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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后临储时代的玉米市场特征可概括为市场定价、政府调控，先去库存、后求平衡和内外一体、抵住进口。在此

大背景下，玉米期现市场总体相关度较低，期现动态相关系数以负相关为主；引导关系以期货单向引导现货为主，期现融

合度不高。同时，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尚未很好发挥，期现价格均值均不是交割日现货价格，而且期现价格均值也不相

同；偏离度方面期货也总体高于现货，基差风险高于期现价格风险，但期现价格随交割期的临近均呈现向交割日现货价格

收拢的态势。据此提出鼓励产业客户参与、规范发展现货市场和加大期货市场监管力度，以密切期现价格关系。

关键词：后临储时代；玉米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

中图分类号：F8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2018）03-0038-08

后临储时代玉米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

李圣军
（国家粮油信息中心 市场分析预测处，北京 100038）

收稿日期：2017-11-08
基金项目：北京大商所期货与期权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委托课题（玉米及玉米淀粉企业利用国内期货市场情况及问题）

作者简介：李圣军（1981- ），男，山东齐河人，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高级经济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粮食问题。

期货是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有效风险管理方式，玉米市场价格的波动和玉米产业主体对价格风险的管理

需求是玉米期货产生发展的源动力。1865年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首次上市推出玉米标准化期货合

约，距今已有 152年历史，成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期货品种；我国玉米期货发展相对较晚，1993年 5月 28
日，郑州商品交易所正式推出玉米标准化期货合约，中间经关闭整顿，伴随2004年全面放开粮食市场，2004
年9月22日大商所再次推出玉米期货合约，至今已有13年历史，经历了4年（2014年9月22日—2008年10
月20日）的市场化时代、8年（2008年10月21日—2016年9月30日）的临储时代和1年（2016年10月10日—

2017年9月30日）的后临储时代。2016年玉米收储制度改革，玉米市场化定价机制基本确立，玉米期货市场

进入发展的“井喷期”，持仓量、成交量、期限比均大幅提高，在2016年FIA全球农产品期货交易量排名中，大

商所玉米期货位列第4位。但在后临储时代玉米期货市场表面蓬勃发展的背后，作为期货市场最基本的两

大功能之一，其价格发现功能发挥程度如何以及存在哪些问题，仍值得深入研究。

一、相关文献综述

农业是经济再生产过程也是自然再生产过程，面临着巨大的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而期货又是现代社

会有效的风险管理方式，因此，期货与农产品具有内生的合作需求关系。在期货市场和农产品市场高度发

达的美国表现尤其明显，正如格罗斯曼描述的，“在美国，期货市场与农业有着夫妻一样不可分割的关系。”[1]

在我国，玉米作为农产品中产量最高的品种，玉米期货市场也一直受到学术界高度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也较

多，围绕玉米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本文主要从期货功能定位、价格发现功能、期现价格关系三大方面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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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综述。

从期货市场功能定位角度，安毅等（2011）[2]认为期货市场最核心的功能创新是以套期保值实现产业安

全，以价格发现确保定价安全。Peck（1976）[3]和Turnovsky（1983）[4]均认为期货市场能稳定现货价格。从市场

成立初衷角度，庞贞燕等（2013）[5]认为其主要是为农产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及农产品的需求方提供发现价

格、规避风险的有效工具。关于期货市场功能发挥的条件，王燕青等（2017）[6]认为主要有四大条件：不确定

性的存在、价格自由决定、不存在政府管制、大量感兴趣的潜在参与者或企业等。因此，总体上，正如查婷俊

等（2016）[7]所指出的，国内外学者普遍确定了期货市场具有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两大基本功能，而其他的派

生功能会随着这两大功能的实现而自发实现。

从价格发现功能角度，围绕概念界定问题，吕东辉等（2005）[8]认为期货市场是一个信息加工厂，投入的

是信息，产出的是价格。王健等（2006）[9]认为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可以表述为：期货价格是对该价格对应

