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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价合约（CFD）产品已经和期权等其
他金融衍生产品成为交易员的常用金融工
具。差价合约的灵活性使其在市场上非常
受欢迎。投资趋势研究显示，2010年9月
份新加坡约有22,000名高频差价合约交
易员。但与此同时，我们需要知道差价合
约是一个杠杆产品，可能具有重大风险，
虽然其具有吸引力，但我们还是要谨慎对
待。本指南旨在提供关于差价合约的基本
介绍，为您在决定是否进行差价合约交易
时提供参考。



何为差价合约？
差价合约（CFD）是双方达成的关于支付某一合约入仓和平仓时价差

的协议。差价合约是一个金融衍生产品，当您交易某一差价合约产品

时，它的价格以对应标的资产的价格为基础。这些资产可能包括公司

股票、大宗商品、指数或货币。需要注意的是，差价合约属于场外交

易（OTC）产品。也就是说它们并不是在交易所内交易，当您与CMC 

MARKETS进行交易时，我们和您是交易的双方。

在交易差价合约时，您并不实际拥有相关标的资产。您所交易合约的

资产价值是根据其标的资产的价值来确定的。标的资产可以是谷歌

（Google）或必和必拓（BHP Billiton）等公司的股份，也可以是黄金等

大宗商品。我们的产品目录显示了所有可交易的差价合约产品。您可在

CMC MARKETS交易平台和cmcmarkets.com.au/en/range-of-markets找

到我们的产品目录。

差价合约交易的特征
虽然差价合约可能吸引了很多热衷于股票的交易员和投资者，但差价合

约交易却与股票具有非常不同的特征。

杠杆化
在金融市场中，杠杆化是指运用借来的资金投资于房产、股票、艺术

品、物业信托或管理基金等产品。杠杆化使用的一个典型例子是从银行

或金融机构借取资金投资于住宅或投资型房产。贷款通常由财产抵押的

形式进行担保。人们可能也会借取资金用于交易或投资股票。这类贷款

通常使用保证金贷款，通过股票为贷款担保。

当您建立差价合约头寸时，您可选择不在账户中完全支付该差价合约头

寸的全部价值。建立头寸所需的金额称为保证金。一些差价合约只要求

0.2%的保证金，一些则是5%，也有10-20%或更高的比例。这取决于该

差价合约的种类。

对于许多投资者和交易者而言，能运用杠杆化进行保证金交易是差价合

约最大的吸引力之一。当进行保证金交易时，您的盈亏与该差价合约头

寸总价值的盈亏相同。

 保证金交易提高了获利机会，因为您可藉此持有比投资本金更大的头

寸。它也可以增加您用于建立头寸的保证金所创造的回报率。

但需要注意的是，保证金交易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它既可以扩大利润，

也可以加剧损失。您损失的金额也可能会高于您在差价合约中的投资

本金。

良好的风险管理是交易者和投资者获得成功的基础。杠杆化交易更是如

此。交易者和投资者虽然无法完全避免风险，但重要的是要将风险控制

到适合自己的水平。

选择如何运用杠杆化仅仅是全面的风险管理计划的一个方面。

灵活性

差价合约有两个很吸引人的特征：交易成本低、保证金低。但是这并不

是差价合约的全部特征。差价合约的灵活性是其另一个重要特征。在差

价合约交易中，无论价格是上涨或下跌，您都可以从中获利。换言之，

在差价合约交易中，您既可以选择做多，也可以选择做空。您可以让您

的投资组合与当前的市场趋势保持更加一致。

卖空是指您在开始交易时提交卖单。如果您在价格下跌时轧平头寸（通过执

行买单），那么卖单和买单的差价就是您的利润。这样，您就可以从相关标

的资产（比如货币、大宗商品、指数或公司）的跌价中直接获利。

卖空的可能性可让您可以更有效地利用您投入到市场分析的时间。用于成功

找到买入机会的策略通常也可以用于寻找卖出机会。无论您是运用技术分析

或是进行市场消息分析，亦或是运用基本面分析，都同样适用。

交易员通常不希望在其投资组合中完全做多或完全做空。如果您的投资

组合完全做多或做空，那么市场每日的波动会对您的投资价值造成重大

影响。投资组合波动率说起来轻松，但是当您真正投入资金后，做起来

可能就没有说起来那么轻松了。

了解差价合约

了解什么是差价合约，以及差价合约的运作机制。学习可供交易的不同类型差价合约产品，以及如何将差价合约融
入到您的投资组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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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不管当前的市场状况如何，都有做多和做空的机会。在熊市中，

