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Options as a Strategic Investment

股票期权的基本特性

引言
本书的章节安排具有逻辑先后顺序。许多章节都以前面的章节内容为基础。
因此，读者可以从头读到尾而不必常常查阅术语解释。然而，读者如果把本书
作为参考资料，比如查阅某一较后的章节，则可能会遇到一些在前面的章节中
介绍过的术语。考虑到这种情况，本书结尾部分的完整的术语表是有所帮助的。
同样的论题，可能会出现在书中不同的地方，且在不同的难易程度上进行过讨
论。例如，买入看涨期权（call buying）最初是在第 3 章中介绍的，在第 28 章讨
论买入看涨期权的数学应用时，又对其进行了介绍。当然，后面章节的介绍会
比前面章节的介绍要复杂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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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功地执行各种投资策略，需要充分了解期权和期权交易的基本原理。一个期权策
略家必须对股票期权的基本特征有广泛的了解，例如知道在特定条件下期权价格会如何变
动，或者知道市场是如何运作的。只有在对基本原理和策略有了全面的了解之后，期权投
资者才会知道什么样的策略看上去是让人满意以及更为重要的——哪个策略是适合的。对
股票市场的投资者而言，判断一个策略是否适合是个老问题，因为股票本身也不是对所有
投资者都适合的。例如，如果某个投资者的主要目的是增加收入和本金安全，那么对他来
说债券就比股票更适合。对于期权而言，评估其适当性尤为重要：期权的买方可能会在短期
内亏完其全部资金，而无备兑期权的卖方则可能面临巨大的财务风险。尽管有一些后续方
法来限制风险，但每一个投资者都必须做出决定：就他自身的经济状况和投资目标而言，期
权交易对他来说是否适合。

1.1

基本定义
股票期权（stock option）是一种在未来某一有限时间段内以某一特定价格买入或卖出某

一特定股票的权利。这里所说的股票被称为标的证券（underlying security）。看涨期权（call）
赋予拥有者（或持有者）买入标的证券的权利，而看跌期权（put）则赋予持有者卖出标的证
券的权利。该股票可能会被买入或被卖出的价格被称为行权价（exercise price），也叫执行价
（striking price）（在场内期权市场里，“行权价”和“执行价”是同义词）。股票期权所赋予的
买入或卖出的权利只在有限的时间段内有效，因此，每个期权都有一个到期日（expiration
date）。本书中所说的期权始终是指场内期权（listed option），即存在二级市场，在全美期权
交易所交易的期权。除特别提到之外，场外期权（over-the-counter options，OTC）不包括在
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

1.1.1

如何描述期权

任何期权合约都有以下四个特征：
（1）类型（看涨期权或看跌期权）；
（2）标的股票的名字；
（3）到期日；
（4）行权价。
例如，一个名为“XYZ 7 月 50 看涨期权”的期权是一个以每股 50 美元的价格买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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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期权）100 股（正常情况下）标的股票为 XYZ 的期权。这个期权在 7 月到期。场内期权是
以每股为单位进行报价的，不管用这个期权能够买入多少股股票。因此，如果当前 XYZ 7
月 50 看涨期权的报价为 5 美元，则买入这个期权正常情况下需要花费 500 美元（5 美元 ×
100 股），再加上手续费。

1.1.2

期权的价值

期权是一种“消耗性”资产，也就是说，它的初始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降低（或者
说“消耗掉”）。有时它甚至会到期一文不值，持有者可能必须在其到期前行权，以挽回一
些损失。当然，持有者也可以在到期前将其在场内期权市场中卖掉。
期权自身也是一种证券，只不过它是一种衍生证券。期权与其标的股票密不可分。期
权的价格会随着标的股票价格的上涨或下跌而波动。标的股票的拆股、股息和特殊现金股
息会对场内期权的条款带来影响，不过一般的现金股息则不会。看涨期权的持有者不会得
到标的股票支付的任何现金股息。

1.1.3

标准化

场内期权交易所对期权合约的条款进行了标准化。期权的条款包含了该期权的 4 个描
述性特征，将它们组合在一起就得到了期权的名字。期权的类型（看涨期权 / 看跌期权）和
标的股票不怎么需要解释并且本质上已经是标准化的了，下面对行权价和到期日做一些
说明。
行权价。股票、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和指数的行权价格间距并不一样，这与标的资产
的价格和期权合约的流动性有关。一般而言，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间距一般为 5 点，即使
对于诸如苹果（AAPL）等高价格股票，或 SPX 指数（标普 500 指数）也是如此。对于价格
很低的股票而言，假如该股票的期权的流动性相对较好的话，行权价格间距则一般为 1 点。
还存在介于两者之间的行权价格间距，比如 2.5 点。了解你想交易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间
距的最简单方法是去查阅合约规格表（例如，www.cboe.com 在线免费提供）。
到期日。期权的到期日有以下三种固定的周期：
（1）1 月 /4 月 /7 月 /10 月周期；
（2）2 月 /5 月 /8 月 /11 月周期；
（3）3 月 /6 月 /9 月 /12 月周期。
除此之外，最近的两个月也有期权上市交易。不过，在任何一个时刻，最长的到期日
一般也不会超过 9 个月。有些股票有长期期权，也被称为长期普通股预期证券（long-term
equity anticipation securities, LEAPS，见第 25 章）。因此，在任何周期里，期权的到期日为 4
个主要月份（序列）中的 3 个，再加上两个近期月份。例如，在任何一年的 2 月 1 日，XYZ
期权可以在 2 月、3 月、4 月、7 月和 10 月到期，但不会是 1 月。2 月期权（最近的序列）
是短期或近期期权；而 10 月是远期或长期期权。如果这个股票有长期期权，它们就将在明
年 1 月和后年 1 月到期。
每一个月的具体到期日都是固定的。期权的最后交易日为到期月的第 3 个星期五。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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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这个期权事实上要到下一天（紧随的那个星期六）才到期，但公众客户必须在最后交易日
的下午 5 时 30 分（纽约时间）之前通知他的经纪人，以行使他买入或卖出股票的权利。
上面的到期日——第三个星期五之后的星期六——被认为是“常规”期权在任意月份
的到期日。但近年来，出现了到期日为其他时间的期权。它们是季度期权，到期日为 3 月、
6 月、9 月和 12 月的最后交易日。这部分期权数量很少，大部分为大型股指期权。
市场中还存在周度期权。它们一般在星期二上市，而在八个日历日之后的星期五到期
（注意，周度期权只在星期五到期，而不是随后的星期六）。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股票和
股指开始有周度期权上市，看上去期权交易所还会增加更多，因为这些期权很受投资者的
欢迎。
期权的最小变动价位。 在许多情况下，期权的最小变动价位为 1 美分，另一些情况
一

下，则为 5 美分。对于股票期权而言，当股票价格低于 3.00 美元时，期权的最小变动价位
都为 1 美分，而当股票价格高于 3.00 美元时，就会变为 5 美分。然而，为了提高 ETF 和股
指期权的流动性，这些期权的最小变动价位总为 1 美分。