合约交割日现货价格的无偏估计。对于期货价格的决定机制，陈标金等（2016）[10]认为，期货市场套利是否充

分，套利还是预期在期货价格形成中起决定作用，至今仍存在争议和分歧。对于价格发现功能的评判标准，

单磊（2015）[11]认为，如果期货比现货具有较明显的价格发现功能，那么期货合约从挂牌日开始至交割日的交

易价格应该反映了对到期现货价格的预期。程琳（2016）[12]则认为，在一个成熟健康的期现货市场体系中，期

货价格应能比较真实地反映现货价格未来的变动趋势。王燕青等（2017）[6]认为，期现货价格的相关程度高、

期货价格引导现货价格的规律长期稳定，则期货合约制度设计合理，市场价格发现功能发挥较好。

从期现价格关系角度，荆林波（1999）[13]认为，现货价格与期货价格反向变动的情况在成熟的期货市场是

罕见的。张雷宝（2002）[1]认为，从国外经验看，粮食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的配合有助于形成合理的价格体系

并能减缓农产品价格的大幅波动。而对于玉米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的发挥程度，zhong（2004）[5]研究发现

墨西哥期货市场加剧了现货市场波动，So和Tse（2004）[14]发现香港期现货价格波动性呈现相互影响的现象，

David（2007）[5]实证发现美国期货合约上市对现货价格有稳定作用。阎云仙（2010）[15]实证分析发现，玉米期

货对现货价格、远期玉米期货价格对近期期货价格都有较强指导作用。黄建新等（2014）[16]实证分析发现，中

国期现货市场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玉米期货价格单向引导现货价格。

总体上，对于玉米期货市场具有价格发挥功能且该功能的发挥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已基本无异议，但

对于我国玉米期货市场是否很好发挥了价格发现功能还存在一定异议，这与选用的数据时间段、实证分析

方法和判断标准不同有一定关系，尤其是玉米政策年度之间变化较大，选用不同时间段的玉米期现价格明

显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为此，本文将紧扣“后临储时代”，期货价格选用完全在后临储时代上市运行且已交

割完毕的C1709合约结算价格，现货价格选用辽宁锦州港平仓价，对玉米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进行实证

分析。

二、后临储时代的玉米市场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长期将玉米纳入粮食范畴实施统一的政策管理，但从2004年我国放开粮食市场

之后，稻谷、小麦两大口粮相继实施了最低收购价政策，直到2008年玉米开始实施临时收储政策，玉米脱离

口粮正式进入长达八年的“临储时代”。2016年，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粮食收储制度改革和价格形成

机制改革等多重因素推动下，玉米正式率先实施“价补分离”政策，从此玉米市场正式进入了“后临储时

代”。总体上，后临储时代的玉米市场主要有三大特点。

（一）市场定价、政府调控

后临储时代的玉米市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财政出资委托企业大规模收购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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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正式终结，贸易商、加工企业、饲料厂等多元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市场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但是，由于玉

米价格既事关广大农民的种植收益，又事关肉禽蛋奶价格，政府继续实施积极的宏观调控措施，包括运输政

策、直补政策、贸易政策等，必要时要求涉粮央企以储备粮轮换、市场化收购等多种方式稳定市场价格，防止

玉米价格大起大落，尤其是防止大幅度、长时间跌至成本以下。

（二）先去库存、后求平衡

2016年收储制度改革初始，八年临储积累了高达2.3亿吨的玉米库存，经过2016年和2017年两年的调

结构、去库存，玉米种植面积合计减少4000多万亩，产量预计减少1500万吨左右。2016/17年度（2016年10
月—2017年9月）时隔七年后再次出现当年“供不足需”状态，缺口应该在3000万吨左右。在大力发展燃料

