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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换基础知识互换基础知识互换基础知识互换基础知识    
 

 

* 2011 年中国金融十大新闻之一：  

经国务院批准，2011 年 12 月 22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泰国银行在曼谷签署

了中泰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旨在加强双边金融合作，促进两国贸易和投资，共同

维护地区金融稳定。互换规模为 700 亿元人民币/3200 亿泰铢，有效期三年，经

双方同意可以展期。在央行与泰国银行签署了 700 亿元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之后，

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已先后与 13 个国家和地区货币当局签署了相关协议，总规

模达到 1.2912 万亿元人民币。金融危机以来，央行先后与 13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

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韩国、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阿根廷、冰岛、

新加坡、新西兰、乌兹别克斯坦、蒙古国、哈萨克斯坦、中国香港 ) 

 

我们经常能在金融类新闻中听到互换这个词,有时候也称作为掉期交易。那

究竟什么是互换呢?到底为什么要进行互换交易,也就是互换有什么作用呢?互换

在当今的金融市场中扮演怎样一个角色，发展如何？作为一个金融创新工具，互

换合约不可避免的存在风险，又到底是哪些呢？ 

 

要了解以上这些疑问，首先来做一个直观的理解： 

 

简单来说互换就是交换两笔贷款。举个例子，如果你借给我一笔 10，000

美元浮动利率的贷款，我借给你一笔 10，000 美元固定利率的贷款，我们之间就

形成了一个互换。在每个支付日，只需两种利息差额支付给对方即可。            

这个就描述了一个固定-浮动利率的支付过程或者称为一个“plain vanilla”

互换。 

 

下面我们具体的来了解一下互换及其合约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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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认为互换就是交换两笔贷款。如果你借给我一笔 10,000 美元浮动利

率的贷款，我借给你一笔 10,000 美元固定利率的贷款，则我们之间就形成了一

个互换。因为同样是 10000 美元的贷款，那么没有理由在互换开始交换本金，这

是没有意义的。在每个支付日，我会给你支付浮动利率利息，而你给我支付固定

利率利息。同样，也没有必要交换利息的全额。那一方所需要支付的利息多，就

将两种利息的差额支付给对方即可。这个就描述了一个最普通的固定-浮动利率

的支付过程或者称为一个“plain vanilla”互换（香草互换）。 

 

互换的历史互换的历史互换的历史互换的历史：：：：    

    

互换市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当时的货币交易商为了逃避

英国的外汇管制而开发了货币互换。世界上第一笔互换协议：是 1981 年 IBM 与

世界银行之间签署的货币互换协议，所罗门兄弟公司于 1981 年 8月安排成交。 

协议的具体内容：①1981 年，由于美元对瑞士法郎（SF）、联邦德国马克（DM）

急剧升值，货币之间出现了一定的汇兑差额，②IBM 公司需要筹集一笔美元资金，

由于数额较大，集中于任何一个资本市场都不妥，于是采用多种货币筹资的方法，

他们运用本身的优势筹集了德国马克和瑞士法郎，③与此同时，世界银行方面希

望筹集固定利率的德国马克和瑞士法郎的低利率资金，但世界银行无法通过直接

发行债券来筹集，但是世界银行具有 AAA 级的信誉，能够从市场上筹措到最优惠

的美元借款利率。④世界银行希望通过筹集美元资金换取 IBM 公司的德国马克和

瑞士法郎债务；世界银行将它的 2.9 亿美元金额的固定利率债务与 IBM 公司已

有的瑞士法郎和德国马克的债务互换，IBM 通过互换，从世界银行换得优惠利率

的美元。⑤所罗门兄弟公司利用外汇市场中的外汇差价以及世界银行与 IBM 公

司的不同需求，通过协商达成互换协议。  

 

从此以后，互换市场发展迅速，其中也包括一些历史因素的推动，在 20 世

纪 70 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美元与德国马克自由浮动，中期的货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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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几乎是无法防范的；70 年代的石油价格冲击，也导致利率极大的不确定性，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时候，美元利率下跌前，曾经从 10%上升到近 20%，然后

