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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期货配对交易系列（一）配对交易的理论 

 

报告摘要： 

配对交易从 1980s 诞生于 Nunzio Tartaglia 在摩根士丹利领导的由数学家、物理

学家和计算机学家的量化科研团队，随着计算机和时代的发展成为投资者熟悉的策

略类型，但很多投资者并未真正理解配对交易的核心逻辑和市场适用条件。 

本报告为配对交易系列报告开篇，帮助投资者梳理套利交易理论基础，并在期货

的配对交易中解释配对交易的三大要素，从根本上理解配对交易的概念和策略设计

原则，解释配对交易在实际运用中的风险与收益源，为投资者更好关注后续系列报告

中推出的配对交易策略设计、配对交易中统计套利实证和配对交易中基本面套利的

实证等系列报告作基础铺垫。 

  



华泰期货|量化策略专题                          

2018-09-27                                                                  2 / 10 

一、 配对交易的起源 

根据 Andrew Pole （2007）记载配对交易起源于 Nunzio Tartaglia 在摩根士丹利领导的

由数学家、物理学家和计算机学家的量化科研团队，致力于利用领先的统计科学技术开发

可自动交易的量化套利策略。 

Ganapathy Vidyamurthy（2004）提及 1985 年，计算机技术尚未普及，每日的价格数据

仍需要通过专门的工具收集记录，所以当时的交易系统属于集合了前沿的软硬件配置。

Nunzio Tartaglia 在摩根士丹利的团队其中一种配对交易的策略为交易定义好的走势一致股

票对，当股票对两者价差不正常时候参与交易，并采取等待价差回归正常时获利，最终在

1987 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是，据记载 Nunzio Tartaglia 在摩根士丹利的团队在 1989 年解散，团队成员的身影散

落至各大基金交易公司，包括 D.E.Shaw 和 Double Alpha 两家著名基金公司的创始人也是 

Nunzio Tartaglia 的助手。之后，Nunzio Tartaglia 在摩根士丹利的团队的解散也同时将配对

交易的方法扩散，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与普及，配对交易也进入个人投资者的眼帘。 

二、 配对交易的三大核心要素 

Douglas S. Ehrman（2006）将配对交易定义为： 

 配对交易是一种试图寻找两家（类）具有相同特征的股票（资产）超出两家（种）

股票（资产）历史价格水平关系的无方向性和相对价值的投资策略。这种交易策略倾

向于买入低估值股票（资产），卖出高估值的股票（资产），维持市场中性的头寸。 

 根据配对交易的定义列举配对交易策略的三大要素包括，市场中性要素、套利理论要

素和技术分析要素。 

图 1: 配对交易的三大核心要素 

 

数据来源：Douglas S. Ehrman（2006）, 华泰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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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中性要素 

从 Douglas S. Ehrman（2006）对配对交易的定义中，可以发现配对交易是一种市场中

性策略，而且是一种只包含两种资产的特殊市场中性策略。市场中性要素作为配对交易的

最核心要素，为了更好理解配对交易的基础，首先将对市场中性策略进行阐述。 

从定性的角度出发市场的中性策略可以定义为： 

市场中性策略是一种包含多头头寸和空头头寸两类资产或者组合，主要收益源得

益于多头头寸与空头头寸的收益的加权之和，且收益源与多头头寸与空头头寸的相互

关系相关。                                 

       从定量的角度出发市场的中性策略可以定义为： 

  市场中性策略是一种与市场收益关系中性，即策略组合的收益与市场收益的情况

不相关。 

可将上述定量角度的市场中性策略定义利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CAPM)的概念具体公式化， CAPM 模型中的证券市场线 SML 概念将资产或组合

收益分为市场或系统性收益和残差或非系统性收益，见公式 2.1. 

r𝑝 = 𝛽𝑟𝑚 + 𝜃𝑝    （2.1） 

                            𝛽 =
𝑐𝑜𝑣(r𝑝,𝑟𝑚)