乙醇、玉米深加工产能加速扩张、饲料产业逐渐复苏等因素带动下，预计到“十三五”期末，玉米去库存将基

本结束。从“十四五”开始，我国玉米市场将真正进入市场定价、供需自求平衡阶段。

（三）内外一体、抵住进口

我国玉米进口受配额限制难以大幅增加，总体将在私营配额内波动；但作为玉米饲料替代品的高粱、大

麦进口却无配额限制，完全受玉米、高粱、大麦比价关系影响，因此我国玉米市场通过饲料替代品的国内外

市场一体化间接实现了内外一体化，未来国内市场玉米价格将在成本价和进口玉米（高粱、大麦）完税价之

间波动，总体以“抵住进口”为原则，既要防止出现国产玉米卖难问题，又要防止高粱、大麦等饲料替代产品

大规模进口，挤占国内玉米市场需求。

三、玉米期现价格相关性分析

期现相关既是玉米期货市场发挥价格发现功能的外在体现，也是玉米产业主体套期保值的前提基础。

一方面，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效率越高，期货市场价格越能反映未来现货市场变化趋势，期现价格波动趋

势就越接近，相关性就越强；另一方面，玉米期现价格相关性越强，基差波动风险就越小，越利于套期保值的

开展。

（一）同期相关性

按照分析惯例，采取期现价格取对数后差分的方式，计算玉米期现价格的“对数日收益率”，然后进行相

关性分析。从2006年9月19日C1709合约上市交易至2017年9月14日合约最后交易日，合约共有239个交

易日，综合考虑合约持续期间的期现价格波动趋势、合约活跃度和基差等因素，特划分为上市初期

（2016.9.19—2016.12.19）、中期（2016.12.20—2017.4.11）和后期（2017.4.20—2017.9.14）三个阶段（见表1）。
表1 玉米C1709合约期现价格相关系数

全部

0.1534
上市初期

0.0058
上市中期

0.3259
上市后期

0.1702

在合约持续的整个时间段内，玉米期现价格相关系数为0.1534，期现相关度较低，期现价格交叉次数达

到4次，其中2017年3月9日—2017年8月2日是主力合约或活跃合约阶段，期现价格相关系数为-0.1676，
这与活跃阶段经历一次交叉有密切关系。分阶段看，上市初期的相关系数仅为0.0058，是三个阶段中相关性

最弱的一个阶段，如图1所示，2016年9月19日C1709合约上市交易第一天，期货价格仅为1469元/吨，而同

一天现货价格为 1850元/吨，基差高达 381元/吨，相关性基本无从谈起，主要原因是C1709合约上市初期正

是临储政策正式取消的初期，所有市场主体均难以把握未来价格走势，但总体均看跌；在巨大基差引导下，

期货价格逐渐上涨，现货价格逐渐回落，最终实现交叉，因此第一阶段主要特点是玉米正基差逐步缩小，期

现价格逐步回归，总体属于“套利区”。第二阶段上市中期的相关系数为0.3259，是三阶段中相关性最强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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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阶段，也是基差由正转负、C1709逐渐成为主力合约的一个阶段，负基差持续整个第二阶段，相对而言是最

适宜套期保值的“套保区”。第三阶段上市后期的相关系数为0.1702，稍高于整体相关系数，也是基差再次转

正的阶段，而且基差绝对值小于前两个阶段，总体属于“投机区”；但值得关注的是该阶段期现价格的最后一

次交叉和交割月的期现价差扩大，2017年8月28日，期现价格同为1690元/吨，此后现货价格上涨，期货价格

下跌，尤其是进入交割月即从9月1日开始，结算价最低为1634元/吨，最高位1662元/吨，相差28元/吨，对卖

出交割者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票价影响较大，若按照11%的增值税率，1吨相差3.08元，1万吨的差距为

3.08万元，对产业客户尤其是做空方参与交割会产生较大影响。

图1 C1709持续期间的玉米期现价格（元/吨）
（二）动态相关性

从玉米期货与滞后现货价格之间的相关系数看，除了同期相关系数超出置信区间外，期货价格与滞后4
天、5天现货价格的相关系数也超出置信区间，分别为-0.1789和-0.1711。除此之外，在滞后20天的时间内，

