０元／吨 １４９２０元／吨 １０元／吨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３日 １５１４０元／吨 １５９３５元／吨 － ７９５元／吨 盈利８０５元／吨

从该企业Ｂ进行买入套期保值来看，铝价上涨的趋势判断正确，并在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３日进行平仓时，基差缩小至－ ７９５元／吨。在铝价上涨的过
程中，该企业通过买入套期保值规避了价格上涨带来的风险，同时由于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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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扩大导致套保效果较好，实现盈利８０５元／吨。
（二）卖出铝套期保值与基差的变化
如果采用卖出铝套期保值策略，则总盈亏计算如下：
铝现货交易盈亏＝ Ｓ０ － Ｓｔ
铝期货交易盈亏＝ Ｆ０ － Ｆｔ
总盈亏＝铝期货交易盈亏－铝现货交易盈亏

＝ （Ｆ０ － Ｆｔ） － （Ｓ０ － Ｓｔ）
＝ （Ｓｔ － Ｆｔ） － （Ｓ０ － Ｆ０）
＝ Ｂｔ － Ｂ０

其中，Ｂｔ、Ｂ０ 分别是在套保开始时和ｔ时的基差。
由此可见，铝期货保值的盈亏取决于基差的变动：
１ 如果基差保持不变，则现货盈亏正好与期货市场盈亏相互抵消，总

盈亏为零，套期保值目标实现。
２ 如果基差扩大，即基差走强，Ｂｔ ＞ Ｂ０，总盈亏＞ ０，套保效果总体表

现为盈利。
３ 如果基差缩小，即基差走弱，Ｂ０ ＞ Ｂｔ，总盈亏＜ ０，套保效果总体表

现为亏损。

【案例５ － ３】
某铝生产企业Ｃ，在２００８年９月初时判定铝价将出现一波下跌，因此，

为了规避铝价下跌使利润缩水的风险，该企业于２００８年９月５日进行卖出
套期保值。套期保值效果见表５ － ６。

表５ － ６ 铝企业Ｃ套期保值效果
日期 铝现货价格 铝期货价格 基差 盈亏

２００８年９月５日 １６９００元／吨 １７３６０元／吨 － ４６０元／吨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４日 １３８００元／吨 １３９３０元／吨 － １３０元／吨 盈利３３０元／吨

从该企业Ｃ进行卖出套期保值来看，铝价下跌的趋势判断正确，并在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４日进行平仓时，基差由－ ４６０元／吨放大至－ １３０元／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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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价下跌的过程中，该企业通过卖出套期保值规避了价格下跌带来的风险，
同时由于基差的扩大导致套保效果较好，实现盈利３３０元／吨。

【案例５ － ４】
某铝生产企业Ｄ，在２００７年９月底时判定铝价将出现一波下跌，因此，

为了规避铝价下跌带来利润损失的风险，该企业于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６日进行卖
出套期保值。套期保值效果见表５ － ７。

表５ － ７ 铝企业Ｄ套期保值效果
日期 铝现货价格 铝期货价格 基差 盈亏

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６日 １９３７０元／吨 １９３５０元／吨 ２０元／吨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１日 １７６９０元／吨 １８４９０元／吨 － ８００元／吨 亏损８２０元／吨

从该企业Ｄ进行卖出套期保值来看，铝价下跌的趋势判断正确，但是
由于在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１日进行平仓时，基差由２０元／吨缩小至－ ８００元／吨，
导致其原本趋势判断正确且进行了卖出套期保值的操作，但最终仍以亏损告
终。其原因在于，在铝价下跌的过程中，该企业通过卖出套期保值规避了价
格下跌带来的风险，但由于基差的缩小导致套保效果较差，亏损８２０元／吨。

从以上四个案例可以看出，基差的变化决定了套期保值的效果。如果基
差保持不变，则铝现货盈亏正好与铝期货市场盈亏相互抵消，总盈亏为零。
我们看到，基差变小，又称为基差走弱，有利于买进套期保值者；基差变
大，即基差走强，有利于卖出套期保值者。因此，我们在进行铝期货的套期
保值建仓时，需重点考虑基差问题，从而选择相对较合适的基差位置建仓。
买入保值时，应选择在历史基差水平下相对基差较大时建仓为宜；卖出保值
时，应选择在历史基差水平下相对基差较小时建仓为宜。

四、 如何确定铝期货套期保值的比率？

在铝期货的套期保值中，除了密切关注基差的变化外，确定适当的套期
保值比率也非常重要。一般来讲，在实际套期保值的过程中，期货公司与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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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保值商会根据现货经营情况、市场预期、风险承受等多方面因素来考虑套
期保值的比率。

从理论上来看，传统的套期保值理论并不存在套保比率的问题。该理论
认为，期货交易中的套期保值是在期货市场上建立与现货市场方向相反而数
目相等的交易头寸，以此来转移现货市场交易的价格波动风险。其强调四大
原则，即方向相反、种类相同、数量相等和月份相同或接近。但是随着现代
套期保值理论的发展以及套期保值的绩效，出现了组合投资理论。该理论认
为套期保值是交易者根据组合投资预期收益和预期收益的方差，确定现货市
场和期货市场的交易头寸，使效用达到最大化或者收益风险最小化的一种组
合投资，套期保值比率就是用来确定抵消风险资产价值变化所需的套期保值
工具的数量。

如果所构造的头寸的性质与原组合的风险特征呈完全相反的状态，则原
组合的风险可以被完全消除，称为完全套期保值。在实际应用中，有时候无
法构造与原组合风险特性完全相反的头寸，或者企业愿意承担一定风险，或
者由于完全对冲的成本较高，大多数对冲是不完全的。这就涉及到对最优套
期保值比率的测算问题。目前在计算套保比率的方法很多，如ＢＥＴＡ值、
ＥＣＭ、最小方差（ＭＶ）模型和ＧＡＲＣＨ模型等，各模型均有其优缺点，在
此仅简单介绍最小方差（ＭＶ）模型。

ＭＶ模型的原理是通过量化投资者持有组合（现货和期货组合）的方
差，并根据方差最小化原则求出最优套保比率，具体计算方法主要是最小二
乘法（ＯＬＳ）。ＧＡＲＣＨ模型亦称为价格波动率模型，其优点是套期保值比率
可随时间变化而动态调整，但由于头寸变动过快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操作风
险，因此国内企业一般采取ＭＶ模型来确定最优套保比率值。

具体计算公式为：
考虑包含Ｃｓ单位现货头寸和Ｃｆ 单位期货头寸的组合，记Ｓｔ 和Ｆｔ 分别为ｔ

时刻现货和期货的价格，该套期保值组合的收益率Ｒｈ为：

Ｒｈ ＝
ＣｓΔＳｔ － ＣｆΔＦｔ

ＣｓＳｔ
＝ Ｒｓ － ｈＲｆ

式中，ｈ ＝ Ｃｆ ／ Ｃｓ为套期保值比率，
Ｒｓ ＝ ΔＳ ／ Ｓｔ，Ｒｆ ＝ ΔＦｔ ／ Ｆｔ，ΔＳｔ ＝ Ｓｔ － Ｓｔ －１，ΔＦｔ ＝ Ｆｔ － Ｆｔ －１ ，收益率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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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为：
Ｖａｒ（Ｒｈ）＝ Ｖａｒ（Ｒｓ）＋ ｈ２Ｖａｒ（Ｒｆ）－ ２ｈＣｏｖ（Ｒｓ，Ｒｆ）
对其求一阶导数并令其等于零，可得最小方差套期保值比率为：

ｈ ＝
Ｃｏｖ （Ｒｓ，Ｒｆ）
Ｖａｒ （Ｒｆ） ＝ ρ

σ ｓ
σ ｆ

其中，ρ为Ｒｓ与Ｒｆ的相关系数，σ ｓ和σ ｆ分别为Ｒｓ和Ｒｆ的标准差。
实际分析中，使用最小二乘法（ＯＬＳ）建立回归模型来估计最优套期保

值比率ｈ，一般使用下列模型：
ΔＳｔ ＝ ｃ ＋ ｈ·ΔＦｔ ＋ ε ｉ
在此，通过对铝现货价格与铝期货价格的历史数据（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４日

～ ２０１０年４月９日）根据上述方法进行测算，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采用最小
方差和ＯＬＳ模型计算出的铝期货的理论套期保值比率为１∶ ０ ６９５１。

在企业进行铝期货的套期保值操作中，在确定套期保值比率时，可参考
利用模型计算出的理论最优套保比率值，但理论计算以历史数据为基础，并
不一定符合当前的现实情况，因此，还需结合企业自身的生产经营与市场状
况来确定合理的铝套保比率。

延伸阅读：套期保值比率的确定拥有哪些理论研究成果？
自引入组合投资理论研究期货市场套期保值问题后，最佳套期保值

比例以及套期保值有效性问题成为期货市场研究的热门话题，由于风险
度量方法和效用函数选择的不一样，研究者提出了许多模型并进行了大
量的实证研究。对期货市场最佳套期保值比例的研究可分为两大类，一
类是从组合收益风险最小化的角度，研究最小风险套期保值比例（ｒｉｓｋ
－ ｍｉｎｉｍｉｚｉｎｇ ｈｅｄｇｅ ｒａｔｉｏｓ），另一类是统筹考虑组合收益和组合收益的方
差，从效用最大化的角度研究均值—风险套期保值比例（ｍｅａｎｒｉｓｋ ｈｅｄｇｅ
ｒａｔｉｏｓ）。

从组合收益风险最小化的角度研究期货市场最佳套期比：
从组合收益风险最小化的角度，研究期货市场套期保值问题，是将

在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所做交易当作一个投资组合，在组合收益风险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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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化的条件下，确定最佳套期保值比例。我们考虑一个套期保值组合，
这个组合中包括一个单位的现货部位和ｈ个单位的期货部位，用Ｓ ［ｔ］、
Ｆ ［ｔ］分别表示ｔ时刻的现货价格和期货价格，则该组合的收益为
Ｒ［ｔ］＝ ΔＳ［ｔ］＋ ｈΔＦ［ｔ］，其中ΔＳ［ｔ］＝ Ｓ［ｔ］－ Ｓ［ｔ － １］，ΔＦ［ｔ］＝ Ｆ［ｔ］－
Ｆ［ｔ － １］，Ｒ ［ｔ］为组合投资的收益。

Ｊｏｈｎｓｏｎ （１９６０年）在收益Ｒ ［ｔ］方差最小化的条件下，最早提出
了商品期货最佳套期保值比例的概念，并给出了最佳套期保值比例ｈ的
计算公式，简称为ＭＶ套期比（Ｍｉｎｉｍｉｚｉｎｇ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ｈｅｄｇｅ ｒａｔｉｏｓ），该数
值可以看成是回归方程ΔＳ ［ｔ］ ＝ α ＋ ｈΔＦ ［ｔ］ ＋ ε ［ｔ］中系数ｈ的最
小二乘估计量。Ｅｄｅｒｉｎｇｔｏｎ （１９７９）将上述方法应用到了金融期货，并设
计出了测量期货市场套期保值有效程度的量化指标ｅ，该指标反映了进
行套期保值交易相对于不进行套期保值交易的风险回避程度。

Ｇｈｏｓｈ （１９９３年）等指出通过最小二乘法计算最佳套期保值比例的
方法没有利用过去历史信息以及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之间可能存在的协
整关系，因此提出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ＶＡＲ）、误差修正模型（ＥＣ）
以及分数协整模型（ＦＩＥＣ）计算最佳套期比，这样做可以充分利用已有
的信息，提高套期保值的效果。

由于上述讨论中假定了残差服从正态分布或联合正态分布，具有固
定的方差和协方差，计算得出的最佳套期比为一常数，不随时间改变，
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大量的事实说明由于未来经济条件的不确定性，
导致商品期货价格波动呈现出异方差的特征，这意味着期货价格与现货
价格的条件协方差将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这时再用固定的最佳套期
比将不再合适，故提出了动态套期保值（Ｄｙｎａｍｉｃ ｈｅｄｇｉｎｇ）的概念。
１９８８年Ｃｅｃｃｈｅｔｔｉ等利用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ＡＲＣＨ）对美国国债期
货计算了最佳动态套期比，结果发现最佳套期比随时间变化而呈现出相
当大的变化。Ｂａｉｌｌｉｅ和Ｍｙｅｒｓ （１９９１年）提出利用两参数ＧＡＲＣＨ模型计
算最佳动态套期比，并对美国期货市场大豆、玉米、棉花、咖啡、黄金
等品种进行了实证研究。Ｌｉｅｎ和Ｔｓｅ （１９９９ 年）更进一步提出借助
ＶＡＲ － ＧＡＲＣＨ、ＥＣ － ＧＡＲＣＨ和ＦＩＥＣ － ＧＡＲＣＨ模型计算最佳动态套期比，



铝期货的套期保值

第
五
章 １０７　　

Ｌｉｅｎ和Ｔｓｅ的研究结论表明：对于ＮＳＡ期货指数而言，当考虑条件异方
差时，套期保值的效果将得到改进；用ＥＣ模型计算得出的最佳套期比
大于用ＦＩＥＣ模型计算得出的最佳套期比，ＥＣ模型是所讨论的几个模型
中最优的；当套期的时间跨度等于或大于５天时，用传统的最小二乘法
确定最佳套期比的套期保值的效果最差。

另外，在ＭＶ套期比的研究中，隐含地假定了期货价格变动服从正
态分布或投资者的效用函数是二次曲线，而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期货价
格变动并不服从正态分布，二次效用曲线的假定又过于苛刻，这时如果
继续使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参数估计，参数估计值将会出现偏差，不再有
效。为克服上述缺陷，Ｃｈｅｕｎｇ、Ｋｗａｎ和Ｙｉｐ （１９９０）等提出用增广的均
值基尼系数（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Ｍｅａｎ － Ｇｉｎｉ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Γ［λ］（Ｒ［ｔ］）＝ － λＣＯＶ
（Ｒ［ｔ］，（１ － Ｆ（Ｒ［ｔ］））［λ － １］）作为风险的度量方法，其中λ是风险厌
恶系数，Ｆ（Ｒ［ｔ］）表示收益Ｒ［ｔ］的分布函数。用增广的均值基尼系数作
为风险度量方法的优点在于均值基尼系数具有二阶随机优势（ｓｅｃｏｎｄ －
ｏｒｄｅｒ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不需要期货价格变动服从正态分布或投资者
的效用函数是二次曲线的假设。在Ｆ［λ］（Ｒ［ｔ］）最小化的条件下确定最
佳套期比ｈ简称为ＭＥＧ套期比（Ｍｅａｎ －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 Ｇｉｎｉ ｈｅｄｇｅ ｒａｔｉｏｓ）。

Ｄｅ Ｊｏｎｇ （１９９７年）等提出用半方差（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Ｓｅｍｉ －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Ｖ［δ］，λ（Ｒ［ｔ］）＝作为风险的度量工具，其中参数δ、λ分别表示目标
收益和风险厌恶系数，Ｆ（Ｒ［ｔ］）表示收益Ｒ［ｔ］的分布函数。采用这种方
式定义的风险实际上是将收益低于目标收益δ的看作风险，而高于目标
收益δ的并不认为是风险，在Ｖ［δ］，λ（Ｒ［ｈ］）最小化条件下计算得出
的最佳套期比例为ＧＳＶ套期比。

Ｓｈａｌｉｔ （１９９５年）证明了如果期货价格变动服从正态分布，则ＭＥＧ
套期比收敛于ＭＶ套期比，Ｌｉｅｎ和Ｔｓｅ （１９９８年）证明了如果现货价格
和期货价格服从联合正态分布，且期货价格服从鞅过程（Ｍａｒｔｉｎｇａｌ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即期货价格是最后交割日现货价的无偏估计量，则ＧＳＶ套期
比与ＭＶ套期比一致。

另外，研究者还从其他多种不同的角度对最佳套期比进行了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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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Ｍａｌｌｉａｒｉｓ和Ｕｒｒｕｔｉａ （１９９１）等讨论了套期保值持续时间长短对
最佳套期比的影响（持有期效应）以及套期保值结束时距交割日时间
长短对最佳套期比的影响（到期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在套期结束
距交割日时间相同的条件下，套期比随着套期持续时间的增加而增大，
在套期持续时间相同的条件下，套期比随着套期结束距交割日的接近
而增大。

从效用最大化的角度研究期货市场最佳套期保值比：
从组合收益风险最小化的角度研究期货市场最佳套期比，仅仅考虑

了收益风险最小化问题，没有考虑收益，而在效用函数最大化的条件下
研究期货市场最佳套期保值比，则统筹考虑了组合收益和组合收益的风
险，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Ｈｏｗａｒｄ和Ｄ’Ａｎｔｏｎｉｏ （１９８４）借鉴Ｓｈａｒｐｅ证券市场线的做法，在效
用函数最大化的条件下，给出了最佳套期比（简称为Ｓｈａｒｐｅ套期比）的
计算公式以及度量套期保值有效性的量化指标ＨＥ ＝ θ［Ｈ］／ θ［Ｓ］，其中
Ｅ（Ｒ［ｔ］），σ（Ｒ［ｔ］）分别表示收益Ｒ［ｔ］的期望收益和标准差， ｉ表示无
风险利率。θ［Ｈ］＝ （Ｒ［ｔ］－ ｉ）／ σ（Ｒ［ｔ］）表示组合投资单位风险下的超
额收益，θ［Ｓ］＝（ΔＳ［ｔ］－ ｉ）／ σ（ΔＳ［ｔ］）为现货价格波动单位风险下的超
额收益。

Ｋｏｌｂ和Ｏｋｕｎｅｖ （１９９３）利用增广的基尼系数Γλ（Ｒ［ｔ］）作为风险度
量方法，给出了在效用函数Ｕ（Ｒ［ｔ］）＝ Ｅ（Ｒ［ｔ］）－ Γ［λ］（Ｒ［ｔ］）最大化
的条件下，最佳套期比的计算方法，由此计算得出的套期比称为
Ｍ － ＭＥＧ套期比。他们的研究发现，当风险厌恶系数λ较低时（介于２
和５之间时），Ｍ － ＭＥＧ套期比与最小方差套期比（ＭＶ）比较接近，而
当风险厌恶系数λ较高时，Ｍ － ＭＥＧ套期比与最小方差套期比有较大的
差异，但收敛于最小方差套期比。

Ｈｓｉｎ、Ｋｏｕ和Ｌｅｅ （１９９４）在效用函数Ｕ ＝ Ｅ（Ｒ［ｔ］）－ ０ ５λσ（Ｒ［ｔ］）
最大化的条件下，研究了最佳套期比（称为ＨＫＬ套期比）。在期货价格
服从鞅过程的条件下，Ｓｈａｒｐｅ套期比和ＨＫＬ套期比与ＭＶ最小风险套期
比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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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ｈｅｎ、Ｌｅｅ和Ｓｈｒｅｓｔｈａ （２００１）在Ｄｅ Ｊｏｎｇ （１９９７）等人的研究基础
上提出利用效用函数Ｕ （Ｒ ［ｔ］） ＝ Ｅ （Ｒ ［１］） － Ｖ ［δ］，λ （Ｒ ［ｔ］）
确定最佳套期比（简称为Ｍ － ＧＳＶ套期比）的方法，并利用ＳＰ５００指数
的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论显示，对较低的
风险厌恶系数，Ｍ － ＧＳＶ套期比低于ＧＳＶ套期比；而对较高的风险厌恶
系数，Ｍ － ＧＳＶ套期比收敛到一个比ＭＶ套期比高的数值。

五、 企业进行铝期货套期保值的基本流程包括哪些？

尽管不同的铝企业在生产经营、市场营销、资金管理等方面都存在明显
差异，但铝期货套期保值的基本流程（图５ － １）可以说是大体通用的。

图５ － １　 套期保值策略设计主要流程
具体而言，在铝期货的套期保值过程中，套保开始和套保结束是两个关键

环节。在套保开始阶段，铝企业一般都需要进行５Ｗ决策，即图５ －２所示。

图５ － ２　 铝企业套保开始阶段的５Ｗ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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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套保结束阶段，铝企业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不同的操作策略，如图
５ － ３所示。

图５ － ３　 铝企业套保结束阶段的操作策略

　 　 六、 铝相关企业操作套期保值的基本策略包括哪些？

　 　 铝相关企业在具体操作套期保值的过程中，需要考虑保值方向、入场时
机、套保比例、基差变化、离场方式等多方面因素，这样才能保证套期保值
取得良好效果，并且避免相关错误性操作的发生。关于套保比例和基差变
化，我们在前文中已有阐述，这里重点考察其他几个因素。

（一）在参与铝期货的套期保值之前的准备
１ 铝期现货价格的同向变动是套期保值的机理所在。铝期货套期保值

的机理，主要来自于期货市场价格和现货市场价格总体上一致的变化趋势，
在同一时间过程中，铝期货合约与铝现货价格基本处于同涨同跌的状态。这
种价格变动方向的吻合建立了两个市场之间的联系，也使得铝期货套期保值
的目的与功能得以实现。

２ 铝期货套期保值的目的是追求“平稳”和“保值”。参与铝期货套
期保值的企业须切记，套期保值是规避风险的平台，不是赚取利润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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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期货的套期保值，追求的是对铝现货商品稳定购买或销售的一种保障，帮
助企业更好地平抑经营管理中的风险，追求的是“平稳”和“保值”。

３ 套期保值的“盈”或“亏”都是处于保值的目的。套期保值作为保
值的工具并不一定在期货上是盈利的，有时会出现一定亏损，但与此同时在
现货市场上往往获得盈利；同样地，套保的盈利往往又能对冲掉现货市场上的
亏损。因此，套保中的“盈”或“亏”都是企业在为现货保值过程中正常出现
的情况，企业如果在套保操作中，害怕亏损的出现，则违背了套保的目的。

（二）确定铝期货套期保值的方向
参与铝期货套期保值的企业需根据企业自身面临的价格风险，确定相应

的保值方向。套期保值理论上的买入保值和卖出保值，主要就是说“担心
什么价格风险，就进行期货市场对应的操作”。

以电解铝冶炼企业为例，对于生产成本低于行业水平的企业，其主要的
风险就是铝锭价格下跌的风险，如产品暂时未销售、销售但未确定价格、确定
价格但对方违约等情况，这都需要做卖出保值。当然铝生产企业也可以进行买
入保值的操作，这主要发生在以下情况中：期货市场价格明显低于企业成本，
企业可买入期货降低开工负荷；买入期货市场中相应合约，为已签订销售合同
提供货源，增加虚拟产量；在满负荷生产下，买入期货合约扩大企业真实产能。

（三）如何根据市场趋势判断及确定入场时机
铝相关企业套保入场时机的选择，应建立在对市场趋势性判断的基础

上，而不是依赖瞬时铝期现货价格的相对高低就盲目进场。若只根据一时铝
期货合约价格高于现货价格就进行卖出，如果后市期货价格趋势继续向上，
企业的卖出保值将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企业在做卖出或买入套保时都需要
建立在对未来价格走势的预期判断上。

与此同时，入场的当下还需根据当时的市场行情，选择套期保值比率。
理论上而言，套保的保值数量同风险敞口相当，但一般实际操作中，遵循具
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原则。以卖出保值为例，当市场价格处于上升态势中，保
值比重可相对较小；当市场价格处于下降态势中，保值比重则相对较大；当
市场价格处于整理状态之中，可根据企业自身意愿和情况进行选择。

（四）如何调节平仓了结和实物交割的比重
在铝期货套期保值的结束阶段，主要有两种了结方式———平仓了结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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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交割。以铝期货卖出保值为例，一般以平仓了结为主要方式，即在铝现货
销售逐步完成后，对铝期货合约的卖出保值进行买入平仓。期货市场实物交
割所占比重相对较小，主要是因为平仓了结的方式更灵活，而实物交割则需
涉及运输、检验、入库等相关繁琐环节。

对于大型铝锭生产企业的卖期保值，了结的方式建议采用平仓了结和实
物交割相结合，偏重平仓了结，同时将实物交割作为保障的方法。偏重平仓
了结，会减少被套风险，相关铝企业可以根据当时市场及企业的状况随时作
出调整，有利于企业主动性的发挥。同时结合实物交割，一是可以拓展铝现
货商品的销售路径，扩大潜在的需求群体；二是可以利用铝生产企业天然空
头的优势保护自身头寸。由于交易所对上市品种均有持仓限制和交割数量限
制，大型企业可以申请套保额度来完善自身的了结方式。此外，相关铝企业
也可以采用期转现的交割方式进行持仓了结。

七、 铝矿山企业如何利用铝期货的套期保值？

（一）铝矿山企业面临怎样的风险
铝矿山企业处于行业的上游，其最主要的特征是原材料价格或者产品的

成本相对固定，且与期货合约标的物的相关性不大，然而产品价格与保值期
货合约标的物的关联性较高。就是说，该类企业本身的成本由其开采费用决
定，由于其开采费用相对固定，因而成本相对于铝上下波动的价格变动不
大，面临的市场风险主要是其生产的产品价格变动带来的风险。

（二）铝矿山企业如何规避价格风险
铝矿山企业的主要产品为铝土矿，产业链比较完善的产品直接为氧化铝，

氧化铝的价格定价虽然不完全跟随电解铝的定价，但走势有一定的相关性。
我们对２００７年３月至２０１１年６月非中铝氧化铝的价格与沪铝三月合约的价

格进行了测算。
我们对氧化铝和沪铝三月合约的结算价格做了回归分析，结果如图

５ － ４。可以看出氧化铝价格和沪铝三月合约的波动是相对拟合的。其价格有
显著的相关性，且相关系数为０ ２３５３８１，即三月沪铝日均价每上升１元，
非中铝氧化铝的价格上升０ ２３５３８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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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 ４　 氧化铝与沪铝三月合约之间的走势图
由此可知，对于以铝土矿为主要产品的矿山企业，在沪期铝市场上进行

套期保值是有意义的，也是必要的。矿山企业进行卖出套期保值虽然不能够
直接进行交割，但是由于铝土矿价格与沪铝价格的相关性，可以规避一部分
价格风险。除此之外，对于期货市场的合理运用还可以保证企业的平稳运
营，进行企业内部的资源整合和合理配置，并且对企业的战略制定起到至关
重要的作用。

（三）铝矿山企业的套期保值方案如何确定
在操作过程中，由于这一类型的企业风险敞口主要出现在其下游，即为

典型的上游闭口，下游敞口的企业。铝矿山企业的套期保值就相对简单，大
部分情况下只需要进行单边的卖出保值，企业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在高价卖
出。我们推荐的保值方案为：以趋势判断为套期保值的策略依据，以基差和
利润率为卖出保值的判断依据，运用最适合的数学模型和金融理论，结合企
业的现实状态和生产模式，灵活掌握，制订企业的套期保值方案。

保值比例的确定需要考量企业的资金使用情况、操作习惯、经营方式、
运营模式。其中比较好的套期保值方案可以参考ＶＡＲ （风险价值）最小化
套期保值交易策略等金融工具，获得企业的效用最大化的保值比例。即已知
企业本身对风险的偏好程度，可以在最小的风险之下，消除序列自相关，获
得最大的收益，或者说制定企业最认可的风险收益组合。根据对铝土矿价格
与沪铝三月期价的分析，我们可以按照不同企业的自身情况，确定合适的套
保比例，从而获得对企业来说最为理想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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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行情的研判也可以对铝矿山企业的套期保值和经营生产起到一
定的指导作用。在价格处于上升通道时，在价格已经跌破成本价时，在宏观
面偏紧时等等，企业的套期保值方案也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

【案例５ － ５】
１ 企业基本概况和风险分析。甲公司是一家产业链比较齐全的矿山企

业，企业进行铝土矿的采掘和初步加工，生产产品为氧化铝。年产能６万
吨。

２ 生产主要流程和风险敞口分析。此矿山企业的产业链比较完善，所
以最终产品直接是氧化铝，由于我们知道氧化铝和期货铝的价格有相当的相
关性，因此，分析企业产品和库存的风险，将有利于我们制订该企业的套期
保值方案。

由流程图５ － ５可知，甲企业的企业风险主要集中在产品的库存和产品
价格变动给企业带来的风险，见表５ － ８。

图５ － ５　 甲企业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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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５ － ８ 甲企业风险敞口分析
业务点 风险敞口 套保方式

氧化铝的价值管理 与期货铝的价格变动有一定相关
性，且波动较大 在合适的价格进行卖出套期保值

库存的价值管理 产品价格受期货铝价格影响 在合适的价格进行卖出套期保值

３ 操作安排。
２０１０年国内铝价波动剧烈，且继续上涨的可能性较大，这一方面增加

了保值的潜在区间，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保值的难度和短期风险。因此，我们
建议价格在１９０００ ～ ２３０００元／吨区间的逐步进行保值，将平均保值价格控制
在２１０００元／吨左右。因为在２０１０年第四季度预测价格可能上涨，而且企业
的资金有限，故而把企业的套保比例定为２０％，留了一部分风险敞口参与
市场的操作，获取价格上涨带来的额外收益。

