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产品

谷物和油籽跨期价差期权

更准确和有效地管理期货套利风险

概述
跨期价差期权（CSO）是指相同期货合约的两个交割月份价格差异的
期权。价差的定义为指定的近期期货价格减去指定的远期期货价格。 

CSO让市场参与者通过单一的一次交易实行跨期交易，而不是分别
买入和卖出不同交割月份的期权。它们为套期保值者提供有效的工 
具来对冲囤积风险或由下跌价差产生的持仓费，并为交易者提供高 
效的方法把握不同交割月份的差价。.

简单地结合两个不同日历月标准期权的交易策略，对这两个月份 
的期货价格波动较为敏感。由于CSO仅对价差本身的价值和波动敏
感，而不是基础商品的价格，所以这些期权通常更为便宜， 
从而提供更具成本效益的风险管理和交易选择。

合约
玉米，芝加哥软红冬（SRW）小麦，堪萨斯硬红冬（HRW）小麦， 
大豆，大豆油和大豆粉CSO通过公开喊价和在CME Globex电子平台 
上交易。所有CSO合约依照“欧式”行权方式，也就是说买方只可以在 
到期日当天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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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期价差期权

合约规格

 玉米，大豆，芝加哥SRW小麦，堪萨斯HRW小麦 大豆粉 大豆油

合约规模 一份（指定月份的）多头期货合约由5,000 蒲式耳组成，而一份（不同指定月份的）空头 
期货合约由5,000 蒲式耳组成。

一份（指定月份的）多头大豆粉期货合约由100美吨组成， 
 而一份（不同指定月份的）空头大豆粉期货合约由100美吨组成。

一份（指定月份的）多头大豆油期货合约由60,000磅组成， 
 而一份（不同指定月份的）空头大豆油期货合约由60,000磅组成。

最小变动价位（最低波幅） 1/8美分/蒲式耳(6.25美元/合约） 每美吨5美分（每份合约5.00美元） 每磅5/1000美分（.00005美元）（每份合约3.00美元）

 价格基准 价格基准规定为指定的近期月份期货合约价格减去指定的远期月份期货合约价格。 价格基准规定为指定的近期月份大豆粉期货合约价格减去指定的远 
期月份大豆粉期货合约价格。 

价格基准规定为指定的近期月份大豆油期货合约价格减去指定的远期 
月份大豆油期货合约价格。

执行价格间距

交易应该以看涨和看跌期权的跨期价差执行，它由近期月份期货和下一个有效的期货月份（连 
续的价差）组成，其执行价格是每蒲式耳一美分的整倍数。交易应该以看涨和看跌期权的跨期 
价差执行，由近期月份期货和下一个有效期货月份之后的期货月份组成，其执行价格是 
每蒲式耳五美分的整倍数。了解更多关于玉米、大豆、芝加哥SRW小麦和堪萨斯HRW小麦的 
执行价格间距，请分别查看规则10J01.E、11E01.E、14D01.E 和 14M01E。

交易应该以看跌和看涨期权执行，其执行价格是每美吨五十（50） 
美分的整倍数。了解更多关于执行价格间距的信息，请查看规则 
13B01.E。

交易应该以看跌和看涨期权执行，其执行价格是五百分之一美分 
（.0005美元）的整倍数。了解更多关于执行价格间距的信息，请查 
看规则12B01.E。

合约月份

玉米最近连续五个期货的跨期价差和下一个长期跨期价差：三月-七月，三月-十二月，七月-十 
二月，十二月-七月和十二月-十二月（1年）。

芝加哥SRW小麦和堪萨斯HRW小麦 最近连续五个期货的跨期价差和下一个长期跨期价差 
：三月-七月，十二月-七月，七月-十二月，七月-七月（1年）和十二月-十二月（1年）。 
大豆最近连续七个期货的跨期价差和下一个长期跨期价差：一月-五月，三月-七月，三月-十 
一月，五月-十一月，七月-十一月，八月-十一月，十一月-三月，十一月-七月，七月-七月 
（1年），十一月-十一月（1年），一月-三月（不同历年）。

没有每日价格限制。 没有每日价格限制。

每日价格限制 没有每日价格限制。 每美吨40美元，可扩大至60美元，当市场收盘价在现价买盘或限价卖 
盘时，可扩大至每美吨90美元。最后交易日应无价格涨跌副限制。 