期货价格与滞后现货价格相关系数为负值的有13天，期货价格与超前现货价格相关系数为负值的有7天，

主要原因正如图1所示，在C1709的整个上市期间，先后出现4次期现交叉，这不仅在成熟期货市场非常罕

见，也形成大量的期货价格涨、现货价格跌或期货价格跌、现货价格涨等反方向波动的时间段，从而导致期

现动态负相关。从期货价格与超前现货价格之间的相关系数看，除同期相关系数外，期货价格与1天、2天和

17天后的现货价格相关系数均超出置信区间，分别为0.1660、0.1467和0.1499，均呈现正相关关系，即期现货

同跌或同涨，这从相关性角度也证明玉米期货价格对现货价格有一定的引导作用。

四、玉米期现价格引导性分析

期货价格是多元市场主体对未来现货价格多空博弈的最终结果，为增加预估精准度，包括产业主体和

投机主体在内，多元市场主体会多方搜集并时刻关注相关信息，以便随时调整多空决策。正是由于期货价

格是对未来现货价格的预估，因而对现货价格有一定的引导作用，但期现价格之间的引导关系是动态变化

的，不是一成不变的。

（一）期现引导关系

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是现代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产生的先后顺序看，先有现货交易，后有远期

交易合同，最后产生期货市场，基于期货市场是建立在现货市场基础之上的理论，期现引导关系主要包括三

个阶段，分别是期货单向引导现货、期现货双向引导和期现货融合。

李圣军：后临储时代玉米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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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期货单向引导现货

在市场发展的初级阶段，由于期货交易对象是标准化合约，标准化程度高、市场交易量大、交易频率高，

价格形成功能相对处于强势；而现货交易受规范程度低、交易成本高等因素制约，价格发现功能相对处于弱

势，因而在期现价格引导关系上，期货价格对现货引导力度较大，而现货价格对期货的引导力度相对较弱。

2. 期现货双向引导

在市场发展的中级阶段，现货市场交易的规范化、标准化程度提高，交易效率提升、交易成本下降，现货

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日益增强，尤其是随着电子商务和拍卖的发展，期现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日趋均衡，从

而呈现双向引导关系。目前，美国玉米期现货市场价格处于双向引导阶段，两个市场的引导作用基本持平[16]。

3. 期现货融合

在市场发展的高级阶段，期现货市场日益融合，两个市场的规范化、标准化程度逐渐靠拢，交易成本、交

易效率日益趋同，期现价格之间的差异日益缩小。当前，期现货融合的表现方式之一便是“点价交易”的兴起，

现货市场交易双方仅确定升贴水和点价期货合约，然后在规定时间内实施点价，期现价格真正融为一体。

（二）期现价格Granger检验

期现价格引导关系通常利用Granger检验进行验证，基于C1709合约结算价和同期锦州港平仓价，如表

2所示，滞后期在3天以内时，在10%的置信度下，期现货价格之间存在显著的单向引导关系，期货价格显著

地引导现货，而现货对期货没有显著的引导关系；滞后期为5天时，在10%的置信度下，期现价格之间存在显

著的双向引导关系，期货引导现货，现货也引导期货；滞后期为7天时，在10%的置信度下，期现货价格之间

不再存在显著的引导关系。总体上，通过Granger检验结果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一是我国玉米期现价格

引导关系以单向为主，总体处于期现引导关系的第一个发展阶段；二是期货对现货的引导速度快、力度大，

同一天之内期货价格就可以对现货价格产生显著的引导，而现货对期货的引导速度慢、力度小，到滞后5天
时现货才能对期货有显著的引导作用。

表2 玉米期现价格格兰杰（Granger）检验

滞后期

0

2

3

5

7

零假设

现货不是期货的Granger原因

期货不是现货的Granger原因

现货不是期货的Granger原因

期货不是现货的Granger原因

现货不是期货的Granger原因

期货不是现货的Granger原因

现货不是期货的Granger原因

期货不是现货的Granger原因

现货不是期货的Granger原因

期货不是现货的Granger原因

F值

0.0020
3.5177
0.0020
3.5177
0.3308
2.3317
2.3872
1.9680
1.7061
1.6994

P值

0.9980
0.0313
0.9980
0.0313
0.8031
0.0750
0.0391
0.0844
0.1088
0.1104

五、玉米期货市场价格发现效率分析

在期货交割制度的保障下，玉米期现价格在最后交易日或者交割前一日最终会实现回归。事实上，在

交割费用的影响下，期现回归不是期现价格完全相等，而是期现之间不再存在套利机会，即期现价差缩小到

交割费用之内。以C1709为例，进入交割月之后，基差最大值为81元，显然在交割费用之内。在期现价格实

现回归的前提下，期货市场价格发现效率便成为关键。根据现有相关研究成果，如果期货市场价格发现是

有效率的，那么以下两个研究假说成立：一是合约持续期间期现货价格的均值为交割日现货价格，二是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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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偏离交割日现货价格的程度小于现货价格。