４ 资金安排。按照操作安排，企业可以在时间段内，每天卖出一部分，
大致可以卖出至市场的平均价。且按照我们设定的比例，以企业在２０１０年
１０月到２０１１年２月份相应的合约上进行每月１０００吨的保值为例，保值价
位以２１０００元／吨计，将就相应的资金及其费用安排做一分析（见表５ － ９）：

表５ － ９ 甲企业套保资金安排表
交割月份 套保数量（吨） 基础保证金（元）初始保证金（元） 交割日 目前结算价（元／吨）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 １０００ １０５００００ ２１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 １０００ １０５５０００ ２１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１０００ １０６００００ ２１２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年１月 １０００ １０６５０００ ２１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年２月 １０００ １０７００００ ２１４００００

该月份的
１６ 日至２０

日（遇法
定假日顺
延）

２１０００

２１１００

２１２００

２１３００

２１４００

合计 ５０００ ５３０００００ １０６０００００

　 　 注：基础保证金是在交易所维持所需套期保值头寸的保证金，以市场价格的５％计算；初始保
证金，是考虑到市场价格变化，为抵抗价格的小幅波动而产生的浮动盈亏，以和基础保证金１ ∶ １的
比例增加风险保证金，使所持头寸避免因浮动亏损而出现被迫斩仓的被动局面，因此持有该月份合
约头寸时需要放在经纪公司的保证金额为“初始保证金”，结算价是预计的保值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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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风险与收益的评估（见表５ － １０）。
风险：保值头寸在价格上涨的情况下潜在的收益减少和短期内价格剧烈

上涨导致的追加保证金的风险；未保值头寸在价格下跌情况下的销售风险和
收益损失。

收益：与风险刚好相反。下面以１８％比例的氧化铝长单，一吨铝锭在
２１０００元／吨的价位上进行保值的风险与收益评估。其中，按每吨电解铝消
耗１ ９５吨氧化铝计算：

表５ － １０ 甲企业套保风险与收益评估
到期铝锭价格 １８０００　 １８５００　 １９０００　 １９５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５００　 ２１０００　 ２１５００　 ２２０００　

氧化铝成本 ６３１８ 　 ６４９３ ５ ６６６９ 　 ６８４４ ５ ７０２０ 　 ７１９５ ５ ７３７１ 　 ７５４６ ５ ７７２２

加工费 ８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８０００

总成本 １４３１８ １４４９４ １４６６９ １４８４５ １５０２０ １５１９６ １５３７１ １５５４７ １５７２２

保值价格 ２１０００ ２１０００ ２１０００ ２１０００ ２１０００ ２１０００ ２１０００ ２１０００ ２１０００

初始保证金 ２１００ ２１００ ２１００ ２１００ ２１００ ２１００ ２１００ ２１００ ２１００

追加保证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实际盈利 ６６８２ ６５０６ ５ ６３３１ ６１５５ ５ ５９８０ ５８０４ ５ ５６２９ ５４５３ ５ ５２７８

潜在收益减少－ ３０００ － ２５００ － ２０００ － １５００ － １０００ － ５００ ０ ５００ １０００

到期铝锭价格 ２２５００ ２３０００ ２３５００ ２４０００ ２４５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２５５００ ２６０００ ２６５００

氧化铝成本 ７８９７ ５ ８０７３ ８２４８ ５ ８４２４ ８５９９ ５ ８７７５ ８９５０ ５ ９１２６ ９３０１ ５

加工费 ８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８０００

总成本 １５８９８ １６０７３ １６２４９ １６４２４ １６６００ １６７７５ １６９５１ １７１２６ １７３０２

保值价格 ２１０００ ２１０００ ２１０００ ２１０００ ２１０００ ２１０００ ２１０００ ２１０００ ２１０００

初始保证金 ２１００ ２１００ ２１００ ２１００ ２１００ ２１００ ２１００ ２１００ ２１００

追加保证金 ５２５ １０５０ １５７５ ２１００ ２６２５ ３１５０ ３６７５ ４２００ ４７２５

实际盈利 ５１０２ ５ ４９２７ ４７５１ ５ ４５７６ ４４００ ５ ４２２５ ４０４９ ５ ３８７４ ３６９８ ５

潜在收益减少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３０００ ３５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５００ ５０００ ５５００

６ 未来头寸面临的处置方案。
方案一：完全固定操作模式
这一模式的理论基础认为市场的运行是毫无规律的，且不可预测。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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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值单纯是为了锁定价格上行下行的风险。一旦进行保值操作后确定比例，
不管价格波动，持有头寸直至现货对冲。这一模式的特点是风险最小收益也
最小。而且在面临市场价格低于成本价很多时，企业进行套保后，如果价格
上升，那么企业的总评依然是亏损的。对于甲公司这种小型矿山企业，在某
些价格下，停产相对而言反而是更好的选择。

方案二：研判保值、灵活处理的模式
保值以后，价格的波动往往出乎此前的预期，可以根据行情的波动，采

取灵活处理的操作，争取更大的收益。当然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判断失误就
会增加新的风险。下面，将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情形１———价格下跌
保值后，价格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跌，幅度超过短期平台的１０％以上，

且中期内下跌趋势确立，持有头寸或者更加激进的做法就是进一步增加保值
比例，到期卖现货，平期货。

如果价格下跌一定幅度后企稳（比如下跌幅度在５％以内），且出现重
新上涨的迹象，期货平仓，以期在更好的价位上再次保值。

情形２———价格波动不大，或者大幅上涨
保值以后，价格如果波动幅度较小，涨幅在５％以内，继续持有观望。
如果价格在短期内涨幅超过５％，且后期短期内价格上升的概率还是比

较大，建议减持部分近月合约的头寸或者近月全部出场。此后，根据行情演
变，在更加适合的价位实现部分保值，或者直接进行现货销售。

八、 铝冶炼生产企业如何利用铝期货的套期保值？

（一）铝冶炼企业面临的风险
铝冶炼生产企业处于行业的上游，但是却是铝价格波动风险的双向承受

者。除少数氧化铝自给的企业外，铝的冶炼生产企业需要购买氧化铝进行电
解提纯，得到原铝产品。由上可知，氧化铝与沪铝的价格是有显著相关性
的，也就是说，铝的冶炼企业采购和销售都将面临铝价波动的风险。

这一类型的企业的业务流程往往可以概括为进项、中间环节以及销项。
以冶炼企业为例，其业务流程相对简单，一般是先按照市场价格购买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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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经历一段时间（加工周期）后生产出原铝，并且在市场进行销售。简
言之，采购氧化铝———冶炼———出售原铝。

分析整个流程的收支状况：
采购氧化铝　 支出：氧化铝的市场价×数量
冶炼　 支出：冶炼成本
出售原铝　 收入：铝的市场价格或者交割价格×数量
因此，铝冶炼企业的利润等于出售原铝的收入减去冶炼成本再减去氧化

铝的采购成本。
可以发现，铝冶炼生产企业的利润为其出售原铝的收入减去经营成本和

采购成本。如果采购的氧化铝与期铝的价格有显著的相关性，而产品铝可以
直接进行交割，运用期货价格定价，那么该企业的实际风险在于买入氧化铝
和卖出铝之间的时间差中铝价格的变化，和氧化铝与期铝价格差额的变化。

分析其中的风险，可以通过期货市场规避掉的一部分是氧化铝和卖出铝
之间的时间差铝价格的变化。如果铝价格比较稳定，那么这一部分风险可能
不会很明显。但是实际上，期铝价格是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的，有时候，一个
星期的价格波动就可以完全吃掉铝冶炼生产企业的冶炼利润。如此，对于铝
冶炼生产企业来说，利用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就是十分必要的。

（二）铝冶炼生产企业套期保值的模式
由于氧化铝的定价方式并不完全依照期铝价格，而是有多种定价模式，

有的是按照月均价，有的是长期协议价。但是企业可以利用期货合约进行调
整，需要遵循套期保值的四项原则，即商品种类相同、方向相反、数量相
当、时间相同原则。也就是说，铝冶炼企业现货中按照什么模式购进氧化
铝，在期货市场中就预先按照什么模式买入沪铝对冲原材料上涨的风险，等
到实际购入原材料之后平仓。这样，氧化铝的价格波动就被锁定在一定的范
围内了，对企业的平稳采购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铝冶炼生产企业在销售铝时，则需要在期货市场采取卖出保值。虽然操
作的方向与对冲原材料风险的买入保值方向相反。但是由于生产与销售之间
有一定的时间差，卖出保值应在较远期的合约内进行。

关于套期保值的比例则与上一段有类似的地方，除了要考量企业的实际
经营状态、风险承受能力之外，也可以运用一些经济与金融的模型，使得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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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效用最大化。

【案例５ － ６】
１ 企业基本概况。甲公司是河南的一家电解铝厂，年产量在６万吨。

企业买入氧化铝进行冶炼，直接产出电解铝。
２ 生产主要流程和风险敞口分析。如图５ － ６所示，铝的冶炼企业面临

的风险是双向的，对于甲公司来说，处理好原料、原料库存、产品、产品库
存的采购和销售价格将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效益。下面就企业中的风险敞口和
与其对应的套保方式做一个分析和评估（见表５ － １１）。

图５ － ６　 铝冶炼企业的生产流程图
表５ － １１ 甲企业的风险敞口与套保模式分析
业务点 风险敞口 套保方式

氧化铝的价值管理 与期货铝的价格变动有一定相关
性，且波动较大 在合适的价格进行买入套期保值

氧化铝库存的价值管理产品价格受期货铝价格影响较大在合适的价格进行买入套期保值
电解铝的价值管理 直接受期货铝价格影响 在合适的价格进行卖出套期保值
电解铝库存的价值管理直接受期货铝价格影响 在合适的价格进行卖出套期保值

３ 套期保值方案的设计。甲公司是上下游敞口的企业，故对其上下游
都要进行一定的套保操作。但是其操作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其中除了数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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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别以外，最重要的是考虑如何使得企业在风险最小的情况下获得最大的
利润。

对于此类型的企业，我们设计的套保方案是双向的，对于库存的管理和
销货的管理进行统筹运作。由于加工电解铝需要周期，而且由于电解铝的设
备必须连续２４小时运作不能停转，所以企业一般会预留一部分氧化铝的库
存，企业甲平均会预留２个月的氧化铝。在买入氧化铝之后，企业在加上合
适的利润之后，可以在加工周期之后，在准备销售的月份卖出一部分氧化铝
产品。由于约２吨氧化铝产一吨电解铝，故操作流程设置如下：现货购买Ｘ
吨氧化铝，期货市场同时卖出两个月后Ｘ ／ ２０手沪铝合约；两个月后，当销
售电解铝时，平掉Ｘ ／ ２手沪铝合约。理论上，如果基差无变化，企业可以
获得平稳生产的正常利润，而没有经营风险；如果基差走强，那么企业可能
获得一部分参与期货市场操作的超额利润；如果基差走弱，企业则有可能少
量亏损。但是基差的变化，相对于沪铝价格的变化来说，相对平稳得多，故
而企业在最小的风险下，保证了企业的平稳生产和运行。

４ 套期保值方案的实行。２００８年８月初，根据宏观经济和行业运行情
况分析，预计铝价会有较大幅度的下跌。于是该铝厂按照每月５０００吨的计
划销售量，对生产的铝锭进行卖出保值。该铝厂在期货市场上分别以１８３００
元／吨、１８５００元／吨、１８７００元／吨的价格卖出当年１０月、１１月、１２月期货
合约各５０００吨。该铝厂的铝锭目标销售价是当前的现货价格１８０００元／吨。

进入９月份，金融危机逐步蔓延，现货铝价开始下跌，该铝厂按预定的
交易策略，从９月１日起，对应其每周的实际销售量对１０月份期货合约进
行买入平仓。到９月末的套期保值操作过程如表５ － １２所示。

表５ － １２ 案例５ － ６企业套期操作过程

时间
现货市场
目标销售价：１８０００元／吨
计划销售量：５０００吨

期货市场
１０月份期货合约卖出价１８３００元／吨
合约数量５０００吨（１０００手）

第一周
实际销售量：１５００吨
平均销售价铝价：１７１００元／吨
销售亏损１３５万元

１０月合约买入平仓１５００吨（３００手）
平仓价１７２００元／吨
平仓盈利１３５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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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第二周
实际销售量：１５００吨
平均销售价铝价：１６６００元／吨
销售亏损２１０万元

１０月合约买入平仓１５００吨（３００手）
平仓价１６８００元／吨
平仓盈利２２５万元

第三周
实际销售量：１０００吨
平均销售价铝价：１５７００元／吨
销售亏损２３０万元

１０月合约买入平仓１０００吨（２００手）
平仓价１５８００元／吨
平仓盈利２５０万元

第三周
实际销售量：１０００吨
平均销售价铝价：１５３００元／吨
销售亏损２７０万元

１０月合约买入平仓１０００吨（２００手）
平仓价１５４００元／吨
平仓盈利２９０万元

累计 累计销售５０００吨
累计销售亏损８４５万元

累计平仓５０００吨（１０００手）
累计平仓盈利９００万元

合计盈利：５５万元

从上述结果来看，扣除２万元交易手续费后，实现盈利５３万元，因此
该铝厂实际的销售价格为１８１０６元／吨，如果不通过套期保值，实际的销售
价格将是１６３１０元／吨。结果表明，该铝厂通过在期货市场上进行卖出保值，
有效规避了铝价下跌带来的经营风险，实现了目标销售价，稳定了企业的经
营利润。

【案例５ － ７】
乙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铝锭生产的民营企业，年产能在４万吨左右，

２００８年９月，金融危机全面爆发，铝价大幅下跌，一度跌破了行业５０％的
成本线，也就是说有一半铝生产企业处于亏损的状态。乙公司原有库存
２０００吨，平均生产成本在１６０００元／吨，在这次危机中也遭遇了极大的损
失。２００８年１２月，乙公司判断全球大规模的停产限产必将导致未来铝价的
大幅回升，所以，该公司为减少亏损，开始采用“限售存库”的营销策略。
两个月后，该公司的库存已有４０００吨，但铝价并未出现大幅上升，并且由
于囤积库存，公司的流动资金越来越少。而当时的铝价依然在成本线附近徘
徊，公司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于是，该公司采取了风险保值的策略。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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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现货市场上加大销售库存的力度，并且每日在期货市场上买入与现货
市场上所销售库存数量相等的远期期货合约。几个月后，铝价逐步上涨，该
公司将持有的多头合约平仓后，弥补了亏损，使其有效地摆脱了困境。具体
操作过程见表５ － １３。

表５ － １３ 案例５ － ７企业套期保值操作过程
时间 现货市场 期货市场

２００８年９月３０日 库存２０００吨
平均成本１６０００元／吨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库存２０００吨
平均成本１６０００元／吨
现货价格１１５００元／吨
亏损９００万元

２００９年３月１日 库存４０００吨（新增库存２０００吨）
平均成本１４０００元／吨
现货价格１１８００元／吨
亏损８８０万元

２００９年３月１日～
２００９年３月３１日

销售库存４０００吨
平均成本１４０００元／吨
平均销售价格１２７００元／吨
亏损５２０万元

８月份期货合约买入平均价１２２００元／吨
合约数量４０００吨（８００手）

２００９年７月３１日 ８月合约买入平仓４０００吨（８００手）
平仓价１５０００元／吨
平仓盈利１１２０万元

累计 累计销售亏损５２０万元 累计平仓盈利１１２０万元
合计盈利：６００万元

【案例５ － ８】
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０日长江有色现货铝价格为１９１５０元／吨，当时沪铝主力合

约０８０９价格为１９５６５元／吨。现货铝与期货铝价格之差即基差为ＢＡＳＩＳ ＝
１９１５０ － １９５６５ ＝ － ４１５元／吨。根据以上分析，由于目前全球铝库存大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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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预计到２００８年８月１０日时现货和期货价格都出现幅度较大的下跌，长
江有色现货铝价格下跌到１８８５０元／吨，沪铝期货价格也出现下跌，期货价
格为１９０００ 元／吨。现货铝与期货铝价格之差即基差为ＢＡＳＩＳ ＝ １８８５０ －
１９０００ ＝ － １５０元／吨，基差扩大。

表５ － １４ 案例５ － ８企业套期保值操作过程
时间 现货市场 期货市场 基差

７月１０日 １９１５０元 １９５６５元 － ４１５元／吨
８月１０日 １８８５０元 １９０００元 － １５０元／吨
套期保值结果 亏损３００元 盈利５６５元 基差扩大２６５元／吨

总体效果 ５６５ － ３００ ＝ ２６５元／吨

做套期保值所占用的初始资金为１９５６５ 元× ５ 吨× １０％ × ２００ 手＝

１９５ ６５万元，建议投资者存入３００万元资金。
没做套期保值时情形为：
８月份企业利润与７月份相比将会由于现货价格下跌而下降３００元／吨，

利润损失为３００元／吨× １０００吨＝ ３０万元，不包括仓储费在内。
做了套期保值时情形为：
在现货市场上损失利润为３００元／吨× １０００吨＝ ３０万元。同时在期货市

场由于早先卖出铝期货合约，期货价格下跌平仓后是盈利的。利润为５６５
元／吨× １０００吨＝ ５６ ５万元。期货交易公需成本费用３７５００ ＋ （１９５６５ －
１９０００） × １４ ５３％ ＝ ３７５８２ １元。

总体结合现货和期货两个市场看，现货市场上的损失可以用期货市场上
的损失来弥补。而且８月份相比７月份还出现净赢利为２６５元／吨，总体净
赢利为：２６５元／吨× １０００吨－ ３７５８２ １ ＝ ２２７４１７ ９元。

由此可见，通过做套保可以很好地锁定销售利润，规避市场风险。

【案例５ － ９】
２００８年上半年，全球通货膨胀开始加速，但是，一些重要数据却出现

了背离，发达国家在２００８年二季度就出现了衰退的迹象，ＧＤＰ增长率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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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滑，部分国家和地区工业增长在２００８年二季度就明显放缓，到三季度发
达国家工业数据都开始负增长。同期，金属价格对经济衰退作出了明显的反
应，在２００８年７月～ １２月，金属价格大幅下跌。某铝业公司当时就注意到
了宏观经济面的这种转变。

２００８年８月，该铝业公司在销售铝锭时现货开始滞销，企业库存逐步
增加，从历史经验来看，市场已经出现了拐点，但如果减产，必然会影响到
企业的市场份额，并且要削减员工开支，甚至裁减员工。这些情况对于企业
的长期稳健经营都是不利的。所以，该公司通过期货市场对冲产能，把积压
的库存和未来几个月可能造成的过剩在沪铝期货上做了卖期保值。

当时，沪铝期货价格已经从７月初的２００００元／吨跌到了８月初的１９０００
元／吨，从基本面和技术面来看，预计还将继续下跌。然而，许多炼铝企业
并没有减产的意向，铝供需形势逐步恶化。该公司在８月５日开始进行卖出
保值。卖出铝０９１０合约１０００手，均价１８６５０元／吨。

２００８年“十一”长假过后，期货市场出现了一轮暴跌，铝期货最低跌
至１０１２５元／吨。该公司在铝期货跌至１０６５０元／吨时进行买入平仓。在这４
个月时间里，平仓赢利为４０００万，基本弥补了现货跌价造成的损失，对冲
了风险。

在此次保值操作中，该公司仅用１３％的资金提前在期货市场上以较高
价格卖出了企业的产品，从而有效地回避了预期因价格下跌而给企业带来的
风险，再一次充分发挥了期货市场套期保值的社会功能。

九、 铝贸易企业如何利用铝期货进行套期保值？

铝贸易企业的经营过程简单表述为：采购—流通—销售。企业的利润用
一个等式来表述就是：利润＝销售价格－产品成本。一旦销售价格或者产品
成本不确定，那么利润就是不确定的。套期保值的目的就是同时锁定产品的
销售价格和原料的采购价格，保证企业取得稳定的流通利润。

（一）铝贸易企业的套期保值需求
１ 为采购中的铝保值。为防止铝价上涨损及利润，通过建立一定量多

单，形成虚拟库存，在未来行情上涨过程中，企业不断平仓，以实现实际采



铝期货的套期保值

第
五
章 １２５　　

购的低成本。
２ 为销售的铝保值。为防止铝价下跌造成企业资产减值损失，企业通

过建立一定量空单，在行情下跌过程中不断平仓，通过期货市场的盈利对冲
实际销售因价格下跌带来的损失，最终起到降低实际成本的目的。

（二）贸易企业采购定价模式
目前铝贸易商对铝的采购主要有月均价和现货价两种方式，企业需要根

据自己采购定价的模式以及两种模式在采购量中的占比来调整企业采取套期
保值的头寸比例。

（三）铝贸易企业的套期保值策略
１ 针对采购中的铝的套期保值。
国内采购。对于贸易商而言，如何以较低的价格采购到现货是采购的关

键。因此，在价格具有吸引力的时候，企业可以提前采购，建立虚拟库存。
当市场价格出现上涨的时候，企业可以通过期货市场的盈利来弥补现货采购
成本的增加。

海外采购。海外采购方面企业主要采用的是点价方式，实际上类似于海外
的现货价格采购。企业可以通过外盘建立虚拟库存以获取较低成本的原料。不
过，考虑到金属品种内外盘价格走势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在正常情况下，企业
亦可以通过内盘的买入来建立虚拟的外购库存，但需要注意内外盘价差的变化。

２ 针对销售的套期保值。销售保值实际上是为了防止铝价格出现下跌
而进行的保值。企业可以根据市场的情况，找到合适的相对高位在期货市场
上做空。未来企业在销售过程中可以逐步平仓以实现锁定的销售利润。下面
按照月均价销售和现货销售两种模式分别讨论。月均价销售模式中，因为企
业不管何时销售、销售的价格多少，最终结算的方式都是月度平均价格，企
业实际上被动接受市场所形成的平均价格，而不能选择相对高价销售产品。
因此，在操作过程中，企业可以在相对合适的价格上做空头保值，在未来的
一个月内将这部分保值头寸逐日平仓，实现企业锁定高价销售的目的。按市
场价格销售，企业同样是可以选择相对理想的高价作为保值。未来企业在现
货市场上销售多少即在期货市场平仓多少，以锁定高价销售的目的。

３ 采购销售保值的对接。以上所述的采购保值和销售保值是将采购和
销售分裂开来看时的处理方式。但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需要结合采购和销售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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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情况，因为按照上述方案，企业会在当时既有建仓又有平仓，实际上这
两方面操作可以做抵消。此外，市场价格的波动虽然会影响现货的采购价
格，但同时也会同方向影响企业的销售价格。理论上讲，如果当日采购和销
售的量一致，现货市场价格波动对采购和销售风险是可以相互对冲的。但实
际情况中，企业采购和销售往往并不会一致，采购和销售的定价机制也就导
致了风险头寸的暴露。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企业仍要视未来行情的研判来确定需要保值的方向：
当行情处于上涨过程中，企业可以多建立一定数量的多单以建立虚拟库

存。在未来行情上涨过程中，企业不断平仓以实现实际采购的低成本；
当行情处于看跌过程中，企业可以先建立空单为库存做保值。在行情下

跌过程中，企业在销售中不断平仓以锁定实际销售的高价；
当行情处于不确定状态，企业从稳健的原则出发，只追求流通利润。此

时，任何风险敞口均要利用期货市场进行保值以规避市场剧烈波动的风险。
大部分贸易企业主要是协议价格购进，而销售则是随行就市，本部分就

此类贸易企业的套期保值进行案例分析。

【案例５ － １０】
某铝贸易公司与某铝厂签订采购铝锭８ ７５万吨的合同，合同期为两个

月，价格为：当月长江现货均价＋运费。企业每月买入的铝，在销售过程中
按照市场价随机销售。该贸易企业正常库存５千吨。

２００９年底，大宗商品市场持续上涨，铝价也创出了金融危机以来的高
位（图５ － ７所示）。然而，此时“迪拜危机”冲击市场情绪，而中美ＰＭＩ
数据也显示出经济活动有放缓迹象，公司认为长江现货铝价在未来１ ～ ２个
月有可能出现高位震荡，并判断波动上限区间为１７２００ ～ １７５００元／吨，波动
下限区间为１５６００ ～ １５９００元／吨，并决定２０１０年１月当市价进入波动区间
上限区域时对未来剩余合同采购铝锭灵活进行套期保值以规避大幅波动带来
的风险，并在市价高于１７１００元／吨时维持最低库存（接近为零）。

根据以上对铝价走势的判断，该公司制定总体保值策略为：
（１）当价格继续上涨达到判断的波动上限区间１７２００ ～ １７５００元／吨时，

主要为做卖出套保，为协议铝保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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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当价格下跌达到判断的波动下轨１５６００ ～ １５９００元／吨时，主要做
买入套保，做虚拟库存。

图５ － ７　 截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沪铝指数走势图
该企业主要在沪铝１００３和１００４合约上，进行卖出保值，次年１月７日

至１２日，铝价持续上涨至预估的波动区间上轨，企业决定入场为本月剩余
采购量做卖出套保。而每日建仓比例则由交易员根据价格涨幅相对灵活确
定。到１月１２日，该企业共建卖出保值头寸２ ５５万吨，相当于现货３万吨
的保值量，而此时本月剩余采购量为３ ２５万吨，保值比率为９２％，基本覆
盖暴露风险。在铝价如期下跌后（１月１３日至２２日）择机逐步了结库存对
应的保值头寸。该企业在２月份铝价继续下滑至预计的波动下轨时，进行了
买入保值，建立了与实际库存相等的虚拟库存，并在反弹中平仓，使得企业
在当月相当于销售增加了５０００吨。具体操作过程如下表５ － １５所示。

表５ － １５ 铝贸易企业的套期保值案例操作过程

日期
期货市场 现货市场

合约 操作 持仓 库存
（吨）

销售
（吨）

采购总
量（吨）

１月４日～ １月６日 — — — ５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７５００

１月７日 ＡＬ１００３
卖出／开仓 空头

１万吨× ８５％ ＝ ０ ８５万吨 ０ ８５万吨
４０００ ３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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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日期
期货市场 现货市场

合约 操作 持仓 库存
（吨）

销售
（吨）

采购总
量（吨）

１月８日 ＡＬ１００３
卖出／开仓 空头

０ ５万吨× ８５％ ＝ ０ ４２５万吨１ ２７５万吨
３０００ ３５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１月１１日 ＡＬ１００３
卖出／开仓 空头

０ ５万吨× ８５％ ＝ ０ ４２５万吨１ ７万吨
２０００ ３５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１月１２日 ＡＬ１００３
卖出／开仓 空头

１万吨× ８５％ ＝ ０ ８５万吨 ２ ５５万吨
０ ４０００ １７５００

１月１３日～１月２２日
ＡＬ１００３，
择机移仓
至ＡＬ１００４

买入／平仓 空头

０ ８吨× ８５％ ＝ ０ ６８万吨 １ ８７万吨
０ ２００００ ３７５００

１月２５日～１月２８日ＡＬ１００４

买入／平仓
２ ２万吨× ８５％ ＝ １ ８７万吨
开始筹备买进建虚拟库存

０ 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７５００

１月２９日 ＡＬ１００４ — — ０ ２５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２月１日 ＡＬ１００４ — — ５００ ２０００ ５２５００

２月２日 ＡＬ１００４
买入／开仓 多头

１０００吨× ８５％ ＝ ８５０吨 ８５０吨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５５０００

２月３日 ＡＬ１００４ —
多头
８５０吨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０ ５７５００

２月４日 ＡＬ１００４
买入／开仓 多头

１０００吨× ８５％ ＝ ８５０吨 １７００吨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２月５日 ＡＬ１００４
买入／开仓 多头

１０００吨× ８５％ ＝ ８５０吨 ２５５０吨
３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６２５００

２月８日 ＡＬ１００４
买入／开仓 多头

１０００吨× ８５％ ＝ ８５０吨 ３４００吨
４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６５０００

２月９日 ＡＬ１００４
买入／开仓 多头

１０００吨× ８５％ ＝ ８５０吨 ４２５０吨
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６７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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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日期
期货市场 现货市场

合约 操作 持仓 库存
（吨）

销售
（吨）

采购总
量（吨）

２月１０日～２月１２日 ＡＬ１００４
卖出／平仓 多头

２０００吨× ８５％ ＝ １７００吨 ２５５０吨
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０

２月２２日～２月２６日 ＡＬ１００４
卖出／平仓

２０００吨× ８５％ ＝ １７００吨
０ ５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８７５００

　 　 备注：１ 以上操作中，期货价格为含税价，而期货盈亏无须缴纳增值税，因此保值量为实际量
的８５％，以规避增值税部分风险（当然也可根据行情走势变化来调整保值比例）；２ 保证金比例在
临近交割时，现货合约保证金比例会有所提高，另外，遇到单边连续停板或长假前后，也会有相应
提高。

十、 铝加工企业如何利用铝期货进行套期保值？

铝加工企业的经营过程简单表述为：原料采购—生产加工—产品销售。
加工企业要获得稳定的加工利润，必须要让生产经营具有连续性，一旦生产
和销售出现不相匹配的情况时，风险就出现了。加工企业无法通过现货市场
来回避这种风险，而期货市场正好为企业提供了进行风险管理的场所。