1.1.4

期权自身：其他定义

种类（class）和系列（series）。期权的种类是指同一标的证券的所有看涨期权和看跌期
权合约。例如，所有的 IBM 期权（包括所有不同行权价和到期日的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
构成一个种类。系列则是种类的一个子类，它包括同一种类（如 IBM）中到期日和行权价相
同的所有期权合约。
开仓和平仓交易。开仓交易是指开始交易，可以是买入，也可以是卖出。例如，一笔
买入开仓交易会在该客户的账户中创建或新增一笔多头头寸。平仓交易则会减少该客户的
头寸。买入开仓通常伴随着卖出平仓，相应地，卖出开仓则通常伴随着买入平仓。
持仓量（open interest）。期权交易所会对每一个系列的期权的开仓和平仓交易的数量进
行跟踪。这一交易数量被称为持仓量。每一笔开仓交易都会增加持仓量，而每一笔平仓交
易都会减少持仓量。持仓量是用期权合约的数量来表示的，因此一笔买入 5 手看涨期权的
指令会使持仓量增加 5 手。请注意，持仓量并不区分买方还是卖方，因为你没有办法知道
哪一方更占优势。虽然持仓量的大小对于投资者来说并不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但它对判断
该期权的流动性非常有帮助。如果持仓量大，那么进行较大数量的交易就不会有问题。然
而，如果持仓量很小（只有几百手合约还没有平仓），那么这个期权系列可能就不存在一个
合理的二级市场。
买入方（holder）和卖出方（writer）。初始买入期权（即买入开仓）的人被称为该期权
的买入方（简称买方）。而初始卖出期权（即卖出开仓）的人被称为该期权的卖出方。一般
而言，期权的卖出方（简称卖方）被视为做空该期权合约。“卖出方”这个词起源于期权
的场外交易年代，当时期权的买入方和卖出方直接联系，由卖出方来起草买入股票的新合
约。不过，在场内期权市场中，所有期权的发行方都是期权清算公司，合约也都被标准化。

一

疑原文有误，原文为“期权的价格”（the price of an option）。——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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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重要的差异切断了买入方与卖出方的直接联系，从而为现有的二级市场的形成铺平了
道路。
行权（exercise）和指派（assignment）。期权拥有者（或者说持有者）如果行使他的买入
或卖出标的证券的权利，那么，他就是在行权。看涨期权持有者行权会买入股票，看跌期
权持有者行权就会卖出股票。大部分股票期权的持有者可以在最后交易日下午 8 时以前的
任何时候行权；持有者不必一定等至到期日才行权（请注意：那些被称为“欧式行权”的期
权只能在到期日那一天而不是之前行权，不过它们一般不是股票期权）。这些行权通知是不
可撤销的；一旦发出了，就不能收回。在实践中，它们每天只被处理一次，时间为市场收盘
之后。每当有持有者行权时，就会有某个卖方会被指派，以履行他的义务，实现该期权合
约所规定的条款。因此，如果某个看涨期权持有者行使其买入的权利，某个被指派的看涨
期权卖方就有义务卖出；反过来说，如果某个看跌期权的持有者行使其卖出的权利，则某个
被指派的看跌期权卖方则有义务买入。本章后面的内容会详细地介绍看涨期权的行权和指
派，而对看跌期权的行权和指派，我们会在本书的后面部分进行讨论。

1.1.5

期权价格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

实值（in-the-money）和虚值（out-of-the-money）。有特定的术语来描述股票价格与期权
行权价之间的关系。如果股票价格低于看涨期权的行权价，则该看涨期权被称为虚值。如
果股票价格高于看涨期权的行权价，则该看涨期权被称为实值（看跌期权则刚好相反，后文
会进行讨论）。
【示例 1-1】XYZ 股票的市价为每股 47 美元。XYZ 7 月 50 看涨期权是虚值的，XYZ 10
月 50 看涨期权和 XYZ 7 月 60 看涨期权也都是虚值的。而 XYZ 7 月 45 看涨期权、XYZ 10
月 40 看涨期权和 XYZ 1 月 35 看涨期权则都是实值的。
实 值 看 涨 期 权 的 内 在 价 值（intrinsic value） 等 于 股 票 价 格 超 出 行 权 价 的 那 部 分 金
额。如果该看涨期权是虚值的，则它的内在价值为零。卖出期权的价格一般被称为权利
金（premium）。 权 利 金 与 时 间 价 值 权 利 金 [time value premium， 简 称 为 时 间 价 值（time
premium）] 有明显的区别。时间价值等于该期权权利金超过其内在价值的那部分金额。我
们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快速计算出实值看涨期权的时间价值：
实值看涨期权的时间价值 = 看涨期权的价格 + 行权价 - 股票的价格
【示例 1-2】XYZ 的市价为 48，XYZ 7 月 45 看涨期权的价格为 4。该期权的权利金（总
的价格）为 4。由于 XYZ 的价格为 48，而该期权的行权价为 45，那实值金额（或内在价值）
为 3 点（48-45），而时间价值就为 1（4-3）。
如果该看涨期权是虚值的，那么它的权利金和时间价值就会相等。
【示例 1-3】如果 XYZ 的价格为 48，XYZ 7 月 50 看涨期权的售价为 2，那么该看涨期权
的权利金和时间价值都为 2 点。由于股票价格低于行权价，因此该看涨期权没有内在价值。
一般来说，当股票价格等于行权价时，期权的时间价值最大。随着期权变为深度实值
或虚值，它的时间价值会显著地减小。表 1-1 说明了这种效应。请注意，当股票价格接近行
权价（50）时，时间价值会随之增加，而当股票价格远离 50 时，时间价值就随之减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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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价值”这一术语表明，期权的这部分价值完全与存续时间相关。事实上，这并不完全正
确。标的股票的波动率也对期权“时间价值”的大小有影响。因此，实际上“时间价值”有
些用词不当，但它确实是一个标准术语。
表 1-1

时间价值的变化

XYZ 股票价格

XYZ 7 月 50 看涨期权价格

内在价值

时间价值

40

1/2

0

1/2

43

1

0

1

35

2

0

2

47

3

0

3

→ 50

5

0

5

53

7

3

4

55

8

5

3

57

9

7

2

60

10.50

10

0.50

70

19.50

20

-0.50 ①

① 简单地说，深度实值看涨期权的实际交易价格可能低于其内在价值，因为看涨期权的买家可能对不那么
昂贵的看涨期权感兴趣——看涨期权会在股票的上涨过程中赚得更多。我们会在考察套利技术时，对这
一现象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持平（parity）。按其内在价值进行交易的期权被称为与标的证券持平的期权。因此，如
果 XYZ 为 48，XYZ 7 月 45 看涨期权的售价为 3，这个看涨期权就是持平的（at parity）。期
权卖出方特别感兴趣的一个常用方法（我们在后文会见到），就是通过指出一个期权与其持
平状态普通股之间的距离来说明它的价格。因此，在表 1-2 所示的所有示例中，XYZ 7 月
45 看涨期权都比起持平状态价格高出半点。
表 1-2

比较 XYZ 股票和看涨期权的价格

XYZ 7 月 45
看涨期权价格

行权价

+

（45

+

（45

+

（45

+

5.50

-

50

）

=

0.50

（45

+

15.50

-

60

）

=

0.50

1.2

-

XYZ 股票价格

=

高出持平

1

-

45.50）

=

0.50

2.50

-

47

=

0.50

）

影响期权价格的因素
期权的价格与标的股票和该期权条款的性质相关。影响期权价格的主要可量化因素

包括：
（1）标的股票的价格；
（2）期权自身的行权价；
（3）该期权的剩余存续期；
（4）标的股票的波动率；
（5）当前无风险利率（例如 90 天政府债券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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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标的股票的股息率。
前四项是期权价格的主要决定因素，后两项一般没有那么重要，不过，对于高股息股
票来说，股息率可能会有显著的影响。

1.2.1

四个主要决定因素

对期权价格影响最大的也许要算股票的价格了，因为，如果股票的价格远远高于或者
低于行权价，其他的因素就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在期权到期的那一天，它的决定性作用是
显而易见的。在到期日，决定期权价值的就只有股票价格和期权的行权价，其他四个因素
都不再起作用。在这个时候，期权的价值就等于其内在价值。
【示例 1-4】在期权 7 月到期的那一天，不再有时间剩余，表 1-3 显示了 XYZ 7 月 50 看
涨期权的价值，每一个价值都取决于当时的股票价格。
看涨期权价格曲线。看涨期权价格曲线是根据不同股票价格而绘制的一条期权价格的
曲线。图 1-1 显示了绘制这条曲线所

表 1-3

需的轴线。纵轴为期权价格，横轴为

XYZ 期权在到期日的价值

XYZ 股票价格 XYZ 7 月 50 看涨期权到期日的（内在）价值

股票价格。这是一个内在价值的图形。

40

0

当期权为虚值或者行权价等于股票价

45

0

48

0

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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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5

5

格时，它的内在价值为零。一旦股票
价格超过了行权价，内在价值就会随
股票价格的增加而上升。由于看涨期

FIGURE 1-1.

