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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发展最迅速的另类投资

在资产配置中，管理期货就像催化剂

为什么选择管理期货？

在管理期货行业，青马已经奔跑了10年

为什么选择青马?



– 1980年，全球管理期货的规模在10亿美元以下
– 2000年达到379亿美元
– 然而，到了2008年，管理期货的规模达到2280亿美元
– 管理期货的规模达到379亿美元用了20年
– 从379亿美元到2280亿美元只用了8年

– 从风险、收益、资产配置等角度考虑，投资者发现了管理期
货的价值

当今发展最迅速的另类投资

一些数据

 数据背后的故事



当今发展最迅速的另类投资
学术研究
The Benefits of Managed Futures, by Thomas 
Schneeweis, Professor of Financ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管理期货并不比传统的证券投资更有风险，研究发现，
投资单个商品交易顾问的风险和投资单个股票的风险收
益特性很相识，多个商品交易顾问的组合投资和传统的
证券投资组合的风险收益特性很相似”
报告全文：
http://cta.visionlp.com/pdf/gen/BenefitsofMFRev.pdf



当今发展最迅速的另类投资

学术研究
 Facts and Fantasies About Managed Futures, by Gary 
Horton, The Warton School,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and K. Geert Rouwenhorst, Yale School of   
Management.
“对过去45年的数据分析发现，商品期货和股票的回报率
相当但风险更小，从对抗通胀角度来说，商品期货远远
优于股票和债券”
报告全文：
http://cta.visionlp.com/pdf/gen/factfantasies9-24-04.pdf



管理期货的催化剂作用

上图中，有管理期货的组合比单纯的股票组合的风险减少了
82%（最大回撤从-41.0%到-7.5%)，而收益却增长了20%
（7.4%到8.9%），因为这个组合中的资产具有负相关的特性，
管理期货与股票市场的相关系数-0.05



Courtesy CME Group: Managed Futures: Portfolio Diversification Opportunities



青马投资产品介绍

Iterate追求绝对收益—对冲套利策略
追求超额收益—趋势跟踪策略

青马的投资策略有合伙基金、银
行理财通道、公募基金专户等多
种产品形式

Iterate对抗通胀的利器—QMAI指数基金
QMAI:青马中国农产品期货综合指数



青马投资策略介绍

• 对冲套利策略选择基本面有
相关性、价差有均值回归特
性的品种在价差偏离合理区
间的时候买入相对价格较低
的品种同时卖出相对价格较
高的品种

• 趋势跟踪策略利用基本面以
及技术面分析系统提供的信
号来跟踪市场趋势，选择多
空操作

• 指数基金秉承“买入并持有”中
长期投资策略，通过复制指
数中的商品组合构建跟踪商
品的基金

从市场中性的对冲套利到复制市场
表现的指数基金，三种策略互相补
充，满足不同投资者的需求

Process 0

买相对价格较低A

卖相对价格较高B

价差偏离

买入看涨品种A

卖出看跌品种B

趋势开始

买入指数中商品

Process 1

买入平仓品种B

卖出平仓品种A

均值回归

买入平仓品种B

卖出平仓品种A

趋势结束

卖出平仓



主动投资
追踪市场
超额收益

被动投资
复制市场
对抗通胀

内因套利
市场中性
绝对收益



青马投资产品一览表

青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对冲套利策略

投资顾问管理

专项账户管理

趋势追踪策略 指数基金

中融青马农产品指数基金

专项账户管理

投资顾问管理

上海青马投资中心对冲一号

汇添富专户基金

专项账户管理 其他

投资顾问管理



管理&评估：公司视角看对冲套利

• 追踪 & 计划
• 部署
• 日内操作
• 发现问题
• 评估



追踪
符合内因套利原则的品种：

– 具有相关性的品种组合
– 具有替代关系的品种组合

建立项目数据库
数理分析:

– 历史行情
– 资金流向
– 多空持仓



部署

基本面分析:
– 影响价差的根本因素
– 因素的显著性以及持续性
– 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投资论证会
– 建仓方案
– 平仓方案
– 评估风险



日内操作

让利润奔跑....
– 价差符合预期的回归

持仓微调
– 持仓风险监控以及预警
– 出现极端行情



发现问题
持仓风险监测系统:

– 单个项目的资金占用
– 单个项目的压力测试
– 项目组合的资金占用
– 项目组合的压力测试
– 风险预警

特殊情况：
– 召集紧急投资论证，研究建仓、平仓或微调等具体

策略



简单评论

对冲套利的成功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管理
团队
以及系统

我们的优势在于经验、管理和系统的有机结合



    商品内因对冲套利策略



内容概要

内因套利概念

内因套利的风险收益特征

内因套利的操作原则与流程

内因套利的基本面与技术分析

内因套利存在的风险与解决对策



内因套利的概念

     1. 以“谨慎选择”为原则

     2. 寻找在可控时间内成功概率能够达到100
％，或者寻找特定时间里成功概率低于100％，
但是通过一定的技术处理办法，比如，延期、
现货交割等，能够将成功概率提高到100％的。

     3. 套利对象间有内在联系的套利机会。

     4.在套利机会成熟后，介入并持有，直到获
利或充分获利才出场的操作过程。



内因套利成立的经济学解释

   

