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Options as a Strategic Investment

看涨期权策略

引言
普通人在交易期权时主要使用的两种期权策略就是买入看涨期权和卖出备
兑看涨期权（covered call writing）。表面上看，这些策略比较简单，所以也被经
常使用。还有许多其他策略涉及看涨期权的使用，这些策略会在本部分的后面
介绍。不过，第 2 章和第 3 章主要讨论基本的看涨期权策略。
卖出备兑看涨期权和买入看涨期权是相对简单的策略。不过，与任何投资
一样，它们可以适用于不同的技巧水平和复杂程度。下文将先对每个策略的基
础知识进行介绍，然后再分别进行深度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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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备兑看涨期权

从名字上看，卖出备兑看涨期权意味着在卖出一手看涨期权的同时，持有相应数量的
标的股票。卖出者对标的股票应当是稍微看多的，至少是中性的。通过卖出看涨期权，投
资者可以降低持股风险。如果股票由于某种原因下跌的话，至少还可以从卖出的看涨期权
中获得一定的收益。不过，卖出备兑看涨期权限制了该投资者的潜在盈利，他有可能无法
完全参与标的股票的大幅上涨过程。这种策略已经变得非常普及，每个策略家都必须完全
掌握它。我将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

2.1

卖出备兑看涨期权的重要性

2.1.1

卖出备兑看涨期权对下行风险的保护

【示例 2-1】某个投资者持有 100 股 XYZ 普通股，该股票现在的市场价为每股 48 美元。
如果该投资者一方面仍继续持有该股票，一方面卖出一手 XYZ 7 月 50 看涨期权，那么，他
就建立了一个卖出备兑看涨期权头寸。假设该投资者通过卖出这手 7 月 50 看涨期权得到了
300 美元的收入。如果 XYZ 在 7 月到期日低于 50 美元，所卖出的看涨期权就会无价值到
期，该投资者就挣到了初始卖出期权时收入的 300 美元。因此，他得到了 300 美元，或者
说 3 点的下行风险保护。也就是说，在总的交易中，即使 XYZ 股票下跌了 3 点，他还可以
保持盈亏平衡。到时，如果他愿意，还可以再卖出一手看涨期权。
请注意，如果标的股价的跌幅超过 3 点，总的头寸就会出现亏损。因此，如果股票的
下跌幅度超过了初始收入的看涨期权的权利金，卖出备兑看涨期权的风险就会成为现实。

2.1.2

股价上升时的好处

如果 XYZ 股票的价格适度上涨，交易者在两种情形下都得到最好的结果。
【示例 2-2】如果 XYZ 在 7 月到期日刚好等于或者低于 50，该看涨期权就会无价值到
期，此时该投资者能从卖出期权的交易中得到 300 美元，再加上持有股票的过程中所得到
的一小部分盈利。注意，他仍然持有这个股票。
如果股价在到期日上升到了 50 的水平之上，卖出备兑看涨期权的交易者就可以在不同
的结果中进行选择。选择之一，他可以什么都不做，这种情况下，期权会被指派，股票会
被其他人按 50 的行权价买走。这时，他的盈利就等于卖出看涨期权所得到的 300 美元，再
加上按每股 48 美元的价格买入股票并按每股 50 美元的价格卖出的交易中所获得的利润。

第2章

卖出备兑看涨期权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他将不再持有这个股票。另一种选择是，如果他想要继续持有股票，
他可以选择从公开市场买回（或者说回补）先前卖出的看涨期权。采取这个决定有可能会导
致卖出备兑看涨期权交易中的期权部分出现亏损，但是，从买入股票的交易中，他会有一
个相对更大的盈利，尽管这个盈利还只是账面数据。使用一些具体的数字，你就可以看出
第 2 种选择是如何运作的。
【示例 2-3】XYZ 的价格在 7 月到期日上升到 60。此时它的看涨期权的卖价为 10，接近
其内在价值。如果投资者用 10 的价格买回了看涨期权，那他在期权的交易中就亏损了 700
美元。（他初始卖出看涨期权收入了 300 美元，而现在他要用 1 000 美元的价格把它买回来。
）
然而，由于买回了看涨期权，他就不再有按照 50（行权价）卖出股票的义务，因此在按 48
买入股票的交易中，他有 12 点的未兑现盈利。把兑现了的和未兑现的盈利加在一起，他的
总盈利为 500 美元。
这个盈利与第一种选择（看涨期权被指派，股票被买走）的交易结果一模一样。如果被
指派，他将保留卖出看涨期权而收入的 300 美元，并从股票的交易（48 买入，50 卖出）中
赚得 2 点（200 美元）
，总的盈利也为 500 美元。这两种情况的主要区别在于，当看涨期权
被指派时，该投资者将不再持有股票；而在买回看涨期权的情况下，他将继续持有股票。在
具体的情况中，很难说这两种方法究竟哪一种更好。
不管股价上涨到多高，卖出备兑看涨期权的盈利都被锁定了，因为卖出者承担了按照
行权价卖出股票的义务。当股价上涨时，备兑看涨期权的卖出者仍会获得盈利，只是盈利
的金额可能就不如没卖出看涨期权时的情形。另一方面，一旦卖出看涨期权，他就可以立
刻得到 300 美元的现金收入，因为卖出者可以立刻收到权利金并随意使用。这笔收入为除
标的股票当前支付的股息之外的额外收入，或者它可以用来弥补股票下跌时的部分亏损。
对于那些喜欢公式的读者来说，下面的公式总结了卖出备兑看涨期权的潜在盈利和盈
亏平衡点：
最大潜在盈利 = 行权价 - 股价 + 看涨期权价格
下行盈亏平衡点 = 行权价 - 看涨期权价格