11

权的价格一般在任何时候都至少等于
60
10
The value of an option at expiration, its intrinsic value.
其内在价值，因此这个图形表示了该
当 看 涨 期 权 还 未 到 期 时， 它 的
价格等于内在价值加上时间价值。由
此导致看涨期权价格曲线呈现出沿着

期权价格

看涨期权可能出现的最低价格。

内在价值线在
行权价处弯曲

股票价格轴线向内转的弓形。如果在
图 1-2 所提供的坐标图上绘制表 1-4 中

股票价格

的数据的话，这条曲线就会表现出两
图 1-1

个特征。
表 1-4

TABLE614.
一个假设的距到期日还有
个月的
7 月 50 看涨期权的价格，图 1-2 为它的图形

The prices of a hypothetical July 50 call with 6 months of time remaining,
内在价值
时间价值（阴影部分）
plotted in Figure 1-2.

XYZ 股票价格（横轴）

XYZ 7 月 50 看涨期权价格（纵轴）

40

1

45
48
→ 50
52
55
60

期权在到期日时的内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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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insic value plus its time value premium. The resultant call option price curve tak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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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间价值（阴影部分）在股票价格等于行权价时最大。
（2）当股票的价格远高于或远低于行权价时（靠近曲线的终端），期权的售价会接近于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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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内在价值。因此，曲线的两个终端都几乎碰到了其内在价值线。（图 1-2 中同时显示了
FIGURE 1-2.
内在价值线和期权价格曲线。
）

期权价格

Six-month July call option (see Table 1-4).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看涨期权
价格线

时间价值
的最大值

阴影区域表示该期
权的时间价值
40

45

50
股票价格

55

60

当跨过行权价，内
在价值就一直为零

图 1-2 6 个月到期的 7 月看涨期权（见表 1-4）
2. When the stock price is far above or far below the striking price (near the ends of the
不过，这条曲线所显示的只是预期的
XYZ
7 月 value.
50 看涨期权在离到期日还有
curve), the option sells for nearly its
intrinsic
As a result, the curve nearly 6 个月时
touches the intrinsic value line at either end. [Figure 1-2 thus shows both the intrinsic
的价格行为。随着到期日的临近，这条弓形曲线会越降越低，直到在期权存续的最后一天，
value and the option price curve.]

完全与其内在价值线重合。换句话说，在到期日，这个看涨期权的价值等于其内在价值。
curve, however, shows only how one might expect the XYZ July 50 call prices
仔细分析一下图This
1-3，它描绘了三个不同的
XYZ 看涨期权。在任何既定的股票价格（股票价
to behave with 6 months remaining until expiration. As the time to expiration grows

格刻度上的某一固定点）上，存续期最长的看涨期权的售价最高，存续期最短的看涨期权的
shorter, the arched line drops lower and lower, until, on the final day in the life of the
option, it merges completely with the intrinsic value line. In other words, the call is worth
售价最低。在行权价上，三个期权的实际价格之间差异最大。在接近这个尺度的两个终端
Chapter 1: Defin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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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y its intrinsic value at expiration. Examine Figure 1-3, which depicts three separate

的地方，三条曲线靠得很近，这意味着不同期权之间的实际价格差异很小。因此，如果股
XYZ calls. At any given stock price (a fixed point on the stock price scale), the longest-term
FIGURE 1-3.

call sells for the highest price and the nearest-term call sells for the lowest price. At the
票价格不变，期权价格随到期日的临近而降低。
Price Curves for the 3-, 6-, and 9-month call options.
striking price, the actual differences in the three option prices are the greatest. Near
either end of the scale, the three curves are much closer together, indicating that the
actual price differences from one option to9 another
个月曲线are small. For a given stock price,
therefore, option prices decrease as the expiration date approaches.
期权价格

Example: On January 1st, XYZ is selling at 48. An XYZ July 50 call will sell for more than
an April 50 call, which in turn
will sell for more than a January 50 call.
6 个月曲线
随着到期日的临近，更低
This statement is true no matter what the stock price
is. The only reservation is
3 个月曲线
that with the
stock deeply in- or out-of-the-money, the 的曲线开始向内在价值线靠
actu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拢。期权价格开始等于其内
在价值
内在价值

图 1-3

行权价
股票价格

存续期分别为 3 个月、6 个月和 9 个月的看涨期权的价格曲线

9780735204652_Options_TX_p1-134.indd 12

24/05/12 10:45 AM
FIGURE 1-4.
【示例
1 月 1 日，XYZ
的售价是the
48。XYZ
7 月remains
50 看涨期权比
Time1-5】在
value premium
decay, assuming
stock price
constant.4 月 50 看涨期权

卖得更贵，而 4 月 50 看涨期权的售价比 1 月 50 看涨期权的售价更高。
无论股票价格多少，这个论断都是成立的。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当期权为深度实值或
Time Value Premium

8

closer, the lower curve
merges with the intrinsic
value line. The option
price then equals its
intrinsic value.

3-Month Curve

Striking Price
Intrinsic Value

Stock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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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4.
虚值时，1 月、4 月和 7 月看涨期权之间的实际价格差异会小于当
XYZ 股票的价格等于期

权行权价（50）时。

Time value premium decay, assuming the stock price remains constant.

9 个月的看涨期权的价格并不是存续期为 3 个
月的看涨期权的 3 倍。而在图 1-4 中，时间价
值的减值并不是一条直线，也就是说，期权

时间价值

时间价值的减值。在图 1-3 里，存续期为

的减值率并不是线性的。期权的时间价值在
其存续期的最后几个星期（也就是到期日之前
的那几个星期）里的减少程度要比前期迅速得
多。减值比率实际上与期权剩余存续期的平

9

4
距到期日的时间
（月份数）

1

0

January, April,图
and
July 假定股票价格不变时，时间价值的减值
calls will be smaller than with XYZ stock selling at the striking
1-4

方根相关。因此，存续期为 3 个月的期权的
price of 50.

减值（即其所损失的时间价值）是存续期为 9 个月的期权的 2 倍（ 9 =3）。类似地，存续
Time Value Premium Decay. In Figure 1-3, notice that the price of the 9-month
is not three times that of the 3-month call. Note next that the curve in Figure 1- 4 for
期为 2 个月的期权的减值是存续期为 4call
个月的期权的
2 倍（ 4 = 2）。

the decay of time value premium is not straight; that is, the rate of decay of an option is

not linear. An option’s time value premium9 decays
much more rapidly in the last few
这幅图其实是把问题简单化了，读者不应当因此就以为存续期为
个月的期权的售价

一定是存续期为 3 个月的期权的 2 倍，因为还有其他因素在影响这两个看涨期权的实际价
格关系。在这些因素之中，影响最大的是标的股票的波动率。标的股票的波动率越大，期
权的价格就越高。这种关系是符合逻辑的，因为如果股票具有能运动到相对更远向上距离
（价格）的能力，那么看涨期权的买家就会更愿意为其付更高的价格，卖家也会要价更高。
9780735204652_Options_TX_p1-134.indd 13
例如，如果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和施乐（Xerox）的卖价相同（就像经常出现的那样），
施乐的看涨期权的价格会比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更高，因为施乐股票的波动率比美国电话电
报公司股票要大。
这四个主要因素（股票价格、行权价、时间和波动率）之间的相互作用相当复杂。虽然
股票价格的上涨会推动看涨期权价格的上升，但与之同时出现的时间的流逝则可能将它推
向相反的方向。因此，即使标的股票的价格上升了，虚值看涨期权的买家还是有可能会面
临亏损，因为时间的流逝减少了期权的价值。