（一）期现价格均值估计

如果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有效发挥，那么交割日现货价格是合约期货价格和相应期间现货价格的

无偏估计。为此，本文采用均值双边检验的方式，检验C1709合约价格和相应时间段现货价格的均值是否为

交割日现货价格。鉴于C1709合约最后两个交易日的现货价格均为1710元/吨，特将1710元/吨设为合约交

割日现货价格。

单序列均值双边检验：

H0:μ0 = 1710 Ha:μ0 ≠ 1710
z = x̄ - μ0

s n

双序列均值差双边检验：

H0:μ1 - μ2 = 0 Ha:μ1 - μ2 ≠ 0
z = (-x1 --x2) -(μ1 - μ2)

σ2
1 n1 + σ2

2 n2

对于C1709合约价格和同期现货价格均值是否为交割日现货价格即1710元/吨，如前所述，检验区间段

依然分为“全部”“上市初期”“上市中期”和“上市后期”四种，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z 值均不在[-1.96 1.96]之
间，因此，在5%的置信度下，无论是期货价格还是现货价格，均拒绝均值等于1710的原假设，即期现货价格

的均值在5%的置信度下均不是1710元/吨。分阶段看，期货价格在“上市初期”和“上市后期”的 z 值相对较

大，而现货价格在“上市初期”和“上市后期”的 z 值相对较小。由此可以看出，在合约活跃期或者说在主力合

约期内，期货价格反映交割日现货价格的准确度相对较高，而现货价格在上市后期即越接近于交割日反映

交割日现货价格的准确度越高是可以理解的，而在上市初期反映交割日现货价格相对较准确，可能与现货

价格在合约期呈现“U”型波动相关。从期现价格均值差的角度，根据双序列均值差双边检验结果，由表3可以

看出，四种时间段的检验结果均在5%的置信度下拒绝了原假设，即在5%的置信度下，期货现货价格的均值

是不相同的，两者之间具有显著的差异。此外，考虑期现货最后一次交叉价格为1690元/吨，若将交割日现货

价格定为1690元/吨，检验结果虽略有差异，但在5%的置信度下，表3中的检验也均不显著，在此不再列出。

表3 玉米C1709合约持续期间期现价格均值双边检验

项目

期货价格

现货价格

现货-期货

全部

-20.0506
-8.4906
4.9909

上市初期

-23.6081
3.3335

19.2851

上市中期

-11.4272
-30.4876
-12.9140

上市后期

-20.5662
-3.3172
9.7307

（二）期现价格偏离程度

如果期货市场是有效的，在期货价格引导现货价格和期货交易价格发现功能的共同作用下，期货价格

应该比现货价格更接近于交割日的现货价格，或者说期货价格预测交割日现货价格的能力或准确度要优于

现货价格。为此，本文特以期现价格偏离交割日现货价格的程度来反映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效率。

如表4所示，期货价格偏离交割日现货价格的均值为-89.2427，即期货价格总体上以低于交割日现货价

格的水平运行，标准差为68.809；分阶段看，随着交割日的临近，期货价格偏离交割日现货价格的幅度是逐渐

缩小的，从-178.8033到-67.726，最后到-52.1714，偏离标准差从59.1531降到50.638，最后降到24.9809，由此

说明，随着交割日的临近，在交割制度的保障下，期货价格总体是逐渐向交割日现货价格靠拢的。对于现货

价格，偏离交割日现货价格的均值为-51.6318，现货价格总体上也是以低于交割日现货价格的水平运行，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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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差为94.0111，明显高于期货价格，说明现货价格围绕交割日现货价格的波动幅度明显高于期货价格，由此

