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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期权思维

1. 定位：期权的工具属性

期权，本质是一种金融衍生品工具。自1973年CBOE成立，

场内期权出现以来，期权交易已经扩展到个股、股票指数、大宗

商品、贵金属、外汇、国债等几乎所有形式的基础资产上，占据

全球期货期权衍生品交易量的半壁江山，被誉为“衍生品皇冠上

的明珠”。

正是因为期权众多独一无二的特性，能够组合各式各样的策

略，使无论是套保者还是投机者，都能够获得现货和期货无法实

现且无可比拟的效果。



通过不同期权、期权与其他

投资工具的组合，投资者可

以构造出不同风险和损益状

况的组合策略。

高杠杆策略？

高胜率策略？

多方向策略？

波动率策略？

1. 定位：期权的工具属性

一. 期权思维

图表来源：郑州商品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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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期权思维

1. 定位：期权的工具属性

同时，我们也要意识

到，期权仅仅是工具，而不

应当被视为投机交易或套期

保值交易者的“圣杯”。

工具再好，使用效果

最终要看使用者的熟练技艺。



一. 期权思维

2. 特征：期权的非线性特征

现货/期货多头损益图 买入看涨期权到期损益图

（买方-权利方）

复习期权基础中期权的定义



一. 期权思维

3. 特征：期权交易的多维度——时间维度

类似保险单的保险期限。保单作为一种权利，是有明确的有效期限的。保险期限越长，保费

越贵；保险期限越短，保费越便宜。放到期权上，也就意味着同一个期权，距离到期日的远

近，直接影响到期权的价值高低。

同时也提醒我们，关注和掌握期权持仓的动态变化，比学习期权的到期损益图，更为重要。



一. 期权思维

3. 特征：期权交易的多维度——波动率维度

白糖9月连续期货合约价格与历史波动率走势图
（ 2019.8-2020.08 ）

波动率是金融资产价

格的波动程度，是对

资产收益率不确定性

的衡量，用于反映金

融资产的风险水平。

波动率越高，金融资

产价格的波动越剧烈，

资产收益率的不确定

性就越强；波动率越

低，金融资产价格的

波动越平缓，资产收

益率的确定性就越强。

数据来源：Win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5%84%E4%BA%A7%E6%94%B6%E7%9B%8A%E7%8E%87/242909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D%E7%A1%AE%E5%AE%9A%E6%80%A7/825011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91%E8%9E%8D%E8%B5%84%E4%BA%A7/4468342