1.2.2

两个次要的决定因素

无风险利率。无风险利率通常是指当前 90 天政府债券的利率。较高的利率意味着较高
的期权权利金，较低的利率则意味着较低的期权权利金。虽然金融界就利率对期权价格的
实际影响究竟有多大有着不同的看法，但大部分期权定价数学模型（本书的后面将讨论这些
模型）都会把它考虑在内。
标的股票的现金股息率。虽然股息率并不是期权价格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但对期权
的卖出方来说，它有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标的股票根本不支付股息，那么看涨期权的
价值就完全是由其他五个因素决定。不过，股息的支付会降低看涨期权的权利金：标的股票
的股息越高，它的看涨期权的价格就越低。高股息股票的看涨期权权利金一直较低，最重
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该股票自身的股息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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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6】XYZ 的价格相对较低，每股的售价是 25 美元，波动率也不高。每年它支
付很高的股息：每股 2 美元，每年分季度发 4 次，每次 0.50 美元。如果 XYZ 看涨期权的行
权价是 25 美元，那它的合理价格（fair price）是多少呢？
某个想要买 XYZ 期权的交易者决定找出这个合理价格。在未来 6 个月里，XYZ 将支付
1 美元的股息，而在除息（ex-dividend）时，股票价格会减少 1 美元。这样的情况下，如果
XYZ 股票价格除了这个 1 美元的减值外没有其他变化，那它就会变为每股 24 美元。更进一
步说，因为 XYZ 是波动率不高的股票，在除息之后，它有可能不会很快恢复到 25。由于标
的股票的价格会因为除息而减值，而看涨期权的持有者并不能得到这部分现金股息，所以
他们就不会给出太高的买价（即使有 6 个月的时间）。
这个看涨期权的买家是根据除息减值后的 24 美元（而不是 25 美元）的股票价格来计
算 XYZ 7 月 25 看涨期权的价值。他明确地知道，在未来的 6 个月中，如果 XYZ 股票的股
息率没有变化，那该股票将失去 1 个点的价值。在实践中，期权的买方在出价购买期权时，
会倾向于从当前股票价格中扣除将要支付的股息。不过，并不是所有股息都需要完全扣除。
一般而言，最近的股息的扣除程度要比很久以后才支付的股息大得多。低波动率高股息的
股票的看涨期权的价格比高波动率低股息的股票要低。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一笔即将
支付的大金额股息会显著地增加期权在到期日前被行权的可能性。（这一现象会在后面的部
分中更详细地讨论。
）在任何情况下，股息都会或多或少地对某些看涨期权的价格起到重要
的影响。

1.2.3

其他的影响因素

上述六种因素，不管是主要的还是次要的，都只是可以计量的其对期权价格的影响因
素。在实践中，无法计量的市场动态（投资者的情绪）同样会起到各种各样的作用。在牛市
中，由于需求增加，看涨期权的权利金往往会增加。而在熊市中，因为需求减少，看涨期
权的权利金往往会降低。不过，这些影响一般都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只会在情绪激动的市
场阶段中发挥作用。

1.3

行权和指派：运作机制
期权的持有者可以在该期权的存续期内的任何时候行使他的权利。看涨期权的持有者

行权以买入股票，看跌期权的持有者则行权以卖出股票。在期权被行权的情况下，一手相
同条款期权的卖出者就会被指派，他需按期权合约的条款来履行其义务。

1.3.1

期权行权

由于期权清算公司（options clearing corporation，OCC）的作用，行权和指派的实际运
作机制其实相当简单。作为所有场内期权的发行人，期权清算公司控制着所有场内期权的
行权和指派。它的活动可以用下面的示例来解释。
【示例 1-7】一个 XYZ 1 月 45 看涨期权的持有人想要行权，以每股 45 美元的价格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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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Z 股票。他指示他的经纪人执行这个意愿，然后他的经纪人通知经纪公司的后台来处理
这件事，接着该经纪公司再通知期权清算公司，他们想要行权 1 手 XYZ 1 月 45 看涨期权系
列合约。
现在，剩下的事情就交由期权清算公司来处理了。期权清算公司记录了所有卖出过
XYZ 1 月 45 看涨期权并且没有回补的会员（经纪）公司信息。期权清算公司从中随机选择
一家卖出过至少 1 手 XYZ 1 月 45 看涨期权的会员公司，然后通知这家卖方公司它被指派
了。这家公司必须按每股 45 美元的价格交割 100 股 XYZ 股票给那家执行的公司。这个被
指派的公司再从它所有卖出过 XYZ 1 月 45 看涨期权的客户中选择一个。指派的选择方法可
以是：
（1）随机的；
（2）按先进 / 先出的原则；
（3）其他公平、公正，得到相关交易所许可的原则。
在确定了卖出 XYZ 1 月 45 看涨期权的客户之后，行权 / 指派的过程就完成了。（期权的
卖出方有必要清楚地知道其经纪公司的期权合约指派方法。
）

1.3.2

服从指派

被指派的客户没有其他的选择，必须交割股票。这时候再试图从期权市场上把期权买
回来就已经太迟了。他必须不折不扣地按每股 45 美元的价格交割 100 股 XYZ 股票。不过，
被指派的卖出方可以选择如何来完成这个指派。如果他的账户中刚好有 100 股 XYZ 股票，
那他只需交割这 100 股股票就可以满足指派通知（assignment notice）。另一种情况下，他可
以在股票市场上以当前的市场价（假定这个市场价要高于 45 美元）买入 100 股 XYZ 股票，
然后交割这新买入的股票来满足指派通知。第三种方法则是直接通知他的经纪公司，说他
希望卖空 XYZ 股票，请他们从他的卖空账户中按每股 45 美元交割这 100 股 XYZ 股票。不
过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够借到股票来卖空，因此，第三种方法不是在任何时候对每种股票
都适用。
保证金。如果被指派的卖出者购买股票以满足合约，那么这笔交易的保证金一般可以
降低，他无须支付全额保证金来买入股票以完成交割。一般而言，该客户只需就 XYZ 的
当前价格与每股 45 美元的交割价之间的价差部分支付逐日交易（day-trade）保证金。如果
他是采用卖空的方式来完成这次指派，那他就必须全额支付该笔卖空交易当前适用的保证
金标准。

1.3.3

期权行权之后

期权清算公司和期权行权的客户并不关心被指派的客户是用什么方法来进行交割的，
他们只想要保证这 100 股 XYZ 股票会以 45 美元的价格被交割。如果把看涨期权行权的持
有者想要这部分股票，他可以把它们留在自己的账户里。另一方面，他也可以立刻在公开
市场中以假设的高于 45 美元的价格把股票卖掉。如果他已经建有一个保证金账户，那他可
以不必交付任何钱就马上卖掉。而如果他是在操作一个现金账户，那就必须先付清购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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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的钱——即使该股票在同一天里接着就被卖掉。此外，如果他先前已卖空 XYZ 股票的
话，他可以用行权得到的股票来回补他自己账户中的卖空头寸。

1.3.4

手续费

除非经纪公司对客户有特别的安排，通过行权而买入股票的客户和通过行权而卖出股
票的客户都必须对这 100 股股票的交易支付全额的股票交易手续费。一般而言，期权持有
者通过指派而交付的手续费要高于他们在二级市场上出售股票所要支付的手续费。因此，
持有期权的公众客户一般会在二级市场中把期权卖掉，而不是选择行权。
当然，有时某个客户仍然希望持有该标的股票，或许是因为该股票对他有吸引力，
又或许是因为他希望回补一笔卖空交易。在这些情况下，把该看涨期权行权可能是有
利的。