又再次突然上升；所有这些风险的加大导致了机构投资者感到很有必要作一些风

险管理和控制，市场对互换需求的急剧增长。 

 

来看几个统计数据：利率互换和货币互换名义本金金额从 1987 年的 8656 亿

美元猛增到 2002 年的 82，3828.4 亿美元，15 年增长了近 100 倍。根据国际清

算银行的估计，截至到 2005 年年中，利率互换的名义本金金额占到整个场外衍

生产品交易市场合同总金额的比重达到 60%。另外据 ISDA 调查，全球 500 强的

企业中，约有 90%使用利率互换管理利率风险。利率互换的名义本金金额也远远

高于国债，截至 2005 年年末，利率互换的名义本金金额高达 172 万亿美元，而

同期的美国国债存量才仅为 5.9 万亿美元。以上这些还都是 05 年的统计数据，

当今金融市场的互换规模肯定不能同日而语了，由此可见互换是一个相当庞大的

市场。 

 

互换市场也是增长速度最快的金融产品市场。股权与商品互换产生于 20 世

纪 80 年代中期，信用衍生产品在 1990 年产生，气候衍生产品还属于新生事物。 

 

国际互换交易协会的成立，通过标准化促进了市场的发展。简单介绍一下

IDSA：ISDA 为非营利性组织，成立于 1985 年，目前有来自 53 个国家超过 830

多个机构会员，其中包括世界主要从事衍生性商品交易的金融机构、政府组织、

使用 OTC 衍生性商品管理事业风险的企业以及国际性主要法律事务所等。ISDA

自成立以来，在衍生商品品种、ISDA 法律文件、净额结算（netting）及担保品

（Collateral）方面的法律意见以及风险管理具有显著的贡献或参与。同时也致

力于参与各国政府机关维持密切沟通管道，促使这个交易市场更健全发展。ISDA

有两大初始目标：首先是游说管理当局增加互换这一风险管理工具，其次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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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整套标准化的文本格式，为创始成员及其他市场参与者提供服务。一般在开

展衍生品交易前，交易双方必须签署 ISDA 协议，这个协议对互换交易涉及的专

业术语进行了详尽的定义，并严格地明确了双方权利与义务，这是国际金融市场

中两者得以进行交易的首要条件和惯例。 

 

到底什么是互换到底什么是互换到底什么是互换到底什么是互换？？？？互换，顾名思义就是交换。互换就是双方制定的在一定

期间内的一系列周期性结算日（比如说，两年之内的季度支付），交换一系列现

金的协议。前面举的那个简单的例子里面，最简单的互换协议，一方向合同另一

方支付固定利率利息，另一方支付浮动利率利息，每次支付，只需要应支付利息

高的一方支付款项，款额为两种利息的净值。我们也可以把一个互换合约看成是 

一系列的远期合约，每个远期合约的到期日为相应的清算日。 

 

� 在签订互换合约的时候，互换双方都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当然，那种

有中介机构牵头的互换交易，中介机构要提成） 

� 互换合约为自定义工具，可以更好的符和双方的需求。 

� 互换合约不在任何有组织的二级市场进行交易。 

� 很大程度上不受监管。 

� 合约双方都面临很大的违约风险。 

� 互换合约的大多数参与者都为机构投资者。 

 

那么互换合约如何终止呢那么互换合约如何终止呢那么互换合约如何终止呢那么互换合约如何终止呢？？？？有四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互相终止：合同的一方可以给对方支付其可接受的现金额度。



互换合约 PPT 讲稿——徐媛 

第 5 页 共 16 页 

如果市场变化对合同一方是不利的，其希望将互换合约的价值现在就支付给合同

的另一方，而合同的另一方也同意提前终止合约，则双方可以互相终止互换合约。 

 

