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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长周期商品期货策略 

 
本商品策略通过机器学习可以对未来一周的走势进行预测，每周周

末计算信号，周初第一天以 TWAP 调仓，频率低，资金容量大。 

 

■预测目标——从收益到其他 

除了下期收益外，预测目标也可以是风险调整后的收益。在预测目

标是风险调整后的收益下回测夏普略高，这一回测结果可以得到金

融行为学的理论支持。 

 

 

 

 

■风险提示： 

标准长周期商品期货策略是基于商品历史数据的总结。由于商品期

货出现较晚，市场依然处在高速变化中，模型存在较大的失效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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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策略摘要 

本商品策略通过机器学习可以对未来一周的走势进行预测，判断不同商品的大概率的多空方

向。若触及多头阈值，则下多单，若触及空头阈值，则下空单，否则没有仓位。本策略每周

周末计算信号，周初第一天以 TWAP 调仓，操作简便。由于周初第一天有一天的时间用来下

单，故能承载较大的资金容量。 

 

2. 策略细节 

2.1. 策略标的 

段落焦炭，白糖，铁矿石，玻璃，焦煤，动力煤，螺纹钢。 

 

2.2. 交易成本与策略执行 

在此策略的历史数据回测中，成交成本假设为双边千分之二。即考虑在 TWAP 的基础上，买

卖各加一个大约 tick 的冲击成本。策略按周调仓，每种标的的仓位按照历史波动率的倒数来

分配。对每一个标的，设置 8%的止损。 

 

2.3. 交易信号生成 

将已发生的行情通过数量化的方法变成一系列因子。未来一周收益作为因变量，训练机器学

习模型。若基于机器学习的预测值触及多头开仓阈值，则做多；若预测值触及空头开仓阈值，

则做空。反之没有仓位。每周结束收盘后确定信号方向，下周第一天交易。 

 

3. 策略表现 

在日内双边千分之二的成交假设下，策略表现如下: 

夏普：1.05 

年化收益：8.60% 

最大回撤：13.02% 

胜率：54.16 

盈亏比：1.06 

 

图 1：商品策略-净值  图 2：商品策略-收益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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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商品策略-回撤  图 4：商品策略-分年度夏普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4. 预测目标——从收益到其他 

传统上，一些的从机器学习另外来到量化的研究者，都会将下期或者 t+n 期的收益作为预测

目标。这样做的好处是非常的直观。但是这不一定是唯一方式，量化投资者经常并不关心收

益，只关心风险调整后的收益比，在承担相同风险的情况下，选最高收益的；在收到相同收

益的情况下，选择最小风险的。如果一个策略有极高的风险调整后的收益，但是年化收益很

低，那么就可以通过加杠杆的方式来增加收益，同时增加风险。在理论上，直接比较收益大

小是不可取的，任何策略都需要通过调整杠杆的方式调整到与其他策略一样的风险，然后在

相同风险的情况下，比较收益大小。风险调整后的收益有很多种表现方式，比如夏普，或者

收益回撤比。 

 

所以在建立模型的时候，为了符合量化的风险收益理论，机器学习同样可以将预测目标变成

夏普或者收益回撤比。 

 

有时用收益回撤比有的时候还有一些别的好处。下面以 CTA 为例子做讲解。 

图 5：Prospect Theory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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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著名的 prospect theory 

图中横轴基本可以等同看成是用户得到的收益，纵轴则是价值函数，这个图包含了几层含义： 

 

1. 不对称性：在盈亏相等幅度的情况下，损失对应价值的减少值，比获利结果对应价值的增

加值更大。简单来说就是亏 r%和赚 r%这两种情况下，前者的用户体验的变化量绝对值要更

大些。说明投资者总体是厌恶风险的； 

 

2. 确定效应：在就是亏损的时候有凸面性 (convexity)，而当盈利的时候有凹面性(concavity)。

简单来说就是投资者在面临获利时，尤其是获利不大的时候，更愿意落袋为安，风险厌恶程

度增加。 

  

所以，对于 CTA 来说，当市场较为平淡，相对更接近于零漂移的随机游走的时候，根据上文

所述的确定效应，有浮盈的人会落单为安，拿多单的卖多单平仓，等价于增加空头；拿空单

的卖空单平仓，等价于增加多头。从而强化了价格时间序列的反相关性。 

 

而当市场出现明显变化，譬如是基本面/宏观层面发生一定变化时，期货价格会出现剧烈的跳

动，亏损的投资者在选择死扛亏损的同时，这时候亏损方的损失对应价值的减少值也会显著

大于盈利方获利结果对应价值的增加值。直到价格变化到超出部分亏损方的心理承受或者被

强制平仓之后，这部分亏损的投资者会被迫平仓从而引发下一轮亏损投资者的平仓，也就是

俗称的多杀多和空杀空，从而强化了价格时间序列的正相关性。 

 

可以证明，价格序列正相关性越高，收益的标准差越小，夏普越大。所以当市场较为平淡时

候，由于价格时间序列的反相关性，收益的标准差非常大，而收益均值很小，夏普几乎接近

0（假设无风险利率是 0），当市场出现明显变化时候，收益的标准差非常小，而收益均值很

大，夏普绝对值非常大。因此，由于收益标准差的影响，使用夏普更能区分趋势和震荡两者

的差异。 

 

5. 汇总结果 

5.1. 以一周累计收益为预测目标 

图 6：以一周累计收益为预测目标-净值  图 7：以一周累计收益为预测目标-收益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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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以一周累计收益为预测目标-回撤  图 9：以一周累计收益为预测目标-分年度夏普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10：以一（一周累计收益/标准差）为预测目标-净值  图 11：以一周累计收益为预测目标-净值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表 1：以夏普或收益为预测目标的比较 