3. 特征：期权交易的多维度——波动率维度

棉花期权隐含波动率曲面图

一. 期权思维

数据来源：Wind

一方面，波动率这一显著特征，

要求期权交易者必须关注标的波动

和期权隐波的变化。

另一方面，这一特征也带来一

种现象，即部分交易者无需准确判

断标的物的走势，单纯通过对波动

率的分析，就可以交易和获利。



第一层次：

资产类别分散

•股票

•债券

•货币

•商品

第二层次：

投资标的分散

•市场分散

•行业分散

•标的分散

第三层次：

获利来源分散

•价格

•波动率

资产配置与投资分散的新维度

3. 特征：期权交易的多维度——波动率维度

一. 期权思维



二. 期权策略分类与简介

期权策略分类

• 按照期权策略组合中包含的期权腿数划分：单腿策略（4）、双腿策略、多腿策略（！）

• 按照是否包含方向性观点划分：

• 按照风险收益特征划分：风险较大利润有限策略；风险有限利润较大策略；风险较大利润较

大策略；风险利润均有限策略。

方向性策略 波动率策略或市场中性策略

买入看涨；卖出看跌；
牛市看涨；牛市看跌；
买入看跌；卖出看涨；
熊市看涨；熊市看跌；

合成期货多头；合成期货空头；

卖出跨式；卖出宽跨式；
买入跨式；买入宽跨式；
多头蝶式；多头飞鹰式；
空头蝶式；空头飞鹰式；



策略名称 买入看涨期权策略

构建 买入看涨期权

资金占用 少量权利金

风险 最大风险是损失全部权利金。

收益 平仓收益=权利金卖出价-买入价
行权收益=期货价格-行权价格-权利金

到期损益平衡点 行权价格+权利金

风险指标 +Delta +Gamma +Vega -Theta

其他特征 高盈亏比；低胜率；

二. 期权策略分类与简介



二. 期权策略分类与简介

$Delta 1%$Gamma

$Vega $Theta

到期的期权损益

即期的风险指标变动

数据来源：Qwin



二. 期权策略分类与简介

策略名称 买入看跌期权策略

构建 买入看跌期权

资金占用 少量权利金

风险 最大风险是损失全部权利金。

收益 平仓收益=权利金卖出价-买入价
行权收益=行权价格-期货价格-权利金

到期损益平衡点 行权价格-权利金

风险指标 -Delta +Gamma +Vega -Theta

其他特征 高盈亏比；低胜率；



二. 期权策略分类与简介

到期的期权损益

即期的风险指标变动

数据来源：Qwin



二. 期权策略分类与简介

策略名称 卖出看跌期权策略

构建 卖出看跌期权

资金占用 保证金

风险 理论风险无限，但小于期货风险。
• 亏损平仓风险=权利金卖出价-买入

止损价
• 亏损被行权风险=标的物卖出平仓价

-行权价格+权利金

收益 平仓收益=权利金卖出价-买入平仓价
期权被放弃的收益=所收取的权利金

到期损益平衡点 行权价格-权利金

风险指标 +Delta -Gamma -Vega +Theta

其他特征 低盈亏比；高胜率；



二. 期权策略分类与简介

到期的期权损益

即期的风险指标变动

数据来源：Qwin



二. 期权策略分类与简介

策略名称 卖出看涨期权策略

构建 卖出看涨期权

资金占用 保证金

风险 理论风险无限，但小于期货风险。
• 亏损平仓风险=权利金卖出价-买入

止损价
• 亏损被行权风险=行权价格-标的物

平仓买入价格+权利金

收益 平仓收益=权利金卖出价-买入平仓价
期权被放弃行权收益=所收取的权利金

到期损益平衡点 行权价格-权利金

风险指标 -Delta -Gamma -Vega +Theta

其他特征 低盈亏比；高胜率；



二. 期权策略分类与简介

到期的期权损益

即期的风险指标变动

数据来源：Qwin



二. 期权策略分类与简介