2.1.3

卖出备兑看涨期权的定量分析

表 2-1 和图 2-1 描述了示例中 XYZ 7 月 50 看涨期权的盈利图形。表中假设看涨期权是
按持平价买回的。如果该股票由于看涨期权被指派而被买走，总盈利仍为 500 美元，只是
股票的卖出价总为 50 美元，而期权的盈利也总为 300 美元。
表 2-1
到期日的 XYZ 价格

XYZ 7 月 50 看涨期权

股票盈利（美元） 到期日的 7 月 50 看涨期权

看涨期权盈利（美元） 总盈利（美元）

40

- 800

0

+ 300

45

- 300

0

+ 300

- 500
0

48

-

0

0

+ 300

+ 300

50

+ 200

0

+ 300

+ 500

55

+ 700

5

- 200

+ 500

60

+1 200

10

- 700

+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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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1.
XYZ covered write.
从这里可以得出若干结论。盈亏平衡点是
45（总盈利为零），在 45 之下则存在风险。如

果持有该头寸到期，可获得的最大盈利
为 500 美元。如果股价没有变化，则盈
利为 300 美元。也就是说，即使股价纹
丝未动，备兑看涨期权的卖出者也能盈
利 300 美元。
所有卖出备兑看涨期权的交易的盈
利图形都与图 2-1 相似。请注意，如果

到期时的盈亏（美元）

26

+500
最大盈利区域
0

45

55

60

下行风险
到期时的股票价格

该头寸持有至到期，只要股价等于或高
于行权价，就能获得最大盈利。不过，

50

图 2-1

XYZ 卖出备兑看涨期权

该策略有下行风险。如果股价下跌太多，那期权权利金就有可能不能补偿全部的亏损。我
COVERED WRITING PHILOSOPHY
们会在后文讨论下行风险的保护策略，以限制下行风险。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covered writing, for most investors, is increased income through
stock ownership. An ever-increasing number of private and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re
2.2 卖出备兑看涨期权的哲学
writing call options against the stocks that they own. The facts that the option premium
acts as a partial compensation for a decline in price by the underlying stock, and that the
对大多数投资者来说，卖出备兑的主要目的是增加持股过程中的收入。越来越多的私
premium represents an increase in income to the stockholder, are evident. The strategy
of owning the stock and writing the call will outperform outright stock ownership if the
人和机构投资者就他们所持有的股票卖出看涨期权。有两项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股价下
stock falls, remains the same, or even rises slightly. In fact, the only time that the outright
跌的话，期权权利金可以部分弥补下跌的损失，并且期权权利金可以增加股票持有者的收
owner of the stock will outperform a covered writer is if the stock increases in price by a
relatively substantial amount during the life of the call. Moreover, if one consistently
入。在股价下跌、维持不变，甚至是稍微上涨的情况下，在持有股票的同时卖出看涨期权
writes call options against his stock, his portfolio will show less variability of results
的策略，其表现要比只持有股票好。事实上，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只持有股票的收益会比卖
from quarter to quarter. The total position—long stock and short option—has less
出备兑要好，那就是在该期权的存续期内股价相对来说有显著地上涨。此外，如果某个投
volatility than the stock alone, so on a quarter-by-quarter basis, results will be closer to
average than they would be with normal stock ownership. This is an attractive feature,
资者就他的股票持续不断地卖出看涨期权，其投资组合的投资绩效在不同季度之间的变动
especially for portfolio managers.
就不会那么大。这个总头寸（买入股票和卖出期权）的波动率比只持有股票更小。因此，从
However, one should not assume that covered writing will outperform stock ownership.
Stocks
sometimes tend to make most of their gains in large spurts. A covered writer
季度的频率来看，卖出备兑的收益要比正常的持有股票更接近于平均值。这是一个很有吸
will not participate in moves such as that. The long-term gains that are quoted for holding
引力的特征，对组合管理人而言尤其如此。
stocks include periods of large gains and sometimes periods of large losses as well. The
covered writer will not participate in the largest of those gains, since his profit potential
不过，并不是说卖出备兑的表现就一定会比持有股票更好。在股价大幅上涨的时候，
is limited.

只持有股票的策略的获利能力最大。备兑卖出者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参与。持有股票的长期
收益包括阶段性的大幅度盈利和时而阶段性的大幅度亏损。备兑卖出者无法得到那些最大
的盈利，因为他的潜在盈利是有限的。

2.2.1

股票的实际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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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深入地讨论卖出备兑策略之前，看一看持有什么样的股票可以卖出期权也许是有
益的。还记得吧，本书的讨论适用于场内期权。如果某个投资者将他的股票保存在他的经
纪公司处的现金或保证金账户里，那就不需要再满足任何额外的要求，他就可以就他所持
有的每 100 股股票卖出一手期权合约。不过，即使在没有在经纪公司处实际存入股票的情
况下，投资者也有可能可以卖出备兑期权。有好几种办法可以这样做，它们都涉及在一家
银行中存入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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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把股票存进银行时，投资者就可以要求银行给他的期权经纪公司出具一份保管收据
（escrow receipt）或是一份担保书（letter of guarantee）。这个银行必须是一家“得到批准”的
银行，这样，经纪公司才会接受它的担保书，而且，不是所有的经纪公司都接受担保书的。
这些东西是要花钱的，每卖出一次期权，就必须要有一份新的契约收据或担保书。如果所
涉及的只是 100 股或 200 股股票，这样的花费就有可能变得不可接受。
对不想在经纪公司存入股票但又想卖出期权的客户来说，还有另一种办法。他可以将
股票存在一家是存管信托公司（depository trust corporation，DTC）的会员银行里。存管信托
公司向期权清算公司担保，如果看涨期权卖出者收到指派通知的话，它将事实上交割股票。
对投资者来说，这是最方便的方法，也是大部分卖出备兑期权的机构投资者使用得最多的
方法。银行一般对机构账户免费提供这项服务。不过，只有少数银行是存管信托公司的会
员，而这些银行一般都规模较大，坐落于大城市。因此，对许多个体投资者来说，要利用
这种存管信托公司的交易优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2.2