第二种方法是对冲合约：如果合同的另一方不同意提前终止合约，则可以选

择签订对冲合约来终止原互换合约。举个例子：如果有一个五年期的季度支付浮

动利率互换合约，还有两年到期，如何用对冲合约的方法终止合同呢？我们可以

选择签订一个支付固定利率（接收浮动利率）的互换合约，这个新的合约将会为

原合约提供浮动利率支付，并且我们就只有支付固定利率的义务，而不需要再支

付浮动利率利息。当然，前面说了为什么要用对冲的方法去终止合同，因为现有

的这个互换合约对我们来说损失可能会越来越大，需要止损，但是合同的退出可

能是会承担一定的损失，只是这个损失要比不终止合同的损失要小得多而已。通

过与第三方签订对冲合约来退出原互换合约的方法，但是同样面临着很大的违约

风险。 

 

第三种方法是重新卖出。只要原互换合约的另一方同意，将原互换合约卖给

第三方是可行的。但这种方法并不经常使用，因为在互换市场，并不存在一个很

有效的二级市场。 

 

最后一种方法是互换期权：互换期权从本质上来看属于期权而不是互换，该

期权的标的物为互换。签订一个对冲互换协议的权利为期权持有者提供了终止原

合约的权利。进入一个对冲合约来退出原互换合约。这种方法的成本就是掉期期

权的价格。 

 

互换的主要参与主体互换的主要参与主体互换的主要参与主体互换的主要参与主体    

（一）政府  

政府利用互换市场开展利率风险管理业务，在自己的资产组合中，调整固

定与浮动利率债务的比重。大多数有赤字的政府其大部分的债务融资是固定利

率，一些国际主权债券是浮动利率票据。欧洲及欧洲以外的许多政府利用互换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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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将固定利率债券发行从一种货币互换为另一种货币或者从中获取更便宜的浮

动利率资金。  

 

（二）政府机关与市政府  

许多政府机关、国有企业、城市与市政机构利用互换市场降低融资成本，

或在投资者对其债券需求很大而借款人本身并不需要那种货币的市场上借款。借

款人可以利用互换市场将融资决策与货币风险管理决策分开。外币借款会产生债

务总成本高于或低于利率的可能性，因为所借货币的价值变动会改变融资成本。  

（三）出口信贷机构  

出口信贷机构提供价格有竞争力的融资以便扩大该国的出口。出口信贷机

构利用互换降低借款成本，使资金来源多样化。通过信用套利过程节省下来的费

用，分摊给当地借款人，它们构成出口信贷机构的客户群。一些出口信贷机构特

别是来自北欧国家的，一直是活跃在国际债券市场上的借款人。有些成功地创造

了融资项目从而能够按优惠利率借款。互换市场使它们能够分散筹资渠道，使借

款币种范围更广，再互换回它们所需要的货币。互换也使借款人能管理利率及货

币风险。  

（四）超国家机构  欧盟 

  超国家机构是由一个以上政府共同所有的法人，由于有政府的金融扶持，通

常资产负债表良好，有些超国家机构被一些机构投资者认为是资本市场最佳信用

之一。超国家机构通常代表客户借款，因为它们能够按十分优惠的价格筹集资

金，能把节省的费用与客户分摊。  

（五）金融机构  

  使用互换市场的金融机构范围很广，包括存贷协会、房屋建筑协会、保险公

司、养老基金、保值基金、中央银行、储蓄银行、商业银行、商人银行、投资银

行与证券公司，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是互换市场的活跃分子，它们不仅为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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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户，同时也代表自己的客户交易。银行利用互换作为交易工具、保值技术与做

市工具。  

（六）公司  

  许多大公司是互换市场的活跃分子，它们用互换保值利率风险，并将资产与

负债配对，其方式与银行大抵相同。一些公司用互换市场交换它们对利率的看

法，并探寻信用套利的机会。  

  互换市场还有其他参与者，它们包括各种交易协会、经纪人、系统卖方与出

版商。  

 

互换虽然历史较短，但是品种创新却日新月异。除了传统的利率互换、货币

互换、还有一些新的互换品种不断涌现，像商品互换、股权互换、信用互换、气

候互换和互换期权等。 

 

常见的几个互换品种常见的几个互换品种常见的几个互换品种常见的几个互换品种： 

 