可以大体反映相对于现货价格，期货价格对市场价格波动具有一定的稳定作用。分阶段看，上市初期、中期

和后期偏离均值分别为24.4262、-173.9726、-10.7619，呈现临近交割日逐渐向现货价格靠拢的趋势，但也仅

在后期呈现出了收拢态势；而标准差则呈现了严格递减的趋势，从57.2283降到48.7551，再降至33.2443，说
明临近交割期，现货价格围绕交割日现货价格的波动幅度日益收窄。从基差角度，基差均值为37.6109，标准

差为130.0175，这与传统的“持有成本理论”并不完全一致，期货价格决定机制中存在一定的“预期”成分。分

阶段看，上市初期和上市后期的基差均为正值，分别为203.2295和41.4095，上市中期均值为-106.2466，持有

成本理论发挥一定作用；标准差则呈现了严格的递减态势，从90.5904降到49.5860，再降至40.2406，围绕交

割日现货价格的波动幅度逐渐收窄。总体上，在预测交割日现货价格方面，从标准差角度，期货价格预测精

准度稍微高于现货价格，预测风险稍微小于现货价格，但差距并不明显，尤其是在期货合约的主力合约时

期，期货价格的预测风险反而大于现货价格。从套保角度，基差风险远大于期现价格风险，尤其在上市初期

和上市后期，均不适合套保，而在上市中期相对而言套保风险较小，期现相关度较高，可以开展一定的套保。

表4 玉米C1709合约持续期间期现价格偏离度

项目

期货价格

现货价格

现货-期货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全部

-89.2427
68.8090

-51.6318
94.0111
37.6109

130.0175

上市初期

-178.8033
59.1531
24.4262
57.2283

203.2295
90.5904

上市中期

-67.7260
50.6380

-173.9726
48.7551

-106.2466
49.5860

上市后期

-52.1714
24.9809

-10.7619
33.2443
41.4095
40.2406

注：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的均值和标准差均为减去到期现货价格即1710元/吨之后的均值和标准差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2016年我国玉米收储制度改革结束了实施8年的玉米临时收储政策，玉米市场正式进入后临储时代，市

场价格波动幅度加大，产业主体利用期货市场规避风险的需求激增，玉米期货市场可谓迎来发展的春天。

但基于C1709合约实证分析发现，后临储时代的玉米期现市场总体相关度较低，以期货单向引导现货为主，

期现价格均值在5%置信度下均不是交割日现货价格，期货偏离度总体高于现货。为此，从提高期货市场价

格发现功能角度，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鼓励产业客户参与期货，密切期现关系

产业客户参与不足是我国玉米期现价格相关性低和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效率低的关键因素，产业客

户横跨现货和期货两个市场，拥有现货支撑是其从事期货交易的独特优势，尤其是产业客户大规模的“期现

套利”和“套期保值”，不仅可以熨平期货价格波动幅度，而且可以密切期现价格关联度，缩小基差波动风

险。由于产业客户交割需求较强，短期内可通过增加交割库数量和覆盖区域吸引产业客户参与。

（二）规范发展玉米现货市场，实现期现一体

现货市场是期货市场的支撑，期货市场是现货市场的发展，期现一体是期货现货两大市场的发展目

标。首先要统一两大市场的定价标准和质量标准，统一升贴水设置，便于期货交割；其次要大力发展现货市

场，充分利用电子商务、电子结算、拍卖和远期交易等各种现代交易方式，降低交易成本，尤其是降低物流成

本；最后是鼓励现货市场点价交易，在大型贸易商、大型加工企业、大型饲料厂之间开展点价交易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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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大期货交易监管力度，促进理性投资

期货价格大起大落不仅无法引导甚至可能误导现货价格，必须立足套保，规范投机，将投机规模控制在

适度范围内。同时，严厉打击虚假交易、恶意逼仓、交割不畅和散播谣言行为，推进商品基金发展，促进理性

投资，同时监控大额资金和交易大户进出行为。对于客户高度关注的交割环节，必须加大规范，防止选择性

检验和故意讹诈行为，确保交割品能入库，也能顺利出库，对于延伸交割库和集团交割库之间的升贴水问

题，也必须有一定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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