卖出备兑的类型

虽然所有的卖出备兑都涉及就持有的股票卖出看涨期权，但有不同的术语来描写不
同类型的卖出备兑。有两个术语用得最为广泛，它们包含了所有的卖出备兑，一个是虚值
卖出备兑（out-of-the-money covered write），另一个是实值卖出备兑（in-the-money covered
write）。很明显，这两个术语指的是在初始建立头寸的时候，该期权自身究竟是实值还是虚
值的。有时，卖出备兑的分类依据于所涉及的股票的性质（低价卖出备兑、高收益卖出备兑
等），但这些都只是这两大类的子集。
一般而言，相对于实值卖出备兑来说，虚值卖出备兑能提供更高的潜在收益，但对风
险的保护程度则较低。根据在建立合约时该看涨期权实值或虚值的程度，投资者可以建立
一个进攻型或防守型的卖出备兑头寸。实值卖出更多地是防守型卖出备兑头寸。
让我们通过一些示例来说明，从一个策略家的角度来看，为什么某个卖出备兑比另一
个更为保守。
【示例 2-4】XYZ 普通股股票的售价是 45，有两个期权在考虑范围之内：售价为 8 的
XYZ 7 月 40 看涨期权以及售价为 1 的 XYZ 7 月 50 看涨期权。表 2-2 表示了在卖出备兑中
使用 7 月 40 和 7 月 50 的盈利能力。7 月 40 的实值卖出备兑在到期日可以提供 8 点，也
就是 18% 的保护，可以保护到价格为 37 的程度（盈亏平衡点）。虚值的 7 月 50 的卖出备
兑对到期日的价格下行风险只提供了 1 点的保护。因此，同虚值卖出备兑相比，实值卖出
备兑提供了更大的对价格下行风险的保护。这个结论并不仅适用于这个示例，它是普遍正
确的。
在金融世界的平衡中，凡是风险较小的投资头寸，它们的潜在收益也就较低，这是一
个普遍真理。上面的示例也不例外。7 月 40 实值卖出备兑的最大潜在盈利是 300 美元，在
到期日，只要股价高于 40，就可以实现最大潜在盈利。另一方面，7 月 50 虚值卖出备兑的
最大潜在盈利是 600 美元，在到期日，只要股价高于 50，就可以实现最大潜在盈利。一般
而言，虚值卖出备兑的最大潜在盈利都比实值卖出备兑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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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7 月 40 看涨期权和 7 月 50 看涨期权的盈利或亏损

7 月 40 实值卖出
到期日的股价

7 月 50 虚值卖出

总盈利（美元）

35

到期日的股价

总盈利（美元）

-200

35

-900

37

0

40

-400

40

+300

44

0

45

+300

45

+100

50

+300

50

+600

60

+300

60

+600

要对两个卖出备兑作真正的比较，你必须观察在到期日当股票价格在 40 ～ 50 之间时
会发生些什么。在这个价格范围内，实值卖出会实现它的最大盈利。即使标的股价在到期
日时下跌了 5 点，仍能让实值卖出者获得最大盈利。然而，只有在标的股价上涨的情况下，
虚值卖出备兑才有可能实现最大潜在盈利。这进一步说明了实值卖出备兑的保守性。应当
注意到，尽管潜在盈利比较小，但就其收益率来看，实值卖出备兑仍具有吸引力，特别是
在使用保证金账户进行卖出的情况下。
投资者可以通过卖出虚值备兑看涨期权来构建一个更具有进攻性的头寸。在这种情况
下，投资者对标的股票应当是看多的。如果投资者对股票的看法是中性的或者略微看空的，
则进行实值卖出备兑就更为合适。如果投资者对所持有的股票确实看空，那么他应该卖出
股票，而不是建立一个卖出备兑。

2.3

卖出备兑的总收益的概念
当投资者卖出虚值备兑期权时，总头寸偏向于更多地反映股票的价格运动，而不是卖

出备兑看涨期权的好处。因为虚值看涨期权的权利金相对较小，如果股价下跌，整个头寸
的结果就更容易为股票的亏损所影响。如果股价上涨，不管到期时该期权的结果如何，这
个头寸总是赚钱的。另一方面，实值卖出备兑则更像是一个“总的”头寸，能从相对大的期
权权利金中得到好处。如果股价下跌，这个头寸仍然可以盈利，事实上，它甚至可能获得
最大盈利。当然，如果股价上涨，实值卖出备兑也可以赚钱，只是其盈利的百分比一般没
有虚值卖出备兑的那么大。
对那些相信卖出备兑的总收益概念的人来说，他们会认为对价格下行风险的保护和最
大潜在盈利都是重要的因素。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如果必要，他们可以接受被指派而让
出股票。当权利金不大或者较小时，只有实值卖出备兑才能满足总收益的哲学。
有的备兑卖出者不愿意因为行权而失去他们的股票，因此，他们常常卖出深度虚值的
看涨期权，以减小在到期日被指派的可能性。这些卖出者只获得了很小的下行风险保护，
为了盈利，他们必须几乎全部依赖于股票自身的交易结果。这样的哲学，与其说是在操作
卖出备兑策略，不如说是一个股票持有者在就自己所持有的股票而交易期权。事实上，有
的备兑卖出者会在卖出备兑期间有盈利的情况下，买回其卖出的期权，以求获得快速盈利。
这也同样是持有股票的哲学，而不是卖出备兑的策略。总收益的概念代表了真正的卖出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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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策略，通过总收益的概念，投资者会将整个头寸看为一体，而不是只关心其股票的交易
结果。