企业的利润用一个等式来表述就是：利润＝销售价格－产品成本。一旦
销售价格或者产品成本不确定，那么利润就是不确定的。套期保值的目的就
是同时锁定产品的销售价格和原料的采购价格，保证企业取得稳定的加工利
润。

分析铝加工企业的经营风险，大致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
１ 原料已经采购或者已经确定采购价格，而产品还未销售或者还未确

定销售价格，此时承受着销售价格下跌的风险。企业为了有计划地组织生
产，在采购原料时都会多采购一些，由此产生了适量的库存原料，也有些企
业认为目前原料价格较低，会多备货，期货价格上涨带来原料升值的收益，
实际上是一种投机，但是市场价格是变幻莫测的，一旦销售价格下跌企业就
要面临亏损。

２ 产品销售价格已经确定，而原料未采购或者还未确定采购价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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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承受着原料价格上涨的风险。比如说加工企业签订的销售合同是两个月以
后交货的，签合同的时候，按当时市场价格计算，合同是赢利的，但是等企
业准备采购原料加工的时候，价格已经涨起来了，如果原料价格达到甚至超
过了产品销售价格，那么企业就毫无利润可言。

所以，铝加工企业在原料购价已定、产品售价未定时，在期货市场采取
卖出保值策略；而在原料购价未定、产品售价已定时，在期货市场采取买入
保值策略。在具体操作上，企业要结合自身的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定价方
式，做到灵活运用。

从以上的分析也可以看出，铝加工企业的风险敞口与铝贸易企业类似，
都主要集中于采购和销售部分，故其套保策略总体思路上是一致的，这里不
再赘述。

下面通过部分案例来说明套期保值如何使得铝加工企业的风险通过期货
市场得以控制。

【案例５ － １１】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５日Ａ铝加工企业通过“竞价”方式获得某企业定货合

同，合同规定：在签订合同后两个月内，Ａ企业以“当月长江现货均价＋加
工费＋运费”的价格向该企业供应４ ７万吨铝产品。按照企业生产采购计
划，需要在１２月１６日至次年２月１２日之间４２个交易日中，每日采购铝
１０００吨，企业原有铝库存约为５０００吨，总采购量为４ ２万吨。

而２００９年底，大宗商品市场持续上涨，铝价也创出了金融危机以来的
高位。然而，此时“迪拜危机”冲击市场情绪，而中美ＰＭＩ数据也显示出
经济活动有放缓迹象，公司认为长江现货铝价在未来１ ～ ２个月有可能出现
高位震荡，并判断波动上限区间为１７２００ ～ １７５００元／吨，波动下限区间为
１５６００ ～ １５９００元／吨，为了规避铝原材料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Ａ企业可以
在沪铝１００３、１００４等合约上进行买入保值或卖出保值。

根据以上对铝价走势的判断，该公司制定总体保值策略为：
（１）当价格继续上涨达到判断的波动上轨区间１７２００ ～ １７５００元／吨时，

面临销售价格下降或积压库存贬值的风险，需要进行卖出套期保值；
（２）当价格下跌达到判断的波动下轨区间１５６００ ～ １６０００元／吨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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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将买入的原材料做买入保值。
具体操作过程如下表５ － １６所示。

表５ － １６ 铝加工企业的套期保值案例操作过程

日期
期货市场 现货市场

合约 操作 持仓 库存
（吨） 销售采购总

量（吨）
１２月１６日～１２月１７日 — — — ５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２月１８日～１２月２５日 ＡＬ１００３

买入／开仓 多头
３万吨× ８５％ ＝ ２ ５５万吨
达到预估下轨，择机建立买
入套保，套保比率为８８％。

２ ５５万吨
５０００ — ８０００

１２月２８日～１月２８日 ＡＬ１００３

卖出／平仓
３ ５万吨×８５％ ＝２ ９７５万吨
价格突破下轨，逐步卖出平仓

０吨
如价格继
续下跌考
虑库存保
值

５０００ — ３１０００

１月２９日～２月９日 ＡＬ１００３

卖出／开仓 空头
５０００吨× ８５％ ＝ ４２５０吨
价格进入预估上轨，为库存
作保值

４２５０吨
５０００ —３９０００

２月１０日～ ２月１２日 ＡＬ１００３

买入／平仓
５０００万吨× ８５％ ＝ ４２５０吨
随着库存转化为产品而平仓
建立的保值头寸

０吨 ０
４ ７

万吨４２０００

　 　 备注：１ 以上操作中，期货价格为含税价，而期货盈亏无须缴纳增值税，因此保值量为实际量
的８５％，以规避增值税部分风险（当然也可根据行情走势变化及企业经营情况来调整保值比例）；
２ 保证金比例在临近交割时，现货合约保证金比例会有所提高，另外，遇到单边连续停板或长假前
后，也会有相应提高。

【案例５ － １２】
甲公司是浙江的一家铝型材厂，月均用铝１０００吨，采购定价以当日长

江现货市场报价为准，销售定价以发货日长江现货市场报价＋加工费。２００８
年１１月５日，该公司签订了一份一个月后交货的加工合同，加工铝合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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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板１０００吨，双方以发货日长江现货市场价格加１０００元加工费确定提货价
格。由于当时正处于全球经济危机扩散期间，铝价在１０月份刚经历一轮暴
跌，铝消费急剧萎缩，市场普遍悲观，甲公司预计铝价还会下跌。为了回避
日后铝价下跌的风险，决定为其采购的１０００吨铝锭进行保值，于２００８年１１
月５日在上海期货交易所卖出１０００吨２００９年１月份到期的铝期货合约，价
格为１４０００元／吨。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５日，甲公司按合同价格发货，并在期货市
场上平掉了铝０９０１合约的空头头寸。具体操作过程见表５ － １７。

表５ － １７ 企业套期保值操作过程
时间 现货市场 期货市场

１１月５日 铝价：１３７００元／吨 铝价：１４０００元／吨
操作 买入：１３７００元／吨× １０００吨＝ １３７０００００元 卖出开仓：１４０００元／吨× １０００吨

１２月５日 铝价：１０５００元／吨 铝价：１０７００元／吨

操作 卖出：（１０５００元／吨＋ １０００元／吨） × １０００吨
＝ １１５０００００元 买入平仓：１０７００元／吨× １０００吨

盈亏 亏损：１３７０００００元－ １１５０００００元
＝ ２２０００００元

盈利：３３００元／吨× １０００吨
＝ ３３０００００元

合计盈亏：３３０００００元－ ２２０００００元＝ １１０００００元

此案例中，属于原料已采购产品未销出的情况，企业面临着铝价下跌的风
险，需要做卖出套期保值，所以甲公司在现货市场买入铝锭的同时，在期货市
场卖出合约。在这一个月内，铝现货价下跌了３２００元，甲公司赚取的加工费是
１００万元，而原料跌价损失是３２０万元，如果没有做卖出保值，铝价下跌将会吞
噬掉所有的加工利润，甲公司这笔合同亏损２２０万元。但在做了卖出保值后，期
货账户盈利３３０万元，所以甲公司最终盈利仍有１１０万元。

实际操作中的调整：
表５ － １７中的保值计划，是严格按照库存和销售情况进行的，在有些情

况下，铝价行情会随时出现变化，根据对铝走势的判断，对建仓、平仓时
间、价位和合约的有效选择，可以极大程度上提高保值效果。

上面的例子中，如果企业感觉到产品销售转暖，日常采购开始紧俏，那
么就要开始调整保值头寸比例，甚至考虑保证采购成本而进行买进保值头寸



铝期货的套期保值

第
五
章 １３３　　

的建立。
此外，铝基差和月价差的变化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保值效果，因此，在

实际操作中，应予重点关注，适时调整策略。

【案例５ － １３】
乙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铝锭加工的民营企业，年加工铝锭量在３００００吨

左右，其日加工能力为１０吨左右。该企业在进货渠道上采取临时采购的方
式，通常当天电话提货，隔日就能到货，因此库存较少，基本不需要进行卖
出保值。但由于下游采购订单较大，加工周期较长，对原材料的成本要求较
高，同时全球金融危机已进入尾声，经济刺激政策纷纷出台，大宗商品市场
开始出现系统性修复的迹象，该公司认为铝价还会上涨，所以乙公司认为需
要进行买入套期保值。具体如下表５ － １８所示。

乙公司２００９年３月２日接到一笔订单，加工铝棒５０吨，预计工期１０
天，双方根据３月２日长江现货价格１２０００元／吨加５００元／吨加工费确定提
货价格，并预付５０％的定金，该企业向本地的一家贸易公司下达了每２天
送货一次，每次１０吨的定货单，考虑到铝价处于底部区域，金属价格有反
弹的可能，该企业担心铝价上涨带来利润缩水，因此进行了买入保值。

表５ － １８ 企业套期保值操作过程
时间 现货市场 期货市场 基差收益

３月２日 以１２０００买入１０吨铝锭 以１１９８０买入１０手９０５合约 开仓手续费１５０元

３月３日 到货１０吨，开始加工 持有１０手９０５多单

３月４日 以１２０００买入１０吨铝锭 以１２０００卖出平仓２手９０５合约多单 盈利１７０元

３月５日 到货１０吨，继续加工 持有８手９０５多单

３月６日 以１２０５０买入１０吨铝锭 以１１９９５卖出平仓２手９０５合约多单 盈利１２０元

３月９日 到货１０吨，继续加工 持有６手９０５多单

３月１０日以１２１００买入１０吨铝锭 以１２０００卖出平仓２手９０５合约多单 亏损３３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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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时间 现货市场 期货市场 基差收益

３月１１日 到货１０吨，继续加工 持有４手９０５多单
３月１２日以１２１８０买入１０吨铝锭 以１２２３０卖出平仓２手９０５合约多单 盈利１４７０元
３月１３日 到货１０吨，继续加工 持有２手９０５多单
３月１４日 加工完毕 持有２手９０５多单
３月１６日 出货 以１２３６０卖出平仓２手９０５合约多单 盈利１９７０元

成本增加３３００元 平仓获利６８５０元 盈利３２５０元

此案例中，属于产品售价已定、原料购价未定的情况，企业面临铝价上
涨的风险，所以在期货市场上采取买入保值策略。乙公司在签订销售合同的
同时在期货市场买入合约。由于在销售的同时就在期货市场买入保值，后市
不管价格如何变化，这份合同的利润是得到保障的。从最终结果来看，乙公
司如不进行套期保值，需承担进货过程中增加的３３００元成本，其中每吨增
加６６ ６元的成本。但通过在期货市场的保值交易，不但节约了３３００元成
本，还额外获利３２５０元。并且，企业只需要在期货市场用少量的保证金就
可以锁定原料成本，大大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实际操作中的调整：
表５ － １８中的保值计划，是严格按照合同订立期和采购节奏进行的，但

是在实际操作中，根据对铝价走势的判断，对建仓时间、价位和建仓合约的
有效选择，可以极大程度上提高保值效果。在建仓和持仓过程中，如果合约
价差结构发生变化，不一定严格按照操作计划程序进行，可以结合跨期套利
的操作技巧分配各月份合约头寸进行移仓，有机会赚取月价差变化的额外收
益。

十一、 铝相关企业开户的具体流程是怎样的？

在实际参与铝期货的交易之前，企业必须先在期货公司开户，包括开立
交易账户，签订期货合同文件，建立印鉴卡档案，并由期货公司代为申请交
易编码。此后，进行套保操作的铝相关企业，其资金进出需要以期货合同文
件约定的方式为准。资金到位及编码申请完成后，即可以开始交易。



铝期货的套期保值

第
五
章 １３５　　

铝相关企业开设的账户，一般称为公司账户，亦即法人账户，是指以公
司、企业名义所开设的账户，可采用以下方式管理：第一，由公司自行负责
管理，买卖交易完全由公司自行决定，自行进行；第二，委托交易代理人代
为管理，公司账户所有者通过书面授权方式，在法律上赋予委托人一定的权
力，在授权范围内委托交易代理人代为管理。开设法人账户时，开户流程如
图５ － ８所示，需要提供的材料如下：

（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２）国税税务登记证正本复印件；
（３）银行开户许可证正本复印件；
（４）企业机构代码证副本复印件；
（５）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６）指令下达人、资金调拨人、结算单确认人身份证复印件；
（７）非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署合同，需提供由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

托书。
开设法人账户，需要签署以下资料：
（１）“期货经纪公司尽职登记表”；
（２）“开户申请表”（法人必须填写结算账户，同一家银行只能填一个，

但可以填工、农、中、建、交五家银行共五个账户）；
（３）“期货经纪合同书”（一式两份）；
（４）法人户非法定代表人签署经济合同，法定代表人必须签署“法人

授权书”；
（５）法人户必须签署“代理人授权书”（机构），以明确授权的个人及

内容；
（６）如有居间人，另需签署“居间人身份确认书”。
根据证监会的规定，在开户时，期货公司需要向法人客户采集影像资

料，具体如下：
（１）开户代理人头部正面照；
（２）开户代理人身份证正面扫描件；
（３）营业执照副本扫描件；
（４）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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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 ８　 客户开户流程

法人开户的注意事项
法人开户，须由法定代表人亲自签署经纪合同，或持有代表人亲

笔签署的“法人授权书”，并加盖企业公章；
法人开户，需在企业营业执照的有效期，如超出有效期，不得开户；
法人客户提供的所有复印证件都必须加盖企业公章；
“期货交易风险说明书”每一联都需要加盖公章，不能用公章复印件。

　 　 十二、 铝相关企业出入金的操作方式和操作流程
是怎样的？

　 　 （一）银期转账及银期转账出入金办理流程
银期转账是法人客户最方便的一种出入金方式，开通后按规定操作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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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资金实时转账。具体办理流程是：客户签署开户文本，确定期货结算账
户，开户人员录入开户信息及期货结算账户信息后，发给客户相应的“银
期转账协议书”；客户持营业执照、机构代码证、法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等（具体参照各银行“银期转账协议书”内规定），到期
货结算账户所开立的银行相关柜台，具实填写“银期转账服务开户申请
表”，签订“银期转账协议书”及办理相关手续。

客户可以通过网上交易系统、网上银行、电话银行、储蓄柜台等方式办
理银期转账出入金。

（二）什么是网银出入金？网银出入金办理流程是怎样的？
运用网银出入金亦具有资金到账速度便捷的特点，见图５ － ９。

图５ － ９　 客户入金方式比较
具体操作中，客户须在五大结算银行开立账户并登记为期货结算账户；

根据各银行要求，填妥相应的表格并盖章后到银行开通网上银行功能。客户
应以“同行加急”的方式划款到期货公司“同行”保证金账户，这样能确
保资金的实时到账，并请注明用途为“期货保证金”。打印划款底单并注明
入金的期货资金账号传真到期货公司财务部。公司财务人员查询资金到账后
为客户办理入金手续。客户在公司网站下载“取款凭证”，按照取款凭证上
的内容分别填上客户名称、期货资金账号、收款全称、银行账号、汇入省市
一级汇入行、取款人签字，并在取款人处盖上公章或财务专用章后传真到公
司财务部。经结算部审核，并在结算系统减少客户保证金后，财务部办理网
上划款，见图５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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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 １０　 银期转账和网银操作详细
　 　

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企业保证金的管家
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运作原理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根据期货结算银行上报的期货经纪机构的保证金账户的每日余额

与期货经纪机构上报的每日投资者权益数额相核对，检查每日各期货经纪机构吸纳的所
有的投资者资金是否足额存放在期货保证金封闭圈内，各期货经纪机构存放在保证金封
闭圈内的自有资金是否符合监管部门的要求。

根据各期货交易所上报的每日交易结算数据与期货经纪机构上报的投资者交易结算
数据相核对，检查每日各期货经纪机构向投资者提供的成交、持仓、交割、交易盈亏等
交易结算数据是否与交易所的记录一致。

根据期货结算银行提供的每个保证金账户下的资金划转数据与期货经纪机构上报的
投资者出入金数据相核对，检查期货经纪机构上报的投资者出入金记录是否与银行记录
一致、是否按《期货保证金安全存管管理办法》及其规则的规定办理出入金、是否存在
挪用投资者保证金的行为。

延伸阅读：企业如何进行期货结算单查询
投资者登陆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网站（ｗｗｗ ｃｆｍｍｃ ｃｏｍ），查

询最近两个月（当月及上月）的交易情况，并对交易结果进行确认。
投资者每次登录期货交易系统时，系统都会自动弹出投资者上一交

易日的交易结算单，投资者必须确认才能进入交易系统。
期货公司打印后交给投资者或者直接邮寄给投资者。
投资者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到期货公司营业网点和曾办理开户手续的

期货公司营业部自取交易结算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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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若投资者因为某种原因无法或未收到当日交易结算单，应于下
一个交易日开市前向期货公司提出，否则视同投资者已经收到。未在交
易日开市前对前日交易结算提出异议，视为投资者对交易结算单记载的
事项已经确认。若投资者对交易结算月报所记载内容有异议，应当于当
月１５日前以书面方式（传真或提交并确认期货公司收到）向期货公司
提出，期货公司将及时处理所收到的书面异议。

十三、 铝相关企业如何进行套期保值财务处理？

（一）财政部关于企业从事套期保值财务处理的相关规定
在企业参与包括套期保值在内的期货投资的过程中，财政部对其有关会

计制度的执行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这些规定对铝相关企业也是通用的。涉及
的相关规定如下：

１ 《商品期货交易财务管理暂行规定》（财商字［１９９７］第４４号）
２ 《关于商品期货交易财务管理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财商字

［１９９７］第３１９号）
３ 《企业商品期货业务会计处理补充规定》 （财政部财会［２０００］第

１９号）
４ 《企业商品期货业务会计处理暂行规定》（财商字［１９９７］第５１号）
５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２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财会［２００６］

第３号）
６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４号———套期保值》（财会［２００６］第３号）
（二）关于套期保值期货交易的会计科目设置和财务处理的相关内容
当前企业进行套期保值主要按《财政部财会［２０００］第１９号文件》进

行会计核算。
１ 会计科目的设置。
（１）从事铝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企业，应在“期货保证金”科目下设

置“套保合约”和“非套保合约”明细科目，分别核算企业进行套期保值
业务和非套期保值业务（投机）的买、卖期货合约所占用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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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铝期货交易但未办理铝期货套期保值的企业，仍按现行会计制度有
关“期货保证金”科目的核算规定执行。

（２）从事铝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企业，应设置“递延套保损益”科目，
核算企业在办理套期保值业务过程中所发生的手续费、结算盈亏。

（３）按照新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及实际操作的可行性，可进行如下的
会计科目设置及账务处理：“被套期项目”（项目账，共同类科目），按订单
核算被套期项目建仓时的数量金额，反映建仓的期初信息。在建仓时贷记该
科目，在平仓时借记该科目。

“套期工具”（项目账，共同类科目），按订单核算被套期项目在一个会
计时点的持仓情况，反映从建仓到平仓过程中每个会计月末持仓价格。在建
仓时借记该科目，在每个会计期末根据持仓盈亏情况借记或贷记该科目；在
平仓时贷记该科目。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项目账），按订单核算持仓合约在每个
会计期末的浮动盈亏，借记或贷记该科目；在平仓时从该科目转到“套期
损益”。

“套期损益”（项目账，共同类科目），按订单核算平仓损益，在被套期
保值材料实现现货采购时，结转到相应项目的存货成本中，作为过渡性科
目，期末余额为零。

“存货”及相关科目，被套期保值材料实现现货采购时，将“套期损
益”按产品项目进行对应分摊。

“存出保证金”（往来账），核算期货账户的资金进出。
“财务费用———期货手续费”，核算期货建仓、平仓发生的手续费。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期货损益”，核算套期无效时的套期盈亏。
２ 财务处理。
（１）铝相关企业在开仓建立套期保值头寸或追加套期保值合约保证金

时，应根据结算单据列明的金额，借记“期货保证金———套保合约”科目，
贷记“期货保证金———非套保合约”或“银行存款”科目。

（２）现货交易尚未完成，套期保值合约已经平仓的会计处理：
企业套期保值合约平仓及结算盈亏时，若是盈利，则借记“期货保证

金———套保合约”科目，贷记“递延套保损益”科目；若是亏损，则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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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会计分录。
企业套期保值合约在交易或交割时发生的手续费，按结算单据列明的金

额，借记“递延套保损益”科目，贷记“期货保证金———套保合约”科目。
企业套期保值合约平仓了结时，应结转其占用的保证金，借记“期货

保证金———非套保合约”科目，贷记“期货保证金———套保合约”科目。
企业套期保值合约了结，将套期保值合约实现的盈亏，同被套期保值业

务发生的成本配比时，若期货市场上的套期保值合约实现盈利，则借记
“递延套保损益”科目，贷记“材料采购”、“物资采购”、“产成品”、“库
存商品”等科目；若套期保值合约实现亏损，则做相反的会计分录。

（３）如果现货交易已经完成，套期保值合约应当立即平仓，并按财务
处理第２条进行会计处理。

３ 会计期末的财务稽核，进行财务审核。
“存出保证金”科目余额与月结单———资金清单中“今日账面资金”相

等。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套期）”科目余额与月结单———资金清

单中的“浮动盈亏”栏目金额相等。
“套期工具”科目余额与月结单———持仓盈亏单中“持仓合约的结算

价”栏目金额相等。
“套期损益”与当月净发生额与月结单———资金清单中“平仓盈亏”栏

目金额相等。
“财务费用———期货手续费”科目当月发生额与月结单———资金清单中

“交易费用”栏金额相等。
会计期货“套期工具”科目余额与“被套期项目”科目余额之差等于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套期）”科目余额。
４ “财政部财会［２０００］第１９号文件”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
（１）期货投机和套期保值财务需要分别核算。
（２）套期保值的期货盈亏在财务处理上不作为期货投资收益，其盈亏

通过“递延套保损益”过渡科目来调整套保商品存货的成本，最终反映在
商品销售利润中。

（３）套期保值需执行成本配比的原则，期货套期保值头寸数量需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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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数量相对等，不对等部分不作为套期保值财务核算，其期货投机盈亏反映
在期货投资收益中，详见表５ － １９。

表５ － １９ 套期保值会计核算方法一览表

项目
套期工具期末公允价值
变动形成的利得（损失）

被套期项目因被套期
风险形成利得（损失）

有效套期部分无效套期部分有效套期部分 无效套期部分

公允价值套期保值 损益 ／

损益，并调整
被淘汰项目的
账面价值

／

现金流量套期保值 权益 损益 权益 损益
境外经营净投资套期保值 权益 损益 权益 损益

（４）套期关系的指定。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４号———套期保值》规定，
应用套期会计方法的前提是认定套期关系。概括地说，其必要条件是：关系
明确、预先制定、可计量、确实有效。在套期开始时，企业必须制定正式的
文件，预先指定套期关系以及企业进行此项套期活动的风险管理目标和策
略。内容包括套期工具的认定，相关的被套期项目贷交易，被套期风险的性
质，企业如何评价套期工具抵消被套期项目的或被套期交易的现金流量变动
敞口的有效性。

（５）套期有效性评价。套期的有效性是可以可靠地计量的，但须在持
续的基础上进行评价，以确切地确定其在整个报告期内都是有效的。根据新
企业会计准则，常见的套期有效性的评价方法有三种：主要条款比较法、比
率分析法、回归分析法。适用于现金流量套期的评价方法是比率分析法，即
比较被套期风险引起的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公允价值或现金流量变动比
率，如果上述比率没有超过８０％ ～ １２５％的范围，可以认定套期是有效的。

（三）铝期货交割增值税的若干规定
铝期货交割及套期保值在进入实物交割阶段就等同于一般的铝现货贸

易，税收上与现货市场所涉及的税种基本一致，只是期货交割的增值税有其
相对的特殊性。国家税务总局针对一般的期货货物征收增值税的方法，出台
了具体的政策，主要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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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货物期货征收增值税具体办法》（国税发［１９９４］第２４４号）期货
交易增值税的纳税化解为期货的实物交割环节。货物期货交易增值税的计税
依据为交割时的不含税价格（不含增值税的实际成交额）。不含税价格＝含
税价格／ （１ ＋增值税税率），含税价格＝期货交割价＋包装物。

２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期货交易进项税额抵扣问题
的通知》（国税发［２０００］４５号）主要内容为：商业企业购进货物（包括
外购货物所支付的运输费用），必须在购进的货物付款后才能申报抵扣进项
税额，且纳税人购进货物或应税劳务，支付运输费用，所支付款项的单位必
须与开具抵扣凭证的销货单位、提供劳务的单位一致，否则不予抵扣进项税
额。鉴于期货交易支付货款的特殊性，现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通过期货交易
购进货物进项税额抵扣问题明确如下：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在商品交易所通
过期货交易购进货物，其通过商品交易所转付货款可视同向销货单位支付贷
款，对其取得的合法增值税专用发票允许抵扣。

３ 《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期货交易有关增值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５］第１０６０号）主要解决期货交易升贴水有关税款征收与专用发票开
具问题。

（四）铝相关企业套期保值的会计处理
对于铝相关企业在套期保值会计处理上的具体操作，我们用一个简单的

案例予以说明。

【案例５ － １４】
某大型铝材企业在２００９年２月初获得了一份３０００万元的订单，４个月

后交货，主要原料是电解铝，２００９年２月２日铝的现货价格为１１８００元／吨，
该厂根据市场环境分析认为，电解铝的现货价格仍要上涨，为了规避４月份
购进１０００吨原料时价格上涨的风险，决定开展买入套期保值（现金流量套
期）。该厂以书面形式按要求进行了套期关系指定，并在期货公司开立了期
货账户开始开展业务。

２月２日向期货账户划转保证金２０００万元，２月５日以１１７５０元／吨的
价格买入２００手沪铝０９０５期货合约，假设保证金比例为１０％。到４月７日，
该厂在现货市场购进原料时价格已涨到１４２６０元／吨，此时在期货市场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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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至１３４５０元／吨。采用现金流量套期会计处理如下：
①２月２日开户并划转保证金
借：存出保证金———期货保证金 ２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２０ ０００ ０００

②２月５日开仓建立套期保值头寸，保证金比例为１０％ （根据期货经纪
公司当日结算单列明的金额）

一般都将套期工具价值指定为０，为了反映业务全貌，因此进行了初始
计量：

借：套期工具———沪铝０９０５ （２００ × ５ × １１ ７５０） １１ ７５０ ０００

　 　 贷：被套期项目———沪铝０９０５ １１ ７５０ ０００

支付交易手续费，假设手续费率为８元／手：
借：财务费用———期货手续费（２００ × ８） １ ６００

　 　 贷：存出保证金———期货保证金 １ ６００

③２月２７日会计报表日的后续确认

假如期货公司当月结算单显示沪铝０９０５的结算价为１１ ７００元／吨：
借：套期工具———沪铝０９０５ ［１ ０００ × （１１ ７００ － １１ ７５０）］

－ ５０ ０００

　 　 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 ５０ ０００

平仓处理：
借：存出保证金———期货保证金 １ ７００ ０００

　 　 贷：套期损益［１ ０００ × （１３ ４５０ － １１ ７５０）］ １ ７００ ０００

　 　 十四、 铝相关企业在套期保值中常见的误区有哪
些？

　 　 在铝企业参与套期保值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利用铝期货，有
效规避了现货市场上的风险，稳定了生产与经营活动，使套期保值的目的与
功能得到了充分发挥。尽管如此，我们也看到，目前在铝期货的套期保值
中，部分企业在具体实践中依然存在不少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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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位不明确
国内许多铝相关企业刚进入期货市场时，潜意识地把期货市场当做了博

取差价的“赌场”，这样非但没有起到避险的作用，反而加大了企业的运营
风险，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威胁。正确的套期保值目标应该是，
企业在管理好价格风险的同时，专心致力于生产和经营，获取正常的经营利
润。

（二）认为套期保值没有风险
在企业参与铝期货套期保值的过程中，风险的出现是大概率事件。首

先，基差风险的存在，使得铝现货和期货价格未必同步或同幅度变化，套保
效果未必完全有效，可能期货盈利不能完全弥补现货亏损。其次，还有保证
金追加风险，套期保值即便结果不亏，但是，如果过程中出现亏损，就要求
追加保证金，一旦企业资金紧张，就可能带来强行平仓的风险。除此之外，
套期保值还有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和交割风险等。

（三）认为套期保值不需要分析行情
尽管铝的期现货价格走势存在较强的一致性，但毕竟有所差异，如果仅

根据铝现货市场上的操作思路入市，并不能确保取得理想的套保效果。正确
的做法应该是，在了解宏观环境下的操作策略与铝基本面变化的前提下，明
确入市时机，尤其需要注重从基差角度判断入场点和出场点。

（四）管理运作不规范
近些年，许多现货企业从事套期保值出现的重大亏损，多半是由于风险

管理制度不健全或者套期保值的组织结构不合理等原因导致。例如在１９９６
年著名的“住友事件”中，住友商社有色金属交易部部长首席交易员滨中
泰男，利用公司的名义以私人账户进行期铜交易，给住友商社造成了１９亿
美元的巨额损失。该事件中，滨中泰男的个人行为固然值得谴责，但企业监
管制度上的巨大漏洞更是提供了风险滋生的温床。