𝑣𝑎𝑟(𝑟𝑚)
             （2.2） 

其中r𝑝为策略组合收益，𝑟𝑚为市场收益，𝛽为组合与市场收益𝑟𝑚的杠杆系数，即𝛽𝑟𝑚可

作为策略组合收益中可以被市场收益𝑟𝑚解释的部分，𝜃𝑝则为残差，即策略组合收益中不能

被市场收益𝑟𝑚解释的部分，且𝜃𝑝的均值符合一致性预期假设为 0。 

图 2: 市场中性策略组合的证券市场线            

 

 

数据来源：Douglas S. Ehrman（2006）, 华泰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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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式 2.1 把策略组合收益分为市场收益解释部分和非市场收益解释部分，当策略

组合的𝛽为 0 时，策略组合收益等于𝜃𝑝，且策略组合收益为市场收益非线性组合可解释的残

差部分，即当构造策略组合的整体𝛽为 0 时，策略为市场中性策略。 

市场中性策略除了可以构造与市场基准保持𝛽中性的策略，还可以从其它的中性原则出

发，包括不仅限于市值中性策略、头寸中性策略、板块中性策略和因子暴露中性策略等，详

见表 1。市场中性策略最终的目的是将希望保持中性的目标利用多空进行对冲。 

表 1: 市场中性策略分类 

市值中性 头寸中性 板块中性 Beta 中性 因子暴露中性 

市值中性策略是最常

见的中性策略，买入

相等金额的多头头寸

与空头头寸构建组合 

头寸中性策略需要交易

相等数量份数的多头头

寸和空头头寸构建组合 

板块中性策略将依据

板块构建板块内部的

中性策略，防止构建

市场中性策略时对某

些板块暴露过于集中 

Beta 中性策略构造与市场基

准 Beta 值为零的市场中性策

略，无论市场涨跌依然可以

获得多头与空头头寸组合的

超额利润 

因子暴露中性策略将不

局限于板块或者市场基

准，以某类超额收益的

有效因子中性构建多头

与空头头寸。 
 

数据来源：Douglas S. Ehrman（2006）, 华泰期货研究所 

市场中性策略误区： 

市场中性策略被部分投资认为是无风险策略，但从上述市场中性策略的定义和构造方

法可以发现，无论那种市场中性策略并非对冲所有风险，只是对冲某部分市场的风险暴露

或者系统性风险。 

（二）套利理论要素 

根据配对交易的最基本定义总结，是在市场上寻找错误定价，通过买入资产头寸同时

卖出另一资产头寸获得利润。参考金融市场理论基石——有效市场假说，在国内外学者研

究配对交易的相关文献都有提及，包括 Douglas S. Ehrman（2006）和 Ganapathy Vidyamurthy

（2004）也论证有效市场假说的重要性。 

有效市场的条件是： 

 （1）投资者都利用可获得的信息力图获得更高的报酬； 

  （2）证券市场对新的市场信息的反应迅速 而准确，证券价格能完全反应全部信息； 

  （3）市场竞争使证券价格从旧的均衡过渡到新的均衡，而与新信息相应的价格变动

是相互独立的或随机的。 

有效市场假说将市场划分为弱式有效市场、半强式有效市场和强式有效市场，具体定

义和分类见表 2。从有效市场假说的定义和前提条件，只要市场价格一旦出现错误定价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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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离内在价值，市场套利者将抓住机会迅速买入或卖出资产知道价格回归合理水平。1976