保守型的卖出备兑
卖出备兑一般被视为保守型的策略。这是因为只要备兑卖出者一直持有头寸到期，那
他的风险一般比股票持有者要小。如果标的股价下跌，备兑卖出者总是可以用所收到的权
利金来弥补他的部分损失，不管这笔权利金有多小。
不过，正如前面的章节中所提到的，有些卖出备兑明显地比另一些更保守。对于什么
是保守型的卖出备兑，期权卖出者的意见不都是一致的。一些人认为保守型的卖出备兑是
指对保守型的股票（一般收益率较高、波动率较低）卖出期权（可能是虚值的）。在这个
头寸中，该股票确实是保守型的，但这个头寸更应该被称为对保守型的股票进行卖出备兑
（covered write on a conservative stock）。这与保守型的卖出备兑（conservative covered write）
有显著的差异。
真正的保守型的卖出备兑是指总头寸是保守的——它的风险更小而盈利的可能性更
高。在实值卖出中，即使股票自身不是保守型的，如果期权选择得当，也可以变成一个保
守型的总头寸。显然，投资者不能卖出深度实值的期权。如果这样做的话，虽然他会得到
大量的下行风险保护，但他的收益会受到极大的限制。如果该投资者希望以名义盈利率
（nominal rate of proﬁt）对其财富进行最大限度的保护，那么他可以把钱存进银行。与之相对
的，保守型的备兑卖出者是希望在获得可接受的潜在盈利的同时，也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
保护。
【示例 2-5】让我们再假设 XYZ 普通股股票的售价是 45，XYZ 7 月 40 看涨期权的售价
是 8。一手 XYZ 7 月 40 卖出备兑需要现金账户中有 3 700 美元的投资，其中 4 500 美元用
来买 100 股股票，再减去收到的 800 美元期权权利金。该笔卖出备兑的最大潜在盈利是 300
美元。因此，该头寸的潜在收益率是 300/3 700 ≈ 0.08。也就是说，在必须持有该头寸的时
间内，其潜在收益率刚好超过 8%。由于期权的存续期最有可能是 9 个月或更短，这个收益
率就会超出每年 10%。如果该笔卖出备兑是用保证金账户来建立的，那收益率会更高。
请注意，我们忽略了标的股票的股息和交易手续费，这些因素会在下一节中详细讨论。
此外，投资者应该意识到，如果他在计算某个卖出备兑的年化收益率，他并不能必然获得
这个收益率。能够确定的只是该卖出者可能在 9 个月里获得 8%。没有人能够担保，在 9 个
月之后，当这个看涨期权到期时，还能建立一个相同的头寸，在剩下的 3 个月里保持同样
的收益率。使用年化收益率的唯一目的，只是为在不同的卖出备兑之间进行相互比较提供
方便。
该卖出者的年化收益率超出 10% 的头寸和 8 点的价格下行风险的保护。因此，除非
XYZ 普通股股价跌幅超过 8 点，或者说将近 18%，否则这个总头寸 都是一个不会亏损的投
资；而且，只要 XYZ 普通股股价上升、保持不变，或下跌不到 5 点（到 40），这就是一个
相当于 10% 年化收益率的投资。这是一个保守型的头寸，即使 XYZ 自身不是一个保守型的
股票，卖出这个期权的行动也会让这个总头寸 变成为一个保守型的头寸。唯一有可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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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总头寸的保守性的因素是 XYZ 股票的波动情况，如果它波动剧烈，那它在 9 个月中很
有可能会跌过 8 点。
就策略而言，上面所描述的总头寸，比起某个卖出者买入一个收益率为 6% 或 7% 的保
守型股票，同时卖出一手虚值看涨期权以获得很小的权利金的策略来说，要更好一些，也
要更保守一些。如果这个保守型的股票的价格下跌，卖出者就会陷入亏损的处境，因为此
时期权不能提供任何高于权利金的下行风险保护。正如前文所提及的，一个高收益的、低
波动率的股票的实值期权并不会有多少时间价值，因此投资者就不能对这个保守型的股票
有效地建立实值卖出备兑头寸。

2.4

计算投资收益
读者已对卖出备兑看涨期权有一些大致的了解，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如何计算投资

收益率。投资者在建立卖出备兑头寸时，需要始终准确地知道潜在收益（包括所有费用）是
多少。投资者是否使用折扣经纪商、电子经纪商，对手续费率的影响很大。在下面的例子
中，我们总是假设股票的手续费为每股 3 美分，期权的手续费为每手 5 美元。投资者在实
际计算其收益时，应该使用对应的手续费率。只有弄清楚了计算收益的过程，投资者才可
以更合逻辑地决定哪种卖出备兑是最具有吸引力的。
在建立头寸之前，有三个关于卖出备兑的基本因素需要计算。第一个因素是行权收益
（return if exercise）。这是在股票被交割的情况下卖出者会得到的投资收益。对虚值卖出备兑
来说，要得到行权收益，股票的价格就必须上涨。然而，对实值卖出备兑来说，即使在期
权到期时股价没有变化，仍然可以得到行权收益。因此，更有利的方法是计算无变化时收
益（return if unchanged），即如果期权到期时标的股价不变时的收益。此时，投资者可以使
用股价不变收益来对虚值和实值卖出备兑做更公平的比较，这时对股价变动就没有做过多
的假设。备兑卖出者应当考虑的第三个重要的统计数据是在考虑了所有费用之后的下行盈
亏平衡点（downside break-even point）。只要知道了这个盈亏平衡点，投资者就可以轻易地
计算出他从卖出看涨期权中所得到的下行保护（downside protection）的比率。
【示例 2-6】某个投资者在考虑下面的 6 个月看涨期权的卖出备兑：按 43 买入 500 股
XYZ 股票，按 3 卖出 5 手 XYZ 7 月 45 看涨期权。首先他必须计算出所需要的净投资（见表
2-3）。在现金账户中，这项投资包括全额支付买入股票的金额，再减去从卖出期权中所得
到的净收入。请注意，这里的净投资金额包括了所有为建立这个头寸所必须支付的手续费。
（这里所用的手续费只是一些大概的数字，不同公司之间所收的手续费会有差异。
）当然，如
果投资者想要提走期权权利金（他完全可以这样做），这时他的净投资就会由股票成本加上
手续费而组成。一旦知道了必要投资的金额，该卖出者就可以计算出行权收益。表 2-4 说明
了它的计算过程。投资者首先需要计算出行权时的盈利，然后用其除以净投资以得到行权
收益率。请注意，这个计算过程中包括了股息。假设在看涨期权的存续期里，500 股 XYZ
股票将得到 500 美元的股息。另外，所有的手续费也都包括在内——净投资包括了初始买
入股票和卖出期权的手续费，卖出股票的手续费是另外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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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净投资—现金账户