（五）教条式套期保值
众所周知，期货市场套期保值业务操作应该遵循四大基本原则，即商品

种类相同或相关、商品数量相等或相当、月份相同或相近以及交易方向相反
原则。但铝现货企业参与套期保值时，如果只是教条式运用，不结合企业和
市场当时情况有所变通的话，往往达不到理想的套保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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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从商品数量相等或相当原则看，企业在做套期保值时不应留有风
险敞口。但是实际情况中，铝现货企业可以选择部分套保，而不必硬性规定
完全套保。有时，完全套保会占用企业大批资金量，在企业资金紧张以及期
货头寸出现较大亏损的时候，很容易给企业带来现金流风险。

再如，从月份相同或相近原则看，国内铝期货市场上往往存在近期合约
成交活跃、远期合约成交较少的情况，对铝现货企业来说，一般根据全年的
原材料采购计划或者产品销售计划制定套期保值方案，若是企业坚持月份相
同或相近原则，必须在与此相对应的期货合约月份进行操作，这样很容易给
企业带来头寸流动性风险。

延伸阅读：住友事件（１９９５ ～ １９９６年）
住友公司是日本集金融、贸易、冶金、机械、石油、化工、食品和

纺织为一体的一家超大型集团。在全球５００强企业中，一度排名第２２
位。公司通过控股或参股等形式拥有全球包括智利、菲律宾等国众多铜
矿山和冶炼厂部分或全部股份。住友公司很早就参与伦敦金属交易所的
金属交易。１９８７年初，当伦敦金属交易所期货铜价在１３００美元／吨徘徊
时，住友公司的操盘手滨中泰男在期货市场逐步建立了大量的铜远期合
约。到１９８８年中，伦敦铜价暴涨至２５００美元／吨，滨中泰男从期货市场
套取了巨额利润。从八十年代中期到１９９６年住友铜事件之前近十年的时
间里，滨中泰男在伦敦铜期货市场“叱咤风云，呼风唤雨”，屡屡得手。
由于其经常控制着伦敦铜市场５％以上的成交量和未平仓合约，因此获
得“百分之五先生”称号。应该说，住友本身就是在伦敦金属交易所非
常活跃的大鳄。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前期，中国和南美的一些企业纷纷败在“西方列强”
默契的攻击中。一批弱者被消灭后，这些强者一时难以找到对手。于是，
烽烟在列强之间燃起。由于住友商社是当时伦敦和纽约市场的大多头，
终于被欧洲和美国大型基金锁定。

据当时业界人士估计，１９９４ ～ １９９６年期间，滨中泰男控制的铜期货
头寸在１００万～ ２００万吨之间。与此同时，伦敦三月期货铜价从１９９３年年



铝期货的套期保值

第
五
章 １４７　　

底的１６５０美元／吨左右一直飚升至１９９５年年初的３０７５美元／吨高位。
１９９４年至１９９６年年初，滨中泰男通过人为地控制现货，长期大量控制
伦敦金属交易所的铜仓单。他控制的伦敦金属交易所铜仓单最高时占交
易所的９０％之多，使得伦敦铜期货市场长期处于现货升水的状态，远期
大大低于近期，以此遏制市场的远期抛盘，人为抬高价格。

但是，对手也非常强悍，据说其中有量子基金，罗宾逊老虎基金，
加拿大金属贸易商Ｈｅｒｂｅｒｔ Ｂｌａｃｋ，美国基金Ｄｅａｎ Ｗｉｔｔｅｒ以及欧洲一些大
型金属贸易商。他们针对住友的多头大量抛空，从３０００美元／吨以上一
路抛压，伦敦铜价从３０７５美元／吨高点跌至１９９５年５月份２７２０美元／吨
左右。但顽强的滨中泰男并没有轻易就范，当年七八月份又把铜价拉升
至３０００美元／吨以上。

１９９５年年末，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开始对住友商社在美国国债
和铜期货市场的异常交易情况开始调查，在美国的通报与压力下，伦敦
金属交易所也开始了调查。在调查压力下，伦敦铜价下跌至２４２０美元／
吨左右。但滨中泰男并没有放弃战斗，经过顽强的抵抗，铜价在１９９６年
的５月份时又拉升至２７２０美元／吨以上。多次较量后，索罗斯等基金也
感觉到筋疲力尽，几乎都想放弃了。然后，就在基金欲放弃战斗时，５
月份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和伦敦金属交易所宣布准备对住友采取限
制措施，有关滨中泰男将被迫辞职的谣言也四处流传。基金终于捞到了
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在新一轮的强大攻势下，伦敦铜价从５月份
２７２０美元／吨高位一路狂泄至６月份１７００美元／吨左右，短短一个多月，
跌幅超过１０００多美元。住友商社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据估计，住友的损
失高达４０亿美元。

　 　 十五、 铝相关企业如何建立和完善套期保值的业
务管理制度和运作流程？

　 　 铝相关企业在参与套期保值之前，必须建立好相应的业务管理制度与运
作流程，并在实际操作中不断完善，以有效地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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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在期货持仓数量与时间的规定上，期货持仓量原则上不得超过实际
现货交易的数量，期货持仓时间原则上也不得超出现货合同规定的时间或该
合同实际执行的时间。

２ 在资金准备上，铝现货企业应具有与套期保值保证金相匹配的自有
资金，不得使用募集资金直接或间接进行套期保值。应严格控制套期保值的
资金规模，不得影响公司正常经营。

３ 在组织架构上，如果企业规模较大，一般是由总经理组织建立期货
领导小组，负责公司期货的整体决策。下设期货业务主管、合规管理经理、
期货业务交易部门、期货业务结算部门、期货业务监督部门。公司按以上组
织机构在采购部及财务部设置期货交易业务的相应岗位。

公司的期货业务由采购部具体负责，采购部总监就公司期货业务向期货
业务主管负责。公司设置期货业务合规管理经理岗位，合规管理经理直接对
公司期货业务主管负责。

公司按以上组织机构在采购部及财务部设置期货交易业务的相应岗位，
具体如下：（１）交易员：由专职人员担任；（２）结算员：由专职人员担任；
（３）风险管理员：由专职人员担任；（４）资金调拨员：由财务部经理兼任；
（５）交易确认员：由结算员兼任；（６）会计核算员：由财务部会计核算员
兼任；（７）档案管理员：由采购部档案管理员兼任。

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公司还需要建立全面的风险管理制度、档案管理
制度、保密制度和合规制度。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只有制度完备，企
业才能合理地利用期货市场来回避风险。

对于铝现货企业在套期保值过程中相关机构、人员与管理制度的具体设
置，我们利用一个案例来加以演示。

【案例５ － １５】
Ａ企业是一家专门从事铝锭加工的企业，作为生产原材料的电解铝全部

来自于外部采购，其在实际经营中面临了原材料采购以及库存保值的风险。
在参与铝期货套期保值的过程中，Ａ企业作了相应的机构、人员以及管理制
度的如下设置。

（一）套期保值机构及人员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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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企业的套期保值机构可以按图５ － １１结构设置。

图５ － １１　 Ａ企业套期保值机构设置

１ 设置风控专员和风控辅助人员。风控专员直接对管理层负责，风控
专员可以有一人或多人组成，建议至少设置一名专职而且专业的风控专员，
同时确定一名会计人员作为风控辅助专员，主要的任务是实时监控期货交易
情况，在发现风险后及时采取既定的风控解决方案，并随时向管理层汇报相
关的情况。

期货人员的交易情况必须获得管理层的授权，并制定严格的制度对其行
为进行约束和规范，以防范可能出现的人为风险。同时，应制定相应的风险
防范措施，以便在发生风险后及时做出处理。

２ 各现货板块、财务部门以及期货组密切配合。采购部、电解铝生产
管理部、库存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需要紧密配合，将每一笔的采购、生产情况
和库存变动情况进行及时沟通，并及时传达给期货组，以便期货组的人员能
够及时了解每一批原料的生产、采购成本，并在合理的价位进行期货套期保
值，会计人员在此过程中将承担重要职责，一方面，他们需要对公司的生产
情况充分掌握，尤其需要掌握公司的现金流情况；另一方面，他们也承担了
一部分风险控制的职责，及时了解期货交易人员的期货交易情况，一旦发现
风险，及时向有关负责人汇报，以便及时做出应对措施。

３ 各部门主要职责。
各现货板块主要职责：
（１）拟订保值计划；
（２）以指令方式通知期货板块进行保值操作；
（３）根据时期内的采购量和消耗量／产量和消耗量／库存和消耗量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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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保执行组进行头寸增减；
（４）对本板块的持仓量进行密切监视，并定期与套保执行共同核对头

寸情况；
（５）建立本板块的套期保值管理台账；
（６）根据各自现货板块的数据结合套保执行的损益情况，分析现货和

期货对冲后的效益。
期货策划团队职责：
（１）汇总策划现货各板块的保值计划，编制综合保值头寸平衡表；
（２）正确选择保值市场，合理分布头寸，分析基差结构并确定展期策

略；
（３）审核各现货板块的下单指令，并通知执行前台执行；
（４）建立保值头寸台账，并向相关现货板块反馈该板块的头寸分布信

息和价格情况，以及期货损益数据等；
（５）负责现货各板块内或板块间的头寸对冲管理；
（６）监控市场风险及整体风险，适时向现货板块提供风险警示，提供

保值风险敞口意见和建议。
期货执行前台职责（可由各现货板块成员兼任）：负责直接实施套期保

值操作。
期货执行后台职责：负责整体交易风险的监督控制及文档的管理工作；

负责交易的结算及资金收付、账务处理。
（二）相关管理制度设置
在建立了专业的套保团队后，Ａ企业还必须制定完善的内控管理流程和

制度，主要是针对资金管理、期货交易的风险管理。
１ 明确管理职能。即应由哪个部门管理，由哪个部门负责期货交易。

建议由管理层指定的副总主管期货业务，由各现货板块兼职具体的期货交易
操作，由期货组负责保值策略的制定和效果分析，指定专门的风控人员监控
风险。

２ 制订年度套保方案。每年年初，管理层应根据当年既定的生产经营
目标，制订当年总体的套保方案，并在每个月月初进行一定的修正，主要是
确定当年或者当月大致的套保数量及利润目标。在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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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制订总体的套保方案时，必须要充分考虑当年或者当季可能会发生的
风险因素，以便套保方案能够切实地在最大范围内防范风险，达到套期保值
的目的。

３ 制订套期保值效果评估体系。在完成上述人员配置和基础制度建设
后，还应制订套保方案的整体评估体系。评估内容应包括每次的套保方案的
执行情况、盈亏情况，以及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的影响情况。评估的目标包
括：是否有利于防范企业生产经营中的风险，是否有利于促进企业的生产经
营情况，是否对企业的现金流造成影响等等，以评估此次套期保值是否属于
有效套期保值。考核的团队应由管理层和财务人员组成。

评估的周期除了当次外，还应该在每月、每季和每年进行评估。同时，
每次评估之后，应该将总结的经验教训吸收到下次的套期保值方案中。

４ 制定严格的交易流程和风控制度。主要是指制定日常业务管理工作，
对套期保值业务进行及时地记录，跟有关方面沟通，以及在发现风险时进行
及时的处理。除了制定制度以外，最好能够设计一些便于日常沟通和交流的
平台或者表格，以便相关的部门及时了解情况，防范风险。

５ 制定日报、周报、月报、季报和年报报告制度。相关的报告至少要
发送至管理层（包括董事长、总经理、相关的副总等）、风控专员、采购
部、销售部、财务部等相关人员，报告的内容包括当日现货、期货价格及成
交情况，如能包括当日其他原材料及上下游产品的价格情况更好。

日报为每日发送，周报每周一发送，月报、季报、年报为相关月份的第
一个工作日发送。

６ 编织期货交易指令书。编制固定格式的期货交易指令书，对每笔期
货交易进行详细记录，发送对象与日报发送对象相同。

自 　 测 　 题

一、选择题

１ 当一个铝加工企业预期铝价上涨将面临原料成本上涨的风险，为了
规避此风险，企业可通过期货市场进行（　 　 ）操作。

Ａ 买入套期保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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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卖出套期保值
Ｃ 传统套期保值
Ｄ 混合套期保值
２ 某一铝现货贸易商进行卖出套期保值，且铝价出现下跌趋势，同时

在建仓至平仓过程中，基差逐渐扩大，则该卖出套期保值的效果是（　 　 ）。
Ａ 综合期货和现货市场总体表现为盈利
Ｂ 综合期货和现货市场总体表现为亏损
Ｃ 综合期货和现货市场总体表现为盈亏持平
Ｄ 综合期货和现货市场总体表现无法知道
３ 关于套期保值说法错误的是（　 　 ）。
Ａ 按照在期货市场上所持的头寸，套期保值分为卖方套期保值和买方

套期保值
Ｂ 企业进行套期保值以赢利为主要目标
Ｃ 期货和现货市场的同向变动是套期保值的原理
Ｄ 了解企业面临的价格风险，确定保值方向
４ 对铝生产企业来说，进行套期保值操作的原因以下说明错误的是

（　 　 ）。
Ａ 提前锁定企业生产利润
Ｂ 规避铝价上涨的风险
Ｃ 为库存保值
Ｄ 规避原料采购运输过程中，原料价格上涨的风险
５ 针对铝产业链企业，通常采取买入套期保值的企业类型有（　 　 ）。
Ａ 铝生产企业为产成品铝锭进行保值操作
Ｂ 铝贸易企业为铝库存保值
Ｃ 终端铝消费企业为规避铝价上涨使得采购成本提高而进行保值操作
Ｄ 铝生产企业为提前锁定生产利润而进行保值
６ 在套期保值方向正确的前提下，决定套期保值效果的因素是（　 　 ）。
Ａ 现货价格
Ｂ 期货价格
Ｃ 基差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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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期货持仓与成交情况
７ 铝企业在进行套期保值业务所需要做的准备工作，以下说法不正确

的是（　 　 ）。
Ａ 选择期货公司开立企业期货账户
Ｂ 办理入金手续
Ｃ 根据市场行情，选择保值比重
Ｄ 停止现货经营
８ 铝产业链企业在现货经营过程可能面临的风险，下列（　 　 ）描述是

错误的。
Ａ 铝加工企业的原料已经采购或者已经确定采购价格，而产品还未销

售或者还未确定销售价格，此时承受着产品价格下跌的风险
Ｂ 铝生产企业的产成品库存由于铝价下跌导致库存减值
Ｃ 铝加工企业产品销售价格已经确定，而原料未采购或者还未确定采

购价格，此时承受着原料价格上涨的风险
Ｄ 铝贸易企业由于受铝上涨的影响，导致铝库存减值的风险
９ 某铝贸易商采购了１０００吨铝，由于终端采购需求疲弱，铝价出现下

跌，同时，该贸易商预计铝价将继续下跌，此时该贸易商应该采取（　 　 ）
措施。

Ａ 减少现货销售，保持１０００吨铝库存
Ｂ 在期货市场上对１０００吨铝进行买入套期保值
Ｃ 根据对现货市场以及自身经营情况的判断，在期货市场上进行一定

比例的卖出套期保值
Ｄ 恐慌性地抛售１０００吨铝
１０ 关于企业套期保值的操作说法有误的有（　 　 ）。
Ａ 根据现货经营情况，可以进行实物交割来了结期货头寸
Ｂ 根据现货经营情况，适时地进行平仓了结或实物交割
Ｃ 不管现货经营情况，一直持有期货仓位直到获利
Ｄ 根据市场趋势判断，确定入场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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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判断题

１ 基差的变动比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相对要大一些。 （　 　 ）
２ 伦敦金属交易所的期货价格成为国际有色金属市场的现货定价基础，

这种现象说明期货价格决定现货价格。 （　 　 ）
３ 在正向市场中进行卖出套期保值交易时，只要基差缩小，无论现货

价格和期货价格上升或下降，均可使保值者得到完全的保护，而且出现净盈
利。 （　 　 ）

４ 在进行基差交易时，不管现货市场上的实际价格是多少，只要套期
保值者与现货交易的对方协商得到的基差，正好等于开始做套期保值时的基
差，就能实现完全套期保值，取得完善的保值效果。 （　 　 ）

５ 套期保值是交易者在现货市场上买进或卖出一定量的现货商品的同
时，在期货市场上买进或卖出与现货品种相同，数量相当，方向相同的期货
合约。 （　 　 ）

６ 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市场，会受到不同的经济因
素的影响和制约，因而一般情况下两个市场的价格变动趋势不相同。

（　 　 ）
７ 传统的套期保值是指生产经营者同时在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进行交

易部位相同的交易，使一个市场的盈利弥补另一个市场的亏损，从而在两个
市场建立对冲机制，以规避现货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 （　 　 ）

８ 套期保值之所以能有助于规避价格风险，达到套期保值的目的，是
因为同种商品的期货价格走势与现货价格走势趋同，并且在临近交割时更加
趋于一致。 （　 　 ）

９ 卖出套期保值是指交易者先在期货市场卖出期货，当现货价格下跌
时以期货市场的盈利来弥补现货市场的损失，从而达到保值目的的一种套期
保值方式。 （　 　 ）

１０ 只有在加工制造企业为了防止日后购进原料时价格上涨的情况下，
才利用买入套期保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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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填空题

１ 在反向市场中，当客户在做买人套期保值时，如果基差值缩小，在
不考虑交易手续费的情况下，则客户将会 。

２ 正常市场上，交割期限越远，该期货合约价格就 。
３ 在正向市场上，收获季节因大量农产品集中在较短时间内上市，基

差会 。
４ 某大豆经销商做卖出套期保值，卖出１０手期货合约建仓，基差为

－ ３０元／吨，买入平仓时的基差为－ ５０元／吨，该经销商在套期保值中的盈亏
状况是 。

５ 某加工商为避免大豆现货价格风险，做买入套期保值，买入１０手期
货合约建仓，基差为－ ２０元／吨，卖出平仓时的基差为－ ５０元／吨，该加工商
在套期保值中的盈亏状况是 。

６ 某贸易商以５ ８２美元／英斗的价格买入５３０００英斗小麦，并同时以
７ ０５美元／英斗卖出１０手期约，每手５０００英斗。３个月后，以５ ９０美元／
英斗卖出小麦，并以７ ０３ 美元／英斗价格在期货平仓，其结果如何是

。
７ 当期货价格低于现货价格，而远期契约价格低于近期契约价格时，

称之为 。
８ 某工厂预期半年后须买入燃油１２６０００加仑，目前价格为０ ８９３５美

元／加仑，该工厂买入燃油期约，成交价为０ ８９５５美元／加仑，半年后，以
０ ８９２３美元／加仑购入燃油，并以０ ８９５０美元／加仑平仓，则净进货成本每
加仑为 。

９ 在正常市场中，以买期货避险者会希望基差的绝对值 。
１０ 在正向市场中，当客户在做买入套期保值时，如果基差直变大，在

不考虑交易手续费的情况下，则客户将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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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１ Ａ　 　 　 ２ Ａ　 　 　 ３ Ｂ　 　 　 ４ Ｂ　 　 　 ５ Ｃ

６ Ｃ ７ Ｄ ８ Ｄ ９ Ｃ １０ Ｃ

二、判断题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 ７ × ８ √ ９ √ １０ ×

三、填空题

１ 盈利　 　 　 　 　 　 　 　 ２ 越高　 　 　 　 　 　 　 　 ３ 扩大
４ 亏损２０００元 ５ 盈利３０００元 ６ 获利５２４０美元
７ 反向市场（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 ８ ０ ８９２８美元
９ 变大 １０ 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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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铝期货的套利交易 　

　 　 【本章要点】

　 　 本章首先简要介绍了铝期货套利交易的基
本概念、类型及功能，在此基础上，着重阐述
了铝期现套利、跨期套利、跨市套利以及跨品
种套利这四大套利类型的概念与具体操作。本
章的核心在于，帮助投资者正确认识铝期货的
套利行为，并学会选择合适的套利策略进行铝
期货的套利交易。

一、 什么是铝期货的套利交易？

在铝期货市场上，除了我们熟知的套期保值之外，还存在大量的套利交
易。参与套利交易的投资者并不非常关心铝价的涨跌，而是对铝期货市场上
不同合约之间、或者不同市场、不同品种之间的价差变化特别关注，他们通
过寻找价差偏离正常区间的机会，利用套利交易，等待价差回归正常区间，
从而获取收益。

套利的一般定义是指，利用相关市场或相关合约之间的价差变化，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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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市场或相关合约上进行交易方向相反的交易，以期价差发生有利变化而获
利的交易行为。结合现有定义，铝期货的套利交易即指，同时买进和卖出两
支不同的铝相关的投资对象，买卖在数量上是配比的，并期望得到在有利价
差变化中实现的利润。

套利实现的前提
当下面三个中的任何一个条件满足，套利就成为可能：
１ 相同的资产没有在所有的市场交易相同的价格（同价定律）；

２ 两个产生相同现金流的资产没有以相同的价格交易；
３ 一个未来价值确定的资产在今天没有以无风险利率折现的现值交易。
套利不是简单的在这个市场低价购入然后在另外一个市场高价售出。这笔交易必须

是同时的，为的就是避免市场风险或者说避免其中一个市场的价格在交易完成前变动
了。通常来说这种同时性一般只能在交易金融产品的电子化交易平台上才有可能。所谓
执行风险（也叫支脚风险， ｌｅｇ ｒｉｓｋ），就是没有成功的执行全部的支脚，有一个支脚交
易失败了。不过这种苛刻的要求一般很难完全达到，就如古老的实物套利者那样。一般
在两个不同的城市发现了售价不一样的小麦，套利者就会在其中一个城市用低价买入，
然后运到另外一个城市以相对高价卖出。这种套利的过程因为技术条件的限制并没有实
现同时性，所以有着潜在的风险。

我们在这里概括套利交易的两大结构性特征。首先，对于不同证券对象的运作过程
必须是同时的。这个特征从本质上决定了套利机会必须是无风险和瞬时的。其次，涉及
的证券对象应该是相同或者相似的。如果我们扩大范围，我们应当包括那些属性并不相
似但我们认为会朝相似方向发生价格变化的证券。这种内涵的“同价定律” （Ｌａｗ Ｏｆ
Ｏｎｅ Ｐｒｉｃｅ）奠定了很多衍生品定价的基础，被学术界称为套利定价理论（ＡＰＴ）。再
次，套利交易基本是以成对价差交易（Ｓｐｒｅａｄ Ｔｒａｄｉｎｇ）的形式出现，因此我们在考虑
套利交易的时候要着重于两方面的问题：执行（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和收敛（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虽然价差交易是可以做发散式的，但是从套利的本意来讲此类价差交易是属于收敛
性的。如果最终这种标的配对（Ｐａｉｒ）的价格收敛没有实现，则套利行为就会面临风
险。在实施上，商品期货的套利交易存在着多种执行风险。比如我们无法确定是否能同
时买入两个支脚，或买入的数量是否在市场上有足够的流动性可以支撑。而持有到未来
的抛售或交割能否顺利进行，这些都是未知的，因为有可能由于保证金等其他外在因素
导致持有期的意外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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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统计套利
无风险套利机会可以说是很多投资者梦寐以求的，但只要这个市场

是个自由的市场，那么可行的无风险套利机会难以长期存在。而且即使
存在着无风险套利机会，其套利收益率也会非常微薄，并不足以使从事
无风险套利成为一个值得长期持续的工作。当然，并不能否认市场有时
候的确会出现一些长期存在、并且利润丰厚的套利机会，即市场出现错
误的时候。既然严格的无风险套利机会少、收益率微薄，实际的执行过
程中也不能完全消除风险，那么如果有一种选择，能够稍微放松１００％
无风险的要求，比如允许有５％的风险，但同时却能够让套利机会增加
１００％以上，那岂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统计套利是将套利建立在对历史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之上，
估计相关变量的概率分布，并结合基本面数据进行分析用以指导套利
交易。相比于无风险套利，统计套利少量增加了一些风险，但是由此
可获得的套利机会将数倍于无风险套利。统计套利的基本思路是运用
统计分析工具对一组相关联的价格之间的关系的历史数据进行研究分
析，研究该关系在历史上的稳定性，并估计其概率分布，确定该分布
中的极端区域，即否定域，当真实市场上的价格关系进入否定域时，
则认为该种价格关系不可长久维持，套利者有较高成功概率进场套
利。

统计套利是只针对有稳定性的价格关系进行的，那些没有稳定性
的价格关系的套利风险是很大的。价格关系是否稳定直接决定着统计
套利能否成立，因此在对价格关系的历史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时候，
首先要检验价格关系在历史数据中是否稳定。一组价格关系如果是稳
定的，那么必定是存在着某一种均衡关系维持机制，一旦价格关系偏
离均衡水平，维持机制就会起作用，将价格关系或快或慢地拉回到均
衡水平。所以，要分析一组价格关系是否稳定，需要先定性分析是否
存在着这样的均衡关系维持机制，然后再对历史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进
行验证，以证实该通过定性分析得到的关系维持机制在历史上确实是
在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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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点１：统计套利是对无风险套利条件的放松，以增加少量的风险
来换取更多的套利机会，最大损失远小于预期收益。毕竟对于财富的增
长，风险只是起着阻碍作用，但是没有风险，财富绝不会自动增长。如
果稍微多承担一点风险能换来更多的盈利机会，那么这种交换将是值得
的（主要看风险收益比）。

优点２：对于相关联品种各自的价格走势受共同外因的影响，而往
往品种本身的因素决定了相对价格（价差或比价）的走势，对于来自外
界的突发性因素对价差影响不大，因此相对价格走势的分析往往可以忽
略外围的不确定性因素，则只需要把握品种本身的供求因素即可，其价
差走势相对但品种走势较容易把握。这也是套利风险相对较小的原因。

局限１：统计套利完全依据对历史数据的统计分析来判断套利机会，
会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局限，即历史数据只能反映过去，过去所发生的，
在未来并不一定会发生。历史是不能代表未来，但是如果不去依靠历史，
我们对未来将一无所知。只有漫长的历史，才是套利者可以用来分析未
来的唯一依靠。所以，对待历史数据的正确态度，不是因为看到历史数
据的局限性而弃之不用，而是在运用历史数据的同时能采取措施应对它
的局限性。在分析历史的基础上，充分结合品种的基本面数据进行估计
未来相对价格的走势，从而评估套利的可行性。

局限２：回归均衡关系所需要的时间跨度难以准确预知。这个跨度
只能根据历史统计或季节规律性大致估计。如果预期的目标价差提前到
来，则可以提前了结套利离场，或反向进行新的套利。但如果超过估计
时间段一周、两周或者更长，这将会提高套利者的资金使用成本，如果
时间太长才回归，那么有可能套利者等不到预期利润的实现就平仓了。
这样将可能导致套利失败。

因为在未来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们之间还会继续延续这种偏离
又回归的关系，可以利用历史数据来进行统计分析，估计出价差的均衡
范围，以及偏离均衡范围的时间长度的概率分布与偏离幅度的概率分布，
然后再根据品种基本面信息与投资者的财务状况，做出是否执行套利。
事实上，只要十次套利中有八到九次成功，则所积累的套利收益将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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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补剩余的一两次套利失败所遭受的亏损，况且每次止损带来的最大损
失还远小于单次预期收益的。所以该种套利相对于单向投机来讲，风险
很小，而且收益相对稳定，适应于资金量大，而且追求稳健性投资的机
构投资者。

　 　 二、 铝期货的套利交易与套期保值、 投机交易的
区别在哪里？

　 　 铝期货的套利交易既区别于铝期货的套期保值，也区别于投机交易。
套利交易与套期保值的区别主要体现在：
第一，套期保值一般是同时在铝的期、现货市场上做方向相反交易，而

套利交易可以只在铝期货市场上发生，也可以在期、现货市场上同时发生
（例如铝期现套利）。

第二，套期保值的目的主要是改善铝现货产品的风险水平和对风险性收
益的优化，并不以纯粹的盈利为出发点，而套利交易的目的则是赚取铝相关
产品之间定价不平衡状态下的绝对利润。

第三，套期保值关注的价格变化主要是铝价的绝对变动，而套利交易则
更关注相对价格变化，即价差的变化情况，因为套利所谋求的便是在铝相关
产品之间出现有利的价差变化时获取可期的利润。

套利交易与投机交易的区别主要体现在：
第一，铝期货投机交易侧重关注单一期货合约价格的涨跌，形式上类似

于股票交易；而套利交易则强调铝相关市场或铝相关投资对象之间的价差的
变化情况。

第二，铝期货投机交易者在一段时间内自愿承担做多或者做空的风险，
他们一般在建仓的时候只涉及单向的买或卖；而套利交易则是在同一时间在
铝相关市场或投资对象上进行反向交易，既买又卖，同时扮演多头和空头的
双重角色。

第三，铝期货套利交易从价差变动中赚取收益，由于铝相关市场或相关
投资对象的价格趋势大体一致（实际上这也是套利的前提条件），价差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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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幅度有限，因而承担的风险也小。而铝投机交易赚取的是单一期货合约价
格发生有利变动时的收益，与价差的变化相比，单一价格变化幅度大，因而
承担的风险也较大。