策略名称 牛市看涨期权价差策略

构建 买一份看涨期权，卖一份更高行权价
格的看涨期权（行权价为买低卖高）

资金占用 一份权利金 + 一份保证金

风险 最大风险=净权利金支出

收益 最大收益=高行权价格-低行权价格-最
大风险

到期损益平衡点 低行权价格+净权利金支出

风险指标 +Delta

其他特征 最大盈亏金额均固定；持仓权益变动
平缓；



二. 期权策略分类与简介

到期的期权损益

即期的风险指标变动

数据来源：Qwin



二. 期权策略分类与简介

策略名称 牛市看跌期权价差策略

构建 买一份看跌期权，卖一份更高行权价
格的看跌期权（行权价格为买低卖高）

资金占用 一份权利金 + 一份保证金

风险 最大风险=（高行权价格-低行权价格）
-最大收益

收益 最大收益=净权利金收入

到期损益平衡点 高行权价格-净权利金收入

风险指标 +Delta

其他特征 最大盈亏金额均固定；持仓权益变动
平缓；



二. 期权策略分类与简介

到期的期权损益

即期的风险指标变动

数据来源：Qwin



二. 期权策略分类与简介

策略名称 熊市看涨期权价差策略

构建 卖一份看涨期权，买一份更高行权价
格的看涨期权（行权价格为卖低买高）

资金占用 一份权利金 + 一份保证金

风险 最大风险=（高行权价格-低行权价格）
-最大收益

收益 最大收益=净权利金收入

到期损益平衡点 低行权价格+净权利金收入

风险指标 -Delta

其他特征 最大盈亏金额均固定；持仓权益变动
平缓；



二. 期权策略分类与简介

到期的期权损益

即期的风险指标变动

数据来源：Qwin



二. 期权策略分类与简介

策略名称 熊市看跌期权价差策略

构建 卖一份看跌期权，买一份更高行权价
格的看跌期权（行权价格为卖低买高）

资金占用 一份权利金 + 一份保证金

风险 最大风险=净权利金支出

收益 最大收益=（高行权价格-低行权价格）
-最大风险

到期损益平衡点 高行权价格-净权利金支出

风险指标 -Delta

其他特征 最大盈亏金额均固定；持仓权益变动
平缓；



二. 期权策略分类与简介

到期的期权损益

即期的风险指标变动

数据来源：Qwin



二. 期权策略分类与简介

策略名称 卖出跨式期权策略

构建 以相同的行权价格同时卖出看涨期权和看跌
期权

资金占用 Max(看涨期权保证金，看跌期权保证金) + 
另外一方权利金结算价

风险 理论风险无限，但小于期货风险。
• 亏损平仓风险=权利金卖出价-买入止损价+另

一腿权利金差价
• 如果价格上涨超过高平衡点，期权买方有权执

行看涨期权，卖方具有巨大损失的可能，即期
货价格-行权价+权利金

• 如果价格下跌超过低平衡点，期权买方有权执
行看跌期权，卖方具有巨大损失的可能，即行
权价格-期货价格+权利金

收益 最大收益是所收取的全部权利金

到期损益平衡
点

高平衡点=行权价格 + 全部权利金
低平衡点=行权价格 - 全部权利金

风险指标 -Gamma -Vega +Theta

其他特征 震荡行情获利；高胜率；



二. 期权策略分类与简介

到期的期权损益

即期的风险指标变动

数据来源：Qwin



二. 期权策略分类与简介

策略名称 卖出宽跨式期权策略

构建 以较高的行权价格卖出看涨期权，并以较
低的行权价格卖出看跌期权

资金占用 Max(看涨期权保证金，看跌期权保证金) + 
另外一方权利金结算价

风险 理论风险无限，但小于期货风险。
• 亏损平仓风险=权利金卖出价-买入止损价+另

一腿权利金差价
• 如果价格上涨超过高平衡点，期权买方有权

执行看涨期权，卖方具有巨大损失的可能，
即期货价格-行权价+权利金

• 如果价格下跌超过低平衡点，期权买方有权
执行看跌期权，卖方具有巨大损失的可能，