空头的机会多于多头，但最好不要完全执着于一个方向。即便市场在一

段时间内持续处于熊市，如果您在错误的时间建立过大规模的空仓，那

么如果市场反弹，您的资产可能会出现重大贬值。

短期交易者和投资者的区别在于：

•	 对于投资者而言，承受市场的起伏是投资的一个组成部分。

•	 对于短期交易者而言，其目标是抓住市场较小幅的波动，然后获利了

结。抓住入场时机是交易者在市场中得以生存的重要因素。

差价合约交易既可做多，也可做空	
当您买入差价合约（做多）时，您希望价格上扬，这样您就可以在出售时获

利。当您卖出差价合约（做空）时，您希望价格下跌，这样您就可以在之后

的买入时获利。能够同时做多或做空是差价合约最具吸引力的优势之一。这

意味着您既可以在牛市中通过做多获利，也可以在熊市中通过做空获利。

请注意所有的货币、大宗商品和指数型差价合约都可做多或做空，但是

并非所有的公司股票差价合约都可以做空。一般而言，大型公司和具有

足够流动资本的公司都支持差价合约做空。具体查看一家公司股票是否

允许做空，您可以询问该公司，也可以登录CMC	MARKETS交易平台产

品目录或登录cmcmarkets.com.au/range-of-markets查看。

股息和公司行为	
对于许多长期投资者而言，股息是决定其是否投资于某一股票的原因

之一。因此，在决定要买哪只股票时，股息是重要的考虑因素。

当您利用差价合约交易公司股票时，如果您选择的是做多，那么在派

息日您将会获得股息金额。相关的股票除息后，派发的股息通常会显

示在您的差价合约账户中。从股息派息日起购买股票的新投资者不再

享受下一次股息派发。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相关股票的价格和

公司差价合约价格在除息日会出现与股息金额相同的下跌幅度，因此

派发的股息金额弥补了这一跌价。与此相反，如果您在股息派发日前

拥有该股票差价合约的空仓，那么您将需要在派息日支付股息，股息

金额将会从您的差价合约账户中扣除。其他公司行为（比如发放股票

股利和股票分拆）也会自动地通过现金调整反映在您的差价合约账

户中。

财报季
财报季指的是上市公司向市场公告其半年和全年业绩的时期。在这一时

期，公司可能宣布未来利润预测，分析师和投资者也会重新评估自己的

预测。根据公司的业绩和预期利润，财报季可能会导致市场波动。比

如，如果公司公告称，其下半年的预计盈利会下降，那么投资者可能会

失望，股票也会应声下跌。另一方面，如果公司意外地将其未来一年的

收入和利润预期翻一番，那么投资者和交易者会利用这一利好消息，大

幅抬升股价。由于差价合约通常与标的市场的价格走向一致，因此财报

季股价的波动可能也会反映在差价合约价格中。无论是作为交易者还是

投资者，都需要注意财报季对您的差价合约头寸的潜在影响。

请注意每个市场的财报季会有差异。

产品交易时间 
在差价合约中，美国、英国、欧洲和亚洲的各大股票和指数中有成千上

万的产品可供交易。以下是一些您可以投资的不同资产类别：

u 货币：超过300对的货币可供选择，涵盖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 

u 大宗商品：包括农产品、贵金属、工业金属和能源

u 全球指数：涵盖大多数地区，包括香港恒生43指数、道琼斯30指数

和日经225指数

全球各地的公司可选，不再局限于澳大利亚。从澳大利亚时间周一早晨

到周六早晨，您可以无间歇的交易那些热门高流动性的金融产品，比如

外汇、股指和大宗商品。这些市场通常在英国和美国交易时段最为活

跃。这对于在本国市场交易时段全职上班的交易者来而言，无疑可以提

供时间管理方面的优势。



CMC Markets  |  了解差价合约        5

部分拥有
您可按照单位数量或者金额买卖差价合约。您还可以以最低1/1000个

单位或一个特定金额交易。这是CMC MARKETS交易平台的“部分拥

有”功能，它为交易精确度和有效资产配置提供了更高的标准。进行

小额交易是熟悉差价合约交易机制的好方法。在传统经纪人那里，最

小的交易单位是1股，也可能是1万美元。通过部分拥有功能，您可选

择投资一半甚至是十分之一的股票差价合约，或者是货币差价合约的

0.001单位。需要记住的是，您并没有实际拥有标的资产。

到期日期
差价合约交易的另一个特征和到期日或者说持有期限有关。与其他一

些拥有固定期限、到期后一文不值的衍生产品不同，差价合约并不会

到期。

短期交易者可能仅持有差价合约几天，而中长期的投资者和交易者可

能会持有数周或者数月。

交易成本
CMC MARKETS交易平台上报出的买卖差价代表了交易成本。

比如，假设您想要在卖价为4,570美元时买入澳洲200指数，而这时买

价显示为4,571美元。如果您在这时买了1个单位，并且在价格波动前以

4,570美元的价格立刻出售，那么您的损失是1美元。换言之，只有当价

格上涨1个点后，您这笔交易才不会亏损。

在这个例子中，您会发现买卖差价越小，令您不亏损所需的市场涨幅也

就越小，也就是说交易的成本就越小。

请注意对于24小时交易的指数等产品，买卖差价在相应资产交易所收盘

后会扩大。

CMC MARKETS交易平台不会另行征收差价合约佣金或交易费。我们取

消了这些费用，将交易成本计入屏幕所报的价格中，提供了更高的透明

度。与交易所报出的相应资产价格相比，这种收费方式会小幅扩大公司

金融产品的买卖差价。

请注意，对于可能产生的其他费用，请参考我们的风险警告通知和商

业条款。您可在cmcmarkets.com.au/en/legal/cfds网站中找到上述相

关文件。

持有成本

持有成本有哪些？
对于在一天结束时（纽约时间下午5点）仍然未平仓的每个差价合约头

寸，都会产生交易持有成本。交易持有成本是根据差价合约头寸的全部

价值计算。

请注意如果差价合约的定价并不是以您本国的货币标注，那么当前的

CMC MARKETS货币转换率适用于持有成本总额。

直接实物购买一些资产并在一段时间内持有，会产生相关的成本或效

益。比如，如果您购买原油，那么在交割日之前的持有期会产生相关的

利息、储存费和季节性费用（或效益）。持有成本指的是持有资产相关

的成本。

持有成本 = 
头寸总值x多仓持有利率/空仓持有利率

               
365

风险控制
差价合约属于投机性产品，相比无杠杆投资产品（如普通股票交易）具

有高杠杆率和高风险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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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点 差价合约 期权 认股权证

