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豆粕波动率持续走低，白糖隐波回调 

 

 

 

 

 

 
 

 

 

 

 

 

 

 

 

 

 

 

 

 

 

主要内容： 

 白糖期权行情: 郑糖本周走跌，糖协表示后期不将抛储并将严厉打击走

私糖短期利多国内糖价。近期下游需求升温，目前短多郑糖。本周白糖

期权看跌期权成交大幅下降，PCR上升，市场情绪逐渐乐观。 

 策略建议：波动率策略方面，本周隐波回调，目前隐波仍处于较低位置，

上涨空间较大，综合来看可采取买 SR809-C-4900，买 SR809-P-4900 的跨

式组合做多 Vega；方向性策略方面，由于长期看空标的，可继续持有熊

市价差组合，即买入 SR809-P-5000，卖出 SR809-P-4700。激进者可逢低

构建牛市价差组合，即买入 SR809-C-4800，卖出 SR809-C-4900。 

 豆粕期权行情: 近期期价维持震荡，受其他因素影响较小。在贸易战结

束前，预计豆粕回调概率不大。目前市场处于观望状态，市场热度有多

降低，豆粕期权成交量与持仓量降低，PCR指标有所上升，市场情绪总

体保持中性。 

 策略建议：波动率策略方面，近期期权隐含波动率下降明显，预计在近

期将保持低位震荡态势。若短期隐含波动率出现回调，可则高做空波动

率，卖出跨式组合，即卖出 M1809-C-3100,卖出 M1809-P-3100；方向性

策略方面，择机逢低做多牛市价差组合，即买入 M1809-C-3100，卖出

M1809-C-3200。

——期权     2018.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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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白糖期权 

1.1 市场运作 

截止 2018 年 7月 20日，白糖主力期权（SR809、SR901、SR905）本周共计成交

29.09万手（双边，下同），其中看涨期权成交 17.84万手，看跌期权成交 11.

25万手，看涨期权成交量上升 7.40%，看跌期权成交量大幅降低 34.97%。期权

总成交下降 14.21%，成交 PCR从上周的 1.0413 降低至 0.6305，市场情绪逐渐乐

观。 

表 1  白糖期权成交情况 

 看涨期权成交 看跌期权成交 期权总成交 成交 PCR 

上周 166120 172984 339104 1.0413 

本周 178408 112500 290908 0.6305 

变化率 +7.40% -34.97% -14.21% -39.44% 

数据来源：wind，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1  SR809 期权成交量构成及其 PCR 

 

数据来源：wind，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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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白糖期权持仓量延续小幅上升态势，总持仓量由上周的 30.37万手略微增至

31.24万手，看涨期权持仓量由 22.78万手增至 23.29万手，看跌期权持仓量由

7.59万手增至 7.95万手。持仓 PCR小幅上涨至 0.3417，上周为 0.3331. 

 

表 2  白糖期权持仓情况 

 期权看涨持仓 期权看跌持仓 期权总持仓 持仓 PCR 

上周 227848 75902 303750 0.3331 

本周 232900 79586 312486 0.3417 

变化率 +2.22% +4.85% +2.88% +2.58% 

数据来源：wind，大陆期货研究所 

 

 

 

 

由于本周 SR809隐波下降，大多数期权涨跌幅均为负。SR809期权的成交大多为

看涨期权的虚值合约与看跌期权的虚值合约，深度虚值的看涨合约持仓布局较多。 

图 2  SR809 期权成交量构成及其 PCR 

 
数据来源：wind，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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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隐含波动率与历史波动率 

在近两周期货波动率与期权隐含波动率的全面上升后，本周隐含波动率出现回调，

由前高的 17.9%降低至目前的 12.7%。，隐波与已实现波动率的短期背离得到了修

复。从平值合约的期限结构来看，之前近高远底的期限结构已经得到了修复，目

前 809合约隐波已低于 901，且同 905基本持平。 

 

 

 

 

 