表 2-4

股票成本（500 股，每股 43）
21 500 美元
加上购买股票的手续费
+
15
- 1 500
减去收到的期权权利金
加上卖出期权的手续费
+
25
净现金投资
20 04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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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权收益—现金账户

卖出股票的收益（500 股，每股 45）
22 500 美元
减去卖出股票的手续费
15
加上到期日前收到的股息
+
500
- 20 040
减去净投资
行权时的净盈利
2 945 美元
行权收益率 = 2 945 / 20 040 = 14.7%

为 了 实 现 这 里 计 算 的 收 益， 在 到 期 日 时，XYZ 股 价 必 须 从 现 在 的 43 上 涨 到 45 以
上。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如果能够知道在价格没有变化时卖出者的收益，可能就会更有用。
表 2-5 说明了计算股价不变收益的方法。股价不变收益也被称作静止收益（static return），有
时还被不正确地称作预期收益（expected return）。同样，投资者首先需要计算出盈利，然后
用盈利除以净投资，从而计算出收益率。有一点很重要，应当在这里指出：表 2-5 中没有
计入卖出股票的手续费。这是最通用的股价不变收益的计算方法：这样做是因为在大多数
情况下，如果价格没有变化，投资者会留下股票，然后就同一股票再卖出另一手看涨期权。
不过，同时还要记住，如果卖出的期权是实值的，股价不变收益就与行权收益相同。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卖出股票的手续费就必须包括在内。
卖出者在计算出必要的收益，以及对其可以从卖出备兑交易中赚多少钱有了一个大致
的概念之后，下一步他就要计算出准确的下行盈亏平衡点，以确定这个卖出备兑可以提供
怎么样的下行保护（见表 2-6）。卖出备兑的总收益的概念，是在选择一个卖出备兑头寸时，
综合考虑潜在收益和下行风险保护。如果股票持有至到期，并且收到了 500 美元的股息，
那在股价为 39.08 的时候，该卖出者会实现盈亏平衡。同样地，卖出股票的手续费一般不包
括在盈亏平衡点的计算中，因为此时所卖出的看涨期权会完全无价值到期，而卖出者可以
就同一股票再卖出另一手看涨期权。我们会在后面讨论就已经持有的股票继续卖出备兑的
问题。从许多情况中都可以看到，持续持有某个股票并持续卖出期权，相对于换一个股票
来卖出期权要更有优势。
表 2-5

股价不变收益—现金账户

股价不变时的股票价值（500 股，每股 43）
加上股息
减去净投资
股价不变时的盈利

21 500 美元
+
500
- 20 040
1 960 美元

表 2-6



股价不变收益率 = 1 960 / 20 040 = 9.8%

下行盈亏平衡点—现金账户

净投资
减去股息
到期时股票总成本
除以股票数量
盈亏平衡价格

20 040 美元
500
19 540 美元
÷
500
39.08
-

下一步，我们将盈亏平衡价格转化为下行保护百分比（见表 2-7），这是一种方便的、用
以在不同价格的股票之间比较下行保护的方法。我们在后面将看到，把下行保护同标的股
票的波动率进行比较实际上更好。因为只知道下行保护而不知道标的股票的波动率是有问
题的。例如，对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股票来说，10% 的
保护已经足够，而同样的保护比例对于更为波动的股票
可能就稍显不足。第 28 章（数学应用）将提供用波动率
来表示的下行保护的公式。
在接着讨论什么收益率究竟适用于什么样的情形之

表 2-7

下行保护百分比—现金账户

初始股价
减去盈亏平衡价格
受保护的点数
除以初始股价
下行保护百分比

43
39.08
3.92
÷ 43
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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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让我们先将同样的示例运用到一个使用保证金账户建立的卖出备兑（保证金卖出备兑）
上。使用保证金可以提供更高的收益率，因为净投资会更小。不过，债务（从经纪公司所借
的那部分钱）所需付的保证金利息会抬高盈亏平衡点，因而略为降低了卖出看涨期权对价格
的下行保护。同样地，在净投资的计算里包括了所有为建立头寸而支付的手续费。
表 2-8

所需的净投资—保证金账户

21 500 美元
15
21 515 美元
×
50%
10 758 美元
- 1 500
+
25
9 283 美元

股票成本
加上股票手续费
净股票成本
乘以保证金比率
所需本金
减去收到的权利金
加上期权手续费
净保证金投资

+

债务计算：
净股票成本
减去本金
债务 (50% 的保证金）

21 515 美元
- 10 758 美元
10 757 美元

【示例 2-7】使用现金账户进行卖出备兑（现金卖出备兑）的净投资是 20 040 美元。当
保证金融资比率（由联储银行设立）为 50% 时，保证金卖出备兑所需的投资不到现金的一
半。如果投资者想把权利金从保证金账户中提走，他可以立刻这样做，只要他的账户里存
入了足够的资产来购买股票。如果他提走权利金，那他的净投资会等于表 2-8 的右侧所显示
的债务计算。
表 2-9 ～表 2-12 说明了保证金卖出备兑的计算过程。如果投资者已经计算过了现金卖
出备兑的情况，那他很容易就会使用方法二。方法一的计算过程则是第一次出现。
保证金卖出备兑的行权收益是 25.6%。在示例 2-6 中，现金卖出备兑的行权收益为
14.7%。因此保证金卖出备兑的行权收益要高得多。事实上，除卖出深度实值的备兑看涨期
权的情形之外，保证金卖出备兑的收益总是比现金卖出备兑的收益要高。卖出的看涨期权
的虚值程度越高，在计算行权收益时，现金和保证金卖出备兑的收益差异就越大。
表 2-9