参数/策略名 预测值（一周累计收益/标准差） 预测值（一周累计收益） 

夏普 1.06 1.03 

最大回撤 13.02% 12.99% 

年化收益 8.61% 9.24% 

日胜率 54.16% 53.45% 

盈亏比 1.06 1.09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5.2. 焦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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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焦炭-预测目标收益-净值  图 13：焦炭-预测目标收益-收益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14：焦炭-预测目标收益-回撤  图 15：焦炭-预测目标收益-分年度夏普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16：焦炭-预测目标夏普-净值  图 17：焦炭-预测目标夏普-收益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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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焦炭-预测目标夏普-回撤  图 19：焦炭-预测目标夏普-分年度夏普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表 2：焦炭-以夏普或收益为预测目标的比较 

参数/策略名 预测值（一周累计收益/标准差） 预测值（一周累计收益） 

夏普 1.35 1.07 

最大回撤 24.08% 28.63% 

年化收益 24.66% 19.88% 

日胜率 50.34% 52.03% 

盈亏比 1.43 1.20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5.3. 焦煤 

图 20：焦煤-预测目标收益-净值  图 21：焦煤-预测目标收益-收益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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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焦煤-预测目标收益-回撤  图 23：焦煤-预测目标收益-分年度夏普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24：焦煤-预测目标夏普-净值  图 25：焦煤-预测目标夏普-收益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26：焦煤-预测目标夏普-回撤  图 27：焦煤-预测目标夏普-分年度夏普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表 3：焦煤-以夏普或收益为预测目标的比较 

参数/策略名 预测值（一周累计收益/标准差） 预测值（一周累计收益） 

夏普 1.04 0.56 

最大回撤 29.98% 43.48% 

年化收益 20.51% 11.74% 

日胜率 52.75% 52.45% 

盈亏比 1.15 1.05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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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动力煤 

图 28：动力煤-预测目标收益-净值  图 29：动力煤-预测目标收益-收益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30：动力煤-预测目标收益-回撤  图 31：动力煤-预测目标收益-分年度夏普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32：动力煤-预测目标夏普-净值  图 33：动力煤-预测目标夏普-收益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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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动力煤-预测目标夏普-回撤  图 35：动力煤-预测目标夏普-分年度夏普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表 4：动力煤-以夏普或收益为预测目标的比较 

参数/策略名 预测值（一周累计收益/标准差） 预测值（一周累计收益） 

夏普 0.53 1.25 

最大回撤 23.64% 22.04% 

年化收益 9.56% 23.28% 

日胜率 52.08% 56.17% 

盈亏比 1.04 1.04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5.5. 铁矿石 

图 36：铁矿石-预测目标收益-净值  图 37：铁矿石-预测目标收益-收益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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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铁矿石-预测目标收益-回撤  图 39：铁矿石-预测目标收益-分年度夏普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40：铁矿石-预测目标夏普-净值  图 41：铁矿石-预测目标夏普-收益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42：铁矿石-预测目标夏普-回撤  图 43：铁矿石-预测目标夏普-分年度夏普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表 5：铁矿石-以夏普或收益为预测目标的比较 

参数/策略名 预测值（一周累计收益/标准差） 预测值（一周累计收益） 

夏普 0.57 0.81 

最大回撤 37.50% 27.26% 

年化收益 12.64% 17.83% 

日胜率 52.43% 51.60% 

盈亏比 1.04 1.16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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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螺纹钢 

 

图 44：螺纹钢-预测目标收益-净值  图 45：螺纹钢-预测目标收益-收益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46：螺纹钢-预测目标收益-回撤  图 47：螺纹钢-预测目标收益-分年度夏普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48：螺纹钢-预测目标夏普-净值  图 49：螺纹钢-预测目标夏普-收益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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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0：螺纹钢-预测目标夏普-回撤  图 51：螺纹钢-预测目标夏普-分年度夏普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表 6：螺纹钢-以夏普或收益为预测目标的比较 

参数/策略名 预测值（一周累计收益/标准差） 预测值（一周累计收益） 

夏普 0.33 0.38 

最大回撤 29.47% 36.92% 

年化收益 3.95% 5.21% 

日胜率 54.81% 53.24% 

盈亏比 0.91 0.98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5.7. 玻璃 

图 52：玻璃-预测目标收益-净值  图 53：玻璃-预测目标收益-收益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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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玻璃-预测目标收益-回撤  图 55：玻璃-预测目标收益-分年度夏普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56：玻璃-预测目标夏普-净值  图 57：玻璃-预测目标夏普-收益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58：玻璃-预测目标夏普-回撤  图 59：玻璃-预测目标夏普-分年度夏普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表 7：玻璃-以夏普或收益为预测目标的比较 

参数/策略名 预测值（一周累计收益/标准差） 预测值（一周累计收益） 

夏普 0.28 1.27 

最大回撤 19.85% 14.95% 

年化收益 3.62% 16.01% 

日胜率 50.70% 55.81% 

盈亏比 1.05 1.10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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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白糖 

图 60：白糖-预测目标收益-净值  图 61：白糖-预测目标收益-收益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62：白糖-预测目标收益-回撤  图 63：白糖-预测目标收益-分年度夏普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64：白糖-预测目标夏普-净值  图 65：白糖-预测目标夏普-收益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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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白糖-预测目标夏普-回撤  图 67：白糖-预测目标夏普-分年度夏普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表 8：白糖-以夏普或收益为预测目标的比较 

参数/策略名 预测值（一周累计收益/标准差） 预测值（一周累计收益） 

夏普 0.37 0.21 

最大回撤 22.13% 41.03% 

年化收益 3.81% 2.47% 

日胜率 52.54% 50.36% 

盈亏比 1.03 1.05 

资料来源：Wind, 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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