保证金交易 是的，由您选择 否 是

可做多或做空 是 是 是的，看涨/看跌

股息派发 是 否 是的—分期付款认股权证

到期日期 否 是的—到期后无价值 是

止损订单 是 否 否

本表对比了差价合约、期权和认股权证，可能有助于您理解衍生产品相互之间的关系。

它可能并不适合所有的投资者。损失可能会超过您的初始投入资金。

您需要在交易前完全了解其中的风险。您应在cmcmarkets.com.au/en/

legal/cfds网页仔细阅读我们的风险警告通知。我们同时建议您寻求独立

意见。您应当根据您的个人情况（财务、税收等情况）考虑差价合约交

易是否适合您。

我们的培训服务  
模拟账户。您是投资新手，并且希望在不涉及风险的情况下尝试一个功

能齐全的实际投资和交易环境吗？或者您是老手，希望在无风险的环境

下测试新策略？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只需1分钟不到的时间，您就可以创

建我们的无限制模拟账户。我们强烈建议您在开设真实账户前通过模拟

账户练习。

持续培训。CMC MARKETS提供关于图表、技术分析和风险管理工具等

方面的广泛培训，这些都包含在我们的网络讲座中。

差价合约与其他衍生产品相比有何
优势？
作为金融产品，差价合约的许多特性对于交易者和投资者都会具有吸引

力。同时差价合约也存在很大的风险。

将您现有的知识运用于差价合约
差价合约对于交易者而言，最大的好处可能就是其价格与标的金融产品

统一。也就是说您应用于股票等产品的分析方法也可应用于差价合约交

易。

参与国际市场 
差价合约是一个全新的金融市场，其中包括美国、英国、欧洲

和亚洲的市场，之前交易者并不是都能很容易地接触到本国以外的市

场。CMC MARKETS提供国际公司股票、指数、大宗商品和货币等金

融产品的差价合约交易。

从最为简单到最为复杂的金融市场，都有自己吸引或不吸引投资者的原

因。如果进行慎重考虑并根据自己的风险状况进行交易，那么衍生产品

（包括差价合约）可能会在您增加投资组合时扮演重要角色。

差价合约如何融入到您的投资组合
中？
在深入了解差价合约及其特性后，您可能想知道差价合约如何能融入到

您的投资组合。亦或您当前拥有一个良好的股票组合，但希望继续扩大

投资组合。 

投资组合多元化 
即便您是一名长期的买持型投资者，您也可通过差价合约获得市场短期

波动带来的收益，同时保持您当前的投资不受影响。也就是说，在长期

头寸不断扩大的同时，您也可以交易差价合约来获取中短期的收益。为

了实现投资多元化，一些交易者在维持股票组合以获取资本收益和股息

的同时，建立中短期的投资或交易型差价合约组合。

长期投资者愿意承受市场的起伏，致力于获得长期收益。但是如果您

运用差价合约空头头寸，这或许对平缓您投资组合整体波动率大有帮

助。

您可以建立差价合约空头头寸，来覆盖您所持有的股票价值，但这并不

是唯一的方式。

如果您基于技术分析考虑运用一些短期方法，那么您或许能根据股价

的下跌趋势建立差价合约做空交易。而如果您遵循基本面分析方法，

那么您可以寻找受当前经济状况影响最大的市场领域。

留意大宗商品价格的投资者有时可能会发现直接投资于大宗商品差价

合约，优于购买资源型或农业公司股票。直接投资于差价合约的好处

包括：



CMC Markets  |  了解差价合约        7

•    避免公司层面的风险，比如新项目成本超出额度，或者是由于干旱或

其他气候事件造成产量过低

•   更为直接地参与短期商品价格波动

•    能通过做空从价格下跌中获利，也能从价格上涨中获利

差价合约类型  
差价合约产品有许多种类型，包括股票、指数、货币和大宗商品。您可