第四，铝套利交易的成本要低于投机交易。在国外，交易所为了鼓励套
利交易，一般规定套利交易的佣金支出比一个单盘交易的佣金费用要高，但
要低于一个回合单盘交易的两倍的规定。同时，由于套利的风险较小，在保
证金的收取上也小于投机交易，这大大节省了资金的占用。

三、 铝期货套利交易的类型有哪些？

一般而言，铝期货套利交易的类型包括期现套利、跨期套利、跨市套利
和跨品种套利四类。

期现套利，是指利用铝期货与铝现货之间的价差进行的套利行为。理论
上，期货价格是未来的铝价，现货价格是当前的铝价，两者的价差，即
“基差”（基差＝现货价格－期货价格）应该等于该商品的持有成本。一旦
基差与持有成本偏离较大，就出现了期现套利的机会。

跨期套利，是指在同一市场（即同一交易所）同时买入、卖出不同月
份的铝期货合约，以期在合约间的正常价格差距出现异常变化时进行对冲获
利。该套利类型是铝套利交易中最普遍的一种，又可分为牛市套利、熊市套
利和蝶式套利三种形式。在正向市场中，铝套利交易往往被用来寻找铝期货
合约间价差高于持仓成本的市场机会；在反向市场中，则被用来捕捉价差低
于持仓成本的机会，但此时需注意的是反向市场套利收益可能有限，但风险
无限。

跨市套利，是指在某个交易所买入（或卖出）某一月份铝期货合约的
同时，在另一个交易所卖出（或买入）同一月份的铝期货合约，以期在有
利时机分别在两个交易所同时对冲在手的合约获利。目前，铝期货合约在伦
敦金属交易所与上海期货交易所都有交易，当两个市场间价差超出正常范围
时，就为投资者的跨市套利提供了机会。例如当伦铝价格低于沪铝价格时，
套利者可以在买入伦铝合约的同时，卖出沪铝合约，待两个市场价格关系恢
复正常时再将买卖合约对冲平仓并从中获利，反之亦然。在做跨市套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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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关注导致市场间价差产生的影响因素，如运费、关税、汇率等。
跨品种套利，是指利用铝与其他和铝相关的期货品种之间的价差进行套

利，其他品种与铝应具有相互替代性或受同一供求因素制约，一般是原材料
和产成品的套利，或者是替代性较强的品种间套利。目前，铝与其他基本金
属之间、铝与原油之间都可以进行套利交易，此外也出现了较为新型的跨品
种交易方式，例如铝制造商的股票价格与铝期货价格进行套利交易。

什么叫风险套利（也叫购并套利）？
风险套利（ｒｉｓｋ ａｒｂｉｔｒａｇｅ），也叫购并套利，通常指的是在Ａ企业

要兼并Ｂ企业的时候，套利者买入被兼并企业Ｂ的同时融券卖出实行
收购的企业Ａ。这样做的原因是被收购企业的股价会小于实行收购的一方。这之间的价
差主要就是取决于购并成功的概率和时间及涉及的利率。

通过做风险套利，套利者希望的结果就是兼并完成以后这个价差会最终消失。当然
之所以叫风险套利，就是因为这种套利的最大风险就是交易告吹，价差从而扩大。所以
风险套利是卖出价差的操作，风险为潜在无穷大。

　 　 四、 为什么要进行铝期货的套利交易？ 套利交易
何以吸引众多投资者？

　 　 铝期货的套利交易是投资者参与铝期货市场的重要方式之一，其在服务
铝期货市场健康发展的同时，也满足了众多投资者追求稳定收益的要求。

套利交易对铝期货市场的健康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

第一，套利有助于铝期现货价格或者不同铝合约价格之间的合理价差关
系的形成。套利交易的获利来自于对不合理价差的发现和利用，相应的套利
行为会促使不合理的价差趋于合理。例如在铝的期现套利中，如果铝期货合
约价格远高于现货价格，那么投资者就会做出买入铝现货、卖出铝期货的套
利行为，期现货价差越大，套利的积极性越高，套利者也越多，从而促使铝
现货市场的价格被抬高，铝期货价格被压低，最终使得两者的价差回归合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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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套利有助于铝期货市场流动性的提高。套利交易在流动性上的作
用有点类似做市，它的存在减弱了市场的垄断力量，增大了期货市场的交易
量，提高了期货交易的活跃程度，促进了交易的流畅化和价格的理性化。总
体而言，套利交易起到了市场润滑剂和减震器的作用。

铝期货的套利交易之所以能够吸引众多投资者的参与，主要原因在于，
对于铝期货市场上不拥有铝现货商背景的众多投资者而言，套期保值的交易
方式并不适用，投机的风险又相对较大，而套利的风险承担则相对较小。具
体而言，铝期货的套利交易主要有如下几大优点：

第一，价差比价格更容易预测。期货价格走势由于其影响因素众多，往
往不易预测，但套利交易并不是直接预测期货价格的变化，而是预测价差的
变化，后者比前者的预测难度要小些。我们知道，决定未来铝价走势的因素
是十分复杂的，虽然有规律可循，但仍然包含许多不确定性；但在预测价差
变化时，由于套利的铝相关投资对象之间存在关联性，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只
会造成相关对象的同涨同跌，对价差的影响并不大，因此对这一类因素就可
以忽略。预测价差的变化，只需要关注套利中铝相关对象对相同因素的反应
差异程度，其决定了价差变动的方向和幅度。

第二，套利交易的风险水平较低。对于风险承受能力较小的投资者而
言，套利是一个较理想的投资工具。套利本身是涉及方向相反的配对交易，
对于单个分支品种的价格波动风险可以通过另外一个分支品种进行对冲，而
投资者所要承担的只是两个分支相对价格变化的风险。一般而言，价差的波
动比单个分支价格波动要小得多。此外，由于套利行为的存在以及套利者之
间的竞争选择，铝相关投资对象之间的价格偏差会得到纠正，考虑到套利的
交易成本，价差会维持在一个合理范围内，所以价差超过该范围的情况是不
多的。这意味着投资者可以根据价差的历史统计，在历史的高位或低位区域
建立套利头寸，同时也可以估算出所要承担的有限的风险水平。

第三，收益较稳定。相较单边头寸，套利头寸可以提供一个更有吸引力的
收益与风险比率。尽管套利交易的收益相对不是很高，但其拥有低风险、易预
测的优点，从而使得投资者获利的机率更大，也更适宜大资金的运作。打个比
方，套利者就像一个渔翁，在茫茫期海中，“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持有单边
头寸的多空双方激烈争夺过程中，套利者往往可以择机介入，轻松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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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铝期货与铝现货之间的套利交易是如何实现的？

（一）铝期现套利交易的定义
铝期现套利是指利用铝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之间的不合理价差，通过在

两个市场上进行反向交易，待价差趋于合理而获利的一种交易方式。一般来
说，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之间的价差主要反映了持仓费，但现实中，价差并不
绝对等同于持仓费。当两者出现较大的偏差时，期现套利的机会就出现了。

具体来说可分正向和反向套利两种情形，在正向期现套利的情况下，如
果铝期现价差远远高于持仓费，套利者就可以做出买铝现货、卖铝期货合约
的操作，待合约到期时，用所买入的铝现货进行交割。价差的收益扣除买入
现货之后发生的持仓费之后所得盈利，即为套利的利润。相反，在逆向套利
情况下，如果价差远远低于持仓费，而套利者手上又有稳定铝现货库存或者
能够借到库存，套利者就可以做出卖现货、买期货合约的操作，待合约到期
时，用交割获得的现货来补充之前所卖出的现货。在价差的亏损小于所节约
的持仓费情况下，同样有可能产生盈利。不过，要是没有铝现货库存，现货
市场又缺少做空机制，现货市场卖出的操作就会有所限制，因而最常见的铝
期现套利还是正向期现套利即买现卖期的情形。

（二）如何寻找铝期现套利的机会

表６ － １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３日现货铝价格 单位：元／吨
最低 最高 均价 涨跌

长江现货市场 １４９００ １４９４０ １４９２０ ４０

上海现货市场 １４９４０ １４９７０ １４９５５ ５５

广东南储市场 １４８３０ １４９７０ １４９００ ４０

南海有色现货市场 １５０２０ １５１２０ １５０７０ ３０

９９ ７％华通现货市场 １４９３０ １４９５０ １４９４０ １００

上海期货市场 １４８９０ １４９５５ — —
中铝报价 华东 华南 西南

１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资料来源：中铝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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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 ２ ２００９年７月至９月铝期货价格、铝
现货价格及两者基差的基本统计数据 单位：元／吨

七月 八月 九月
长江现价均值 １３８９１ ３０ １５０６２ ８６ １４９６５ ９１

上海期价均值 １３９１９ ７８ １５０３４ ７６ １４９６０ ６８

基差均值 ２８ ４８ － ２８ １０ － ５ ２３

长江现价标准差 ４２７ ４５ １１８ ３７ ９８ ９８

上海期价标准差 ４９０ １４ １７４ １３ １３５ ７８

基差标准差 １４３ ３３ １２４ ５６ ８５ ７１

　 　 资料来源：新湖期货研究所。

众所周知，目前在国内铝现货市场上，基本呈现寡头垄断的格局，几家
大电解铝生产商例如中铝等，在现货铝锭供应上基本占据主导，因此铝现货
价格相对期货价格而言，波幅较小（见表６ － １）。由表６ － ２，我们对铝期
货价格、铝现货价格及两者的基差做的一个统计分析显示，现货铝价的波动
小于铝期货价格的波动，两者基差的波动最小。

从图６ － １和图６ － ２中可以看出，铝价在２００９年７月下旬有一波上涨，
这主要是受到当时全球市场汽车消费及房屋市场回暖的影响，８月中旬以
后，市场基本就处于传统的消费淡季，实际需求未有明显改善，反应到价格
走势上也表现平缓。总体来看，７月到８月中旬之间的价格波动要大于８月
中旬到９月之间的价格波动，在这３个月中铝价的波动表现还是为期现套利
提供了可行的机会。

首先，从这３个月总体统计数据来看，铝现货价的日均值为１４６２２ ２７
元／吨，铝期货价格的日均值为１４６２１ ５２元／吨。我们发现，两者在较长期
的均值趋同，彼此价差仅为０ ７６元／吨。我们做的统计分析显示，铝期现价
格的期望差值从７月到９月分别为：２８ ４８元／吨、２８ １０元／吨和５ ２３元／
吨。可见，随着统计时间的增加，期望差从数据描述性分析来讲是趋合的，
具备期现套利的收敛条件。其次，从基差走势图来看（图６ － ３），铝期现基
差分布没有出现均值平移的情况，因此震荡区间比较固定，区间范围为
－ ４００ ～ ４００元／吨，超过正负２００的价格波动一共五次左右。一般来说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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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 １　 ２００９年７月至９月铝期价走势
资料来源：新湖期货研究所。

图６ － ２　 ２００９年７月至９月铝期现价走势
资料来源：新湖期货研究所。

到期现套利涉及的套利成本，这五次价格波动是我们期现套利的潜在对象。
总体来看，基本是一到两次逆向套利机会和三次正向套利机会。不过考虑到
正向基差的分布比较密集，所以三次正向套利实际操作的次数也就假定一
次。因为铝的期现套利对投资者的要求比较高，通常需要很多资源、资金、
信息和人才，所以期现套利的耗时较长，不大可能频繁操作。

从２００９年上半年的情况来看，铝期现套利也存在机会。２００９年上半
年，有色金属市场行情堪称火爆，特别是现货紧缺直接导致现货价格大幅升
水。经过统计发现，铝出现过的最大基差高达１２４０元／吨，该基差大幅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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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 ３　 ２００９年７月至９月铝期现基差走势
资料来源：新湖期货研究所。

的最直接原因是当时国储局的大批量收购。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５日国储局从国
内八家企业收购了２９万吨电解铝，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０日国储局再度收购２９万
吨铝，再加上地方政府对电解铝的收储，该年度上半年国内电解铝被收储的
总量高达８０万吨左右。

一般而言，在参与铝的期现套利之前，投资者应根据自身实际能够买卖
现货的能力来决定要不要做期现套利。我们知道，基差的变化是铝期现套利
交易中的重中之重，而基差是否扩大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电解铝的供需情
况。如果电解铝产量增幅小于下游铝材的产量增幅，那么原铝现货市场就会
出现紧张，包括库存的大幅下降等，从而抬高现货铝价，反之则会出现现货
价格下滑的情况。而铝价的上涨又会刺激更多闲置产能的复苏，特别当这类
铝厂往往是当地国民生产总值主要贡献者的时候，在利润和政绩的双重影响
下，产能过剩的局面再现，铝价回落。一般而言，在需求旺季的上半年，往
往铝现货价格会攀高；而在需求疲软的下半年，铝现货较之期货可能会增加
逆向套利的机会。不过，需求疲软也会导致交易量的减少，基差会大大缩
小，期现套利的机会并不太多。

（三）铝期现套利的具体实现过程
１ 铝期现的正向套利。铝期现套利的参与者如果本身是有现货背景的

企业，是比较有优势的，特别是本身就有上期所指定交割仓库的铝厂。此类
企业进行期现套利时，可以节省下很多费用，如运输费、入库费、出库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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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当市场上现货价格和期货价格出现了异常偏离，铝相关企业就可以入场
套利。在成本和获利估算上，铝期现套利成本基本组成为：仓租费＋资金利
息＋交易和交割费用＋增值税＋杂费。

以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７日为例，当时长江铝锭现货价格为１４４８０元／吨，上
海期货交易所ＡＬ０９０８期货合约价格为１４８３０元／吨，相应的套利成本包含
如下：

（１）资金成本：假定按照工行半年到一年期的年利率５ ３１％计算，相
应的利息成本为１４４８０元／吨× １３％ × ５ ３１％ × １ ／ １２ ＝ ８ ３３元／吨／月；

（２）交割手续费：３元／吨；
（３）仓储费：０ ４元／吨／天，一个月为０ ４ × ３０ ＝ １２元／吨；
（４）交易手续费：１４４８０元／吨× ０ ０００４ ＝ ５ ７９元／吨；
（５）增值税：增值税是按交割月配对日的结算价计算的，是变动的。

在此以最多２００元差价计算参与交割少拿进项增值税，该项成本为２００ ×
１７％ ＝ ３４元／吨；

（７）其他杂费：过户费３元／吨，分检费５元／吨，代办提运２元／吨，
代办车皮申请５元／吨，打包费３５元／吨，出库费２４元／吨，入库费２４元／
吨。

各项成本费用总计为１６１元／吨，而基差为３５０元／吨，大于套利成本总和，
因此持仓一个月在８月１５日交割时，可获利１８９ （＝３５０ －１６１）元／吨。

沪铝交割需满足的条件
沪铝交割须满足的条件如下：
第一，交割单位：２５吨，每张标准仓单所列铝锭的重量为２５吨。

磅差：国产商品不得超过± ０ １％，进口商品不得超过± ０ ２％。
第二，交割结算价：最后交易日结算价。
第三，交割商品必备单证
国产商品：必须提供注册生产企业出具的“产品质量证明书”。
进口商品：必须提供“产品质量证明书”、“产地证明书”、商检证书、“海关进口

专用缴款书”、“海关代征增值税缴款书”，经交易所审定合格为有效。
第四，买方须在第一交割日内，向交易所提交所需商品的意向书，内容包括品种、



铝

１７０　　

牌号、数量及指定交割仓库名等。卖方必须在第一交割日内，将已付清仓储费用的有效
标准仓单交交易所。

第五，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条件。

２ 铝期现的逆向套利。这里对于铝期现的逆向套利，我们利用一个简
单的案例予以说明。

【案例６ － １】
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７日，长江现货铝均价为１４９２０元／吨，沪铝０９０９期价为

１４５２０元／吨。期货市场价格低于现货市场价格，即倒挂现象。这种倒挂现
象有时来源于国家公布出口退税调整或国储收购现货。比如国家出台鼓励出
口给出更优惠的出口退税政策后，国内铝市场会出现需求提高的现象，而国
内现货企业则会卖出期货实行套期保值，这样铝的现货价格会有可能高于期
货价格。这种情况下现货企业或现货贸易企业可以考虑做铝期现逆向套利的
操作。

以现货贸易商为例，流程如下：
首先，在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７日当天以１４９２０元／吨借入铝１００００吨，归还

期比如为一个月之后，利息为１０％年利。则一个月后要归还１００００吨铝锭
还要支付１２４元／吨的利息。

其次，在８月１７日卖出借来的１００００吨铝，获得价款为１４９２０元／吨；
最后，以１４５２０元／吨买入铝０９０９期货合约１００００吨，支付１４５２０元／

吨的买价。
那么根据以上的操作，在三个月的时间获得每吨２７６元的利润。加之之

前我们提到的约１６０元／吨的套利成本，余下来１１０元／吨的纯利。
在逆向套利的过程中存有诸多的风险：
第一，在倒挂市场中找到可以借得铝的企业是不容易的。由于绝大多数

企业担心后市铝价下跌，所以铝厂不敢持有铝锭现货到远期。在融货为核心
的逆向套利中，如何凭借信用融得现货也是执行中的问题。在这次案例中，
逆向套利可能是无法做成的，理由是一天的瞬时价差可能无法快速捕捉。从
融货到售货不大可能一天内迅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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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借货的过程中牵扯的质量检验、运输等问题都是投资公司不熟
悉的。

第三，在完成上海期货交易所现货交割后，货物运回借铝企业后，该企
业不接受。

第四，在融货中会涉及押金，这又会造成资金流的问题。如果套利方出
现信用问题，则可能面临押金收不回借贷资本金损失。

六、 铝的期现套利有哪些风险需要注意？

期现套利是一种所需资金量大而风险较小的盈利模式，从实际操作来
看，期现套利要比一般的跨期套利和跨品种套利复杂麻烦得多，持续时间相
对也比较长，其中蕴含的风险包含如下：

第一，时间风险。这里的时间风险是指，在铝的期现套利中，铝期货和
铝现货不一定能够同时成交，特别是现货，成交时间较难控制，同时铝期货
的价格行情又瞬息万变，可能最后无法锁定期现货价差。

第二，增值税风险。铝期货合约到期交割时需要缴纳的增值税是以交割
结算价为基础的，如果合约到期交割时铝期货价格大幅上扬，投资者负担的
增值税将增加，套利成本也相应增加。

第三，利率风险。在２００９年金融危机背景下，全球央行为了增加流动
性，纷纷降低利率，而中国当时也是一直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低利率降低
了期现套利的资金成本；但随着近两年来，全球经济逐渐回稳，通胀压力开
始显现，目前包括中国、欧洲等国加息压力持续，套利的资金成本也会随着
利息的上提而增加。

第四，限仓风险。铝期货交易存在限仓制度，越临近交割月份，仓位限
制越严格，如果超过限仓要求的持仓将会被强行平仓。

第五，基差的周期性风险。在铝期货和铝现货出现行情的时候一般是需
求比较旺盛的季节，或者是国储对铝现货市场进行收购性干预的时间点，这
种带有周期性的行情变化，导致铝期现货基差出现周期性的风险，也是投资
者必须要注意的。

此外，交割环节是否顺畅对铝期现套利也至关重要。并不是每次铝期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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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出现不合理价差都可以进行期现套利，这里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企业能否
搞到足够的库容和符合交割标准的铝现货，如果没有符合交割标准的铝现货去
注册标准仓单，或者有时申请不到库容，套利者就不得不放弃期现套利交易。

期现套利从理论上讲可以涉及交割也可以避开交割环节。实际操作中某
些情况下出于对资金的最大盈利要求，套利者往往回避直接涉及铝现货的方
式来完成套利的价差回归过程，而是尽量寻找市场的力量，甚至配合市场的
力量自发地使不合理价格差异回到平衡。但在选择交割还是不交割上，铝期
现套利者应考虑市场可能发生的多逼空或空逼多行为，准备好充足的资金及
到期予以交割的仓单。

七、 什么是铝的跨期套利？

铝的跨期套利是指在同一市场同时买入、卖出铝不同交割月份的期货合
约，以期在有利时机同时将这两个交割月份不同的合约对冲平仓获利。铝的
跨期套利是铝套利交易中最普遍的一种，通过两个或者多个铝期货合约之间
的价差进行操作获利。

为较形象地展示什么是铝的跨期套利，我们选取了２００９年１０月中在交
易的沪铝多个交割月份的合约（见图６ － ４），进行了相关的统计分析。

图６ － ４　 沪铝各交割月合约价格图（单位：元／吨）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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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期货每天各个交割月价格的序列（图６ － ５），犹如固定收益上的利率
期限结构图，一般来说没有特别的原因，这根曲线应该是平滑的。但是个别
的比如季节性因素也会让个别交割月的价格相对其他交割月偏高或偏低，这
是在分析期货期限结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系统性问题。

图６ － ５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４日沪铝各交割月价格图
资料来源：新湖期货研究所。

我们选取了图６ － ４中沪铝前四个交割月份的期货合约，对其做了价格
序列图（见图６ － ６），我们发现，这前四个交割月铝期货合约的价格相关性
非常高，如果差额达到一定程度的话，利用合约间的价差交易是有利可图
的。图６ － ７是沪铝前两个连续月的合约价差走势，价差基本分布在－ １００
至１００之间，如果不涉及交割，价差交易也存在一定收益。

在铝的跨期套利中，价差交易的具体执行的内容基本是由买入和卖出两
个铝期货合约构成的，因而通常会涉及到两个分支或脚。如果缺少一个脚，
则价差交易就会立马演变成一般方向性投机交易。所以在跨期套利进行价差
交易的过程中，如果出现一个脚被强行逼平的情况，相关的风险就较大。

关于价差的计算一般提倡一致化，如果一开始用的就是近月减去远月，
之后的分析就得继续如此，否则分析上会出现方向性混乱。价差的增大和缩
小在行业界被称为发散和收敛，通常跨期套利是架构在价差长期收敛性的基
础上的。如果这个前提条件不符合的话，那么说明交易对象可能没有选好或
有其他方面的系统性差异在交易中没有考虑到。

铝的跨期套利可以分为买进套利和卖出套利。如果套利者预期期货合约
间的价差将会扩大，那么买进套利就是套利者买入其中价格较高的合约，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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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 ６　 沪铝前四个交割月的价格序列图
资料来源：新湖期货研究所。

图６ － ７　 沪铝前两个连续月的近远合约价差图
资料来源：新湖期货研究所。

出价格较低的合约，做的是一种价差的发散状态。潜在风险比潜在收益要小，
但是收益概率较低。卖出套利就是套利者可通过卖出其中价格较高的合约，
同时买入价格较低的合约，做的是一种价差的收敛性。潜在风险无穷大，潜
在收益为固定值，但收益概率较高，所以这种套利要做好止损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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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铝的跨期套利应当注意哪些成本因素？ 如何
计算？

　 　 期货的价值包含商品的原有价值和随后的时间价值，因此一般来讲，远
期合约较近期合约的价格要高。例如２００９年４月１５日，上海铝２００９年１０
月合约价格为每吨１２８２０元，１１月份合约价格为每吨１２９４５元，相当于铝
的三个月时间价值为１２５元／吨。当然在这个例子中，整个套利涉及时间为
三个月，运作成本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仓储费。按上海交易所交易操作手册的规定，每天每吨库房是
０ ４元（货场是每天每吨０ ２５元），一个月就是１２元／吨，三个月合计３６
元／吨。

第二，买卖交割过户费。按上海交易所交易操作手册的规定为３元／吨。
第三，期货交易手续费。按单边每手１０元计算，折合２元／吨× ４ ＝ ８

元／吨。
第四，交割费。按买卖两次交割算得２ × ２元／吨＝ ４元／吨。
第五，增值税。卖方交割需缴纳增值税，按国家规定征收价格增值部分

的１７％。以２００９年４月１５日为例，上海期铝的０９１０合约价格为１２８２０元／
吨，０９１１合约价格为１２９４５元／吨。我们如果卖出０９１１合约买入０９１０合约，
则我们需缴纳增值税额为１２５元／吨× １７％ ＝ ２１ ２５元／吨。

第六，资金成本。如果这一次投资资金为自由资金的话，则以上合计
７０ ６５元／吨为此次套利０９１０合约和０９１１合约的成本。如果资金是从银行
借贷出来的，那么根据月利率０ ４％，三个月为１ ２％左右。假定期货保证
金为成交额的１０％。

综上，套利成本＝ ７０ ６５ ＋ （１２９４５ ＋ １２８２０） × １０％ × １ ２％ ＝ １０１ ５７

元／吨。

【案例６ － ２】
某机构客户买进５月铝１２０手，同时抛出６月铝１２０手。由于沪铝期货

近期一直处于升水排列，在建仓时６月铝期货价格高于５月１６０元／吨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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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在５月１５日交割时接下铝的仓单，之后在６月１５日交入交易所的仓
库。

套利理论成本：仓储费１２元／吨；过户费３元／吨；期货交易费８元／
吨；交割费４元／吨；贷款利息５２元／吨／月（按铝价１３０００元／吨计算），每
吨总计折合成本７９元。

套期理论收益：１６０ － ７９ ＝ ８１元／吨，６００吨（１２０手）折合４８６００元。
按照铝价１３０００元／吨计算，交割６００吨铝的资金为７８０００００元，月贷款利
息为３１２００元，这样每个月的收益为１７４００元。

投资风险：如果５月接入仓单，而到６月１５日铝价上涨了１０００元／吨，
收取增值税１７％，就是１７０元／吨，于是会出现亏损。但如果铝价下跌１０００
元／吨，就可以得到１７０元／吨的抵扣。

九、 铝的跨期套利有哪几种类型？

根据所买卖的交割月份及买卖方向的差异，铝的跨期套利可以分为牛市
套利、熊市套利、蝶式套利三种。

（一）什么是牛市套利
当铝市场出现预期供给不足或者需求相对旺盛的时候，较近月份的铝期

货合约价格上涨幅度会大于较远期合约的上涨幅度，或者较近月份的合约价
格下降幅度低于较远期交割月的合约下跌幅度。无论是正向市场还是反向市
场，在这种情况下，买入较近月份的铝期货合约同时卖出远期月份的合约进
行套利盈利的可能性比较大。简而言之，因预期近强远弱，而做牛市套利。

【案例６ － ３】
假设某年６月２０日，当年９月铝期货合约价格为１６９４０元／吨，当年１２

月合约价格为１７０３５元／吨，两者价差为９５元／吨。交易者预计铝价格将上
涨，８月与１２月的期货合约的价差将有可能缩小。于是，交易者买入１０手
８月份铝合约的同时卖出１０手１２月份铝合约。７月２０日，９月和１２月合约
的价格分别上涨为１７３００元／吨和１７２８０元／吨，两者价差缩小为２０元／吨。
交易者同时将两种期货合约平仓，从而完成套利交易，交易结果见表６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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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 ３ 铝期货牛市套利实例
６月２０日 买入１０手９月份铝期货合

约，价格为１６９４０元／吨
卖出１０手１２月份铝期货合
约，价格为１７０３５元／吨

价差９５元／吨

７月２０日 卖出１０手９月份铝期货合
约，价格为１７３００元／吨

买入１０手１２月份铝期货合
约，价格为１７２８０元／吨

价差２０元／吨

双边盈亏状况 盈利３６０元／吨 亏损２４５元／吨 价差缩小７５元／吨
最终结果 盈利７５元／吨，总盈利为７５元／吨× １０手× ５吨／手＝ ３７５０元

但是如果一个月后价格并没有出现预计的上涨行情，而是出现了一定程
度的下跌，交易者的情况如表６ － ４所示。

表６ － ４ 铝期货牛市套利实例
６月２０日 买入１０手９月份铝期货合

约，价格为１６９４０元／吨
卖出１０手１２月份铝期货合
约，价格为１７０３５元／吨

价差９５元／吨

７月２０日 卖出１０手９月份铝期货合
约，价格为１６８４０元／吨

买入１０手１２月份铝期货合
约，价格为１６９００元／吨

价差６０元／吨

双边盈亏状况 亏损１００元／吨 盈利１３５元／吨 价差缩小３５元／吨
最终结果 盈利３５元／吨，总盈利为３５元／吨× １０手× ５吨／手＝ １７５０元

该例中，虽然价格不涨反跌，与预期方向相反，但是最终交易结果仍是
获得了１７５０元的收益。

在以上例子中，我们发现只要两月份合约的价差趋于缩小，交易者就可
以实现盈利，而与铝的价格涨跌无关。

在进行牛市套利的时候，在正向市场的情况下，套利性质为卖出套利，
是价差收敛性交易。在反向市场的情况下，套利性质则为买进套利，是价差
发散性交易。在正向市场上价差不能随便变大，因为会客观受到持仓成本的
制约。如果牛市牛气冲天，则有可能正向市场变化为反向市场，那时候会使
得牛市套利者获利巨大。

（二）什么是熊市套利
当铝期货价格到达顶部了，市场预期铝现货供给充足，需求不旺，则会导

致近期月份铝合约价格的下跌幅度大于远期月份合约，或者近期月份合约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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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升幅度小于远期月份合约。简而言之，因预期近弱远强，而做熊市套利。
在进行熊市套利的时候，在正向市场的情况下，套利性质为买进套利，是价差
发散性交易；在反向市场的情况下，套利性质为卖出套利，是价差收敛性交易。