     内因套利的经济理论基础有两点：

     一是时间是有价值的。

     二是市场是波动的。



内因套利和投机的差异



无风险
套利

内因组合套
利

对冲套利 轻仓
投机

重仓
投机收

益

风险

 
更低的波动率

有限或更低的风险

更有吸引力的风险/收益比

内因套利的风险收益特征



内因套利的类别归属

从套利的操作方法这一角度看，套利可以分为对冲性套利和内因套利。

从套利的操作方法上看，套利又分为逆势套利和顺势套利。

内因套利总体属于逆势套利和中长线套利的范畴，适合于跨市场套利， 
跨品种套利，跨期套利与期现套利等。



内因套利成功六要素

    1、基本面

    2、技术面

    3、时间和资金

    4、逼仓风险

    5、市场容量

    6、市场强弱



内因套利的操作原则

极端入场，中轴出场
谨慎选项，多层论证
分散组合，力求平衡
资金管理，周密计划
因时而定，应时而动



谨慎选项，多层论证

1、套利对象间存在内在的价值链。

2、套利对象间数理上的相关性系数较高。

3、套利对象间的价格关系已经严重或较严重偏离正常水平。

4、参与的市场具备有效性和流通性。

5、头寸可以较长期持有，或者具备向后延期的条件。

6、套利对象间价格关系的回归具有未来可能出现的基本面支持条件。



资金管理，周密计划

     

1、在给定的最大资金量的前提下，匡算好最大
的风险点。

2、加强对初始入市资金量的控制，部份入场，
出现不利，停止加码。

3、实践上可以将头寸分主头寸和机动头寸两部
分，资金安排上可以留部分资金运作机动头寸。

4、“拉大距离，加大码”。在建仓达到一定的程
度时，如果市场仍未出现有利的变动，应及时
停止加码。

5、任何时候都不能满仓。



因时而定，应时而动

      所谓“因时而定”，是指我们在套利实践
中，要根据市场所处的环境状态、商品所
处的宏观经济背景、行业政策背景、供求
状态等，这些可以维持一段时期的客观事
实，来决定我们采取什么样的套利方法。
这是套利方法选择的艺术性

      所谓“应时而动”是指我们在套利实践中，
要与时俱进，加强操作上的灵活性，根据
市场的波动状况、资金力量的冲突状态等
来确定我们进场、加仓、出场的节奏。这
是套利技术使用的艺术性。



内因套利的操作流程



内因套利的基本面分析

1. 要把握影响套利对象价格关
系的根本因素；

2. 既要分析影响套利对象的相
同因素，又要分析影响套利对象
的不同因素；

3. 耐心追踪这些这些影响价格
关系的因素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内因套利的技术分析

1. 最近几年的差价或者比价的变化
区间比几年前的更重要。时间上一
般最近三年的最为重要。

2. 要寻找大致相同的供求格局的年
份进行比较。 

3. 投机技术分析一些基本原则也适
用于套利。



内因套利最大的风险以及应对

     内因套利最大的风险在于“不可控”的风险。套利出现不可控风险的原
因大多出乎您的预料。您要仔细分析这些原因可能持续的时间。

     如果是将会持续较长时间，您就必须在第一时间进行止损。这些原
因包括：可持续性逼仓、经济局势陡变、汇率巨变、新的行业政策的出
台、商品使用或者替代用途的“量变到质变”，以及实质的供求方面的重
大的变化。

     如果是一些持续时间可能较短的原因，您可以继续持仓。这些原因
包括：短期资金力量对不同套利对象的冲击、非实质基本面消息的冲击、
套利对象技术面差异对资金兴趣的诱导等。



内因套利在实践中的误区以及解决

   如果不能参与交割，那么你持有的任
何一个套利都必须设立止损。止损的标准
有以下两种：1、亏损达到限定的程度。2、
内因套利成立的限制条件消失。

   我们虽然选择了内因套利，但也不能
因此而忘掉风险。我们是人，人总会犯错。
因此，直面内因套利在实践中的误区，并
做好自己也可能会犯错的准备，对我们在
市场中长期生存、长期稳定获利是很重要
的。



近期实战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要点

大豆玉米比价与面积关系

大豆玉米比价当前影响因素分析

大豆玉米比价未来回归因素分析

大豆玉米套利建仓方案

大豆玉米套利风险提示



案例
背景（2011年6月）
美国硬红冬麦主产区遭遇持续干旱导
致减产

本季软红冬麦库存消费比仍高于硬红
冬麦

澳洲优质小麦因洪灾导致品质下降

背景（2011年6月）
美国硬红冬麦主产区遭遇持续干旱导
致减产

本季软红冬麦库存消费比仍高于硬红
冬麦

澳洲优质小麦因洪灾导致品质下降

机会（CBOT小麦/KCBT小麦）
软麦在美国玉米供给继续偏紧的情况下可能
被更多用作玉米饲料替代品

CBOT小麦与KCBT小麦相关性较强

拉尼娜现象逐渐消退，下季硬麦产量将恢复

新季澳洲也已扩大硬麦种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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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背景（2010.3）
从季节性表现看，每年的3-5月差价仍可能
处于不断走低的阶段

豆油此时过了消费旺季

气温的逐步回升，棕榈油需求回升

豆油受全球丰收打压易跌难涨

棕榈油期价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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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DCE 豆油/棕榈油）
豆油棕榈油相关性强，相关系数0.97

棕榈油熔点较高，四季度进入消费淡季

豆油四季度进入消费旺季

长期全球棕油供给量持续增加

本季充裕的豆油供给将挤占部分棕榈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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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套利策略丰富我们的交易武器库



 谢 谢！

上海青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www.hedging.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