即行权价格-期货价格+权利金

收益 最大收益是所收取的全部权利金

到期损益平衡点 高平衡点=高行权价格 + 全部权利金
低平衡点=低行权价格 –全部权利金

风险指标 -Gamma -Vega +Theta

其他特征 震荡行情获利；更高胜率；



二. 期权策略分类与简介

到期的期权损益

即期的风险指标变动

数据来源：Qwin



二. 期权策略分类与简介

策略名称 买入跨式期权策略

构建 以相同的行权价格同时买入看涨期权
和看跌期权

资金占用 两份权利金

风险 最大风险是所支付的全部权利金

收益 理论收益无限
• 平仓收益=权利金卖出价-买入价
• 到期收益：上涨=期货价格-行权价

格-权利金
• 到期收益：下跌=行权价格-期货价

格-权利金

到期损益平衡点 高平衡点：行权价格+权利金
低平衡点：行权价-权利金

风险指标 +Gamma +Vega -Theta

其他特征 大涨或大跌均可获利；低胜率；



二. 期权策略分类与简介

到期的期权损益

即期的风险指标变动

数据来源：Qwin



二. 期权策略分类与简介

策略名称 买入宽跨式期权策略

构建 以较低的行权价格买入看跌期权，并
以较高的行权价格买入看涨期权

资金占用 两份权利金

风险 最大风险是所支付的权利金

收益 理论收益无限
• 平仓收益=权利金卖出价-买入价
• 到期收益：如果期货价格超过高平

衡点=期货价格-高行权价-权利金
• 到期收益：如果期货价格低于低平

衡点=低行权价格-期货价格-权利金

到期损益平衡点 高平衡点=高行权价格+权利金
低平衡点=低行权价格-权利金

风险指标 +Gamma +Vega -Theta

其他特征 大涨或大跌均可获利；低胜率；



二. 期权策略分类与简介

到期的期权损益

即期的风险指标变动

数据来源：Qwin



三. 场景应用与案例

标的预判 上涨 下跌

市场状况 隐含波动率较高 隐含波动率较低 隐含波动率较高 隐含波动率较低

交易需求 高盈亏比 高胜率 高盈亏比 高胜率 高盈亏比 高胜率 高盈亏比 高胜率

策略选择 • 预期标
的大幅
上涨的
情况下，
仍可买
入看涨
期权

• 卖出看
跌期权
策略
（高风险）

• 牛市价
差策略

• 买入看
涨期权
策略
（依据预
期涨幅不
同可微调）

• 牛市价
差策略

• 预期标
的大幅
上涨的
情况下，
仍可买
入看跌
期权

• 卖出看
涨期权
策略
（高风险）

• 熊市价
差策略

• 买入看
跌期权
策略
（依据预
期跌幅不
同可微调）

• 熊市价
差策略

备注：绿色为自带事前风控的策略；红色为需要在不利行情下调整头寸，进行事中风控的策略。

不同期权策略的应用场景归纳



三. 场景应用与案例

标的预判 盘整 即将突破但方向不确定

市场状况 隐含波动率较高 隐含
波动
率较
低

隐含波动率较高 隐含波动率较低

交易需求 预判精准并最
大化收益

区间预判并
提高胜率

预判标的波
动大并最大
化收益

低成本
高胜率

最大化收
益

降低成本
但保留大
波动高收

益

降低成本限
制最大收益，
提高胜率

策略选择 • 卖出跨式
期权策略
（高风险）

• 多头蝶式
套利策略

• 卖出宽跨
式期权策
略（高风险）

• 多头飞鹰
式套利策
略

• 买入跨式
或宽跨式
期权

• 空头蝶
式套利
策略

• 空头飞
鹰式套
利策略

• 买入跨
式期权
策略

• 买入宽
跨式期
权策略

• 空头蝶式
套利策略

• 空头飞鹰
式套利策
略

其他：交易者还存在不预判标的方向，仅仅交易波动率或获取时间收益的情形。可通过跨式策略、
日历价差套利等策略实现。
备注：绿色为自带事前风控的策略；红色为需要在不利行情下调整头寸，进行事中风控的策略。