行权收益—保证金账户

方法一

方法二
22 500 美元
15
+
500
- 538

股票销售所得
减去股票的手续费
加上股息
减去所付保证金利息
（10 758 美元以 10% 借入 6 个月）
减去债务
减去净保证金投资
净盈利（保证金）

行权时的净盈利（现金）
减去保证金利息
行权时的净盈利（保证金）

2 945 美元
-538
2 407 美元

- 10 757
- 9 283
2 407 美元
行权收益 = 2 407 / 9 283 = 25.9%

表 2-10

股价不变收益—保证金账户

方法一
股价不变时的股票价值
（500 股，股价 43）
加上股息

方法二
21 500 美元
+500

股价不变时的净盈利（现金）
减去保证金利息
股价不变时的净盈利（保证金）

1 960 美元
-538
1 422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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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方法一
减去所付保证金利息
（10 910 美元以 10% 借入 6 个月）
减去债务
减去净投资（保证金）
股价不变时的净盈利（保证金）

方法二
-

538

-10 757
- 9 283
1 422
行权收益 = 1 422 / 9 283 = 15.3%

与计算行权收益时一样，对现金和保证金来说
股价不变收益的计算方法类似。唯一不同的是要从
盈利中减去所付的保证金利息。只要期权权利金足
以弥补所付的保证金利息，保证金卖出备兑的股价
不变收益也同样会比现金卖出备兑时高。在现金卖
出备兑的示例中，其股价不变收益是 9.8%，而在保
证金卖出备兑时是 15.3%。一般而言，无论初始股
价在哪个方向上离行权价越远（虚值或者实值），保
证金卖出备兑的股价不变收益超出现金卖出备兑时
的数量就越小。事实上，当看涨期权为深度虚值或
深度实值时，现金卖出备兑的股价不变收益会比保
证金卖出备兑时要高。表 2-11 显示了保证金卖出备

表 2-11

盈亏平衡点—保证金账户

净保证金投资
9 283 美元
加上债务
+10 757
- 500
减去股息
加上所付保证金利息
+ 538
股票到期时总成本
20 078 美元
除以股票数量
÷ 500
盈亏平衡价格（保证金）
40.16

表 2-12

下行保护百分比—保证金账户

初始股价
减去盈亏平衡价格（保证金）
保护的点数
除以初始股价
下行保护百分比（保证金）

43
- 40.16
2.84
÷43
6.6%

兑的盈亏平衡点（40.16），要高于现金卖出备兑时的盈亏平衡点（39.08，见表 2-6），导致
这一差异的原因在于保证金利息。类似地，我们也可以像表 2-12 那样计算出下行保护百分
比。显然，由于保证金卖出备兑的盈亏平衡点比现金卖出备兑要高，那保证金卖出备兑的
下行保护百分比就较低。
关于保证金卖出备兑，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经纪公司最多只会借给你为 0.5 倍行权价数
量的资金。例如，你不可能按 20 买入一只股票，再以行权价为 10 点卖出一手深度实值看
涨期权，从而免费进行交易。在这种情况下，经纪公司只会借给你 5，即 0.5 倍行权价数量
的资金。
即使是这样，还是有可能通过融资来建立需要很少甚至为零的自有资金的卖出备兑看
涨期权。例如，假设某只股票的售价为 38，某个长期的行权价为 40 的长期期权的售价为
19。这样，自有资金的需求就是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得到了什么免费的东西。确实，
你的自有资金是零，但是你的风险仍然是 19 点。同时，你的经纪人会一开始就要求你存入
某种最低要求的保证金，而且，一旦标的股票的价格下跌，自然会要求你追加维持保证金。
此外，在这个长期期权的存续期里，你需要一直支付保证金利息。杠杆可以是件好事儿，
也可以是件坏事儿，这个策略的杠杆很高，如果你要这样做，就一定要非常小心。

2.4.1

复息

机敏的读者应当已经注意到，我们对保证金利息的计算是非常简化的——利率的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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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被忽略了。也就是说，因为利息正常情况下是按月加到账户中的，在卖出备兑的后期，
投资者在付利息的时候，不但要为初始的债务付利息，还要为所有先前每个月的利息付利
息。后面讨论套利技术的章节中会详细地描述这种效应。简单地说，不是用债务乘以利率
再乘上到期前的时间来计算利息，而是应当使用：
保证金利息 = 债务 [(1 + r)t - 1]
式中，r 是每个月的利率；t 是到期前的月数。（使用到期前的天数是不正确的，因为经纪公
司是按月而不是按天来计算利息）
在上一节的示例二中，债务是 10 757 美元，时间是 6 个月，年度利率是 10%。使用这
个更复杂一些的公式，所要支付的保证金利息就会是 549 美元，而用简单公式算出来的结
果是 538 美元。就百分比而言，两者的差别不大。因此，在通常的实际操作中使用的都是
简单的公式。

2.4.2

头寸规模

如果投资者在某个公司交易，没有最小固定手续费（即使交易的股数非常少，也要按照
某个固定金额支付费用）的限制，那所交易的卖出备兑的股数就与收益不相关。然而，大多
数经纪商都会收取最小手续费，即便是高折扣的电子经纪商也是如此。此外，全能经纪商
经常对大客户收取很低的手续费率（相反，对小客户则收取较高的手续费率）。
备兑期权的卖出者需要记住这一点，更低的手续费率当然会带来更高的收益。即使是
在高折扣经纪商处交易的投资者也应该确信他们所建立的卖出备兑头寸足够大，能够超过
该经纪商的最小手续费标准。如果执行最小手续费标准时，只交易很少股数的卖出备兑头
寸会显著地降低收益。