【案例６ － ４】
假设某年６月２０日，当年９月铝期货合约价格为１７０３５元／吨，当年１２

月合约价格为１７０５０元／吨，两者价差为１５元／吨。交易者预计铝价格将下跌，
８月与１２月的期货合约的价差将有可能扩大。于是，交易者卖出１０手８月份铝
合约的同时买入１０手１２月份铝合约。７月２０日，９月和１２月合约的价格分别
下跌为１６９００元／吨和１７０００元／吨，两者价差扩大为１００元／吨。交易者同时将
两种期货合约平仓，从而完成套利交易，交易结果见表６ －５。

表６ － ５ 铝期货熊市套利实例
６月２０日 卖出１０手９月份铝期货合

约，价格为１７０３５元／吨
买入１０手１２月份铝期货合
约，价格为１７０５０元／吨

价差１５元／吨

７月２０日 买入１０手９月份铝期货合
约，价格为１６９００元／吨

卖出１０手１２月份铝期货合
约，价格为１７０００元／吨

价差１００元／吨

双边盈亏状况 盈利１３５元／吨 亏损５０元／吨 价差扩大８５元／吨
最终结果 盈利８５元／吨，总盈利为８５元／吨× １０手× ５吨／手＝ ４２５０元

但是如果一个月后价格并没有出现预计的下跌行情，而是出现了一定程
度的上涨，交易者的情况见表６ － ６。

表６ － ６ 铝期货熊市套利实例
６月２０日 卖出１０手９月份铝期货合

约，价格为１７０３５元／吨
买入１０手１２月份铝期货合
约，价格为１７０５０元／吨

价差１５元／吨

７月２０日 买入１０手９月份铝期货合
约，价格为１７２３５元／吨

卖出１０手１２月份铝期货合
约，价格为１７３５０元／吨

价差１１５元／吨

双边盈亏状况 亏损１００元／吨 盈利１３５元／吨 价差扩大１００元／吨
最终结果 盈利１００元／吨，总盈利为１００元／吨× １０手× ５吨／手＝ ５０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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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例中，虽然价格不跌反涨，与预期方向相反，但是最终交易结果仍是
获得了１７５０元得收益。

在以上例子中，我们发现只要两月份合约的价差趋于扩大，交易者就可
以实现盈利，而与铝的价格涨跌无关。

（三）什么是蝶式套利
蝶式套利是由两个方向相反、共享居中交割月份合约的跨期套利组成

的。套利者认为当中间交割月份的铝期货合约价格与两旁交割月份的合约价
格之间出现异变，则可以入场进行相关套利。

蝶式套利的具体操作方式是：买入（或卖出）一份近期交割月铝合约，
同时卖出（或买入）双份居中交割月铝合约，并买入（或卖出）一份远期
交割月铝合约。

【案例６ － ５】
假设某年６月２０日，８月份、１０月份、１２月份的铝期货合约价格分别

为１７０２０元／吨、１７１５０元／吨、１７１６０元／吨，交易者认为８月与１０月合约
价差过大，而１０月和１２月价差又过小，预计８月与１０月合约价差会缩小，
而１０月和１２月价差会扩大，于是该交易者以该价格同时买入４０手８月合
约、卖出１００手１０月合约、买入６０手１２月份合约。到了７月８日，三个
合约均出现不同程度下跌，８月、１０月、１２月合约价格分别为１６９５０元／
吨、１７０００元／吨、１７０８０元／吨，于是该交易者同时将三个合约平仓。该蝶
式套利的盈亏状况见表６ － ７。

表６ － ７ 铝期货蝶式套利盈亏分析
８月合约 １０月合约 １２月合约

６月２０日 买入４０手，１７０２０元／吨 卖出１００手，１７１５０元／吨 买入６０手，１７１６０元／吨
７月８日 卖出４０手，１６９５０元／吨 买入１００手，１７０００元／吨 卖出６０手，１７０８０元／吨
各合约
盈亏状况

亏损７０元／吨，总亏损为
７０ × ４０ × ５ ＝ １４０００元

盈利１５０元／吨，总盈利为
１５０ × １００ × ５ ＝ ７５０００元

亏损８０元／吨，总亏损为
８０ × ６０ × ５ ＝ ２４０００元

净盈亏 净盈利＝ ７５０００ － １４０００ － ２４０００ ＝ ３７０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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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蝶式套利基本是牛市熊市两个跨期套利的互补平衡的组合，
可以说是“套利的套利”。蝶式套利与普通的跨期套利相比，从理论上看风
险和利润都较小。

　 　 十、 什么是铝的跨市套利？ 有哪些前提条件？ 如
何进行？

　 　 铝的跨市套利是指在某个交易所买入（或卖出）某一交割月份的铝期
货合约的同时，在另一个交易所卖出（或买入）同一交割月份的铝期货合
约。一般而言，铝锭在各交易所间的价格会有一个稳定的差额，一旦这个差
额发生短期的变化，交易者就可以在这两个市场间进行套利。图６ － ８是铝
上海期货交易所相对三月期合约与伦敦金属交易所三月期合约人民币价差。

图６ － ８　 铝上海期货交易所相对３月期合约与
伦敦金属交易所３月期合约价差（单位：元／吨）

资料来源：新湖期货研究所。

从前提上来讲，要进行铝的跨市套利有如下一些前提条件：
第一，畅通的交易渠道。如果在上海期货交易所和伦敦金属交易所市场

做铝的跨市场套利，交易者首先必须在上海和伦敦两个市场同时具有交易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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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前提条件。
第二，强大的资金实力。如果两地间价差没有趋于正常化，到了交割月

仍然价差较大时，实物交割能带给投资者最大的利润。那么交易者就会选择
实物交割。但是现货运过来就要囤上一段时间，一下子千万甚至上亿的资金
被冻结，很难马上套现。这种情况如果套利交易者没有强大的资金实力做后
盾，很难想象跨市套利如何取得成功。其次，两市期货价格有时会出现多逼
空或者空逼多的情况，如果在外盘期货未到期无法马上实现利润，而上海这
边资金不充裕保证金跟不上，就有可能被内盘短期狂躁的价格波动逼平仓，
造成跨市套利的最终失败。

第三，相关的专业知识。了解伦敦金属交易所的交易制度和交割月份的
相关规定，以及对铝现货产品的供销周期和需求季节性波动都有经验性的理
解。

第四，对宏观经济政策汇率变化的基本判断，包括进出口税率调整、国
家收储、人民币汇率变化等宏观因素。

第五，对风险的认识，尤其是流动性风险。国内沪铝期货市场的参与者以
企业套期保值为主，缺乏投机资金，流动性不足，致使套利风险增加。而伦铝
由于基金与机构的力量较大，若形成挤仓行情，那么也会影响套利的效果。

图６ － ９为２００９年４月至１０月上海伦敦两市的三月铝期价比的走势图。
从比值上看，沪伦铝价比的数值范围在７至９之间。如果比值为区间低端，
则此时为跨市反向套利提供了机会。如果比值在区间上端，则为买伦铝卖沪
铝的正向跨市交易提供了机会。一般跨市交易的比值区间由进口成本决定，
中间涉及到进口关税、汇率、贸易升贴水等因素。

【案例６ － ６】
以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６日的数据为例，当日伦敦金属交易所３月期铝收盘

价为１８９０美元／吨，现货贴水３４美元，国内对伦敦金属交易所现货到岸升
水约为６７美元。沪铝当日主力合约１００１收于１４９４０元／吨，现货升水约３９５
元。汇率１美元兑６ ８３元人民币，当时铝的进口关税为０，进口增值税
１７％，进口的相关杂费为１５０元／吨。

原铝进口成本＝ （伦敦金属交易所三月期铝价＋ ／ －现货升贴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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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 ９　 沪伦铝比价
资料来源：新湖期货研究所。

到岸升贴水） ×汇率× （１ ＋关税税率） × （１ ＋增值税税率） ＋相关杂费
＝ （１８９０ － ３４ ＋ ６７） × ６ ８３ × （１ ＋ １７％） ＋ １５０ ＝ １５５１６ ８９元／吨
进口成本对应的比值＝ １５５１６ ８９ ／ １８９０ ＝ ８ ２１
从进口成本的计算可以看出，８ ２１是当前沪铝和伦铝之间的正常比值

的上限，若实际情况大于此上限，理论上就存在“买伦铝卖沪铝”的跨市
套利机会。反之，从出口成本也可以算出比值的下限，若实际比值小于下
限，也可进行“买沪铝卖伦铝”的套利。不过国家原则上是限制原铝出口
的，所以反向跨市套利是比较困难的。

２００９年６月３日的沪铝伦铝比值＝ １３２１５ ／ １４６５ ＝ ９ ０２，计算的结果显示
进行“买伦铝卖沪铝”跨市套利而获得盈利的机会较大。

自年初到六月初，沪铝伦铝比值的变化呈上升趋势，一直在高于８ ２１
的比值上限盘动，而在到达高位９ １ （４月２０日）之后，开始缓慢回落，
逐渐有向着正常的比值上限靠近的趋势，这也使得我们买伦铝卖沪铝的跨市
场套利行为风险减小。而当两市比值恢复到正常水平或接近正常水平时，套
利者可以平仓获利了结。

比如，某一投资机构在今年４月２０日投资几千万元，在伦敦买入伦敦金属
交易所三月期铝５０００吨，价格为１４３８美元／吨，同时在上海卖出５０００吨铝１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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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约，价格为１４９４０元／吨。之后在５月６日，两边同时平仓，即卖出伦敦金属
交易所三月期铝１５７０美元／吨，买入上海铝１００１合约１３０５０元／吨。

计算套利结果：［（１５７０ － １４３８） × ６ ８３ ＋ （１４９４０ － １３０５０）］ × ５０００
＝ １３９５７８００元
除去少许手续费的影响，可以看出在短时间内的客观获利额度。对于资

金量大而对风险较为敏感的投资商，或者有出口背景的贸易商来说，都是一
种非常好的套利投资方式，目前需要的是仔细研判，耐心等待进入时机。

延伸阅读：跨市套利如何带动进口铝锭增多
２００９年３月的时候，金属高库存压力一直成为抑制走势的主旋律。２００８

年１２月以来，随着隐形库存的显性化，外围金属库存呈现加速增长态势，
２００９年２月底，伦铝库存增幅１４０万吨，伦铜库存增加２５万吨，伦锌库存增
加１７万吨，增幅分别为７７ ４％、８７％和８７ ６％。因当时国内收储的实施，
国内外金属价格逐渐出现分化，内强外弱的格局令金属市场套利空间被打
开，在２００９年２月呈现逐步扩大的局面。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来
看，２００９年１月份国内金属进口大增，其中原铝进口１ ７万吨，同比增加
１８ ６６％；精铜进口１８万吨，虽较２００８年１２月有所减少，但进口数量依然
很高；精锌进口１ ３万吨，而２００８年１２月仅为３３０６吨。中国金属进口的增
多，带动伦敦金属发生微妙变化，２００９年１月注销仓单小幅增加，２月下旬
注销仓单增加开始加速，伦锌和伦铜注销仓单占比在２月急速增加，而伦铝
注销仓单占比虽有所提高，但受制于库存过高，反映比较迟滞。

注销仓单的增加，无疑与国内进口增加有关，市场疑虑是需求回暖还是
跨市套利？通过分析，认为需求回暖带动大批进口的可能性不大。相比之
下，更为重要的是套利空间打开为贸易商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关税调整
的延后，吸引更多商家加入，据了解节后贸易商进口铝锭到港陆续增多。因
此，从一定程度上，国内进口的增多则近乎于国际间铝锭库存的转移。

在２００９年７月，也就是收储出造成套利后的四个月，国家发改委产
业协调司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鉴于通过收储国内有色金属价格已经有
所提升，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国家将不再进行收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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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表示，目前金属产品国内外市场价格是融合联动的，产品资源
随着价格而流动，在国内价格高于国外、导致国外资源大量进口的情况
下，国家收储已经没有意义。以产能过剩最为严重的电解铝为例，目前
的价格使企业已经盈利，不少企业都在启动停减的产能，各种金属价格
的反弹也达到了当初的政策效果。

从国家和地方２００９年一季度启动对有色金属的国家储备和商业储备
后，各主要金属价格多数涨幅超过３０％，拉开了与国际价格的差距，使
得境外资源大量涌入国内套利。海关数据显示，２００９年４月中国铜及铜
材进口量接近４０万吨，较３月环比增长６ ６０％；当月铝及铝材进口量
近４４万吨，环比大增１９８ ９０％。５月进口增势依然如此。发改委随即密
切关注大量有色金属产品进口的问题，也发现生产企业在收储中并未获
得直接收益，反而是中间商和套利者最终受益，如国内进口有色金属产
品的外资企业占４０％，民营企业占２０％，国有企业只占不到２０％。

十一、 铝的跨市套利应该注意哪几方面因素？

铝的跨市套利在操作中应特别注意以下几方面因素：
第一，运输费用。一般来说，离产地越近的运输成本较低，离产地远则

较高，两者之间的正常差价应为两地间的运费。投资者在进行铝的跨市套利
时，应着重考虑两地间的运输费用差价的关系。

第二，交割品级的差异。铝的跨市套利虽然是在同一品种间进行，但不
同交易所对交割品的品质级别和替代品升贴水有不同的规定，这在一定程度
上造成了各交易所间价格的差别。

第三，交易单位和报价体系。投资者在进行铝的跨市套利时，可能会遇
到不同交易所铝期货的交易单位和报价体系差异的问题，具体操作中应将不
同交易所的价格按相同衡量单位进行折算，才能进行价格比较。

第四，汇率因素。一般说来，如果在不同国家的市场进行套利，还要承
担汇率波动的风险。如果是国内与国外市场间套利，人民币的升值将有利于
进口，人民币贬值将有利于出口。人民币升值将使两市正常比值下降，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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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进行“买伦铝、卖沪铝”的套利，但却会使“买沪铝、卖伦铝”的风
险增加。投资者在进行套利前，应对可能出现的损失进行全面估量。

第五，进出口关税。目前中国对进口原铝并不征收关税，但考虑到国内
原铝供给过剩的现状，不排除将来在进口关税方面的调整，届时可能调高原
铝的进口成本，使得买伦铝卖沪铝的跨市套利风险增加。

第六，流动性风险。目前沪铝的参与者仍以套期保值为主，流动性相对
不足，而伦铝则由于基金与机构的力量较大，易形成挤仓行情，两者都存在
一定的流动性风险。

第七，保证金和佣金成本。跨市套利需要投资者在两个市场缴纳保证金
和佣金，保证金的占用成本和佣金费用要记入投资者的成本之中。只有交易
者预计的套利收益高于上述成本之时，投资者才可以进行跨市套利。

第八，其他影响。各国的宏观政策、现货成本的增减、库存的多少都会
成为影响跨市套利的因素。比如国内连续出台的振兴计划和收储行动，都在
短期内会支撑国内铝价的反弹，从而在一定时期内影响跨市套利的效果。

延伸阅读：遭国际基金暗算，铝跨市套利如何反陷泥沼
２００６年，横跨伦敦上海期铝市场的投机套利盘再度陷入亏损“泥

潭”。在新税政策影响下，上海期货交易所铝期货连续两日大幅下滑，
在当周下挫７００余元／吨，而国际基金却借机拉升伦铝期价。在此过程
中，很多在期铝市场跨市反套利的国内资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据一位海外期货公司交易员透露，大约那年９月底的时候，当时伦
敦上海两个市场期铝比价为７ ３至７ ４，高于正常出口比价。按这个比
价计算，９月时沪铝价格为１８８００元／吨，出口至海外的成本为２５００美
元／吨，而当时伦铝的价格在２６００美元附近，在国内买入铝然后在伦敦
卖出，理论上每吨将可获无风险套利近１００美元。因此，国内的很多反
套利投机资金在两市之间建立了“做多沪铝、做空伦铝”的头寸。而与
此同时，国际基金自９月以来加重其在伦敦金属交易所（ＬＭＥ）铝期货
上的头寸，这些来自中国的跨市反套利资金再次成为了国际基金们的
“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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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２００６年９月底开始，在这股反套利资金的带动下，沪铝１２月合
约的持仓量从２万多手一直增加至５万多手，这段时间的成交量也创出
了历史新高，价格从１１５００元／吨上涨至２００００元／吨，几乎翻了一番。
同时，伦铝当时的持仓也开始放量，从５２万手增加至近５６万手，在国
际基金的不断拉升下，伦铝也从２５００美元／吨涨至２８００美元／吨。这已
经背离国内套利资金当初入市的初衷。但当时这些反套利盘并没有亏损，
只是他们从沪铝市场所赚取的钱转移到了那些“捕猎”的国际基金口袋
中。

在国内的操作中，这些投机盘在９ ～ １０月份占了上风，他们利用资
金大举介入沪铝，依靠“国内铝锭铝材出口需求过高”和“沪铝库存较
低”这两个题材的支撑，拉升沪铝价格。铝价的上涨为冶炼企业带来了
丰厚的利润，在利润的诱惑下，生产企业便又开始开足马力生产。

可１０月底，市场风云突变，财政部发布通知调整电解铝关税政策，
自１１月１日起，电解铝的出口关税将由５％调高为１５％之后，这使得国
内期铝价格开始承压。当周的头两个交易日，期铝价格便一直处于“外
强内弱”的格局。铝锭出口税率调高１０％，也就是增加了１０％铝锭出
口成本，按当时伦铝２８００美元／吨计算，成本将增加２５００元／吨。也就
是说沪铝价格必须降低２５００元／吨，或伦铝上涨２８０美元／吨才能完成出
口，这同这些反套利投机盘预设的“做多国内、做空伦敦”的头寸完全
相反，使得之前的无风险套利模型也功亏一篑。

十二、 铝与相关品种之间如何进行跨品种套利

铝属于有色金属中的一种，而在有色金属类品种的期货价格之间理论上
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如果有足够的关联度则可以利用它们之间的价差变
化进行套利。由于原铝的原料（铝矿或氧化铝）和加工制品（铝合金等）
都不存在有足够流动性的相关期货产品，所以我们主要分三大部分来讲铝与
相关品种之间的价格关联性和跨品种套利的操作方法，分别是：铝与其他主
要有色金属品种，铝与美元燃料油黄金、铝与相关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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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铝与其他主要有色金属品种的价格相关性及套利
１ 铝与其他主要有色金属品种的相关性分析。上海期货交易所上市的

铜、铝、锌三大有色金属品种，由于其共有的金属属性，价格变化具有高度
的相关性。而不同的行业特征和市场供需，使其各自又具有不同的变化特
征，相互之间存在非对称的影响关系。总体而言，沪铝由于与国民经济的高
度关联性、相对封闭的进出口状态、市场的不完全竞争状态，使其受另外两
个品种的影响较小。

总体而言，沪铝与沪铜、沪锌的价格变化具有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存在比较一致的变化趋势，类似于股票市场中的“板块联动效应”。对于股
票市场中的“板块联动效应”，目前存在几种解释：行为金融学从投资者情
绪感染的角度分析，认为投资者的交易行为具有明显的外部性，如“羊群
效应”的产生等，进而导致相关资产之间具有比较明显的趋势特征；从信
息学的角度出发，与行业特征、地缘关系等相关的信息会对某一类公司的股
价产生影响，进而导致“板块现象”的产生，形成相关股票价格之间较强
的联动性。类似于股票市场的“板块效应”，沪铝与沪铜、沪锌共有的金属
特征和投资者的情绪驱动，使其价格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比价效应，进而形
成价格变化的高度关联性。

尽管同属有色金属品种，铝与铜、锌仍存在不同的自然属性和行业特
征。比如，铝目前是世界上应用最为广泛的金属之一，主要应用于建筑、交
通运输以及包装等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原材
料，与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高度的关联性。然而作为高能耗产品，国家在进出
口方面又给予铝一定的限制，导致铝在国内处于产能相对过剩的状态，与国
际市场的价格相关性相对较弱，而受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强。铜由于
良好的导热和导电性能，目前在我国电力领域的应用较为广泛。随着国民经
济的快速发展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推动，自１９９０年以来，我国的铜消
费进入到一个快速增长时期。目前我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铜消费国和生产
国，但是铜资源相对缺乏的现状，以及近几年国际制造业向国内的转移，导
致铜资源的供求矛盾日益突出，造成铜进口所占比例较高，我国已成为世界
上最大的铜进口国，净进口的局面导致国际市场对我国铜价的影响较为显
著。锌主要应用于建筑、交通运输等领域，同铝一样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有色



铝

１８８　　

金属品种，但与中国铝业占铝生产量接近５０％的市场情况不同，锌的生产
商规模相当，属于竞争较为充分的市场。沪锌属于期货市场比较新兴的品
种，因而市场成熟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沪铝与沪锌、沪铜的自然属性的差异导致其应用领域不同，进而造成三
类金属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同。除此之外，三类金属不同的市场特征
和市场发育程度，也构成其差异性，这些差异性导致沪铝与沪铜、沪锌价格
之间存在非对称的影响关系。

（１）铝与铜的相关性。选取相同的上海期货交易所的２０１０年１月份合
约，铝与铜的期货价格相关性分析见表６ － ８。

表６ － ８ 铝与铜的统计关系表
静态相关 ０ ９８０１４４

动态相关 ０ ７０７８６５

斜率 ６ ３９２０８９

截距 － ４６８８７ ５

　 　 资料来源：新湖期货研究所。

表６ － ８中，静态相关是每日铜铝收盘价的相关系数，时点相关性高达
９８ ０１％。用当日减去上日的收盘价获得的每日差价序列算得的两产品的相
关系数为７０ ７９％。从一元一次直线回归分析（见图６ － １０）来看，铜的数
值变化对于铝的单位变化系数为６ ３９，即铝价平均每增加１００元／吨，铜价
平均增加６３９元／吨。对于线性相关图可以看出，假定铜价大于０，则默认
铝价不会低过７３３７ （＝ ４６８８７ ５ ／ ６ ３９）元／吨。

图６ － １１为铜价和铝价的价格差序列图，可以看出原始的１∶ １铜铝价差
是绝不会收敛的。但经过线性回归后，残差图（见图６ － １２）中的数据表明
修正的价差是有明显均值回归的特性。（修正价差＝铜价－斜率×铝价－截
距）

（２）铝与锌的相关性。选取相同的上海期货交易所的２０１０年１月份合
约，铝与锌的期货价格相关性分析见表６ －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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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 １０　 铝与铜的价格相关性图
资料来源：新湖期货研究所。

图６ － １１　 铜铝的价差图（单位：元／吨）
资料来源：新湖期货研究所。

图６ － １２　 铜铝回归分析的残差图（单位：元／吨）
资料来源：新湖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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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６ － ９ 铝与锌的统计关系表
静态相关 ０ ９６９２２５

动态相关 ０ ７３６１１５

斜率 １ ４６２２７７

截距 － ６３５５ ５２

　 　 资料来源：新湖期货研究所。

如表６ － ９所示，静态相关是每日锌铝收盘价的相关系数，时点数据相
关性高达９６ ９２％。用当日减去上日的收盘价获得的每日差价序列算得的两
产品的相关系数为７３ ６１％。从一元一次直线回归分析（见图６ － １３）来看，
锌的数值变化对于铝的单位变化系数为１ ４６，即铝价平均每增加１００元／
吨，锌价平均增加１４６元／吨。对于线性相关图可以看出，假定锌价恒大于
０，则默认铝价不会低过４３５３ （即６３５５ ５２ ／ １ ４６）元／吨。

图６ － １３　 铝与锌的价格相关性图
资料来源：新湖期货研究所。
图６ － １４为铝价和锌价的价格差序列图，可以看出原始的１∶ １锌铝价差

是绝不会收敛的。但经过线性回归后，残差图（见图６ － １５）中的数据表明
修正的价差是有明显均值回归的特性。（修正价差＝锌价－斜率×铝价－截
距）

２ 铝与锌的套利分析。根据上文所述，我们选取相关性较强的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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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 １４　 锌铝的价差图
资料来源：新湖期货研究所。

图６ － １５　 锌铝的残差图
资料来源：新湖期货研究所。

———铝与锌的跨品种套利作为铝期货与其他主要有色金属类期货跨品种套利
的例子。

（１）铝与锌的品种分析。铝与锌同为金属类中习性相近、用途较为广
泛的品种。从宏观层面分析，两者价格均受全球经济景气程度、美元指数以
及各国政治、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影响。从微观层面分析，两者价格均受汽车
行业、房地产行业兴衰影响，两者的价格变动趋势性也基本相同，表现为趋
势上同升同降，这使得跨商品套利成为可能。

（２）铝与锌的价格走势分析。从价格走势图上看，上海期货交易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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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与锌在价格走势上存在大趋势上的一致性。锌和铝的价格差，从年初的
－ ２０００元／吨，现在上升到目前的１０００元／吨。从一年期的数据来看，价差
的均值回归特性很难察觉。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数据进行了正态化修正，从修
正的价差图上来看，均值回归特性明显，而且上下边界几乎对称。如果均值
和方差呈现稳定性特征，则锌与铝配对具备套利的数据特性前提。

（３）铝与锌的套利过程参见【案例６ － ７】。

【案例６ － ７】
以上海期货交易所１００１合约为例，铝和锌在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８日分别为

１２２００元／吨和１０３００元／吨。现对铝锌数的配比暂定为１ ４ ∶ １，即在２月１８
日以１０手锌合约对应１４手铝合约的数量关系，买入锌卖出铝。在随后的
２００９年３月９日，铝价和锌价的关系水平又恢复到了正常情况，此时铝价
为１１５４０元／吨，锌价为１０５５０元／吨。在两个月后的４月１７日，铝价为
１３０７５元／吨，锌价为１３８００元／吨。在这个时候应该卖出锌合约，买进铝合
约。在随后的４月２７日，锌铝价又恢复正常。此时，铝价为１２６６０元／吨，
锌价为１２１００元／吨。交易情况见表６ － １０。

表６ － １０ 铝与锌的套利实例
２月１８日 买入１０手１００１锌合约，

价格为１０３００元／吨
卖出１４手１００１铝合约，
价格为１２２００元／吨

价差为－ １９００元／吨

３月９日 卖出１０手１００１锌合约，
价格为１０５５０元／吨

买入１４手１００１铝合约，
价格为１１５４０元／吨

价差为－ ９９０元／吨

套利结果 获利１２５００元 获利４６２００元 总共获利５８７００元
４月１７日 卖出１０手１００１锌合约，

价格为１３８００元／吨
买入１４手１００１铝合约，
价格为１３０７５元／吨

价差为７２５元／吨

４月２７日 买入１０手１００１锌合约，
价格为１２１００元／吨

卖出１４手１００１铝合约，
价格为１２６６０元／吨

价差为－ ３４５元／吨

套利结果 获利８５０００元 亏损２９０５０元 总共获利５５９５０元

　 　 资料来源：新湖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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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铝与美元、黄金及燃料油的价格相关性及套利
１ 铝与美元、燃料油及黄金的相关性。
（１）铝与美元的相关性。一直以来，作为大宗商品计价单位的美元，

与有色金属价格走势关系密切，一般而言，铝价和美元往往呈负相关关系，
即美元走强通常预示着有色金属价格下行压力增加，而美元走软则给铝价注
入了新的上升动力。例如，２００９年９月初美元改变前期的区间震荡行情出
现下滑，美元指数在一举突破７７整数关口时，而伦铝因基本面疲软拖累未
能在美元指数创新低时冲高，虽然那几日伦铝价格并未与美元出现明显的联
动，但美元与伦铝的反向变动关系依然没有改变。９月下旬更能看出美元指
数和伦敦金属交易所铝价走势的相关性，当美元指数再次突破前期低点时，
伦铝强劲反弹，之后因各国央行宣布计划逐步消减注入银行体系的美元资金
带动美元指数反弹，伦铝承压回落，这意味着市场消化完美元前期的下跌之
后，美元和伦铝的反向关系将重新发生作用，从而美元的走弱对铝价构成利
多。

选取伦敦金属交易所铝２０１０年１月份合约以及现货美元指数，作出相
关性分析如图６ － １６。

图６ － １６　 美元指数与伦敦金属交易所３月期铝走势图
资料来源：新湖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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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６ － １１中，静态相关是每日铝与美元指数收盘价的相关系数，时点数
据相关性仅达７９ ０６％。用当日减去上日的收盘价获得的每日差价序列算得
的两产品的相关系数为－ １４ １８％。从一元一次直线回归分析来看，铝的价
格变化对于美元的单位变化系数为－ ２６９ ６２，即美元指数水位平均每增加
１，铝价平均每吨减少２６９ ６２美元。但是由于线性回归后的残差方差不稳
定，所以铝和美元的关系不是单纯的一元线性关系，截距对于铝价范围的暗
示没有参考作用。