三. 场景应用与案例-1

6000

5378

2018年1月-5月的郑商所白糖主力合约日K线图综合案例1



2018年4-5月白糖行情走势（截止5月29日）

预期

标的预判：在5月29日，我们预判白糖1809合

约在6、7月份将延续上半年的跌势，从5500

元继续下跌，有望跌到5000元附近。

交易需求：高盈亏比，最大化收益

我们选择白糖期权1809系列合约，该合约的

最后交易日为7月25日。包含期货方案在内，

我们共设计了四个策略。

策略A：卖出白糖期货1809合约一手

策略B：买入实值看跌期权一手

策略C：买入虚值看跌期权一手

策略D：滚动买入虚值看跌期权

策略E：建立熊市看跌价差策略

策略F：买入一组宽跨式策略

三. 场景应用与案例-1



策略B：买入实值看跌期权一手

策略构建：

5月29日上午，白糖1809期货价格位于5470元。

我们选择1809系列，执行价为5500的实值看跌

期权买入一手，价格为99元。共计付出权利金

990元。

策略C：买入虚值看跌期权一手

策略构建：

5月29日上午，白糖1809期货价格位于5470元。

我们选择1809系列，执行价为5400的虚值看跌

期权买入一手，价格为56元。共计付出权利金

560元。

标的期货价格 4900 5000 5100 5200 5300 5400 5500 5600 5700 5800

策略C到期盈亏 4440 3440 2440 1440 440 -560 -560 -560 -560 -560

策略B到期盈亏 5010 4010 3010 2010 1010 10 -990 -990 -990 -990

三. 场景应用与案例-1



策略D：滚动买入虚值看跌期权

案例构建：

5月29日上午，白糖1809期货价格位于5470元。

三. 场景应用与案例-1



实盘行情走势

5月29日：5470

6月1日：5533

6月7日：跌破5400

6月8日：跌破5300

6月13日：跌破5200

6月19日：跌破5100

7月5日：跌破5000

7月25日：期权到期

三. 场景应用与案例-1



实际即期盈亏（策略A、B、C）

标的期货价格 5月29日
5470

6月1日
5533

6月7日
5400

6月13日
5200

7月5日
5000

收益率

策略A即期盈亏 0 -660 700 2700 4700 94%（保证金）

SR809P5500价格 99 72 153 306 506

策略B即期盈亏 0 -270 540 2070 4070 411%

SR809P5400价格 56 38 92 232 403

策略C即期盈亏 0 -180 360 1760 3470 620%

三. 场景应用与案例-1



实际即期盈亏（策略D：滚动买入虚值看跌期权）

操作时间轴

标的期货价格 5470 5300 5100 5000

期权操作 SR809P5400买入1手，
付出权利金56元

160元卖出一手

SR809P5200买入3手，付
出权利金59元*3，共
177元

158元卖出3手，共474
元

SR809P5000
买入8手，付出权利金
58元*8，共464元

76元卖出8手，
共608元

权利金支出 560元 +170元 -100元 共630元

总权益 560元 1600+170元 4740-100元 6080元

三. 场景应用与案例-1



策略类型：买入实值/虚值的看涨/看跌期权策略

策略优势

• 买入期权风险有限，相当于带了止损的期货，但又不会因为止损而离场，能显著帮助交易

者稳定持仓心态，落实交易计划并验证交易预期。

• 当投资者对期权标的的波动方向、幅度和时间预测较为精准时，能够最大化的使用杠杆，

获取高额回报。

• 在白糖、棉花等商品期权品种上，由于通常情况下波动率较低，权利金较为便宜，因此非

常适合在单边行情出现前布局单方向买方策略，盈亏比较高。

适用场景

• 适用于技术面交易中的突破、底部做多、高位做空等多种情形；

• 预判标的的单边行情能够在尽量短的周期内出现；

• 市场处于中低波动率时效果最佳。

三. 场景应用与案例-1



策略类型：垂直价差策略

牛市/熊市看涨期权/看跌期权价差策略

三. 场景应用与案例-2



三. 场景应用与案例-2

案例1策略E：建立熊市看跌价差策略

交易需求：认为下跌但幅度有限，同时降低成本，提高胜率

构建：5月29日上午，白糖1809期货价格位于5470元。我们选择1809系列，执行价为5500的实值看跌期

权买入一手，价格为99元；选择执行价为5200的虚值看跌期权卖出一手，价格为19元，共计付出权利金

