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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供求曲線分析 

中國 A 股價格未來的變動區間 
 

 
 

對於一個成熟的股市（如美國股市）﹐使用市盈率（PE）和

動態市盈率的方法﹐可以對它的價格未來變動區間作出簡潔的估

計。但對於像中國 A 股這種迅速成長的股市﹐使用供求曲線進行

分析﹐可能是一種更適宜的方法。迄今為止﹐在國內外的相關文

獻中﹐筆者尚未見到運用供求曲線分析股價變動的文章﹐本文或

許可算是在這方面的一次嘗試。 
 

 
用供求曲線描述某種產品市場價格波動過程的模型﹐通常為

蛛網模型﹐如圖~1。 
 



圖~1﹕蛛網模型（a）﹑（b）﹑（c） 

 
 

在圖~1（a）中﹐描述了一個等幅的價格波動過程﹔圖~1（b）
為收斂的價格波動過程﹐圖~1（c）為發散的價格波動過程（更詳

細的數學分析﹐可參見文獻 1）。 
實際上從原理上看﹐用供求曲線來描述股價的波動過程﹐與

描述某種產品的價格波動過程相比﹐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差別。

將其經過適當的拓展﹐還可以用它來分析股市中更為複雜的情況﹐

例如股市中的單邊行情﹐如圖~2。 
 

圖~2﹕股市中的單邊行情 

 

 

圖~2（a）描述了一個搶購行情﹐這時需求曲線已不是向右下

方傾斜了﹐而是向右上方傾斜﹐它反映了買漲不買落的市場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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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市場行為﹐是對市場處於高度亢奮狀態的特徵刻畫﹐其中需求

曲線可由圖~1 中的情況繞交點旋轉而成。圖~2（b）描述了一個拋

售行情﹐這時供給曲線已不是向右上方傾斜﹐而是變為向右下方

傾斜了（可由圖~1 中的供給曲線繞某點旋轉而成）﹐它反映了賣

跌不賣漲的市場心理和市場行為﹐是對市場處於極度恐慌狀態的

特徵刻畫。這兩個部份合起來﹐就是對股市上追漲殺跌的一個完

整描述。 

在上面的分析中﹐所使用的是線性供求曲線﹐實際上這是一

種高度理想的狀態。然而﹐用具有非線性形式的供求曲線來描述

股價波動也並非不可能。下面是一個具有實際背景的實例（參見

文獻 2）。 
 

圖~3﹕非線性供求曲線 

 
 

圖~3 中的供求曲線都是非線性的﹐其中供給曲線的非線性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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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還很強。該圖還表示了供求具有多重均衡的狀態﹐其中 a﹑c 點

是穩定的均衡點﹐而 b 點是不穩點的均衡點。 
另外﹐由圖~3 不難看出﹐即便是對於很複雜的非線性供求曲

線﹐我們也可以用分段線性函數去做符合要求的逼近。因此﹐在

文本中﹐我們使用線性供求曲線來分析 A 股未來價格的變動區

間。在其高和低位分別構造局部均衡點。就短期變動（幾個星期）

而言﹐我們主要用供求曲線圍繞著某點旋轉來表徵﹔對於長期變

動（數月以上）而言﹐主要用供求曲線的平移來表徵。 
 

2009~2010 A  
 
中國滬市綜指上一輪熊市的最低點位是 998 點﹐成交量為 53

億元﹐PE 約為 13 倍﹐時間為 2005 年 6 月 6 日。而後迅速上漲﹐

在不到兩年半的時間裡﹐於 2007 年 10 月 16 日達到了上輪牛市的

最高點 — 6124 點﹐當日成交量 1635 億元﹐PE 近 70 倍﹔6124 點

比 998 點增長了 5.14 倍﹐年增長率超過了 100％。此後﹐開始了

本輪熊市﹐在 2008 年 10 月 28 日最低至 1664 點﹐即在約一年的

時間裡跌去了 73％﹐當日成交量兩百多億元﹐PE 約 13 倍。 
從 2005 年 6 月到 2007 年 10 月﹐市場態勢是：需求曲線不斷

右移﹐而供給曲線右移的幅度相當有限﹐這種供求態勢是上述牛

市的基本動因。但自中石油上市以後﹐供求態勢發生了逆轉﹐供

給曲線加速右移﹐而需求曲線不斷左移﹐致使滬市股價在 2008 年

10 月底﹑11 月初跌到了 1700 點左右。2007 年 10 月以後﹐需求曲

線左移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股票收益率不斷下滑（在 2007 年上

半年﹐滬市 A 股的利潤增長率高達 40％﹐而到了 2008 年上半年

它的利潤增長率下滑到了 20％左右）﹔二是因為在 2008 年利率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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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上調﹐居民儲蓄回流銀行。同期裡﹐供給曲線大幅右移的原因