最早出现的是货币互换货币互换货币互换货币互换，货币互换是一种一方以货币 A 支付费用，以货

币 B接受收入，而另一方以货币 B 支付费用，以货币 A 接受收入的互换。一般说

来，货币互换的本金，在签订协议初期都是互换的，并且在协议结束的时候再换

回来。利息的支付不是净值。由于这些利息都是以不同货币支付的，所以每个结

算日，都需要全额支付，而不能取净值。在互换合约到期的时候，双方将最初交

换的本金换回。 

 

以下是一个货币互换的例子： 

为什么要选择货币互换，选择货币互换的动机是什么？ 

考虑一家美国公司 A，希望在澳大利亚开展业务，并且希望能以澳大利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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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AUD）进行融资。但是这家公司发现，如果在澳大利亚发行债券会比在本国

发行美元债券成本高，因为他们对澳大利亚的金融市场并不是很了解。 

 

他们就可以选择一个进入一个 USD/AUD 的货币互换合约。通过一个互换合约

的中间者，该美国公司找到一家澳大利亚公司 B，面临着相反的问题，他们希望

能够发行 AUD 债券并以美元融资。 

 

这里有四种可行的货币互换合约： 

● A 支付收到的 AUD 澳元的固定利率，B支付收到的美元的固定利率 

● A 支付收到的 AUD 澳元的浮动利率，B支付收到的美元的固定利率 

● A 支付收到的 AUD 澳元的固定利率，B支付收到的美元的浮动利率 

● A 支付收到的 AUD 澳元的浮动利率，B支付收到的美元的浮动利率 

 

来看一下最简单的固定换固定，也就是 A支付收到的 AUD 澳元的固定利率，

B 支付收到的美元的固定利率。 

 

整个交换过程的现金流量可以看这个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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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约签订的时候就互相交换本金，A 将美元付给 B，并取回 AUD 澳元。为

什么？因为 A的初衷为得到 AUD 澳元，而 B的初衷为得到美元。本金在一开始就

互相交换。 

 

利息支付是全额支付，并不是净值。A 需要的是澳元，收到 AUD 澳元，那么

他就要支付 AUD 澳元的利息额给 B，B 收到美元，支付美元利息给 A。由于由于

这些利息都是以不同货币支付的，所以在每个结算日，都需要全额支付，而不能

取净值。 

 

在互换合约到期的时候，双方将最初交换的本金换回。相当于本金在合同到

期日又交换了一次。 

 

这样货币互换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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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货币互换涉及到本金的互换，因此当汇率变动很大的时候，双方就将面

临一定的信用风险，当然这种风险仍然比单纯的贷款风险小的多。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货币互换最大的风险在哪里？是在一头一尾，因为中间

支付的是利息，是小头，大头是本金，在货币互换的开始和结束双方都要互换本

金，所以可想而知货币互换的风险最大是在开始和结束。 

 

计算例子： 

公司 BB 可以在美国以 9%借入美元贷款，如果公司 AA 要借入美元，则必须支

付 10%得利息，但是 AA 在澳大利亚可以以 7%的利率水平借入 AUD，然而如果公

司 BB 要借入 AUD，则必须支付 8%得利息。BB 将会在澳大利亚开展业务并且需要

AUD，AA 将会在美国开展业务并且需要美元。汇率水平为 2AUD/USD。AA 需要 1

百万美元，而 BB 需要 2百万 USD.则双方决定都在当地进行本地货币贷款，然后

签订一分货币互换协议，上方都为对方支付利息，互换合约的期限为五年，计算

该货币互换合约的现金流。 

答案： 

AA 与 BB 都在当地银行贷款： 

AA 借入 2百万 AUD， 利率为 7%，或者 AUD140，000 每年 

BB 借入 1百万 USD， 利率为 9%，或者 AUD140，000 每年 

AA 与 BB 交换货币： 

AA 得到 1百万美元，并每年向 BB 支付 10%的美元利息。BB 得到 2 百万 AUD,

并每年向 AA 支付 8%的 AUD 利息。 

他们每年支付给对方的利息： 

AA 每个结算日要支付给 BB100,000USD 的利息。 

BB 每个结算日要支付给 AA160,000AUD 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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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每年支付给其本地银行的利息： 