800元，并占用保证金。

标的期货价格 4900 5000 5100 5200 5300 5400 5500 5600 5700 5800

策略C到期盈亏 4440 3440 2440 1440 440 -560 -560 -560 -560 -560

策略B到期盈亏 5010 4010 3010 2010 1010 10 -990 -990 -990 -990

策略E到期盈亏 2200 2200 2200 2200 1200 200 -800 -800 -800 -800



三. 场景应用与案例-2

标的期货价格 5月29日
5470

6月1日
5533

6月7日
5400

6月13日
5200

7月5日
5000

收益率

策略A即期盈亏 0 -660 700 2700 4700 94%（保证金）

SR809P5500价格 99 72 153 306 506

策略B即期盈亏 0 -270 540 2070 4070 411%

SR809P5400价格 56 38 92 232 403

策略C即期盈亏 0 -180 360 1760 3470 620%

SR809P5200价格 19 12 27 93 220

策略E即期盈亏 0 -200 460 1330 2060 40%（保证金）

或160%（组合保
证金）

实际即期盈亏（策略A、B、C、E）

备注：待交易所出台价差策略组合保证金优惠后，垂直价差策略的优势将更为凸显。



策略类型：垂直价差策略

策略优势

1. 当标的物价格波动剧烈时，期权价差策略比期货风险小。

2. 当期权波动率维持高位时，价差期权策略比单纯买入期权成本更低，胜率更高，持仓

波动也更稳。机构投资者使用较多。

3. 由于最大亏损确定且有限，因此面临大幅反向行情时没有风控和心里压力，更大概率

获得最终盈利。

4. 交易所给予组合保证金优惠时，策略优势更强。

适用场景：

• 适用于非短线的模糊性方向性交易，避免对标的波动幅度的精准判断要求从而提高胜率；

• 市场处于中高波动率时相对优势较大。

三. 场景应用与案例-2



66

63

构建 4月9日开仓，
买入CL JUN63C期权一手，卖出CL JUN66C期权一手
期权到期日是5月17日

资金占用 支付的权利金减去收取的权利金，共1060美元

最大风险 1060美元，原油价格低于63美元时。

最大收益 执行价差值-权利金差值，3000-1060=1940美元，原油
价格高于66美元时。

离场盈利 4月27日离场，价差组合平仓，净收入权利金2500美元，
净盈利1440美元，136%。

三. 场景应用与案例-2

扩展应用案例2



2018年1月-9月的NYMEX美原油期货日K线图

三. 场景应用与案例-2

扩展应用案例2



三. 场景应用与案例-3

策略类型：买入跨式/宽跨式期权策略

适用场景：

1. 基本面或技术面分析中，预判标的即将发生突破行情，但方向难以确定；

2. 事件驱动交易中，判断波动率即将大涨。



案例1策略E：买入一组宽跨式策略

构建：

我们买入一手1809月份执行价为5500的看涨期权，

付出权利金70元；同时买入同一月份执行价为

5400的看跌期权一手，付出权利金56元。

最大收益：？ 最大风险：1260元

标的期货价格 4900 5000 5100 5200 5300 5400 5500 5600 5700 5800

SR809C5500多头 -700 -700 -700 -700 -700 -700 -700 300 1300 2300

SR809P5400多头 4440 3440 2440 1440 440 -560 -560 -560 -560 -560

策略E到期盈亏 3740 2740 1740 740 -260 -1260 -1260 -260 740 1740

三. 场景应用与案例-3



2016年6月23日，英国举行“脱欧”公投。
北京时间6月24日早5点，公投结束，7点开始投票结果逐步明朗。

股票期货思维：看涨？看跌？

看涨又看跌呢？

COMEX黄金期货主力合约
日K线图

三. 场景应用与案例-3

扩展应用案例3



期权标的：美黄金期货1607合约的价格（6月23日晚上10点）

201607系列期权最后交易日为6月27日。

三. 场景应用与案例-3



Y轴：到期盈亏

看涨期权多头

看跌期权多头

0

1210 1310

-480

策略构建：

1. 买入1607C1310看涨期权
付出权利金420美元

2. 买入1607P1210看跌期权
付出权利金60美元