1.3.5

预见到指派

看涨期权的卖出者常常倾向于在二级市场上将期权买回来，而不是通过股票交易来
完成合约义务。再强调一次，如果卖出者已经收到了指派通知，那么再想去二级市场中
买回（回补）这个看涨期权就太晚了。卖出者必须在指派之前买，否则就得按合约的条款
行事。如果卖出者了解那些通常会导致持有者行权的情况，他就能够比较准确地预见到
什么时候会出现指派。如果能预见到指派，那卖出者就可以提前在二级市场中将该合约
平仓。只要卖出者在某个交易日中的任何时间内买回了这个头寸，那他就不再会为这手
期权而被指派。指派通知是根据每天交易收盘后的未平仓头寸而决定的。于是，问题的
关键就变成了：“某个卖出者如何才能预见到指派呢？”指派往往会在下面的几种情形里
出现：
（1）在到期时，看涨期权是实值的；
（2）在到期前，期权在贴水交易；
（3）标的股票支付高额股息，而且就要分红。
自动行权。如果期权在到期时是实值的，那就一定会被指派。股票在最后交易日收盘
时哪怕只高出行权价 1 美分，该持有者正常情况下也会行权。事实上，在最后交易日的任
何时间里，只要看涨期权是实值的，如果某个持有对冲头寸的做市商收到了一份指派通知，
他就会对该看涨期权行权。即使某个持有者忘了他还有这样一手期权并没有行权，那除非
该客户通过其经纪公司特别指示不行权，否则期权清算公司就会自动地将所有在到期时至
少是 1 美分实值的看涨期权行权。这个自动行权（automatic exercise）的机制保证了没有一
个投资者会因为粗心而丢钱。
【示例 1-8】在 1 月第三个星期五（1 月期权系列的最后交易日），XYZ 的收盘价是 50。
由于期权要到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六才到期，因此期权清算公司和所有的经纪公司就有机会
来复查投资者的记录，看一看是否有可以盈利的期权没有被行权。如果某个 1 月 45 看涨期
权的持有者既没有卖出该期权，也没有行权（可能是由于生病，或者是在旅行中没有电话或
计算机），那该期权就会被自动行权。该期权每手价值 500 美元，即使扣除买入股票的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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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该客户还能收回一大笔钱。不过，他现在持有的是股票，他需要卖出股票才能实现这
笔盈利。
注意，在上面的例子中，期权的行权使得该账户出现了一笔股票买入交易。如果此时
账户中没有足够的现金来买入股票，客户就会收到保证金追加通知（margin call）。这就是为
什么一些经纪公司不允许客户用退休账户（例如，个人退休账户 IRA）来买入期权，因为客
户无法定期的向个人退休账户追加资金以满足自动行权的要求。
任何想要避免收到指派通知的卖出者，在到期时股票价格有可能会高于行权价时，都
应当买回（回补）这个期权。如果期权在到期时是实值的，那么被指派的可能性就是 100%，
即使只是高出 1 美分。
由于贴水（discount）而提前行权（early exercise）。当期权在到期之前行权时，被称为提
前行权，或者早期行权。当看涨期权以持平价或低于持平价交易时，往往就会发生提前行
权。在到期日之前，期权的价格为持平或贴水时，可能就意味着即将出现提前行权，即使
贴水的程度很小。如果期权的价格即将相对于持平价有明显贴水，而该期权的卖方又不希
望交割股票，那他应该提前把该期权买回。这样做的原因是套利者（arbitrageurs，场内交易
员或会员公司的交易员，他们只需支付很少量的交易费用）会利用这种贴水状态的机会进行
交易。（后文会更详细地讨论套利交易，这里提到它，只是为了说明为什么提前行权常常出
现在贴水的情况中。
）
【示例 1-9】XYZ 的买价为每股 50 美元，XYZ 1 月 40 看涨期权的卖价为贴水价 9.80。
这个看涨期权实际价值 10 点。套利者可以通过下面的行动来利用这个机会，所有这些都是
在一天内完成的：
（1）以 9.80 的价格买入 XYZ 1 月 40 看涨期权；
（2）以 50 的价格卖空 XYZ 股票；
（3）把这个看涨期权行权，从而以 40 的价格买入 XYZ。
该套利者从卖空 XYZ 的交易中（第 2 步和第 3 步）获得 10 点，从这 10 点中减去他为
看涨期权所支付的 9.80，他的总盈利为 20 美分——贴水的数量。由于他只需付很少的手续
费，因此这项交易就会有净盈利。
此外，当期权没有时间价值时，卖出者可以预期其会被指派。反过来说，当期权还有
时间价值时，它一般就不会被行权。
【示例 1-10】在到期日之前，XYZ 的市价为 50½，1 月 50 看涨期权的市价为 1。这个
看涨期权很难会被马上行权，因为它还剩有半点的时间价值。
时间价值

=

看涨期权价格

+

行权价

-

股票价格

=

1

+

50

-

50.50

=

0.50

由于标的股票的股息而被提前行权。有时市场条件会导致贴水的情况，并且有时的贴
水是由高额的股息造成的。由于股票价格几乎总是会因为除息而下跌相当于股息的金额，
期权的价格也多半会在除息后下跌。然而，场内期权的持有者是得不到股息的，因此他也
许会因为预计到股价会下跌，而决定在除息日之前在二级市场中卖掉这个期权。如果因为

13

14

第一部分

股票期权的基本特性

这一原因而在二级市场上卖出的看涨期权的数量足够多，那期权的价格就有可能变为持平，
甚至出现贴水。在这样的情况下，套利者就有可能会利用这种机会，买入这些期权并行权。
如果期权在除息日前被指派了，卖出者就会得不到股息，因为他在除息日已不再拥有
股票。此外，如果他是在除息日当日收到指派通知的，他就必须交割股票以及股息。因此，
对于卖出者来说，在到期日的前一天观察期权的贴水情况，就变得非常重要。
需要提醒的是，不要因为此处的讨论而得到这样的结论：如果股息大于剩余的时间价
值，看涨期权就会因为股息而被行权。情况并不是这样，下面我们用一个示例来说明原因。
【示例 1-11】交易价为 50 的 XYZ 股票将要支付 1 美元的股息，除息日就在第二天。
XYZ 1 月 40 看涨期权的售价是 10.25，它的时间价值为 25 美分（时间价值 = 10.25 + 4050 = 0.25）。同样类型的套利在这里就不起作用。假设套利者以 10.25 的价格买入这个看涨
期权并行权，他现在就会拥有即将除息的股票，而且他计划在第二天也就是除息日开盘后
立刻将股票出手。在除息日，XYZ 的开盘价为 49，因为它就要除息 1 美元。这个套利者的
交易包括：
（1）以 10.25 的价格买入 XYZ 1 月 40 看涨期权；
（2）在同一天行权该看涨期权，从而以 40 的价格买入 XYZ；
（3）在除息日，以 49 的价格卖出 XYZ，并得到 1 美元的股息。
他在股票上得到 9 点（第二步和第三步），并且他得到 1 点的股息，总的现金流入为 10
点。但是，他在买入这手看涨期权时支付了 10.25 点。总的交易结果是亏损，因此套利者不
会去尝试这样做。
因此，支付的股息超出看涨期权的时间价值，并不意味着卖出者会被指派。
更有可能，但更难确定的一种情况是，套利者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尝试一种“风险
套利”。风险套利（risk arbitrage）是一种套利者承担风险以求牟利的套利。这个套利者可能
会认为股票的贴水金额不会有除息金额那么大，或者认为除息之后这个看涨期权的时间价
值会增加。无论是哪种情况（或者是两者兼备），他都可以盈利：如果股票开盘时只下跌了
60 美分，或者期权的权利金上涨了 40 美分，这个套利者都可以在开盘时获利。不过，一般
而言，套利者不喜欢冒险，从而会避免这类情况。因此，由于标的股票的股息支付而导致
的指派的可能性很小，除非这个看涨期权是在以持平价或贴水价在交易。
当然，对提前行权的可能性进行预测，会假设看涨期权持有者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
如果看涨期权还有剩余时间价值，从财务权衡上看，相比于行权，到二级市场上卖出看涨
期权对持有人更有利。不过，看涨期权的合约条款赋予了看涨期权的持有人行权的权利，
即使行权并不对其有利。在这样的情况下，某个卖出方可能会非常意外地收到指派通知。
财务上不合理的提前行权尽管比较少见，但确实会发生。期权的卖出方必须意识到这一点，
在非常小概率的情况下，他可能会在不合逻辑的条件下被指派。