 

 

 

图 3  SR809 期权 T型报价图 

 

数据来源：wind，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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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波回调后，目前白糖期权隐波已处于历史波动率 25%分位数水平，隐波具有较

大的上升空间，因此做多 vega 性价比较高。目前近高越低的不合理期限结构已

经得到了修复。近月合约的隐波微笑峰度提高，标的市场短期不确定性较大，综

合看震荡盘整。 

图 4  白糖近月期权隐含与期货波动率       图 5  白糖期权各月份隐含波动率 

 

数据来源：wind，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6  白糖波动率锥与期限结构               图 7  白糖期权各月份波动率微笑 

 

数据来源：wind，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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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策略推荐 

方向性策略：目前暂短多郑糖，激进者可在近期日内逢低做多，买入牛市价差组

合，即买入 SR809-C-4800，SR809-C-4900。长线交易者可继续做空标的，持有熊

市价差组合，即买入 SR809-P-5000，卖出 SR809-P-4700。 

 

波动率策略：目前白糖期权隐含波动率回调至历史波动率 25%分位数水平，综合

来看做多 vega 性价比较高。由于近高远低的隐波期限结构已得到修复，可采取

买入 SR809-C-4900，买入 SR809-P-4900的跨式组合做多 Vega 

 

1.4 策略回顾与绩效分析 

上周推荐的 SR809-C-4900，买 SR901-C-4900 的日历价差组合做多 Vega 的策略

在本周基本盈亏相抵。由于隐波下降，多 vega 的头寸会造成亏损，然而近高远

低的隐波期限结构的修复，以及一周的时间价值，将 vega亏损弥补了回来。 

 

图 8  白糖多 Vega日历价差策略 

 

数据来源：wind，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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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推荐的买入 SR809-C-4800，SR809-C-4900 的牛市价差策略，其净值先涨后

跌，且有一定亏损。主要原因在于，标的期货先涨后跌，且本周收盘价低于本周

开盘价，因此以期权组合去替代做多期货标的做法，在本周会有小幅的亏损。 

 

上周推荐的买入 SR809-P-5000，卖出 SR809-P-4700的熊市价差策略，其净值先

跌后涨，且有一定盈利。主要原因在于，标的期货先跌后涨，且本周收盘价低于

本周开盘价，因此以期权组合去替代做空期货标的的做法，在本周会有小幅盈利。 

 

 

 

 

 

 

 

 

 

图 9  白糖短期牛市价差策略 

 

数据来源：wind，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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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豆粕期权 

2.1 市场运作 

截止 2018 年 7月 20日，豆粕主力期权（M1809、M1901、M1905）本周成交下降

明显，共计成交 42.54 万手，其中看涨期权成交 24.48万手，同上周成交的 33.

40万手相比下降 26.70%；看跌期权成交 18.06 万手，同上周成交的 22.38 万手

相比下降 19.33%；总成交位 42.54万手，下降 23.74%。由于看涨期权成交下降

相对较多，成交 PCR小涨 10.06%至 0.7376。结合历史成交 PCR数据来看。市场

情绪总体保持中性。 

 

 

 

 

图 10  白糖长期熊市价差策略 

 

数据来源：wind，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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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豆粕期权成交情况 

 看涨期权成交 看跌期权成交 期权总成交 成交 PCR 

上周 334040 223872 557912 0.6701 

本周 244844 180602 425446 0.7376 

变化率 -26.70% -19.33% -23.74% +10.06% 

数据来源：wind，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11  M1809期权成交量构成及其 PCR 

 

数据来源：wind，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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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豆粕期权总持仓量为 55.26万手，其中看涨期权持仓 31.79万手，看跌期权

持仓 23.46 万手，较上周几无变化。  

 

表 4  豆粕期权持仓情况 

 期权看涨持仓 期权看跌持仓 期权总持仓 持仓 PCR 

上周 319046 233682 552728 0.7324 

本周 317918 234686 552604 0.7382 

变化率 -0.35% +0.43% -0.02% +0.79% 

数据来源：wind，大陆期货研究所 

 