年，美国学者斯蒂芬·罗斯在《经济理论杂志》中便以有效市场理论为基础，用数学方法推

演出了的套利定价模型（APT）。 

表 2: 有效市场假说分类 

 弱式有效市场 半强式有效市场 强式有效市场 

定义 市场价格已充分反映出所有过去历史

的证券价格信息，包括股票的成交

价、成交量，卖空金额、融资金额

等； 

价格已充分反映出所有已公开的有关

公司营运前景的信息。这些信息有成

交价、成交量、盈利资料、盈利预测

值、公司管理状况及其它公开披露的

财务信息等。假如投资者能迅速获得

这些信息，股价应迅速作出反应。 

价格已充分地反映了所有关于公司营

运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已公开的或

内部未公开的信息。 

推论 如果弱式有效市场假说成立，则股票

价格的技术分析失去作用，基本分析

还可能帮助投资者获得超额利润.。 

半强式有效假说成立，在市场中利用

基本面分析则失去作用，内幕消息可

能获得超额利润。 

没有任何方法能帮助投资者获得超额

利润，即使基金和有内幕消息者也一

样 
 

数据来源：Douglas S. Ehrman（2006）, 华泰期货研究所 

但后来有效市场假说和套利定价模型由于部分市场现象难以解释，例如市场动量因子

的有效现象、市场趋势的存在，也受到很多市场投资者的质疑，随而产生了行为金融理论作

为补充。 

市场存在套利交易机会 

无论如何，市场的确存在套利机会或资产价格的偏离现象，说明在市场价格产生偏离

或者存在套利机会的时候，并未能完全反映市场的全部信息，即在配对交易中，两类资产或

者组合偏离它们原有的均衡关系。 

图 3: 焦炭 1809 与焦炭 1901 期货价格走势 单位：元/吨  图 4：焦炭 1809 与焦炭 1901 期货价差走势 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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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敛性为配对交易的重要特征 

前文提到的市场中性是配对交易框架的重要要素，而收敛性则是配对交易的重要特征、

获得收益的源动力。配对交易的头寸是建立在投资者认为市场价格出现相对的偏离，且认

为价格将收敛于投资认为的市场的合理价格或或相对关系。 

配对交易中收敛特征的分类 

为了更好的理解配对交易的收益源，将配对交易中收敛特征可分为绝对收敛、理论收

敛和隐含收敛。 

表 3: 配对交易隐含收敛特征分类 

 绝对收敛 理论收敛 隐含收敛 

定义 绝对收敛常见于指数套利、期现套利

等，价差随着时间变化或到期日的临

近，金融衍生品价格将收敛于标的物

的价格 

理论收敛主要由基本面逻辑提供支

持，在假定的条件情况保持不变下，

存在收敛的趋势，但同时受风险因子

影响，有可能不出不收敛的情况。 

隐含收敛在偏离历史价差均值水平或

均衡相对价值关系水平，在未来一段

时间内向历史均值水平或均衡相对价

值关系水平收敛。 
 

数据来源：Douglas S. Ehrman（2006）, 华泰期货研究所 

绝对收敛特征 

若以指数期货解释绝对收敛特征，可以从沪深 300 期货合约看出，沪深 300 期货以沪

深 300 指数为标的物，并且最终交割为现金交割。 

表 4: 沪深 300 指数期货合约 

沪深 300 股指期货合约表 

合约标的 沪深 300 指数 最低交易保证金 合约价值的 8% 

合约乘数 每点 300 元 最后交易日 合约到期月份的第三个周五，遇国家

法定假日顺延 

报价单位 指数点 交割日期 同最后交易日 

最小变动价位 0.2 点 交割方式 现金交割 

合约月份 当月、下月及随后两个季月 交易代码 IF 

交易时间 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上市交易所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每日价格最大波动限制 上一个交易日结算价的±10%   

 

数据来源：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华泰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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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深 300 指数期货的现金交割方式计算方式根据《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沪深 300 股指

期货合约交易细则》第六次修订版本，沪深 300 指数期货合约最后现金交割结算价为最后

交易日标的指数最后 2 小时的算术平均价格，且计算结果保留至最后两位小数。 

图 5、6 的沪深 300 指数与沪深 300 指数期货的走势与价差水平的变化，正体现了由于

沪深 300 指数期货合约设置的标的物与现金交割原则，随着临近交割日到来，沪深 300 指

数期货价格将收敛于它合约设定标的沪深 300 指数。 

图 5: 沪深 300 指数与沪深 300 指数期货走势  图 6：沪深 300 指数与沪深 300 指数期货价差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符合商品交易所交割标准的期货同样具有与指数期货类似收敛特征，由于商品交易所