AA 支付给澳大利亚银行 AUD140,000 每年（但是，实际从 BB 处获得

160,000AUD，所以有一个 20,000AUD 的收益） 

BB 支付给美国银行 USD90,000 每年（但是，实际从 AA 处获得 100,000USD，

所以有一个 10,000USD 的收益） 

通过该货币互换协议，他们都从中获益。 

在五年后，他们再将本金换回。 

AA 从 BB 处得到 2百万的 AUD，并还回澳大利亚银行 

BB 从 AA 处得到 1百万 USD，并还回美国银行 

 

第二个要讲到的是利率互换协议利率互换协议利率互换协议利率互换协议： 

 

也是分为四种：固定换固定、固定换浮动、浮动换固定、浮动换浮动。 

 

一个 plain vanilla 利率互换协议，也就是最基本的固定换浮动利率协议，

包括一个固定利率利息和浮动利率利息支付的互换。 

 

同一互换合约中的双方称为对手。 

 

合约一方希望得到浮动利率的，然后他就会在合约中承诺支付固定利率，成

为利率互换协议中支付固定利率的一方。 

 

合约另一方希望得到固定利率的，承诺支付浮动利率，成为利率互换协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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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浮动利率的一方。 

 

这里的浮动利率通常指的都是 LIBOR,或者再 LIBOR 加上一个利差。 

 

plain vanilla 利率互换协议中产生的现金流： 

由于，对于合约双方来说，本金在数量和货币上都是相同的，所以没有必要

交换本金。所以说在单一货币的利率互换合约中，本金是不交换的。 

在结算期的开始就确定了浮动利率的水平，但是真实的支付是在结算期结束

的时候， 

由于利息支付也是相同的货币，所以对于双方来说，也没有必要交换利息的

全额，只用将固定利率利息与浮动利率利息的差额支付给相应的一方即可。支付

净利息。 

在互换合约到期的时候，由于合约初期并没有交换本金，所以合约到期时也

不需要交换任何资金。 

● 互换协议是一个零和博弈，合约一方的收益即为另一方的损失。 

 

例子：利率互换 

有一个银行，其存款是其负债，而且本质上都是短期负债。也就是说，存款

代表着浮动利率负债。银行的资产主要以贷款为主，大部分贷款都是固定利率贷

款，也就是说银行的资产为固定利率贷款，而负债为浮动利率的。解释银行面临

的利率风险的本质并且描述如果利用利率互换协议来规避风险。 

 

答案： 

银行面临的风险为短期利率上涨，使得存款利息上升，如果现金流随着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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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升而增长，他付给客户的利息就越来越多吧，这本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但

是对于一个固定利率的贷款组合来说，就是一个严重问题了。我们看到短期利率

上涨，就是浮动利率上涨，那么银行的负债就在不断的增加，如果银行不采取措

施规避利率上升带来的风险，则尽管现金流增加，银行利润还是会下降。 

 

解决方法： 

银行可以通过签订一个固定利率-浮动利率的互换协议来规避风险，收到的

浮动利率利息可以对冲任何要支付给客户的存款利息。如果利率下降，银行的成

本并不会下降，他们仍然需要支付固定利率给合约另一方并且收到（更低的）浮

动利率。还是一样的，因为浮动利率那一块是支付出去了。 

 

第三个要讲到的是股票互换协议股票互换协议股票互换协议股票互换协议： 

在一个股票互换协议中，合约的一方在每个结算日支付一支股票，一个投资

组合或者一个股票指数的回报率，另外一方支付固定利率或者浮动利率。一方支

付的回报率可以为资本增值，或者包括股票、组合或者股指红利的总回报。 

 

股票互换协议的每期支付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浮动的，直到每个季度结算日才

知道。不同于利率互换协议，在每一个结算期开始的时候，每期利息支付就是确

定的。 

 

为了减少股票投资风险，希望能在互换协议有效期内保障所持有头寸的价

值，一个组合经理可能会签订一个互换协议，并且做权益资产回报率的支付方，

接收固定利率。 

 