三. 场景应用与案例-3



三. 场景应用与案例-3



三. 场景应用与案例-3



三. 场景应用与案例-3



策略类型：买入跨式/宽跨式期权策略

策略优势

1. 以风险有限的形式获取多空双向的巨大盈利空间，现货期货等工具无法实现。

2. 当市场波动率大涨时，即时标的经历大幅波动回到原位，该策略也能够获得波动率上

涨的收益。

适用场景：

1. 基本面或技术面分析中，预判标的即将发生突破行情，但方向难以确定；

2. 事件驱动交易中，判断波动率即将大涨。

三. 场景应用与案例-3



三. 场景应用与案例-4

策略类型：卖出看涨/看跌期权策略



2019年4月-8月的郑商所棉花期货1909合约日K线图
标的预判：

基于基本面，经历5

月特朗普突然宣布加

征关税及将来可能的

进一步措施后，棉价

暴跌18%，下杀幅度

过大，短期贸易战利

空出尽。

也可以基于技术面分
析。
共同结论是，在接下
来的2个月当中，棉
花1909合约较大概率
不会跌破12000元每
吨。（-8.7%）

6月5日，棉花期货1909合约收盘价13135元
每吨。临近收盘卖出10张虚值看跌期权
CF909P12000，卖出价格为150元每吨。

三. 场景应用与案例-4

综合案例4-1



2019年6月4日-8月19日的郑商所棉花期货1909合约日K线图

6月5日 6月6日
（极值）

7月5日 7月10日
（极值）

7月22日 8月5日
（期权交割）

CF909标的期货 13135元 12775元 13890 12755 13230 12225

CF909P12000期权 150元 236元 8元 79元 5元 1元

三. 场景应用与案例-4



案例表现：

卖出认沽期权保证金占用在7000元以内，到期权利金收益为750元（150元*5吨）。因此2个月的

投资收益为10.7%。

优化：

1. 提前离场，缩短风险敞口时间。在收取权利金额的80%以上后，可以考虑提前离场，落袋为安。

2. 在技术分析协助下，在短期的反向行情中卖出期权，获取更高收益。

3. 选择更为虚值的期权合约。更为保守的投资者，或管理更大资金规模的机构，可以选择更虚值的期

权合约，追求胜率更高、更为平稳和保守的卖方收益。

三. 场景应用与案例-4



2019年2月-8月的郑商所白糖期货主连日K线图

8月15日，白糖期货2001合约收盘价5490
元每吨。临近收盘卖出10张虚值看涨期权
SR001C5800，卖出价格为69元每吨。

标的预判和交易需求：

尽管白糖短期冲高，但

交易者认为到12月份，

白糖期货都难以涨到并

维持5800元以上，如

果涨到5800元，愿意

在该位置做空期货。希

望依据此判断获利。

预期收益：
每手认购期权卖方占用
保证金5000元左右，
预期收益690元，收益
率13.8%。可能提前接
近收益目标而提前离场。

三. 场景应用与案例-4

5800元

8月15日 10月23日 11月7日
（极值）

12月4日

SR001标的期货 5490元 5502元 5800元 5540元

SR001C5800期权 69元 21元 99元 0.5元

综合案例4-2



策略优势

• 投资者对标的的后市走势不需要精准预判，极大地降低了获利难度，显著提高了胜率。（类似

于卖保险，可以选择自认为出险概率低，而保费合适的保单销售出去。持有期如果觉得理赔概

率增加，可以提前中止赔偿义务，止损离场。）

适用场景：

• 适用于基本面或技术面分析者，追求高胜率低收益的情形。

• 适合当交易者需要提前预埋距离较远的摸顶抄底的期货委托单时，作为前置策略增加等待期收益，

或作为错过潜在机会的收益补偿。

• 市场处于中高波动率时效果最佳。

风险防范：

极端行情下的兜底性风险控制措施（依据标的波动、权利金波动设置）

• 硬性止损离场；增加买入更虚值期权，改垂直价差策略；反向开仓期货头寸等措施，控制期权标

的物反向单边行情带来的风险

三. 场景应用与案例-4



詹姆斯·科迪（James 

Cordier）

期权卖空网的创始人

一家专业从事期权卖方的对冲

基金的管理人

《期权出售完全指南》（第3

版）作者 2018年底，因裸卖空美国天然气看涨期权，遭遇
10天内标的暴涨50%的极端情况，风险管理不当，
所管理的基金爆仓。

三. 场景应用与案例-4



策略类型：卖出跨式/宽跨式期权策略

适用场景：

1. 预判行情进入窄幅震荡或区间震荡，卖出平值/虚值双边期权，或震荡箱体上下沿虚值双边期权；

2. 经历波动率大幅拉升之后，预判行情趋稳，波动率即将大幅回调。

三. 场景应用与案例-5