表６ － １１ 铝与美元的相关性分析图
静态相关 － ０ ７９０５５
动态相关 － ０ １４１８
斜率 － ２６９ ６１５
截距 ３５３２０ ９６

　 　 资料来源：新湖期货研究所。

由此可见，铝和美元的相关性存在但很弱，不是直接高度相关的品种。
这与两个产品不在一个市场也有部分关系。

（２）铝与燃料油及黄金的相关性。总体而言，原油价格的上涨对铝等
基础金属价格走势有着较大的影响，二者呈正相关关系。首先，从生产成本
分析来看，原油价格的上涨直接影响到铝成本的增加，因为一吨电解铝要耗
电１３５００度～ １４０００度电，占到铝生产总成本的３０％以上，而且国家出台了取
消对电解铝、铁合金和氯碱企业的电价优惠政策，这些都将直接抬高铝的生产
成本。其次，在国际市场中原油通常是以美元计价，美元指数的下跌往往会造
成原油价格的上扬，二者为负相关关系。如前所述，铝价与美元亦呈反向变动
的关系，因此，铝价与原油的波动应该是正向关联变动关系见表６ －１２。

表６ － １２ 铝与燃料油及黄金的相关性分析表
燃料油 黄金

静态相关 ０ ８８６９７ ０ ７５０９３７
动态相关 ０ ６０４７５ ０ １８２３５５
斜率 ３ ４８０３９１ ８３ １１８４２
截距 ２７１ ５１３１ － ３４６６ ７

　 　 资料来源：新湖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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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 １２中，静态相关是每日铝与燃料油及黄金收盘价的相关系数，时
点数据相关性铝和燃料油高达８８ ７％，而铝和黄金只有７５ ０９％。用当日减
去上日的收盘价获得的每日差价序列算得的两产品间的相关系数铝和燃料油
为６０ ４８％，而铝和黄金仅为１８ ２４％。从一元一次直线回归分析来看，铝
的价格变化对于燃料油的单位变化系数为３ ４８，即燃料油价格平均每吨增
加１００元，铝价平均每吨增加３４８元。铝的价格变化对于黄金的单位变化系
数为８３ １２，即黄金价格平均每克增加１００元，铝价平均每吨增加８３１２元。

由此可见，铝和黄金的相关性也存在但很弱，而铝和燃料油的相关性还
算可以。

２ 铝与燃料油的套利分析。在有金融属性的商品期货方面，燃料油相
对其他期货产品而言，与铝的相关度要高。所以在此以上海期货交易所交易
的１００１燃料油和铝期货为例，一旦两者价差达到一定程度的扩大，就可以
做套利去获取异常价差波动中的风险性收益。

（１）铝与燃料油的品种分析。我国燃料油消费的主要方式是以燃烧加
热为主，少量用于制气原料，具有较强的节约和替代潜力。根据国家统计局
统计，我国燃料油消费主要集中在发电、交通运输、冶金、化工、轻工等行
业。其中电力行业的用量最大，占消费总量的３２％。而电解铝是铝锭生产
的主要方式，电费占电解铝成本的２５％ ～ ４０％。每生产１吨电解铝，耗电
量就高达１４０００度。可以说燃料油对于铝生产来说，是“成本的成本”。

（２）铝与燃料油的价格走势分析。从图６ － １７价格走势图上看，上海
期货交易所的铝与燃料油在价格走势上存在大趋势上的一致性。燃料油和铝
的价格差，从２００９年年初的８８１４元／吨，到该年１０月已上升至１０８５４元／吨。
从一年期的数据来看，价差的均值回归特性很难察觉。在此基础上再对数据进
行了正态化修正，从修正的价差图上来看，均值回归特性较明显。如果均值
和方差呈现稳定性特征，则铝与燃料油的配对具备套利的数据特性前提。

（３）铝与燃料油的套利过程见【案例６ － ８】。

【案例６ － ８】
以上海期货交易所１００１合约为例，铝和燃料油在２００９年６月１日分别

为１３０２０元／吨和３９８０元／吨。现对铝与燃料油数量的配比暂定为１∶ １ ７，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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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６月１日以１７手燃料油合约对应１０手铝合约的数量关系（见图６ － １７），
买入铝卖出燃料油。在随后的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３日，铝价和燃料油价的关系水
平又恢复到了正常情况，此时铝价为１３９００元／吨，燃料油价为３９０８元／吨。
在之后的８月６日，铝价为１５３２５元／吨，燃料油价为４０３６元／吨。在这个时
候应该卖出铝合约，买进燃料油合约。在随后的８月１２日，燃料油和铝价关系
又恢复正常。此时，铝价为１４８８０元／吨，燃料油价为４２４２元／吨。交易情况见
表６ －１３。

图６ － １７　 铝和燃料油的相对价格走势图（以１００为基数）
资料来源：新湖期货研究所。
表６ － １３ 铝与燃料油的套利实例
６月１日 卖出１７手１００１燃料油合

约，价格为３９８０元／吨
买入１０手１００１铝合约，
价格为１３０２０元／吨

价差为９０４０元／吨

７月２３日 买入１７手１００１燃料油合
约，价格为３９０８元／吨

卖出１０手１００１铝合约，
价格为１３９００元／吨

价差为９９９２元／吨

套利结果 获利１２２４０元 获利４４０００元 总共获利５６２４０元
８月６日 买入１７手１００１燃料油合

约，价格为４０３６元／吨
卖出１０手１００１铝合约，
价格为１５３２５元／吨

价差为１１２８９元／吨

８月１２日 卖出１７手１００１燃料油合
约，价格为４２４２元／吨

买入１０手１００１铝合约，
价格为１４８８０元／吨

价差为１０６３８元／吨

套利结果 获利３５０２０元 获利２２２５０元 总共获利５７２７０元
　 　 资料来源：新湖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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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铝期货与铝股票的价格相关性及套利
１ 铝期货与铝股票的相关性。铝价走势与生产铝锭的相关上市公司股

价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是毋庸置疑的，通过对历年数据的分析发现，两者
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且两者往往会互相影响。

首先，铝价的走势直接决定了铝产品的价格，进而影响生产铝的企业
的盈利水平和利润空间，造成相关上市公司股价的波动。当铝价大幅上升
时，说明铝产品市场供不应求，从而使得生产铝的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利润
空间大幅增加，因而投资者对相关上市公司的前景乐观，大量买进该股，
使得股价也相应走高。反之，当铝价下跌时，则说明铝产品市场供大于
求，产能过剩，造成生产铝的企业效益下滑，前景不容乐观，相应的股价
自然下跌。

其次，由于铝价和相关上市公司股价的走势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从而造
成投机者可以在两个市场中进行无风险套利，根据一价定律的法则，此类套
利将造成铝价和相关上市公司股价走出收敛形态，即套利机会逐渐消失。例
如，当上海期货交易的沪铝价格过高而相关上市公司的股价过低时，则存在
套利机会，投资者可以做空沪铝并且在股票市场中做多相关股票，直到二者
走势趋同，套利机会消失。

因为在Ａ股市场上，铝相关企业的上市公司中，中国铝业占到了很大
的市值，因此我们选取中国铝业来反映铝价格在股市上的表现。图６ － １８为
沪铝０９０４合约的价格与期铝回归值自２００９年以来的高频数据走势。二者价
格大多数情况下较为贴近，当股票市场价格变化导致回归值偏离沪铝价格之
后，往往二者在之后一段时间内会收敛，因此依据期铝回归值可以一定程度
上在短期内判断沪铝的走势。根据图６ － １８我们发现，在２００９年春节过后，
因中国铝业注资力拓影响，该股价大幅飙升，致使期铝回归值大幅偏离了沪
铝的价格，但最终以股价的理性回归而导致二者再次收敛。

我们以中国铝业、关铝股份和云铝股份为研究对象，用铝期货的２０１０
年１月合约对铝期货和相关股票间的关联性进行统计分析，得出表６ － １４的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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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 １８　 沪铝０９０４合约价格与期铝回归值
资料来源：新湖期货研究所。
表６ － １４ 铝期货和铝类股票相关性分析表

中铝 云铝 关铝
铝 ０ ７４４２２８ ０ ９００８７７ ０ ７９０１１５

中铝动态 云铝动态 关铝动态
铝动态 ０ ６１５６６５ ０ ５９６８５ ０ ５７７１２４

　 　 资料来源：新湖期货研究所。

从实际数据来看，静态时点数据相关性表明铝期货和铝类股票的关联度
有高低差异。其中铝期货和云铝股份的相关性最高，而铝期货和中铝的相关
性最低（见图６ － １９）。在动态数据相关性上，三只股票对铝期货的相关性
都在６０％左右。

２ 铝期货与铝股票的套利分析。由于上文对铝期货价格与股票价格的
关系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述，在此关于品种方面的分析也就不再重复了。

【案例６ － ９】
铝期货的价格走势在形态和最终趋势上与铝股票是一致的。不过由于前

段时间收到中铝意图收购力拓事件的影响，各铝类股票对期货走出很强势的
溢价。双方都以１００为基数，可以从数据上看出，中铝在年初的时候对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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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 １９　 铝期货和铝类股票序列图
资料来源：新湖期货研究所。

是折价，到了２月９日突然变成溢价，当日上涨幅度可谓惊人。到了暑期这
个溢价炒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如果根据事件激发处理这个价差的关系，对铝
期货与股票的套利是非常有指导意义的。具体交易情况见表６ － １５ （数量比
为１手铝期货对应１６５０股中铝股份）。

表６ － １５ 铝股票—铝期货的套利实例
１月７日 买入１６５０股中铝，价格为６ ６６元／股卖出１手铝１００１期货，价格为１２３３０元／股
３月２０日 卖出１６５０股中铝，价格为１０ ９８元／股买入１手铝１００１期货，价格为１２４５５元／股
获利 ７１２８元 － ６２５元
总获利 ６５０３元

　 　 资料来源：新湖期货研究所。
写到这里，铝期货的跨品种套利也算进入尾声了，不过有些注意点作为

投资者应加以重视。
首先，所跨的品种需满足如下前提条件：
１ 两种商品具有高度的相关性。跨品种套利的两种商品必须得有高度

的相关性，比如铜和铝，在工业用途上往往具有部分替代性。毫不相关的两
种商品即使在某一段时间价格差变化上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也不能就此认定
未来一定会遵循这种规律，盲目作套利具有很大的风险，比如铝和天然橡
胶，两种商品关联度较低，还有上文提到的铝和黄金，应尽量避免这样的套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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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两种商品的价格具有高度的同向性。在前文的统计描述中，我们用
动态关联度来考量这种同向性，操作跨品种套利，两种商品的变化趋势必须
相似或相近。一个单边上涨，一个单边下跌，理论上也可以进行套利操作，
但是实际操作起来一般是避免反向相关性品种的，因为两者用的不是价差的
形式。

３ 两种商品的价格变化速率不同。跨品种套利强调的是利用两种商品
变化的价差的波动实现套利机会，若两种商品变化速率无差异，那么价差就
不会有均值回归现象。

４ 如果做的是两个期货品种间的套利，买进或卖出的期货合约通常应
在相同的交割月份。

其次，跨品种套利的收敛性是属于半绝对半假设性范畴。其收敛的绝对
性比不过期现套利，但跨品种套利收敛的可能性要比一般成对股票的统计套
利模式来的稳定。不过如上文分析，有时候价差的发散会让收敛式套利
“得不偿失”，所以很多机构也会利用价差发散的机会做价差交易。不过在
原始的套利定义来看，这种价差发散式交易已经属于投机性质了，这在套利
界定上往往也容易引起误解。

再次，由于不同品种的涉资金额要求不同，所以造成彼此的配对数量关
系不是１∶ １。这个投资数量比例关系经常会随着不同的事件和情况的发生而
不同，这给统计套利的成功实施带来了新的挑战。所以套利不能纯依靠数量
关系，去了解价差的原因是预见模型风险的有效方法。

最后，套利的执行风险也是不可忽视的。套利指令的打入可能会有进单
数量达不到预计的问题，而且即使数量准确成交的价格可能也不是计划的价
格。这种来自于执行方面的潜在问题增加了套利的额外成本。

自 　 测 　 题

一、选择题

１ 铝期货套利是就是（　 　 ）铝相关投资对象，买卖数量配比，以期望
得到在有利价差变化中实现的利润。

Ａ 同时买进两只　 　 　 　 　 　 　 　 Ｂ 同时卖出两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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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先后分别买进卖出 Ｄ 同时买进和卖出
２ （　 　 ）奠定了很多衍生品定价的基础。
Ａ 同步定律 Ｂ 同价定律
Ｃ 同时定律 Ｄ 价比定律
３ 套利时候要着重于（　 　 ）方面的问题。
Ａ 执行和收敛 Ｂ 执行和时间
Ｃ 质量和时间 Ｄ 时间和收敛
４ 下面（　 　 ）不是套利交易形式。
Ａ 同时买卖不同月份的铝期货
Ｂ 同时买伦敦铜和伦敦铝
Ｃ 同时买现货铝和卖期货铝
Ｄ 同时买入部分中铝股份并卖出一定数量的铝期货
５ 远期期货价格低于近期期货价格或者现货价格高于期货价格的情况

称为（　 　 ）。
Ａ 正向市场 Ｂ 反向市场
Ｃ 变相市场 Ｄ 常态市场
６ 下列不是套利吸引投资者原因的是（　 　 ）。
Ａ 套利利润最大 Ｂ 套利交易风险较小
Ｃ 价差比价格更容易预测 Ｄ 收益比较稳定
７ 下列不是期限套利风险的是（　 　 ）。
Ａ 时间风险 Ｂ 利率风险
Ｃ 天气风险 Ｄ 增值税风险
８ 跨合约成本包括很多因素，以下因素不属于跨合约套利主要成本的

是（　 　 ）。
Ａ 仓储费 Ｂ 过户费
Ｃ 消费税 Ｄ 增值税
９ 卖出套利的潜在风险（　 　 ），潜在收益（　 　 ）。
Ａ 无穷小　 无穷大 Ｂ 固定　 无穷大
Ｃ 固定　 固定 Ｄ 无穷大　 固定
１０ 下列不属于跨市交易前提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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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事先有现货 Ｂ 专业的产品知识
Ｃ 完备的风险意识 Ｄ 强大的资金实力

二、判断题

１ 套利与套期保值在交易形式上相同，只是前者只在期货市场上买卖
和约。 （　 　 ）

２ 套利在本质上是期货市场的一种投机，有时它会进一步扭曲期货市
场的价格。 （　 　 ）

３ 套利者利用同一商品在两个合约月份之间的差价，而不是任何一个
合约的价格进行交易。 （　 　 ）

４ 套利者往往先买进或卖出一份合约，再做相反操作，先后扮演多头
和空头的双重角色。 （　 　 ）

５ 由于套利操作上的复杂性，在收取保证金时，往往高于一张合约。
（　 　 ）

６ 如果不同交割月份合约价格间关系不正常，无论价差过大还是过小，
交易者都可以相机采取行动进行跨期套利。 （　 　 ）

７ 在反向市场中，由于需求远大于供给，现货价格高于期货价格，近
期合约价格相对于远期合约价格升幅更大时，可以入市做牛市套利。

（　 　 ）
８ 无论在正向市场还是反向市场，熊市套利的做法都是卖出近期合约

同时买入远期合约。 （　 　 ）
９ 蝶式套利必须同时下达三个卖空／买空／卖空的指令，并同时对冲。

（　 　 ）
１０ 投资者在进行跨市套利时，应着重考虑两地间的运输费用和正常的

差价关系。 （　 　 ）

三、填空题

１ 在进行套利时，交易者主要关注的是合约之间的 。
２ 与普通投机交易相比，套利者在一段时间内 。
３ 理论上，在正向市场牛市套利中，如果价差扩大，交易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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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正向市场牛市套利的操作规则为 。
５ 反向市场中，发生以下哪类情况时应采取牛市套利决策 。
６ 理论上，在反向市场牛市套利中，如果价差缩小，交易者 。
７ 理论上，在正向市场熊市套利中，如果价差扩大，交易者 。
８ 理论上，在反向市场熊市套利中，如果价差缩小，交易者 。
９ 蝶式套利必须同时下达 个指令，并同时对冲。
１０ 跨市套利中，通常决定同一品种在不同交易所间价差的主要因素是

。

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１ Ｄ　 　 　 　 ２ Ｂ　 　 　 　 ３ Ａ　 　 　 　 ４ Ｂ　 　 　 　 ５ Ｂ

６ Ａ ７ Ｃ ８ Ｃ ９ Ｄ １０ Ａ

二、判断题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 ７ √ ８ √ ９ × １０ √

三、填空题

１ 相对价格关系
２ 同时进行多头和空头操作
３ 亏损
４ 买人近期合约，同时卖出远期合约
５ 近期月份合约价格上升幅度大于远期月份合约
６ 亏损
７ 获利
８ 获利
９ 三
１０ 运输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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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铝期货的投机交易 　

　 　 【本章要点】

　 　 本章主要对铝期货的投机交易进行了阐述，
着重讲解铝投机交易的概念及作用、主要参与
者类型、投机策略（包括建仓和平仓策略）等
方面的内容，本章能够使投资者正确认识铝期
货投机的作用和性质，了解参与投机交易需要
掌握的技巧、方法与操作规范。

　 　 一、 什么是铝的期货投机？ 铝期货投机的作用有
哪些？

　 　 期货投机交易是指，在期货市场上以获取价差收益为目的的期货交易行
为。在铝的期货市场上，除了套期保值者之外，还存在投机者（包括套利
者）。铝的投机者根据自己对期货价格走势的判断，作出买进或卖出的决
定，如果这种判断与市场价格走势相同，则投机者平仓出局后可获取投机利
润；如果判断与价格走势相反，则投机者平仓出局后承担投机损失。因为投
机的目的是赚取差价收益，所以铝的投机者一般只是平仓了结持有的期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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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而不进行实物交割。
铝的期货投机交易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投资行为，也不同于套期保值行

为，更与赌博相异甚远，其与套期保值以及赌博行为的差异比较如表７ － １所
示：

表７ － １ 期货投机与套期保值、赌博的区别
项目 铝期货套期保值交易铝期货投机交易 项目 赌博 铝期货投机交易

交易场所在铝现货和铝期货
两个市场同时操作

只在铝期货市场操
作，一般不做现货
交易，几乎不进行
实物交割

风险机制风险来自赌局的设
立，人为制造的风
险

规避或转移的
风险在商品生
产和经营活动
中客观存在

交易目的利用铝期货市场为
现货市场规避风险

以较少资金获取较
大利润

运作机制结果随机产生，无
法预测

可以分析、判
断，正确预测

交易方式期现两个市场对冲利用市场中价格波
动进行买空卖空，
获得价差收益

经济职能个人之间金钱的转
移，所耗费的时间
和资源未创造出新
价值，对社会无贡
献

承担市场价格
风险，提高市
场流动性，有
助于社会经济
生活正常运行

交易风险转移或规避市场价
格风险

自愿承担价格波动
风险，风险与收益
一致

　 　 资料来源：新湖期货研究所。

投机是一个很敏感的词，尤其是处于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它一直被
列为贬义词。在西方，“投机”的英语词汇是“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ｏｎ”，原意是指“预
测”，是一个中性词。在中国，投机一直与投机倒把相联系，在“人勤百业
兴”的传统观念中，投机有不务正业之嫌，但是从期货市场发展以及市场
经济体系完善的角度来说，投机恰恰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自然选择。

在铝的期货市场上，投机交易是交易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起到了
增加市场流动性和承担套期保值者转嫁风险的作用；它还有利于期货交易的
顺利进行和期货市场的正常运转；它是期货市场套期保值功能和发现价格功
能得以发挥的重要条件之一。主要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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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铝期货投机者是期货市场风险的承担者，是铝现货商的交易对手。
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交易能够为现货商的生产经营者规避风险，但它只是转
移了风险，并不能把风险消灭。转移出去的风险需要有相应的承担者，铝期
货投机者在期货市场上正起着承担风险的作用。期货交易运作的实践证明，
一个期货市场中只有套期保值交易根本无法达到转移风险的目的。

如果铝的现货商进行套期保值，那么必须在买入套期保值者和卖出套期
保值者交易数量完全相等时，交易才能成立。实际上，多头保值与空头保值
的不平衡是经常的。因此，仅有现货商的市场，套期保值是很难实现的。铝
期货的投机者的参加正好能弥补这种不平衡，在利益动机的驱使下促使期货
交易的实现。铝期货的投机者根据自己对价格的判断，不断在期货市场上买
卖铝期货合约，以期在价格波动中获利。在这一过程中投机者必须承担很大
的风险，一旦市场价格与投机者预测的方向相反就会造成亏损，这种亏损正
是套期保值者所力求回避的那部分风险。如果期货市场上没有投机者或没有
足够的投机者参与期货币场，套期保值者就没有交易对手，铝现货企业的风
险也就无从转嫁，铝期货市场为现货商服务、套期保值回避风险的功能就难
以发挥。

２ 铝的投机交易促进市场流动性，保障了期货市场发现价格功能的实
现。发现价格功能是在市场流动性较强的条件下实现的。一般说来，沪铝期
货合约的市场流动性的强弱取决于投机成分的多少。如果铝期货市场只有套
期保值者，即使集中了大量的供求信息，市场参与者也难以找到交易对手，
少量的成交就可对价格产生巨大的影响。当然，如果投机过度，投机行为不
仅不能减缓价格的波动，而且会人为地加剧价格波动，加大市场风险，使市
场丧失正常功能。因此，遏制过度投机，打击操纵市场行为是各国证券监管
机构的主要工作之一。

３ 铝的跨期套利和跨品种套利是一种适度的期货投机，能够缓减价格
波动。铝期货市场的投机者不仅利用价格短期波动进行投机，而且还利用同
一种商品或同类商品在不同时间、不同交易所之间的差价变动来进行套利交
易。这种投机，使不同品种之间和不同市场之间的价格，形成一个较为合理
的价格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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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铝期货投机交易的主要参与者有哪些？

投机者类型的划分，根据不同的标准而定。
１ 按照交易量的大小，可划分为大投机者与中小投机者。对大、中、

小投机者的界定，一般是根据其交易量的大小和拥有资金的多少，这又和其所
参与交易的市场规模有关。目前，对于铝的期货，尚未有绝对的量化标准。

２ 按照交易头寸区分，可划分为多头投机者和空头投机者。在交易中，
投机者一般都依据其对未来价格变动的预测来确定其交易头寸。买入铝期货
合约者，即拥有多头头寸，被称为多头投机者；相反，卖出铝期货合约者，
即拥有空头头寸，被称为空头投机者。

３ 按照投机者持仓时间长短，可划分为长线交易者、短线交易者、当
日交易者和抢帽子者。

长线交易者通常将铝的合约持有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待价格变至对
其有利时再将合约对冲。短线交易者一般是当天下单，在一日或几日内了
结。当日交易者，一般只进行当日或某一交易节的买卖，很少将持有的头寸
拖到第二天，一般为交易所的自营会员。抢帽子者又称逐小利者，是利用微
小的价格波动来赚取微小利润，他们频繁进出，但交易量很大，希望以大量
微利头寸来赚取利润。

无论你是哪一种类型的投机者，在期货市场，你必须与一大群专业人员
展开竞争。这些专业人员包括以期货交易为生、得到很好回报的职业投机者
以及从事商品期货基金管理的职业操盘手，还包括一大批有现货背景的现货
商。

三、 如何进行铝的期货投机？ 投机策略有哪些？

（一）投机前要做的准备工作
１ 充分了解期货合约。在买入或卖出期货合约之前，应对铝期货合约

的种类、数量和价格作全面、准确和谨慎的研究。从生产到加工再到下游消
费，铝的产业链有其独特的地方。在对铝期货合约有足够认识的基础上，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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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决定下一步准备购买的合约数量和方向。
２ 制订交易计划。一个漫不经心毫无计划的期货投机者，最明显的特

征就是缺少交易的策略计划。在充分了解铝期货的基础上，交易计划就是获
取成功的蓝图。制定交易计划可以使交易者被迫考虑一些可能被遗漏或考虑
不周或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的问题；可以使交易者明确自己正处于何种市场环
境，将要采取什么样的交易方向，明确自己应该在什么时候改变交易计划，
以应付多变的市场环境；可以使交易者选取适合自身特点的交易方法，只有
方法正确方有利可图。

３ 确定获利和亏损限度。一般情况下，个人倾向是决定可接受的最低
获利水平和最大亏损限度的重要因素。通过预测铝期货价格可能的走势，把
现实的和潜在的各种可获得的交易策略结合起来，获利的潜在可能性应大于
所冒的风险。在交易前，应为自己确定一个最低获利目标和所能承受的最大
亏损限度，作好交易前的心理准备。

４ 确定投入的风险资本。为了增加获利机会，要做到以下三点：
（１）分散资金投入方向，而不是集中用于某一笔交易；
（２）持仓应限定在自己可以完全控制的数量之内；
（３）为有可能出现的新的交易机会留出一定数额的资金。
（二）铝期货的投机建仓和平仓策略
当开始进行铝的期货投机交易时，需要在投机交易的不同阶段，例如减

仓与平仓阶段，制定切实可行的交易策略，并掌握一些交易技巧。
１ 投机者的建仓策略。
（１）谨慎选择入市时机。首先，判断铝期货的市场目前是处于牛市还

是熊市，一般采用基本面分析法，分析目前铝行业的供求情况。
其次，在入市前，还需充分考虑投机者自身承担风险的能力，风险和获

利机会一般而言是对等的，因此需要仔细权衡风险和获利前景，只有在获利
概率较大时，才能入市。

最后，采用技术分析法决定入市的具体时间。基本分析法侧重行情的长
期走势，而技术分析法侧重研判相对短期的走势，因此更适合发现入市的恰
当时点。

对于铝期货投机的建仓，投机者应该在市场趋势已经明确上涨时，才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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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期货合约；在市场趋势已经明确下跌时，才卖出期货合约。如果趋势不明
朗，或不能判定市场发展趋势，匆忙建仓的风险会非常大。

（２）平均买低和平均卖高策略。如果建仓后铝期货的市场行情与预料
相反，可以采取平均买低或平均卖高的策略，待行情按照自己预料的方向上
涨或下跌时，及时卖出或买进铝期货合约平仓。具体而言，在买入铝期货合
约后，如果价格下降则进一步买入合约，以求降低平均买入价，一旦价格反
弹可在较低价格上卖出止亏盈利，这称为平均买低。在卖出合约后，如果价
格上升则进一步卖出合约，以提高平均卖出价格，一旦价格回落可以在较高
价格上买入止亏盈利，这就是平均卖高。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采取平均买低或平均卖高策略时，必须以对市场
大势的看法不变为前提。在预计价格将上升时，价格可以下跌，但最终仍会
上升。在预测价格即将下跌时，价格可以上升，但必须是短期的，最终仍要
下跌。否则这种做法只会增加亏损。

（３）“金字塔”式买入卖出策略。如果建仓后铝期货市场行情与预料相同
并已经使投机者获利，可以增加持仓。增仓应遵循以下两个原则：第一，只有
在现有持仓已经盈利的情况下，才能增仓；第二，持仓的增加应渐次递减。

例如：某投资者预计未来３个月铝价将会持续上涨，买入５手沪铝期货
合约，成交价为１６６００元／吨。价格如预期上涨，在一周后上涨至１６７００元／
吨，该投资者再买入４手沪铝期货合约，成交价为１６７００元／吨。价格的进
一步上升，这位投资者又分别在１６７５０元／吨的价位买入３手合约，在１６７８０
元／吨的价位买入２手合约，在１７０００元／吨买入１手合约。这时，他一共持
有１５手合约，平均买入价格为１６７０７ ３３元／吨。具体操作过程见图７ － １：

价格（元／吨） 持仓数（手） 平均价（元／吨）
１７０００ × １６７０７ ３３

１６７８０ × 　 　 × １６６８６ ４３

１６７５０ × 　 　 × 　 　 × １６６７０ ８３

１６７００ × 　 　 × 　 　 × 　 　 × １６６４４ ４４

１６６００ × 　 　 × 　 　 × 　 　 × 　 　 × １６６００

图７ － １　 金字塔式买入策略操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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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金字塔”式买入合约时持仓的平均价虽然有所上升，但升幅小
于合约市场价格的升幅，市场价格回落时，投机者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卖出合
约并取得预期利润。金字塔卖出策略的做法与此类似。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建仓后虽然市况变动有利，但如果投机者在增加仓
位时，每次买入或卖出的合约份数总是大于前次买入或卖出的合约份数，买
入或卖出合约的平均价就会和最近的成交价相差无几，只要价格稍有下跌或
上升，便会吞噬所有利润，甚至蚀本，因此“倒金字塔”式买入不应提倡。

为了尽可能利用市场的有利变动，可以采取一种“金字塔”式的变形。
最初建仓时买卖少量合约，如果市况有利，分次买入或卖出铝期货合约，每
次买入或卖出的合约份数均大于前次买卖的数量。在所持有的持仓达到一定
数量后，分次逐步递减买卖合约。持仓的增加情况如图７ － ２所示：

最后一次买／卖 → ×

× 　 　 ×

× 　 　 × 　 　 ×

× 　 　 × 　 　 × 　 　 ×

× 　 　 × 　 　 ×

× 　 　 ×

建仓 → ×

图７ － ２　 金字塔式建仓—卖出示意图

２ 投机者的平仓策略。建仓之后，投机者应随时关注市场行情变动，
适时平仓，以获取投机利润或者及时止损。

（１）掌握限制损失、滚动利润的原则。在铝期货的投机中，投机者在
交易出现损失，并且损失已经达到事先确定数额时，应立即对冲了结，认输
离场，过分的赌博心理只会造成更大损失。如果市场按照预测的趋势，朝有
利的方向发展，投机者就可以继续持有自己买入或卖出的仓位，直到市场趋
势出现逆转为止。投资经验再丰富的投机者，也不可能每次投资都会获利，
出现损失并不可怕，怕的是不能及时止损，酿成大祸。