每磅5美分，可扩大至每磅7美分，当市场收盘价在限价买盘或限价卖盘
时，可扩大至每磅11美分。最后交易日应无价格涨跌副限制。

最后交易日 相应最近期货合约月份第一通知日之前的最后一个星期五，且该星期五距第一通知日 
至少两个工作日。

相应最近大豆粉期货合约月份第一通知日之前的最后一个星期五， 
且该星期五距第一通知日至少两个工作日。

价格基准规定为指定的近期月份大豆油期货合约价格减去指定的远期 
月份大豆油期货合约价格。

行权
按欧式行权。跨期价差期权的买方只可以在到期日行权，并须在当天中央标准时间下午6点前通
知CME Clearing。行权形成两份基础期货市场头寸。价内期权在最后交易日自动行权。

按欧式行权。跨期价差期权的买方只可以在到期日行权，并须在当天 
中央标准时间下午6点前通知CME Clearing。行权形成两份基础期货 
市场头寸。价内期权在最后交易日自动行权。

按欧式行权。跨期价差期权的买方只可以在到期日行权，并须在当天 
中央标准时间下午6点前通知CME Clearing。行权形成两份基础期货 
市场头寸。价内期权在最后交易日自动行权。

交易时间（全部是中央标准时间）
CME Globex （电子平台）：周日–周五，中央标准时间 晚上7:00  – 早上7:45和周一– 周五， 
中央标准时间 早上8:30  – 下午1:15。

公开喊价: 周一– 周五，中央标准时间 早上8:30 – 下午1:15。

CME Globex （电子平台）：周日–周五，中央标准时间 晚上 
7:00  – 早上7:45和周一– 周五，中央标准时间 早上8:30  – 下午1:15。

公开喊价: 周一– 周五，中央标准时间 早上8:30 – 下午1:15。

CME Globex （电子平台）：周日–周五，中央标准时间 晚上 
7:00  – 早上7:45和周一– 周五，中央标准时间 早上8:30  – 下午1:15。

公开喊价: 周一– 周五，中央标准时间 早上8:30 – 下午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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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输入
输入CSO交易需要输入适用代码的前三个字母（CZC用于CME 
Globex连续玉米CSO），之后为即月代码。例如，输入2014年9
月-2014年12月玉米价差，则应输入：

CZCU4，之后是看跌或看涨。

同样，长期跨期价差会提及即月月份。例如，在CME Globex输入
2014年12月 – 2015年7月芝加哥SRW小麦CSO，则应输入：

WC6Z4，之后是看跌或看涨。

更多关于跨期价差期权及其它谷物价差期
权的信息，请访问

合约符号

 产品 CME Globex 
代码

PIT / PRS/清
算代码

玉米CSO

连续月份 CZC PYC
三月-七月 CZ7 7CC
三月-十二月 CZ9 3CC
七月-十二月 CC6
十二月-七月 CZ8 8CC
十二月-十二月 12C CCZ

芝加哥SRW 
 
小麦CSO

连续月份 CZW WZC
三月-七月 WC3 CW3
十二月-七月 WC6
七月-十二月 WCM CWM
七月-七月 12W CWM
十二月-十二月 CWZ WCZ

堪萨斯 
 
HRW  
 
小麦CSO

连续月份 KZC K7C
三月-七月KC CK3 KC3
十二月-七月
KC

KC6 CK6

七月-十二月
KC

KCR CKM

七月-七月KC 12K CKN
十二月-十二
月KC

CKZ KCZ

大豆CSO

连续月份 CZS ZCS
一月-五月 SZK KSC
三月-七月 SZH KSH
三月-十一月 SZ0 SC0
五月-十一月 SC7 C7S
七月-十一月 SZ5 SC5
八月-十一月 SZ4 SC4
十一月-三月 SZ3 SC3
十一月-七月 SZ9 SX9
七月-七月 SZ1 SC1
十一月-十一月 12S SCX
一月-三月 SZ8 S8C

大豆粉CSO

连续月份 CZM MYC
十二月-七月 MC3 SM3
七月-十二月 MC6 SM6
八月-十二月 NC4 OC4
九月-十二月 MC5 SM5

大豆油CSO

连续月份 CZL COY
十二月-七月 NC3 OC3
七月-十二月 OC6 CO6
八月-十二月 MC4 SM4
九月-十二月 NC5 OC5谷物和油籽跨期价差期权按照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规则和规定上市，并受其规限。

請掃描 芝商所微信公众号 
www.cmegroup.com/c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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