2.4.3

一毛钱会造成多大区别

与卖出备兑潜在收益有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当然是交易中所涉及的股票和期权的价
格。你买入股票时多付几分钱，或者卖出看涨期权时少收入一两毛钱，看上去似乎无关紧
要，但是，即使是一个相对很小的数目也有可能导致潜在收益的数量发生令人惊讶的变化。
虽然所有的卖出备兑都受此影响，但对实值期权的卖出者来说尤其如此。让我们使用前面
的 500 股卖出备兑的示例来说明这一点，这里同样也包括所有的费用。
同前面一样，保证金卖出备兑的结果要比现金卖出备兑的结果明显得多。在两种情况
下，盈亏平衡点的变化都不大。不过，潜在收益的变化则相当显著。请注意，如果某个投
资者在股票上多付一毛钱，并且在看涨期权上少收入一毛钱（见表 2-13 里最右侧一栏），那
么，他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就更多数目股票而卖出备兑的效果。从表 2-13 中可以看到，
在这些价格上（股价 43，看涨期权价格 3）
，就 300 股股票卖出备兑的收益，与股价是 43⅛
和看涨期权价格是 2⅞ 时就 500 股股票卖出备兑的收益几乎是相同的。
表 2-13 清楚地显示出，以市价建立卖出备兑的指令不见得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举动，特
别是在你对潜在收益的计算是以报纸上的最新价或者收盘价为基础时。在下一节中，我们
将深入讨论建立卖出备兑指令的合适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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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股票和期权价格对卖出备兑收益的影响

按 43 买入股票
按 3 卖出看涨期权
行权收益
股价不变收益
盈亏平衡点

2.5

卖出备兑看涨期权

按 43.10 买入股票
按 3 卖出看涨期权

按 43.10 买入股票
按 2.90 卖出看涨期权

现金

保证金

现金

保证金

现金

保证金

14.7%

25.9%

14.4%

25.3%

14.1%

24.6%

9.8%
39.08

15.3%
40.16

9.8%
39.18

15.3%
40.26

9.5%
39.28

14.7%
40.36

卖出备兑指令的执行
在建立卖出备兑头寸的时候，通常会有这样的问题：应当先交易哪一个？先买股票还

是先卖期权？正确的答案是，哪一个都不应当先交易。事实上，想要让卖出备兑的双边都
以期望的价格成交，唯一的办法就是同时买入股票和卖出期权。
如果先建了一条“腿”，即先买入了股票，然后再设法卖出期权，或者是反过来，那么
投资者就将自己置于风险之中。
【示例 2-8】某个投资者想要按 43 买入 XYZ 股票，按 3 卖出 7 月 45 看涨期权。如果他
先按 3 卖出了期权，再试图买入股票，那他也许会发现自己可能需要为股票支付高于 43 的
价格。另一方面，如果他想要先买股票然后再卖期权，他也许会发现期权的价格已经下跌
了。无论是哪种情况，这个卖出者都必须接受这个卖出备兑的较低收益。表 2-13 显示了在
某个投资者不得不“分腿”建立头寸而放弃一毛钱的情况下，他的收益会受到的影响。

建立一个净头寸
备兑卖出者真正想做的事是保证他能得到他想要的净价格。如果他想要按 43 买入股
票，按 3 卖出期权，他想要建立的就是一个价格为 40 的净头寸。一般情况下，如果他能够
按 3.10 卖出期权，那他对按 43.10 买入股票就不会在乎，因为他仍然可以得到一个价格为
40 的净头寸。
“净”卖出备兑指令必须通过一家经纪公司的指令柜台或是通过网络经纪商的“价差指
令通道”（spread order entry）来建立。如果你计划交易大量的卖出备兑头寸，那应确信你的
经纪公司提供“净”指令安排，不管是通过网络还是直接通过指令柜台。这也被叫作条件指
令（contingent order）。大部分主要的经纪公司都为顾客提供这类服务。不过，有的经纪公司
对这一指令的最少股数有要求。也就是说，为了得到这样的服务，投资者必须至少交易 500
股或 1 000 股。不过，有的经纪公司对即使是 100 股的卖出备兑，也会接受净指令。如果某
个投资者想要在两个交易所（股票和期权交易所）分别下达指令且自己来执行指令，那么，
就很有可能会错过一毛钱。因此，他最好能从经纪公司那里得到这种服务。此外，如果他
的指令只涉及较少数目的股份，那么，他应当选择一家接受小头寸净指令的经纪公司。
读者必须理解，没有人可以保证净头寸指令一定会成交。净指令通常为“无责任”（not
held）指令，也就是说，即使当前市场买价和卖价能够实现这个指令，它也并不必然会被执
行。当然，如果有可能，经纪人会试图去让这个指令成交，因为这就是他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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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个投资者按 43 买入股票，按 3 卖出看涨期权，他的收益会不会同按 43.10 买入
股票再按 3.10 售出看涨期权的收益一样呢？答案是肯定的。当价格变化不大时，二者收益
是非常相似的。不用图表也能看出这一点。如果某个投资者为股票多付了 1 毛钱，他每 100
股的投资就增加了 10 美元，或者说，在一笔 500 股的交易里，总共增加了 50 美元。不过，
由于他从看涨期权中多收入了 1 毛钱，这意味着他的投资减少了 50 美元。因此，除手续费
以外，净投资没有发生什么变化。500 股每 100 股 43.10 美元的手续费比 500 股每 100 股 43
美元的手续费可能会稍微高一些，同样，5 手每手 3.10 的看涨期权手续费会比 5 手每手 3 美
元的看涨期权手续费稍微高一些。即使是这样，由于手续费的增加额很小，它对收益的影
响不会超过千分之一。
如果把这个观念引到极端，有可能会导致某种错误的结论。如果某个投资者要按 40.50
买入股票，按 0.50 卖出看涨期权，他仍然会收到 40 的净值，但是若干方面会有显著的变
化。行权收益令人惊讶地保持不变，但股价不变收益和对市场下行保护的百分比则急剧地
下降了。如果某个投资者要按 48 买入股票，按 8 卖出看涨期权，净值仍然是 40，那他就会
改进他的股价不变收益和对市场下行保护的百分比。事实上，当你在一家经纪公司下达一
个净指令的时候，你通常会得到一个同初始下达指令时相当接近的执行价格。我们在这里
提到的这种极端向上或极端向下的例子，在实践中是很少出现在同一个交易日里。