1.4

期权市场
股票交易者不一定要为了挣钱，而对股票市场运作细节非常了解。股票不到期，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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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某个投资者来意外地抽走其投资。然而，期权的交易者就必须对期权市场的运作做更
多的研究。事实上，某个不了解期权市场运作细节的期权策略家，很可能会因为其对这方
面信息的不了解而最终输钱。

做市商
股票市场与场内期权市场至少在有一个方面是相似的。股票市场采用专业商（specialist）
制度来做两件事：第一，当某个股票缺乏公众投资者的买入或卖出指令时，他们必须用他
们自己持有的头寸来为这个股票做市；第二，他们要保管公众订单簿，其中包括公众的买
入或卖出限价指令（limit order），以及止损指令（stop order）。当场内期权开始交易时，芝
加哥期权交易所引进了类似的交易机制，做市商（market-maker）和交易所经纪人（board
broker）制度。芝加哥期权交易所为每个有期权交易的股票指定了若干做市商，在缺乏
公众指令的情况下，这些做市商需提供买卖报价以买卖期权。做市商不能代公众客户下
单，他们只能用自己的账户来买入或卖出。另一种类型的人员，也就是交易所经纪人，负
责维持限价指令簿。交易所经纪人不允许为自己做任何交易，他们只是为交易者打开指令
簿，以查阅当前市场价附近（包括最高的买价和最低的卖价）的买入和卖出的指令有多少。
（股票交易所的专业商所维持的簿记没有过多公开，他们无需正式公布公众指令的数量和
价格。
）
从理论上来说，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比股票交易所的系统更有效。当有若干
个做市商就某一具体证券展开做市竞争时，该市场会比只有单一专业商提供报价的市场更
有效率。此外，这种更公开的公众订单簿会让市场变得更有秩序。在实践中，关于芝加哥
期权交易所是否是个更有效率的市场的问题，常常引发热议。不过期权策略师们不用太在
意这个问题。
美国股票交易所（American Stock Exchange）在其期权交易中使用了专业商制度，但它
也有功能与做市商类似的场内交易商（ﬂoor trader）。区域性的期权交易所常常组合使用这两
个系统，有些使用做市商制度，另一些则使用专业商制度。

1.5

期权代码学
从 1973 年场内期权开始交易，直到 2010 年该符号学的完整修订之前，期权的代码都

是由晦涩难懂的字母（代表行权价和到期月份）和三个字母符号（股票期权的字母符号则可
能有四个，如 AAPL）所组成。但随着越来越多的股票、ETF 和其他资产的期权开始上市交
易，并且这些期权的存续期变得更长（超过 1 年），老的代码体系变得不能实行了。它已经
超期“服役”了很长时间，其中大部分原因是由于某些大型经纪公司和报价供应商不愿意改
变。不过最终，期权清算公司组织了一些行业代表来帮助建立期权代码计划（OSI），该计划
的目的是建立新的期权代码。期权代码计划实施于 2010 年，整个行业都因其而受益。
如果你想了解期权代码的历史，可以看看本书第 4 版第 1 章的这部分内容。现在回过
头来看这段历史，可能觉得有些可笑，但它确实是这样的，需要一支来自全世界不同公司

15

16

第一部分

股票期权的基本特性

的业务员队伍来维护期权数据库，以每日更新发生的所有变化。这些变化包括但不限于：拆
分、特殊股息、分拆、长期期权（LEAPS）、周度和月度期权存续期，以及标的股票高波动
变化所导致的无数的行权价等。
时至今日，尽管期权代码还没有完全标准化，但这种情形也变得简单了许多。期权代
码计划对如何创建期权代码提供了建议，但每个经纪公司、报价提供商和交易所都可以自
由设计格式以满足需要。不过，单个投资者不用对此太过担忧，因为绝大多数经纪商和报
价软件显示的期权信息都类似：
IBM 1 月（21）2011 45 看涨期权 [IBM Jan (21) 2011 45 call]
其中，IBM 为股票代码，1 月（Jan）为到期月份，21 为到期日，2011 为到期年度，45
为行权价，看涨期权为期权的类型（与之相反的是看跌期权）。
如果期权为常规第三个星期五随后的星期六到期，一些报价提供商就不显示到期日。
不过对于周度或季度期权，就必须显示到期日。一些报价提供商只显示到期年度的最后两
位数字。有一些仍使用到期月份的老式字母代码（“ A”代表 1 月看涨期权，“ B”代表 2 月
看涨期权……“ L ”代表 12 月看涨期权，“ M ”代表 1 月看跌期权，“ N ”代表 2 月看跌期
权……“X”代表 12 月看跌期权）。
不过在任何情况下，新式代码都比老式代码更有逻辑。因为，它用数字来表示行权价
和到期日，而不是像先前那样用字母来表示；这些项目使用了数字，只用一个股票代码来表
示该特定股票的所有期权。