实施实物交割，期货价格在临近交割时向现货价格收敛，但收敛的目标价格应为现货价格

加上交割成本，并且在绝对价格的收敛精度不如指数期货。 

理论收敛特征 

理论收敛特征是从基本面逻辑出发，在假设不变条件下，存在理论收敛的趋势，但同

时也受风险因子的影响，造成最终结果可能不收敛的情况，例如产业套利中产业利润水平、

生产工艺配方和上下游产业情况等均可能成为产业套利不收敛的风险因子。 

隐含收敛特征 

隐含收敛特征从定义中得知，当价格产生偏离的时候，最终会向投机者预设的均衡价

格水平收敛，包括由历史均值计算均衡价格或相对价值的均衡水平。具体可以参考图 7、8

的跨品种价格走势和价差收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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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沪铜指数与沪锌指数的价格走势     单位：元/吨  图 8：沪铜指数与沪锌指数的比值走势    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由于铜与锌同属基本金属板块，价格受某些基本金属共同因子影响程度类似，但同时

品种自身也存在相对独立的噪音信息会影响各自价格水平，跨品种价差水平在既定的历史

均值水平上下范围波动，当价差偏离均值一定范围，就会生产隐含收敛特征。基于隐含收敛

特征将收敛于市场所有投资参与者共同决定的真实均衡价格，所以实际收敛效果取决于均

衡价格水平的预估。 

       收敛特征的风险 

上述三种收敛特征，除了绝对收敛特征以外，理论收敛和隐含收敛特征都属于非确定

收敛类型，所以对于配对交易投资者来说，最大的风险是不收敛性。以隐含收敛特征交易者

来说，他们建立配对交易头寸基于相信配对价差的偏离是短暂行为，随着时间推移将向交

易者设定的均衡价格收敛，但预估的均衡价格水平并非实际市场均衡价格，存在不收敛的

风险。 

（三）技术分析要素 

技术分析要素主要用于如何将市场中性要素和套利理论要素应用在历史回溯与真实交

易中，将理论转化实际操作，包括配对交易的市场均衡点和配对交易的价差趋势。 

配对交易的市场均衡点 

 均衡水平的的确定是配对交易中的技术分析终极目标之一，根据配对交易的定义和配

对交易的市场中性要素和套利理论要素，配对交易利用价格偏离，买入低估值股票（资产），

卖出高估值的股票（资产），维持市场中性的头寸，所以确定价格均衡水平关系到资产价格

是否真实偏离和偏离程度，即为配对交易交易的核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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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9 可知，假设配对交易的市场均衡价格受配对品种或组合的重要属性影响，例如股

票的主营范围变更，期货的交割标的标准变化，市场均衡点由均衡水平 1 变为均衡水平 2。

投资者如果还按均衡价格 1 进行配对交易，策略将无法获得利润。 

图 9: 配对交易的市场均衡点  图 10：配对交易的价差趋势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配对交易的价差趋势 

除了确定价格均衡水平，错误价格偏离的趋势程度及其收敛时间选择，决定了配对交

易的效用。假设投资者能够确定真实价格的均衡水平，把握正确的配对交易价差趋势，有

利于提高配对交易策略实际效用，即配对交易择时的选择。 

从图 10 总可得，假设投资者能正确估计均衡价格在零值附近，但如果错误估计价差的

趋势，在偏离 0.2 的时候就判断价差趋势收敛，将比正确的偏离程度 0.9 附近，效率大为降

低，虽然最终价格水平将回归至均衡价格零值附近，但大部分时间在承担错误判断价差趋

势的偏离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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