以在CMC MARKETS交易平台的产品目录中参考所有金融产品。

当您投资的（国际）产品不是以您的本国货币标价时，资金会自动根据

CMC MARKETS当时汇率汇兑以完成交易。损益都会以您本国货币的形

式显示和结算。

国际公司股票差价合约 

除了澳大利亚股票外，CMC MARKETS还提供国际公司股票的差价合

约，包括美国、欧洲、英国和亚洲公司。也就是说您可以买卖澳大利

亚市场没有的谷歌、亚马逊、沃尔玛、本田、丰田、沃达丰、宝马、

保时捷和其他大品牌的差价合约。进行国际公司股票差价合约交易能

够带来多重优势，包括：

•   参与规模更大、流动性更高的市场，交易机会多于本国市场

•   交易成本低，因为您不需要支付在进行海外公司实盘股票交易时通常

要交付的额外管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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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问 CFD代表什么？当买卖差价合约时，您实际交易的是什么？ 

答  CFD是差价合约的缩写。当买卖差价合约时，您实际上交易的是价格的

变动或者说是您建立头寸的价格和轧平头寸价格之间的差额。

问 差价合约交易的主要优势有哪些?

答 既支持做空，也支持做多，以经济有效的方式进入交易，交易成本低，

能进行保证金交易。但是您要记住，投资于差价合约也存在重大风险，

您的损失可能会高于本金。

问 在进行公司差价合约交易时您将获得股票证书吗?

答 答 不能，您并非真的购买这家公司的股票，您只是要捕捉开始差价合

约交易和轧平差价合约交易之间的价格波动。

问 CMC MARKETS提供的可交易差价合约产品有多少？

答 CMC MARKETS可提供成千上万种金融产品的差价合约，详情参阅CMC 

MARKETS交易平台产品目录或cmcmarkets.com.au/en/range-of-markets。

问 差价合约可以下达止损订单吗?

答 可以。与期权或认股权证不同，差价合约支持止损订单。

问 持有差价合约仓位有时间期限吗?

答 没有。与期权或认股权证不同，持有差价合约的时间由您自己决定。

问 相比股票交易，差价合约交易的支出比例约占多少？

答 每份差价合约都有不同的最低保证金要求，差价合约的保证金比例通常

是0.2%-20%。您可能还要考虑其他成本，包括融资成本，这取决于您

的持有期限。

建议的额外阅读材料

Catherine Davey，《从差价合约交易中获利：我如何在3个月内实现从1.3

万美元到3万美元的跨越》

Mark Douglas，《区间交易：以信心、自律和必胜心态掌控市场》

Curtis Faith，《海龟交易法则：普通人成为传奇交易者的秘密方法》

David Land，《差价合约新手教程》

Edwin LeFèvre，《一名股票操盘手的回忆录》

Marcel Link，《高概率交易：成功交易者之路》

Jack D. Schwager，《市场奇才：与美国顶级交易者的对话》

Martin Schwartz，《斗牛㹴狗：华尔街当日交易者冠军的经验教训》

Chris Tate，《交易的艺术：澳洲市场交易完整指南》

Frank Watkins，《打破“神话”》

Richard D. Wyckoff，《日内交易者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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