與中國股市全流通改革緊密相關。下面對此作一簡述。 
自 2006 年 6 月開始﹐相關非流通股開始上市﹐另外﹐從 2006

年下半年到 2007 年的一年半中﹐上市近二百多家新公司﹐總股本

高達 1.3 萬億股﹐是中國股市有史以來 IPO 融資最多的年份﹐融

資額創世界第一。根據目前粗略的估算﹐到 2010 年底﹐中國 A 股

進入全流通時代﹐屆時流通的股數為 17010 億股。其中﹕2007 年

10 月以前的流通的股數 4390 億股﹐佔 17010 億股的 25％﹐2007
年底的流通股數為 4964 億股﹐佔比為 29.2％﹐2008 年底的流通數

為 6585 億股﹐佔比為 38.7％﹐比 2007 年 10 月增長了 50％﹔2009
年底的流通股數為 13433 億股﹐比 2008 年底增加了 6848 億股﹐

翻了一番還多﹐佔比為 78.97％﹔2010 年底為 17010 億股﹐比 2009
年底增加 3577 億股。由此可見﹐供給曲線右移的幅度從 2007 年

10 月至 2008 年底增長了 50％﹐從 2008 年底到 2009 年底增長了

100％﹐從 2009 底至 2010 底增長 26.7％。 
下面選取滬市綜指三個樣本點作為進一步推算的基礎：2007

年 10 月 11 日﹑12 日﹑15 日﹑16 日﹑17 日五個連續交易日日平

均點位 5995 點﹐日平均交易量是 1775 億元﹐記為A點﹐作為D1和

S1的交點（10 月 16 日最高至 6124 點）。 
2008 年 10 月 31 日﹐11 月 3~6 日五個連續交易日﹐日平均點

位 1726 點﹐日平均交易量 272 億元﹐記為B點﹐作為D2和S2的交

點（11 月 4 日最低至 1678 點）。 
2009 年 2 月 11~13 日﹑16~17 日五個連續交易日﹐日平均點

位 2307 點﹐日平均交易量 1647 億元﹐記為C點﹐作為D3和S3的交

點（2 月 17 日最高至 2402 點）。 
上述這些點所對應的滬市點位和交易量均綜合標在了下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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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中﹐橫軸是交易量（單位億元）﹐豎軸是滬市 A 股綜指的點

位。 
 

圖~4：滬市綜指的供求曲線表示 

 
 

在圖~4 中﹐S4是 2009 年全年的平均供給曲線﹐如設該年需求

曲線恢復到 2007 年最高點的位置﹐即為D4（為D1向下延伸而成）﹐

它與S4相交於E點﹐相應的點位為 3500 點左右（成交量約為 3200
億元）﹐大致可以看為 2009 年的最高點﹐2009 年的最低點位應在

1800 點以上﹔而 2008 年 10 月 28 日的最低點位 1664 可以看為上

輪熊市的最低點位﹐它也可以被看為今後若干年的一個鐵底。 
S5是 2010 年供給曲線的最大位值（儘管它的極限位置在其右

側的S2010﹐在這個位置上﹐從原理上說﹐上述 17010 億股全可進入

流通﹐但這些股份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屬於控股股東﹐出於控制權

價值的考慮﹐能形成實際賣壓的數量會明顯低於上述數量）﹔如

設 2010 年的需求曲線從D1向右擴張一倍﹐即為D5（比D1更富有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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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它與D5相交於F﹐F對應的點位為 5000 點﹐交易量約 4800
億元。2010 年的最高點約在 5000~5300 點之間。這意味著﹐滬市

綜指要想超越上輪牛市高點 — 6124 點﹐應該在 2010 年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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