那样，在每个结算日，任何股票价格下降的损失以及固定利率都将由固定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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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支付方支付给权益资产回报率支付方。如果股票价格上升，则权益资产回报率

支付方必须给固定利率支付方支付股票溢价减去固定利率利息。 

 

国际市场互换交易的一些惯例国际市场互换交易的一些惯例国际市场互换交易的一些惯例国际市场互换交易的一些惯例： 

先前我们讲利率互换的时候总是提及浮动利率，这里所说的浮动利率一般是

流动性好、不易被操纵，且市场公认的短期利率基准，通常是与实际融资成本相

关的货币市场利率。最常见的就是指 libor，伦敦同业拆借利率，是英国银行家

协会 16 家主要的成员银行于每天伦敦时间 11：00 发布的平均拆放利率，互换中

常用的是三个月和六个月的 libor。 

 

互换以名义本金金额为基础，也就是交易的名义本金，通常是五百万美元的

倍数，大多数交易在五百万美元到一亿美元之间。 

 

互换在一定的时间内进行，标准期限是 1 年、2年、3 年、4年、5 年、7年

和 10 年。当然更长的还有 30 年和 50 年。但是，一般来说，交易越特殊，交易

价格就越贵。 

 

计息基础：也就是计算天数的基础，一般是 实际天数除以 365. 

 

支付频率，是利息支付周期的约定，多久支付一次。 

 

互换市场的优缺点互换市场的优缺点互换市场的优缺点互换市场的优缺点：：：：    

� 通过前面讲的几种互换的实例，我们可以看到，互换交易涉及的领域非

常广泛，包括外汇市场、证券市场、短期货币市场和长期资本市场，既是融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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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工具，又可以运用于金融管理。 

 

� 由于是 OTC 市场交易，完全可以满足非标准化交易的需求。 

 

� 使用简便，省却对其他衍生品所需头寸的日常管理。前面我们看到投资

组合经理可以运用股票的互换来保护头寸。 

 

� 互换仓库的产生使银行成为互换的主体，所以互换市场流动性不断增强。 

 

互换市场不可避免的有其内在的局限性。 

所有的交易必须在配对的基础上进行，意味着必须找到愿意与之交易的对

手，才能达成互换合约。 

 

如果一方对期限或者现金流等有特殊的要求，他常常会难以找到交易对手。 

在互换市场发展的初期，互换市场的最终用户通常是直接进行交易，所以这个问

题就特别突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近年来，互换市场出现了专门进行做市的互

换交易商。 

 

还有前面讲到的互换仓库，一般是银行为互换客户找到匹配的对方，所以互

换仓库的产生使银行成为互换的主体，使得市场流动性不断增强。一般是要收取

互换双方各 50 个基点的安排费再加上 1%的中介费，利润非常可观。 

 

另外，由于互换是两个对手之间的合约，一次，如果没有对方的同意，互换

合约不能够更改或者终止。而且是 OTC 市场交易，双方都非常关心对方的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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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风险大。 

 

中国互换市场的情况中国互换市场的情况中国互换市场的情况中国互换市场的情况：：：：    

� 2006 年 1 月 24 日，人民银行发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开展人民币利

率互换交易试点有关事宜的通知》，允许开展人民币利率互换试点交易。 

 

� 我国目前进行的利率互换交易的浮动利率基准主要有两种———7 天回

购利率和 1年期的存款利率。目前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银行均提供做市服务，每

日早彭博上提供双边报价。但是由于推出时间较短，参与者仍有限制，目前利率

交换的双边报价价差仍然较大。 

� 2009 年，商业银行共吸收外汇 1700 亿美元，主要是在外汇局做人民币

掉期。相当于外汇局提供了 1700 亿美元，同时回收了 1万亿人民币。 

� 2011 年第一季度，人民币利率互换交易大幅增加，人民币利率互换市场

发生交易 4775 笔，名义本金总额 5667.9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170.2%。 

� 随着互换市场的发展，相应的衍生产品迅速发展起来——cap、floor、

swaption 等。 

� 市场监管和引导，加之流动性的提高，未来互换产品的前景将更加广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