2020年1月-8月的郑商所白糖期货2009合约日K线图
标的预判

经历了疫情因素带来

的全球大宗和金融市

场动荡之后，绝大部

分影响因素已经属于

“意料之内”，交易

者判断白糖行情进入

盘整，且商品期权隐

波将从高位下滑。希

望依据此判断获利。

5月20日，白糖期货2009合约收盘价5006元/吨。

三. 场景应用与案例-5

综合案例5



策略G：卖出跨式期权策略一组

交易需求：在窄幅震荡和降波中获利

策略构建：

我们选择2009系列，执行价为5000的平值看涨和

看跌期权各卖出一手，价格分别为206元、196元。

共计收入权利金4020元，并支付大单边保证金。

策略H：卖出宽跨式期权策略一组

交易需求：稳健判断区间震荡，持有到期获利

策略构建：

我们选择2009系列，执行价为5200的虚值看涨

和执行价4800的虚值看跌期权各卖出一手，价格

分别为122元、122元。共计收入权利金2440元，

并支付大单边保证金。

标的期货价格 4500 4600 4700 4800 4900 5000 5100 5200 5300 5400

策略G到期盈亏 -980 20 1020 2020 3020 4020 3020 2020 1020 20

策略H到期盈亏 -560 440 1440 2440 2440 2440 2440 2440 1440 440

三. 场景应用与案例-5



实际即期盈亏（策略G、H）

标的期货价格 5月20日
5006

6月30日
5011

7月13日
5281（极值）

8月5日
5082

收益率

SR009C5000 206 121 295.5 87.5

SR009P5000 196 108 21 0.5

策略G即期盈亏 0 1730 855 3140 62%（大单边保证金）

SR009C5200 122 48 143 0.5

SR009P4800 122 44 8.5 0.5

策略H即期盈亏 0 1520 925 2430 48%（大单边保证金）

三. 场景应用与案例-5



策略优势

• 给予交易者在盘整或宽幅震荡行情中获取收益的机会，打破了一定要对标的方向做判断才能获

利的投资局限，增加了获利方式，适应于很多期货无法解决的场景。

适用场景：

1. 预判行情进入窄幅震荡或区间震荡，卖出平值/虚值双边期权，或震荡箱体上下沿虚值双边期权；

2. 经历波动率大幅拉升之后，预判行情趋稳，波动率即将大幅回调；

3. 市场处于中高波动率时效果最佳。

风险防范

极端行情下的兜底性风险控制措施（依据标的波动、权利金波动设置）

• 硬性止损离场；增加买入更虚值期权，改垂直价差策略；反向开仓期货头寸；买入实值期权等措

施，减轻仓位或调平Delta，以控制期权标的物大幅单边行情带来的风险。

三. 场景应用与案例-5



策略类型：期权与标的期货相结合策略

包含：备兑看涨/看跌策略、保护性看涨/看跌期权策略、

PCP平价套利策略等等。

三. 场景应用与案例-6



三. 场景应用与案例-6

备兑看涨策略效果（类似） 保护性看跌期权策略效果（主要）

综合案例6



策略优势

备兑策略：在长期看好标的资产的同时，不增加额外风险，仅放弃短期过大涨幅的潜在可能性，换得持

续的权利金收益。

保护性期权策略：在长期持有底层资产的同时，保护反向大幅波动造成的权益回撤，避免止损离场可能，

从而降低持仓风险和回撤波动，确保组合的长期收益。

适用场景

• 适用于基本面交易者，计划长期持有某标的（现货或期货），通过卖出期权增强收益，或买入期权

增加保护。以持有现货的机构投资者和实体企业最应了解和运用。

• 备兑策略：判断标的物处于震荡或非强势行情的情形下使用最佳。

• 保护性期权策略：判断标的物可能出现大幅回调的情形下使用最佳。

三. 场景应用与案例-6



建议：

• 期权是一种比期货更为复杂的金融衍生品，深度参与的前提是深入的学习和充

分的实践。

• 期权买方固然吸引人，但择时很重要，频繁操作胜率较低。

• 期权卖方风险并不可怕，风险低于期货。机构资金的操作多为卖方和各类组合

策略。

• 对于各类期权策略组成的工具箱，我们无需全部精通，只需要熟练使用其中几

种，以应对自己较为擅长的行情类型即可。

• 期权合约数目较多，交易时需要关注流动性风险（价差、委托量、深度），尤

其是在极端行情中。

• 商品期权市场并不适合短线交易，专业的做市策略和套利策略除外。

• 更专业的市场需要更完善的计划：计划你的交易，交易你的计划。

四. 实践建议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