1.6

期权交易细节
这一节包括了一个策略家应当知道的若干事实。书中讨论的顺序并不是按照重要性来

排列而且所罗列的名单也未必是完整的。在本书中讨论具体策略的章节里，我将提供更多
的细节。
（1）临近最后交易日，期权交易会变得狂热。场内期权的交易时间为美国东部时间上
午 9 点 30 分至下午 4 点。一些指数期权会交易至美国东部时间下午 4 点 15 分。不建议投
资者一直等到该交易日的最后交易时间才下单，因为此时可能会发生指令冲击，即便是市
价指令也有可能不会成交。此外，投资者需要知道某个期权的最后交易日（常规到期周期期
权的最后交易日为第三个周五，周度期权为每个周五）。再强调一次，投资者应选择还有很
多时间剩余时下单，而不是等到期权存续期的最后时间里“冲击”交易。
（2）期权交易的结算周期是一天。交易是在交易之后的第 2 个工作日进行结算的。买
入的交易必须全款付清，从卖出的交易中所得到的收入是在结算日入账的。当交易发生在
某个到期系列的最后交易日时，有的经纪公司要求在交易的当天就进行结算。
（3）期权是以轮转方式（in rotation）开盘交易的。当标的股票在任何一个交易所开盘
交易时，不管是区域性的还是全国性的交易所，该股票的期权就在相应的期权交易所进入
开盘轮转。当某个标的股票在某个交易日中停止交易后又重新开盘，也同样适用轮转系统，
该股票的期权将通过轮转重新开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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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轮转之中，有兴趣的参与者可以对每个特定的期权系列（XYZ 1 月 45 看涨期权，
XYZ 1 月 50 看涨期权等）逐一地申报买价和卖价，直到各种到期日和行权价的所有的看涨
期权和看跌期权都开盘了为止。并不一定要每个系列都有交易发生，只要有买卖报价就行。
诸如价差等涉及不止一个期权的指令，是不能在轮转中被执行的。
在轮转的进行过程中，标的股票的价格有可能出现大幅度的波动。这会导致从每个期
权开盘的角度来看，期权价格都是不现实的。因此，某个期权的开盘价可能是一个有些可
疑的数据，因为没有一个期权是与其他期权完全同时开盘的。
此外还应当注意到，大多数期权交易者都不会在轮转时交易，因此，一个市价指令有
可能会拿到一个很糟糕的价格。如果有人想在轮转期间交易，他就应当使用限价指令（本章
的后面会更详细讨论下单过程）。
（4）当标的股票拆股、支付股票股息、支付超过 12.5 美分的特殊现金股息，或支付金
额超过股票价格 10% 的常规股息时，它的合约的条款就会被调整。这样的调整有可能会导
致出现带分数的行权价以及每手合约不等于 100 股股票的期权。在正常公布和按季（或其他
周期）来支付的现金股息的情况下，期权条款不会有调整。交易这些期权的期权交易所会公
布有关拆股、股票股息和权利分放（rights offering），以及它们对期权条款的影响方面的详细
信息。所有的会员公司都会收到通知，这些公司再通过经纪人把这些信息传达给客户。在
实践中，期权策略家应当从经纪人那里搞清楚新的期权系列的具体条款，以防经纪人因为
疏忽而没有向他传递这些信息。
【示例 1-12】XYZ 股票价格为每股 50 美元，它的期权的行权价分别为 45，50 和 60 的
1 月、4 月和 7 月系列。它宣布了 2 对 1 的拆股。通常情况下，当发生 2 对 1 拆股的时候，
未平仓的期权合约数量会加倍，行权价会减半。5 手 XYZ 1 月 60 看涨期权的持有者现在就
持有 10 手 XYZ 1 月 30 看涨期权。每手看涨期权仍对应 100 股标的股票。
拆股之后，XYZ 的期权的行权价变为 22½，25 和 30 的期权。在某些情况下，期权交
易所的工作人员会在其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引进其他行权价。在这个例子中，他们就有可能
引进行权价为 20 的期权。
【示例 1-13】UVW 公司股票（代码 UVW）现在的市场价为每股 40 美元，它有行权价
分别为 35，40 和 45 的 1 月、4 月和 7 月的期权系列。UVW 宣布了 5% 的股票股息。期权
标准化合约中的 100 股就被调整成了 105 股，而每个行权价都由于除以 1.05 而减低了，四
舍五入到最近的美分。因此，新的行权价就相应变为 33.33，38.10 和 42.86。此外，还将用
新的代码来表示这些“非 100 股”的合约：UVW 1（或 UVW 2，如果 UVW 1 已经被使用了
的话）。
在拆股之后，交易所一般会上市新的 35，40 和 45 行权价的系列，每手合约对应 100
股标的股票。在一段时间里，UVW 期权会有 6 个行权价。随着时间的流逝，带分数的行权
价合约会在到期后就被取消。因为没有重新引入，只要 UVW 不再发放新的股票股息，它们
就不会再出现。
【示例 1-14】WWW 公司股票（代码 WWW）的市场价为每股 120 美元，它的期权的行
权价系列分别为 110，115，120，125 和 130。WWW 宣布要进行 3 对 1 拆股。在这种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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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权价就要分别除以 3（四舍五入到最近的美分，变成 36.67，38.33，40，41.67 和 43.33）；
每个账户中的合约数量就要乘以 3 ；每手期权仍然对应 100 股 WWW 股票。通行的规则是：
在拆股的结果是整数时（2 对 1，3 对 1，4 对 1 等），期权合约数量就会增加，行权价就会
减低，每手期权仍然对应 100 股标的股票。
【示例 1-15】当拆股的结果不是一个整数时，期权上就必须采用一种不同的调整方法。
假设 AAA 公司股票（代码 AAA）的市场价是每股 60 美元，它宣布了要有一个 3 对 2 的拆
股。在这种情况下，每个期权的行权价都要乘以 2/3（以反映 3 对 2 的拆股），但是每个账户
中的合约数量将保持不变，而每个期权合约所对应的 AAA 股票的股数将变成 150。
假定在这个拆股之前 AAA 期权的行权价分别为 55，60 和 65。在拆股之后，AAA 普通
股自身的市场价变为每股 40 美元，这个价格反映了原来的每股 60 美元的价格在 3 对 2 拆
股后的调整。新的期权的行权价系列变为 36.667 40 和 43.333 （它们在拆股前的行权价为
一

二

55，60 和 65）。
因为这些期权每一手都对应 150 股标的股票，于是交易所为这些期权创造出了新的期
权代码，因为它们不再对应 100 股 AAA 的普通股。例如，交易所通知，在拆股之后，对应
150 股的期权合约将使用 AAA 1 的期权代码。
在拆股之后，交易所将上市“正常的”AAA 期权，它们的行权价也许会是 35，40 和
45。这有时会让交易者产生混淆并导致麻烦。此时行权价为 40 的期权实际上有两个：一
个对应 100 股，另一个对应 150 股。以 7 月合约为例，代码为 AAA 的期权是对应 100 股
AAA 公司股票的 7 月 40 期权，而代码为 AAA 1 的期权是对应 150 股 AAA 公司股票的 7 月
40 期权。由于期权的价格是以每股为报价基础的，在任何交易系统上，它们都将有几乎相
等的报价（见第 5 条）。如果不注意的话，你所交易的很可能不是你想要的，因而会面临一
个你所不想承担的风险。
例如，假设你准备以 3 的价格卖出开仓 AAA 1 7 月 40 看涨期权。再进一步假设，你
没有意识到你所卖出的是对应 150 股的期权（这是一个错误，但是你还没有意识到）。几天
以后，你发现这个期权的卖价变为 13，这代表你亏损了 10 点。你可能会认为你只亏损了
1 000 美元，不过在你查阅你的经纪公司的报告（或是确认书，或是每日交易清单）时，你
突然发现你在这个合约上的亏损居然是 1 500 美元！这是个不小的差异，特别是当你交易的
合约数量不止 1 手的时候。你以为自己已经进行了对冲（比如你在卖出这手看涨期权的同时
买入了 100 股 AAA 的普通股票），结果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一个正确的对冲头寸，这会让
你大吃一惊的。
如果在这个期权的存续期内这只股票再次拆股，问题会变得更加严重。有的时候，期
权会进行调整，从而对应非标准的股数，比如这里所说的 150 股；在多次拆股之后，交易所
甚至可能会在这个期权上使用乘数，而不是不断地调整行权价。这类情况不会发生在第一
次拆股上，但在这个期权的存续期内，如果出现连续拆股，就有可能发生。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期权的美元价值的变动速度，会比你看着合约报价而预期的结果要迅速得多。
一

疑原文有误，原文为 36.625。——译者注

二

疑原文有误，原文为 43.375。——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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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你必须确定你交易的就是你想要的，而不是依赖于行权价的正确与否或是期权
的价格是否合适。一般而言，在股票拆股或是类似的调整之后，要建立开仓头寸时，最好
只用标准的合约，而不要去用那些经拆股调整后的合约。
（5）所有的期权都是以每股为基础进行报价的，不管这个期权对应了多少股股票。正
常情况下，期权的报价应该对应 100 股标的股票。但是，假如 UVW 股票支付了 5% 的股
票股息，那它每手的期权就对应了 105 股股票。如果该 UVW 4 月 38.10 看涨期权的售价为
3.00 美元，那买入它将实际花费 315 美元（3.00 美元 ×105）。
（6）标的股票的价格变化会产生新的行权价的期权。随着股票、指数或 ETF 的价格波
动，会使其距离现有的行权价太远。在这种情况下，交易所会加挂新的行权价的期权，有
时也会为满足客户的要求而加挂。这会导致市场中存在大量不同行权价的期权。有时，股
票价格变动太快，以至于没有股票价格附近行权价的期权存在。有时，交易所会立即加挂
新的行权价的期权。不过，更常见的情况是，交易所在第二个交易日才加挂。

持仓限额和行权限额
（7）一个或一组投资者在市场的同侧买入或卖出一种股票的期权合约数量不能超出一
个限定数量。实际的限额根据标的股票的交易活跃程度而不尽相同。有大量持仓、交易最
活跃的股票的持仓限额（position limit）是 250 000 手合约。根据其流动性，较小的股票的限
额在 5 000 ～ 200 000 之间不等。如果股票的市值持续增长，这些限额也会随着时间而增大。
每一股票的持仓限额是由该期权所上市的交易所公布。因此，如果你持有的 XYZ 看涨期权
数量已经达到了持仓限额，你就不能再卖出任何 XYZ 看跌期权。买入看涨期权和卖出看跌
期权视为市场的同侧，也就是说，两者都是看多的头寸。类似地，买入看跌期权和卖出看
涨期权视为市场的看空的同侧。一般而言，这些限额都远远超出了个体投资者在正常情况
下所拥有的头寸数量。这些限额也适用于“相关”账户。例如，对于一个管理许多账户的资
金管理人或投资顾问来说，他所管理的所有账户中合计头寸数量同样不能超出限额。
（8）在一段特定的时间（一般是 5 个工作日）里可以行权的合约数量也同样遵守为持仓
限额所规定的数量。这样的行权限额（exercise limit）是为了避免某个或某组投资者通过不
断地在某一天买入看涨期权，然后第二天将它们行权，反复操作，从而对一个股票进行“逼
仓”。具体限额由期权交易所设定，这个限额是可以改变的。