（２）灵活运用止损指令。止损指令是实现限制损失、滚动利润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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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工具，不过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止损单中的价格不能太接近于当时的期
铝价格，以免价格稍有波动就不得不平仓。但也不能离市场价格太远，否
则，容易遭受不必要的损失。止损单中价格的选择可以利用技术分析法确
定。

资金管理的要领
资金管理是指资金的配置问题。其中包括：投资组合的设计、多

样化的安排、在各个市场上应分配多少资金去投资、止损点的设计、
报偿与风险比的权衡、在经历了成功或挫折之后采取何种措施，以及选择保守稳健的交
易方式还是积极大胆的方式等方面。

１ 投资额必须限制在全部资本的５０％以内。在任何时候，交易者投入市场的资金
都不应该超过其总资本的一半。剩下的５０％资金是储备，用来保证在交易不顺手的时候
或临时支用时有备无患。

２ 在任何单个的市场上所投入的总资金必须限制在总资本的１０％到１５％以内。例
如，你有１０００００元资金，在任何一个单独的品种上，最多只能投入１００００元到１５０００元
到某一个品种上。这一措施可以防止在一个品种上注入过多的本金，从而避免在“一颗
树上吊死”的危险。

３ 在任何单个市场上的最大亏损额必须控制在总资本的５％以内。这个５％是指在
交易失败的情况下，将承受的最大亏损。例如：对于１０００００元的账户来说，可以在单个
品种上冒险的资金不超过５０００元。

４ 在任何一个市场群类上所投入的保证金总额必须限制在总资本的２０％到２５％以
内。同一群类的市场，往往步调一致。例如：大豆和豆粕是豆类里的两个成员，通常处
于一致的趋势下，如果把全部资金注入同一群类的各个市场，就违背了多样化的风险分
散原则。

自 　 测 　 题

一、选择题

１ 在期货市场上以获取价差收益为目的的期货交易行为称为（　 　 ）。
Ａ 套利交易　 　 　 　 　 　 　 　 　 Ｂ 期货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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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期权交易 Ｄ 过度投机
２ 在期货投机交易中，投机者应该注意，止损单中的价格不能（　 　 ）

当时的市场价格。
Ａ 等于 Ｂ 大于
Ｃ 低于 Ｄ 太接近于
３ 按照一般性资金管理要求，在任何单个的市场上的最大总亏损金额

必须限制在总资本的（　 　 ）以内。
Ａ ２％ Ｂ ５％

Ｃ １０％ Ｄ ２５％

４ 一般情况下，（　 　 ）是决定可接受的最低获利水平和最大亏损限度
的重要因素。

Ａ 个人倾向 Ｂ 技术分析
Ｃ 供求分析 Ｄ 基本分析
５ 在期货投机交易中，（　 　 ）利用微小的价格波动来赚取微小利润，

他们频繁进出，但交易量很大，希望以大量微利头寸来赚取利润。
Ａ 长线交易者 Ｂ 短线交易者
Ｃ 抢帽子者 Ｄ 当日交易者
６ 当远期月份合约的价格（　 　 ）近期月份合约的价格时，市场处于正

向市场。
Ａ 等于 Ｂ 大于
Ｃ 低于 Ｄ 接近于
７ 期货市场的建立和期货交易的进行，其根本目的是要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为商品的生产者、经营者和加工者创造一个规避价格波动风险的机制，
这就是期货市场上的（　 　 ）。

Ａ 期货投机 Ｂ 套期保值
Ｃ 套利交易 Ｄ 期权期货
８ 某投机者决定做小麦期货合约的投机交易，以１２００元／吨买入１手

合约。成交后立即下达一份止损单，价格定于１１８０元／吨，此后价格上升到
１２２０元／吨，投机者决定下达一份新的到价止损指令，价格定于１２１０元／
吨，若市价回落可以保证该投机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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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获得１０元／吨的利润 Ｂ 损失１０元／吨
Ｃ 获得１５元／吨的利润 Ｄ 损失１５元／吨
９ 按照一般性资金管理要求，在任何单个的市场上所投人的总资金必

须限制在总资本的（　 　 ）以内。
Ａ ５％ ～ １０％ Ｂ １０％ ～ １５％

Ｃ １０％ ～ ２０％ Ｄ ３０％ ～ ４０％

１０ 在买入合约后，如果价格下降则进一步买入合约，以求降低平均买
入价，一旦价格反弹可在较低价格上卖出止亏盈利，这称为（　 　 ）。

Ａ 平均卖高 Ｂ 买低卖高
Ｃ 平均买低 Ｄ 卖高买低

二、判断题

１ 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机制正是投机者对未来市场价格走向预测的反
应。 （　 　 ）

２ 买进期货合约投机者，拥有多头头寸，被称为多头投机者。 （　 　 ）
３ 期货交易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流动性的大小，这一

点主要取决于投机者。 （　 　 ）
４ 投机者所冒的风险是人为制造的风险。 （　 　 ）
５ 如果建仓后市场行情与预料的相反，可以采取买低卖高或卖高买低

的政策。 （　 　 ）
６ 当远期月份合约的价格大于近期月份合约的价格时，市场处于反向

市场。 （　 　 ）
７ 投机者一般不做现货交易，几乎不进行实物交割。 （　 　 ）
８ 期货市场具有一种把价格风险从保值者转移给投机者的机制。

（　 　 ）
９ 在卖出合约后，如果价格上升则进一步卖出合约，以提高平均卖出

价格，一旦价格回落可以在较高价格上买入止亏盈利，这就是平均买低。
（　 　 ）

１０ 在任何单个市场上的最大总亏损金额必须限制在总资本的１０％以
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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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填空题

１ 按照投机者持仓时间长短，可划分为 、 、
和 。

２ 抢帽子者又称为 。
３ 从交易头寸区分，期货市场中投机可分为 和 。
４ 建仓时除了决定买卖何种合约、合约数量及入市时间外，还必须确

定 。
５ 灵活运用止损指令可以起到 和 的作用。
６ 从分析预测方法区分，投机者可分为 和 。
７ 、 是期货市场的两个基本因素，共同维护期货市

场的生存和发展。
８ 某投机者预测８月份大豆期货合约价格将上升，故买入１手（１０吨／

手）大豆期货合约，成交价格为２０１０元／吨。此后价格下降到２０００元／吨，
该投机者再次买入１手合约，则该投机者的持仓平均价格为 。

９ 某投机者预测１０月份大豆期货合约价格将上升，故买入１０手（１０
吨／手）大豆期货合约，成交价格为２０３０元／吨。可此后价格不升反降，为
了补救，该投机者在２０１５元／吨再次买入５手合约，当市价反弹到
时才可以避免损失。

１０ 某投机者预测５月份大豆期货合约价格将上升，故买入５手（１０
吨／手），成交价格为２０００元／吨，此后合约价格迅速上升到２０２０元／吨，该
投机者再次买入４手，当市场价格再次上升到２０３０元／吨时，又买入３手合
约，当市价上升到２０４０元／吨时再买入２手，当市价上升到２０５０元／吨时再
买入１手，则该投机者持仓的平均价格为 。

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１ Ｂ　 　 　 　 ２ Ｄ　 　 　 　 ３ Ｂ　 　 　 　 ４ Ａ　 　 　 　 ５ Ｃ

６ Ｂ ７ Ｂ ８ Ａ ９ Ｂ １０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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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判断题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 ７ √ ８ √ ９ × １０ ×

三、填空题

１ 长线交易者　 短线交易者　 当日交易者　 抢帽子者
２ 逐小利者
３ 多头投机者　 空头投机者
４ 合约的交割月份
５ 限制损失　 滚动利润
６ 基本分析派　 技术分析派
７ 期货投机　 套期保值
８ ２００５元／吨
９ ２０２５元／吨
１０ ２０２０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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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铝期货交易中的风险及防范 　

　 　 【本章要点】

　 　 本章主要介绍了参与铝期货交易存在的风
险，并对如何管理这些风险从个人投资者和机
构投资者两方面进行了阐述。

一、 参与铝期货交易有哪些风险？

（一）期货市场共有的风险特征
期货市场，无论是金属类、能源化工类还是其他品种，存在的风险具有

一些共同的特征：
１ 风险存在的客观性。在任何市场中都存在着有可能造成投资者损失

的不确定性因素，这是所有市场风险的共性。在期货市场中，由于杠杆效
应、双向交易、对冲机制等内在机制的特殊性会吸引很多投机者参与，但同
时也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２ 风险因素的放大性。期货市场的风险与现货市场的风险相比具有放
大性，这种放大性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１）期货价格相对
现货价格而言波动更大更频繁；（２）期货交易本身的杠杆效应使得期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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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机性较强，交易者过度的投机心理容易诱发风险行为，增加产生风险的可
能性；（３）期货交易是连续性的合约买卖活动，风险易于延伸，引发连锁
反应；（４）期货交易量大，风险涉及面较广；（５）期货交易具有远期性，
未来不确定的因素较多，若行情发生突然变化，风险则会持续扩散。

３ 风险与机会共存。期货交易中风险的存在，一方面意味着发生损失
的可能性，同时它也孕育着获取高额回报的可能，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高
风险对应高收益，正是这一特点促使投机者进入期货市场。当然，期货收益
的高风险要求投资者必须提高自身素质，规范交易行为，将风险控制在可承
受的范围内。

４ 风险损失的均等性。对参与期货交易的双方来说，期货风险可能带
来的损失都是客观的、均等的。在期货市场中，各种交易者所面临风险程度
的大小主要由其持有的头寸和经济实力决定，但他们无疑都同样面临损失的
风险。

５ 风险的可防范性。期货市场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虽然它有不确定
性，但是由于期货市场风险的产生和发展有其规律，同时其影响因素也往往
是可以识别的，所以可以根据历史统计数据对市场的变化趋势进行预测，也
可以通过研究影响因素，掌握其征兆以及后果，并做出相应的措施进行有效
的风险防范，从而规避、分散风险。

（二）铝期货交易的主要风险
就铝期货交易而言，从风险来源来看，可将铝期货市场的风险分为市场

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法律风险和信用风险。
１ 市场风险。市场风险是铝价波动导致的所持铝期货合约价值发生变

化的风险。这是铝期货交易中最常见，也是最需注意的一种风险。导致这一
风险的因素一般可分为自然环境因素、社会环境因素、政治法律因素、技术
因素、心理因素等。铝期货市场的市场风险又可分为利率风险、汇率风险、
权益风险、商品风险等。

２ 操作风险。操作风险是指在铝期货交易过程中，期货公司或投资者
因为内部控制缺陷或信息系统故障等而导致意外损失的可能性。操作风险包
括以下几方面：期货公司或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没能按规定的流程操作造成
的风险；交易操作人员指令处理错误所造成的风险；不完善的内部制度与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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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步骤等原因负责风险管理的计算机系统出现差错，导致不能正确地把握铝
期货的市场风险；因计算机的操作错误而破坏数据的风险；因工作责任不明
确或工作程序不恰当，不能进行准确结算或发生作弊行为的风险；存储交易
数据的计算机因灾害或操作错误而引起损失的风险等。

３ 流动性风险。铝期货交易中的流动性风险可分为流通量风险和资金
量风险两种。流通量风险是指铝期货合约无法及时以合理价格建立或了结头
寸的风险，即在交易时缺乏交易对手方而使交易无法达成。资金量风险是因
投资者的资金不能达到保证金要求而面临的强制平仓的风险。

４ 法律风险。法律风险是指在铝期货交易中，由于交易对象、签订合
同、税收处理等相关行为与相应的法律法规发生冲突致使无法获得预期收益
甚至蒙受损失的风险。如投资者与不具有期货代理资格的机构签订紧急代理
合同不受法律保护，如果投资者通过这些机构进行铝期货交易就会有法律风
险。

５ 信用风险。信用风险是指在铝期货交易过程中，交易对手不履行履
约责任而给自己带来损失的风险。现代期货交易的风险分担机制使得信用风
险发生的概率很小，但在发生重大风险事件或相关风险控制制度不完善时也
会产生信用风险。

延伸阅读：巴林银行破产事件
１９９５年２月２６日，新加坡巴林公司期货经理尼克·里森投资日经

２２５股指期货失利，导致巴林银行遭受巨额损失，合计损失达１４亿美
元，最终无力继续经营而宣布破产。从此，这个有着２３３年经营史和良
好业绩的老牌商业银行在伦敦城乃至全球金融界消失。

巴林银行集团曾经是英国伦敦城内历史最久、名声显赫的商业银行集
团，素以发展稳健、信誉良好而驰名，其客户也多为显贵阶层，英国女王伊
丽莎白二世也曾经是它的顾客之一。巴林银行集团的业务专长是企业融资和
投资管理，业务网点主要在亚洲及拉美新兴国家和地区。１９９４年巴林银行的
税前利润仍然高达１ ５亿美元，银行曾经一度希望在中国拓展业务。然而，
次年的一次金融投机彻底粉碎了该行的所有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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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林银行破产的直接原因是新加坡巴林公司期货经理尼克·里森错
误地判断了日本股市的走向。１９９５年１月份，日本经济呈现复苏势头，
里森看好日本股市，分别在东京和大阪等地买进大量期货合同，希望在
日经指数上升时赚取大额利润。天有不测风云，１９９５年１月１７日突发
的日本阪神地震打击了日本股市的回升势头，股价持续下跌。巴林银行
因此损失金额高达１４亿美元，这几乎是巴林银行当时的所有资产，这座
曾经辉煌的金融大厦就此倒塌。巴林银行集团破产的消息震动了国际金
融市场，各地股市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英镑汇率急剧下跌，对马克的
汇率跌至历史最低水平。巴林银行事件对于欧美金融业的隐性影响不可
估量。

事情表面看起来很简单，里森的判断失误是整个事件的导火线。然
而，正是这次事件引起了全世界密切关注，金融衍生工具的高风险被广
泛认识。从里森个人的判断失误到整个巴林银行的倒闭，伴随着金融衍
生工具成倍放大的投资回报率的是同样成倍放大的投资风险。这是金融
衍生工具本身的“杠杆”特性决定的。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 ／ ／ ｂａｉｋｅ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ｖｉｅｗ ／ １２１０９０７ ｈｔｍ。

二、 如何进行铝期货交易的风险管理？

（一）个人投资者如何进行风险管理
个人投资者在参与铝期货交易的过程中，为维护自身权益，保障自身财

务安全，可采取如下一些防范措施：
１ 学习铝期货市场知识，充分了解铝期货交易特点。个人投资者在参

与铝期货交易之前，必须事先对铝期货市场有足够的了解和认识，包括学习
期货市场的基本理论和结构、了解铝期货合约、掌握交易流程和交易方法以
及学习基本的分析技巧。同时，必须掌握如何识别交易中的欺诈行为，以维
护自身的权益。这些知识是个人投资者进行铝期货投资的基础条件，投资者
可以通过书籍、网路、参加研讨会等不断积累。同时，对于初入期市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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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建议先进行铝期货的模拟交易，待对期货市场及铝品种有一定了解和把握
后再入场实战操作。

期货行业的常用专业术语
交易单位：也称为合约规模，是指在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每手期货

合约代表的标的物的数量。在目前的铝期货交易中，最小交易单位为５
吨／手。

最小变动价位：是指在期货交易所的公开竞价过程中，对合约每计量单位报价的最
小变动值，在期货交易中，每次报价的最小变动数值必须是最小变动数值的整数倍。目
前，铝期货交易的最小变动价位为５元／吨。

合约交割月份：是指某种期货合约到期交所交割的月份。由于合约的交割月份对期
货的价格有较大影响，同时对并无交割意愿的投资者来说应特别注意，以免被动交割。

最后交易日：是指某种期货合约在合约交割月份中进行交易的最后一个交易日，过
了这个期限的未平仓期货合约，必须按规定进行实物交割或现金交割。

开仓：也称为建仓，是指期货交易者新建期货头寸的行为，包括买入开仓和卖出开
仓。

持仓：是指交易者开仓之后手中持有头寸的情形。若交易者买入开仓，则构成买入
（多头）持仓；反之，则形成了卖出（空头）持仓。

平仓：是指交易者了结持仓的交易行为，了结的方式是针对持仓方向做相反的对冲
买卖。

牛市套利：是指当市场出现供给不足、需求旺盛的情形，导致较近月的合约价格上
涨幅度大于较远期的上涨幅度，或者较近月份的合约价格下降幅度小于较远期的下跌幅
度时，买入较近月份的合约同时卖出较远月份的合约的操作。

熊市套利：是指当市场出现供给过剩，需求相对不足时，一般来说，较近月份的合
约价格下降幅度往往要大于较远期合约价格的下降幅度，或者较近月份价格上升幅度小
于远期合约价格的上升幅度时，卖出较近月份合约同时买入远期月份的合约的操作。

蝶式套利：是有共享居中交割月份一个牛市套利和一个熊市套利的跨期套利组合的
操作。

跨品种套利：是指利用两种不同但相互关联的商品之间的期货合约价格差异进行套
利，即买入某一交割月份某种商品的期货合约，同时卖出另一相同交割月份、相互关联
的商品期货合约，以期在有利时机同时将这两种合约对冲平仓获利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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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市套利：是指在某个交易所买入（或卖出）某一交割月份的某种商品合约同时，
在另一个交易所卖出（或买入）同一交割月份的同种商品合约，以期在有利时机分别在
两个交易所对冲在手合约以获利的操作。

程序化交易：是指所有利用计算机软件程序制定交易策略并实行自动下单的交易行
为。

开盘价：又称开市价，是指某一期货合约每个交易日开市后的第一笔买卖成交价
格。

收盘价：是指某一期货合约在当日交易中的最后一笔成交价格。
成交量：是开盘后到目前为止某一期货合约的买卖双方达成交易的合约数量。
持仓量：持仓量是到目前为止某一期货合约交易中未平仓合约的数量。
双开：表明买卖双方都是入市开仓，一方买入开仓，另一方卖出开仓。
双平：表明买卖双方都持有未平仓合约，一方卖出平仓，一方买入平仓。
多换：多头换手的简称，表明在买卖双方中，一方为买入开仓，另一方为卖出平

仓，意味着“新的多头换出旧的多头”。
空换：空头换手的简称，表明在买卖双方中，一方为卖出开仓，另一方为买入平

仓，意味着“新的空头换出旧的空头”。
资料来源：《期货市场教程》。

２ 慎重选择期货公司，避免代理风险。投资者在开户前要认真了解期
货公司的相关情况，包括资信情况、交易业绩、代理业务的范围和资格以及
有关的规则和制度等。通过选择安全可靠的经纪公司可以降低其代理风险，
减少不必要的法律纠纷和经济损失。

３ 制定正确的投资战略，将风险降至可以承受的程度。投资者入市前
要对铝期货交易风险有充分的认识，正确估量财力，分析铝期货价格变动规
律，制定正确而又符合自己风险承受能力的交易策略，以降低交易风险。一
般来说，投资者应避免将自己的非闲置资金投入期市，因为投资者现时生活中
资金支取需求很可能会要求投资者在亏损的状态下平仓，造成资金的损失。

４ 规范交易行为，提高风险意识和心理承受能力。投资者进入铝期货
市场进行交易必须严格遵守有关法规，严禁违法交易。违法交易所得获利不
受法律保护，同时也将受到监管部门严厉处罚。另外，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
也是进行铝期货交易的必要保障。面对风云变幻的市场行情，投资者必须保



铝

２２２　　

持清醒头脑，否则很容易因价格的波动而改变原本正确而理性的判断。
（二）机构投资者如何进行风险管理
对机构投资者而言，其主要是通过加强内部风险控制来管理铝期货交易

中的风险。
１ 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机构投资者应建立由董事会、高层管理

部门以及风险管理部门组成的风险管理体系。高层管理部门制定风险管理的
控制程序，并报董事会同意；董事会要定期考核机构风险暴露状况，并对风
险控制程序进行评估与改进；风险管理部门是联系董事会、高层管理部门和
业务部门的纽带，它必须独立于业务部门。

２ 制订合理的风险管理程序。该管理程序包括：风险衡量系统、风险
限制系统、管理资讯系统。风险衡量是风险管理的基础，风险衡量系统要对
机构在交易中面临的风险进行全面、准确和及时的衡量；风险限制系统要为各
类风险设置界限，保证风险暴露超过设定界限时及时报告给管理层；管理资讯
系统是风险管理部门将所衡量的风险及时向管理部门和董事会报告的流程。

３ 建立前、中、后台相互制约的内部监控机制。前台负责具体的交易
操作。在这一过程中，前台必须严格遵守各项操作规定。同时，还要按规定
和权限调拨、管理交易资金，且详细记载每天的交易活动，并向中台和后台
报告交易情况。

后台主要负责以下流程的控制：对每笔铝期货交易进行复核、对账，并
确认买卖委托；进行各类财务处理；跟踪近期铝期货的交易情况；按规定独
立监管前台交易和完成后续结算；协助前台交易人员准备盈亏报告，评估交
易风险和分析市场信用。

中台负责监控前台与后台的一切操作。为保证会计记录的准确性，中台
要核对持有头寸限额是否正确，要比较前后台计算出的损益是否一致等；同
时，中台还要监督交易质量、财务信息管理和回报率的质量，分析交易情况
并对交易误差作出正确解释和内部稽核，最终负责公布监控结果。

４ 加强高层管理人员对内部风险的重视程度。高层管理人员对内部风
险控制的高度重视是风险控制的重要保障，高层管理人员在协同有关部门进
行内部风险监控时，应采用总量控制和交易程序化的方式，以实现在铝期货
交易中降低风险获取盈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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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测 　 题

一、选择题

１ 价格波动剧烈或连续出现涨跌停板而客户未能及时追加保证金造成
保证金账户穿仓的风险属于（　 　 ）。

Ａ 代理风险　 　 　 　 　 　 　 　 Ｂ 交割风险
Ｃ 不可控风险 Ｄ 操作风险
２ （　 　 ）是因价格变化使期货合约的价值发生变化的风险，是期货交

易中最常见、最需要重视的一种风险。
Ａ 市场风险 Ｂ 信用风险
Ｃ 流动性风险 Ｄ 法律风险
３ （　 　 ）是指当投资者的资金无法满足保证金要求时，其持有的头寸

面临强制平仓的风险。
Ａ 流通量风险 Ｂ 成交量风险
Ｃ 资金量风险 Ｄ 持仓量风险
４ （　 　 ）是指期货公司或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因操作不当或内部控制

制度的缺陷或信息系统故障而导致意外损失的可能性。
Ａ 法律风险 Ｂ 信用风险
Ｃ 流动性风险 Ｄ 操作风险
５ 在期货交易中，由于相关行为与相应法律法规发生冲突致使无法获

得当初所期待的经济效果甚至蒙受损失的风险属于（　 　 ）风险。
Ａ 法律 Ｂ 信用
Ｃ 市场 Ｄ 操作
６ 为了控制风险水平，铝期货交易实行相关的交易制度，其中（　 　 ）

是对交易制度杠杆作用的体现。
Ａ 交易保证金制度 Ｂ 对冲机制
Ｃ 双向交易机制 Ｄ 每日结算制度
７ （　 　 ）表明买卖双方都是入市开仓，一方买入开仓，另一方卖出开

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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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多开 Ｂ 多换
Ｃ 双开 Ｄ 空换
８ （　 　 ）意味着“新的多头换出旧的多头”。
Ａ 多开 Ｂ 多换
Ｃ 双开 Ｄ 空换
９ 在目前的铝期货交易中，最小交易单位为（　 　 ）吨／手。
Ａ １ Ｂ ３

Ｃ ５ Ｄ ８

１０ 大户报告制度是指当会员或客户某品种持仓合约的投机头寸达到交
易所对其规定的头寸持仓限量（　 　 ）以上（含本数）时，会员或客户应向
交易所报告其资金情况、头寸情况等，客户须通过经纪会员报告。

Ａ ６０％ Ｂ ７０％

Ｃ ８０％ Ｄ ８５％

二、判断题

１ 风险存在具有客观性。 （　 　 ）
２ 对参与期货交易的双方来说，期货风险可能带来的损失都是客观的、

均等的。 （　 　 ）
３ 期货市场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它有不确定性，所以是无法防范的。

（　 　 ）
４ 法律风险是由于交易对手不履行履约责任而给自己带来损失的风险。

（　 　 ）
５ 客户投资期货市场必须事先对铝期货交易有足够的了解和认识。

（　 　 ）
６ 在目前的铝期货交易中，最小交易单位为８吨／手。 （　 　 ）
７ 利用计算机软件程序制定交易策略并实行自动下单的交易行为属于

程序化交易。 （　 　 ）
８ 机构投资者主要通过加强内部风险控制的方法来管理风险。 （　 　 ）
９ 风险衡量系统要为各类风险设置界限，保证风险暴露超过界限时及

时报告给管理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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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期货交易所实行每日无负债结算制度。 （　 　 ）

三、填空题

１ 期货交易中的流动性风险可分为 风险和资金量风险两种。
２ 导致巴林公司破产的是其期货经理 。
３ 是指某种期货合约在合约交割月份中进行交易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
４ 是指交易者了结持仓的交易行为，了结的方式是针对持仓

方向做相反的对冲买卖。
５ 当市场出现供给不足、需求旺盛的情形，导致较近月的合约价格上

涨幅度大于较远期的上涨幅度，买入较近月份的合约同时卖出较远月份的合
约的操作属于 套利。

６ 套利是有共享居中交割月份一个牛市套利和一个熊市套利
的跨期套利组合的操作。

７ 制度是指期货交易所为了防范操纵市场价格的行为和防止
期货市场风险过度集中于少数投资者，对会员及客户的持仓数量进行限制的
制度。

８ 部门是联系董事会、高层管理部门和业务部门的纽带，它
必须独立于业务部门。

９ 负责具体的交易操作。在这一过程中，前台必须严格遵守
各项操作规定。

１０ 制度是指交易所制定的、当期货合约到期时，交易双方将
期货合约所载商品的所有权按规定进行转移，了结未平仓合约的制度。

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１ Ｄ　 　 　 ２ Ａ　 　 　 ３ Ｃ　 　 　 ４ Ｄ　 　 　 ５ Ａ

６ Ａ ７ Ａ ８ Ｂ ９ Ｃ １０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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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判断题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 ７ √ ８ √ ９ × １０ √

三、填空题

１ 流通量　 　 　 　 　 　 　 　 　 　 　 ２ 尼克·里森
３ 最后交易日 ４ 平仓
５ 牛市 ６ 蝶式
７ 持仓限额 ８ 风险管理
９ 前台 １０ 实物交割



后 　 　 记 ２２７　　

　 　 本书是以期货投资者为主要服务对象而编写的一本普及性读物，同时，
也特别针对各类实体企业自身经营需求，尤其是在套期保值方面，提供了不
少值得借鉴的应用案例。因此，本书也供期货从业人员和企业决策者参考。

本书作为一本期货投资者教育普及性读物，在内容安排上遵循基础性、
通俗性、实用性、规范性原则，通过浅显易懂的语言与个性鲜明的案例对铝
金属的基础知识、铝期货的基本概念、铝期货的套期保值等知识点进行了较
为全面的阐述，尽量避免了对理论性知识长篇累牍的介绍。本书在涵盖一般
性期货知识的基础上，着重突出铝期货在铝产业链上下游生产、经营，消费
等多个环节中的应用与功能发挥，以指导位于产业链不同环节的企业更好地
利用期货市场，规避价格风险，创新经营模式，投资增益增效。此外，本书
立足铝行业，从多个角度详细阐述了影响铝期货价格与期货市场的各方面因
素，为各方投资者提供参考。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期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期货作为一种专
业性强、风险性大的金融工具，客观上要求投资者具备较高的专业水平与风
险承受能力。本书由于篇幅有限，无法对企业及投资者在期货市场上可能面
临的所有具体情况和风险一一列举，因此，不管是实体企业还是普通投资
者，参与期货交易，都应结合当前经济环境、市场形势及自身的实际情况，
科学制定合理的交易策略。进行套期保值或者普通投资与投机交易，都应在
审慎评估自身的抗风险能力、熟悉掌握交易品种市场特点和操作技能的前提
下入市交易，从而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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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期货投资者教育系列丛书》之一，本书由中国期货业协会组织
编写，具体编写人员通过公开遴选，并经专家评审最终确定。本书由新湖期
货有限公司时岩、祝捷、翁鸣晓、陈四建、李强、王蓉、廉正、李文靖、许
红萍等同志承担编写任务，上海期货交易所成际森等同志对书稿进行了审阅
并提出了宝贵建议。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证监会投资者教育办公
室、期货二部、上海期货交易所和新湖期货有限公司领导的指导和帮助，在
此表示衷心的感谢！书中错误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中国期货业协会
《期货投资者教育系列丛书》编委会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３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