 

当前近月主力 M1801期权，看涨期权的成交与持仓主要集中在平值期权附近，而

看跌期权的成交与持仓主要集中在虚值期权附近，目前市场总体观点仍然保持中

性。 

图 12  M1809期权成交量构成及其 PCR 

 

数据来源：wind，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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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隐含波动率与历史波动率 

继上周 1809 隐波大幅下降后，本周隐波震荡下行，1901、1905 继续缓慢下降。

目前隐波出现了近低远高的期限结构。 

前期豆粕隐含波动率由于中美贸易战而上升，近期豆粕近月合约隐含波动率已下

降至历史波动率 25%分位数左右，波动率预期短期将预计于此区间震荡。从各合

约波动率微笑来看，近月合约仍保持左偏，短期市场对豆粕仍看多。 

图 13  M1809期权 T型报价图 

 
数据来源：wind，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14  豆粕近月期权隐含与期货波动率       图 15  豆粕期权各月份隐含波动率 

 
数据来源：wind，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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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策略推荐 

方向性策略：近期期价以 3150附近震荡，受其他因素影响较小。在贸易战结束

前，预计豆粕回调概率不大，需密切关注中美双方加征关税后续与美豆主产地天

气状况和国内外豆粕库存和库存消费比等基本面因素。目前以逢低做多考虑，可

继续持有牛市看涨组合，买入 M1809-C-3100，卖出 M1809-C-3200。 

 

波动率策略：本周期权隐含波动率已降至历史波动率 25%的低位，前期隐含波动

率主要由于中美贸易战，预计近期隐含波动率将保持震荡。若近期隐含波动率出

现回调，则可逢高做空期权隐含波动率，可卖出跨式组合，即卖出 M1809-C-3100,

卖出 M1809-P-3100。 

 

2.4 策略回顾与绩效分析 

上周推荐的卖出 M1809-C-3100,卖出 M1809-P-3100 的卖跨式组合，在本周略有

亏损。尽管对于 vega 方向预估正确并成功地做空了 vega，但由于本周标的期货

上涨，负的 delta暴露导致了策略产生亏损，且其亏损大于 vega产生的盈利。 

 

图 16  豆粕波动率锥与期限结构               图 17  豆粕期权各月份波动率微笑 

 
数据来源：wind，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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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推荐的买入买入 M1809-C-3100，卖出 M1809-C-3200的牛市价差策略，其净

值不断上升，且盈利明显。主要原因在于，标的期货价格不断上涨，因此以期权

组合去替代多期货标的的做法，在本周盈利显著。 

图 18  豆粕空 Vega卖跨式价差策略 

 

数据来源：wind，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19  豆粕短期牛市价差策略 

 

数据来源：wind，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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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凯旋路 3131号明申中心大厦 26楼 

电话：021-54071958    

微信：DLQH-YJS                微博：大陆期货研究所 

 

 

 

 

 

 

◈  免责声明 ◈  

本报告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且报

告并不能完全阐述出市场变动的所有影响因素，期货市场相关品种波动剧烈，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与投资风险，我们也无法就市场行情做出确定性判断，报告中的信息或提供的投资建议并不构成期

货品种买卖的依据，由于该报告编写时融入分析师个人观点，并不代表上海大陆期货公司的立场，

请谨慎参考。投资者必须认识到期货交易是一种高风险的经济活动，我公司不承担因根据本报告所

进行的期货买卖操作而导致的任何形式的损失，一切买卖风险自负。 

另外，本报告版权仅为上海大陆期货公司所有，未经我公司允许批准，本报告不得以任何形式

传送、翻版、复印、刊登、发表或派发此报告的材料、内容予以其他任何人，或投入商业使用。如

引用、刊发，须注明出处为上海大陆期货公司，且不得有悖本报告原意的引用、删节、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