1.7

下单

1.7.1

指令的信息

有各种不同的指令，每个指令都包括：
（1）这笔交易是买入还是卖出；
（2）期权是被买入还是被卖出；
（3）是开仓还是平仓；
（4）是否是价差交易（spread，后面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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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想要的价格。

1.7.2

指令的类型

期权交易可以使用许多种指令，但不是每个交易所都接受所有的期权交易指令。因为
规则会变化，经纪人最好让客户知道特定交易所可以执行哪种指令。下面是所有期权交易
所都接受的指令，不过特定电子交易平台可能不会全部都接受。
市价指令（market order）。这是在指令到达交易所后尽快按最好的可能价格买入或卖出
的简单指令。
市场无责任指令（market not held order）。这种指令只能在场内交易柜台（pit trading）存
在的情形下使用，此时场内经纪人（ﬂoor broker）会处理这个指令。该指令对于电子交易并
不适合。使用这类指令的客户把执行指令的权利交给了场内经纪人。场内经纪人对最后的
交易结果并不负责。例如，如果场内经纪人收到一个“不为市场约束”的买入指令，但他觉
得这个股票的价格会下跌（downtick），或者此时有大量的卖出者，那他通常会暂时不执行这
个指令。他认为价格在短期内会下跌，届时他可以以更好的价格来执行这个指令。本质上
说，客户给予了场内经纪人一个权利，以借助场内经纪人的判断来执行指令。如果这个场
内经纪人有自己的观点，并且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该客户有可能会得到一个比使用常规
市价指令更好的价格。不过，如果这个经纪人的观点是错的，那执行的价格可能就会不如
常规的市价指令。
限价指令（limit order）。限价指令是按某一特定的价格，也就是限价买入或卖出的指令。
最终执行的结果可能要好于限价——以更低的价格买或以更高的价格卖。不过，如果没有
碰到限价，该指令就不会被执行。
在场内交易柜台存在的情况下，限价指令可以给场内经纪人一个授权幅度。换句话说，
这个指令可以是“按 5 美元买入，10 美分的授权”。有了这个指示，如果他认为市价不会达
到 5，那场内经纪人就可以按 5.10 来执行这个指令。然而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能以高于
5.10 的价格来执行这个指令。
止损指令（stop order）。这类指令不是在所有的期权交易所都有效。当证券的市场
价格达到或穿过这个指令中所规定的价格时，该止损指令就变成市价指令。买入止损指
令的指定价格要高于当前市场价格，卖出止损指令的指定价格则低于当前市场价格。这
类指令被用于限制亏损或保护盈利。例如，如果某个持有者希望以 3 的价格出售他的期
权，当期权价格低于 2 的水平之下时，一个指定价格为 2 的卖出止损指令就会被启动，此
时，场内经纪人就会尽快地执行这个指令。不过，不能保证该笔交易的成交价格一定会
是 2。需要注意，一些交易所会在期权的买价低于指定价格时触发止损指令，而不是在
最新价低于指定价格时触发。这意味着，在流动性不好的市场中，止损指令可能并不会
按照客户的意愿而触发。一般而言，客户应该在流动性不好的期权上审慎地使用止损
指令。
止损 – 限价指令（stop-limit order）。这类指令是在指定价格被触及时转化为限价指令。
对止损指令来说，只要市场碰到指定的止损价格，该指令就必须尽快执行，而对止损 –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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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指令来说，这取决于市场表现，该指令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例如，某个期权的当前
交易价是 3，而某个客户设置了指定价格为 2 的止损 – 限价指令。市场开始下跌，并且以 2
的价格交易。那你的止损 – 限价指令就会变成以 2 卖出的限制指令。然而，如果价格继续
下跌，变成 1.90，1.80，1.70 等，你将不能卖出你的期权，因为该指令不能以低于 2 的价格
卖出。
撤销前有效指令（good-until-canceled order，GTC）。限价、止损或止损 – 限价指令可以
被标明为“未撤销则有效”。如果这个指令的执行条件没有出现，那该指令就在 6 个月内一
直有效，客户不用重新下单。
通过网络经纪人交易的客户则无法使用“市场无责任”指令，同时，也有可能不能使
用“止损指令”或是“撤销前有效”指令，这取决于其经纪公司。

1.8

盈亏图形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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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展示对于全面理解和评估期权头寸的潜在盈利非常重要。在期权交易中，许多多

TABLE 1-5.
重证券头寸特别需要进行严格的分析，例如股票相对于期权（如卖出备兑期权和卖出比率）
，
Potential profits and losses for an XYZ call purchase.

和期权相对于期权（如各种价差交易）。有些策略家喜欢用表格来说明不同股票价格下某一
XYZ Price at
Call Price at
Profit or
Expiration
Expiration
Loss
具体策略的不同结果，而另一些策略家则认为图形可以更好地说明策略。在本书的后面部
40

$ 0

45

0

分，每当讨论一个新的策略时，我都会既使用表格，又使用图形。

− $ 400
−

【示例 1-16】某个客户想要对其买入的一手看涨期权进行评估。我们既可以用表格，又
50
0
−
5
+
可以用图形来说明以 4 美元的价格买入一手55
XYZ 7 月 50 看涨期权在到期日的潜在盈亏。表

400
400
100

60

10

+

70

20

+ 1,600

1-5 和图 1-5 描述的是相同的信息，图形不过是表中“盈亏”一栏的线性表示。纵轴为盈亏

600

的金额，横轴为股票在到期日的价格。在这个示例里，盈利的金额和股票价格都是到期日

的数据。策略家们常常想要知道到期前的潜在盈亏，而不是到期日。我们在下面的许多地
FIGURE 1-5.

表 1-5

买入 XYZ 看涨期权的潜在盈亏

XYZ 在到期日 到期日的看涨
的价格
期权价格

盈利或亏损
（美元）

40

0

- 400

45

0

-

400

50

0

-

400

55

5

+

100

60

10

+

600

70

20



到期时的盈亏（美元）

方会具体看到，表格和图形对进行必要的分析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Graph of potential profits for an XYZ call purchase.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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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400
到期时的股票价格

+ 1 600

图 1-5 买入 XYZ 看涨期权的潜在盈利图
vertical axis represents dollars of profit or loss, and the horizontal axis shows the stock price
在实践中，这样的一个示例太简单了。对一个简单的、持有至到期日的买入看涨期权
at expiration. In this case, the dollars of profit and the stock price are at the expiration date.
Often, the strategist wants to determine what the potential profits and losses will be before
的头寸作评价，并不需要使用表格或图形，至少不需要两者都用。不过，当我们讨论更复
expiration, rather than at the expiration date itself. Tables and graphs lend themselves well
杂的策略时，在快速决定诸如某个头寸什么时候盈利什么时候亏损，以及在特定股票价格
to the necessary analysis, as will be seen in detail in various places later on.

上投资者的风险增长速度等问题上，这些工具会变得更加有用。

In practice, such an example is too simple to require a table or a graph—certainly
not both—to evaluate the potential profits and losses of a simple call purchase held to
expiration. However, as more complex strategies are discussed, these tools become ever
more useful for quickly determining such things as when a position makes money and
when it loses, or how fast one’s risk increases at certain stock pr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