2.6

选择卖出备兑头寸
前面的章节中，在介绍卖出备兑的类型以及如何计算收益和盈亏平衡点时，我们为每

个备兑期权卖出者最终要做的决定奠定了基础，这个决定就是：选择要买的股票和要卖的期
权。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因为市场中有大量的股票，行权价和到期日可以选择。
由于大多数投资者进行卖出备兑的主要目的都是想在持有股票的同时增加收入，因此
在选择卖出哪个期权时，投资的收益就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但是，这个决定不能仅考
虑收益。股票的波动率越大，所提供的收益就越高，但相应的风险也就越大，因为它们的
价格有迅速下跌的可能性。因此，在卖出备兑上，对价格下行的保护也是一个重要的目标。
最后，标的股票自身的质量以及它的技术面和基本面的前景也很重要。下面的章节旨在分
析备兑卖出者需要考虑的因素。

2.6.1

预计收益

某个投资者所追求的收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这个投资者个人的选择。一般而言，
在对各种卖出备兑作比较时，应当使用年化股价不变收益。使用这个收益作为衡量标准，
投资者在计算潜在收益时，就不必对股票的价格上行运动作任何假设。在确定什么是最低
的可接受的收益时，一个普遍的规则是，只有在股价不变收益每个月至少为 1% 时，才考虑
进行卖出备兑交易。这就是说，3 个月期的卖出备兑至少要能提供 3% 的股价不变收益，6
个月期的卖出备兑至少要能提供 6% 的股价不变收益。当期权权利金比较高时，会有许多
符合该标准的卖出备兑，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许可以把标准定得高一些，比如说，每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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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½% 或者 2%。同时，投资者必须对他的最低收益标准（无论它是每月 1% 还是每月 2%）
足以抵消他所冒的风险这一点感到有把握。也就是说，如果所持股票的价格下跌到了所得
权利金的范围之外，这样的风险仍然可以稳妥地为潜在收益所抵消。应当指出的是，每月
1% 的收益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特别是该收益很可能会实现的时候。不过，如果类似
债券这样的风险较小的投资也有 12% 的年化收益率的话，备兑卖出者就应当把他的目标设
得更高一些。
一般而言，在对各种卖出备兑情形进行比较的时候，是在对它们的年化收益进行比较。
但是，投资者不应当由此相信，他总是能够实现这个预期的年化收益率。某个备兑期权在 6
个月里提供了 6% 的收益，其年化收益率为 12%。如果某个投资者建立了这样一个头寸，那
么他所得到的只是 6 个月里的 6%。他无法确定在今后的 6 个月里一定会有另外一个能够在
6 个月里提供 6% 的头寸存在。
卖出的期权的实值程度越深，实现股价不变收益的可能性就越大。请记住，在实值的
情况下，股价不变收益与行权收益是相同的。除非股票在到期日跌到了行权价之下，否则
两者就都能实现。因此，对于卖出实值备兑期权来说，如果股价上升、保持不变，或者甚
至在到期日时略微跌了一点儿，它都能够实现预期的收益。对于卖出虚值备兑期权来说，
如果股价上升，那就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潜在收益。但是，如果股价保持不变或者下跌，那
么其表现一般而言就要比卖出实值要差。这就是为什么说“股价不变收益是一个较好的比较
方式”的原因。

2.6.2

下行保护

量化下行保护要比量化预期收益要难。正如前文提到的，下行保护百分比常常被用来
作为一种衡量标准。不过，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引起误解，因为波动率较大的股票总能提供
更大比例的下行保护（它们的权利金更高）。困难在于，高波动股票的 10% 的下行保护，应
该与低波动股票多少的下行保护相当呢？ 6% 的保护是更好还是更糟呢？可以通过数学方法
来对这一点做定量分析，不过涉及相对高深的计算，我们会在第 28 章论述数学应用时再来
讨论这些方法。
与其牵涉进数学计算中，许多备兑期权卖出者都是使用下行保护百分比，并且只考虑
卖出可以提供一定最低保护水平（如 10%）的期权。尽管这并不精确，但它确实可以让备兑
期权的卖出者得到起码的下行保护以及可接受的收益。通常所用的数字标准是 10% 的保护。
此外，某个投资者可能要求卖出的期权有一定百分比的实值（如 5%）。这只不过是同一概念
的另一种表述方式。

2.6.3

策略的重要性

在保守型的备兑期权策略中，一般的指导方针是投资者应当达到每月至少 1% 的股价不
变收益，以及至少 10% 的下行保护。这些标准会自动迫使投资者根据总收益的概念来卖出
实值期权。无论标的股票的波动率如何，使用这些指导方针而建立起来的总头寸相对来说
都是保守型的头寸，因为它们既有相当高水平的保护，又能实现合理的收益。不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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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的指导方针也有它的危险性，因为市场状况总是在变化的。在场内期权交易的早些年，
权利金很高，几乎所有的平值和实值备兑期权都能够满足上述标准。不过现在投资者必须
使用一两个按顺序排列的卖出备兑头寸的名单，每天利用计算机对下面的类别之一或同时
进行排序，来帮助建立最有吸引力的保守型卖出备兑。一个名单应当在固定最小下行保护
水平（如 10%）的情况下，对年化收益进行排序。另一个名单应当在固定可接受的股价不变
收益（如 12%）的情况下，对下行保护百分比进行排序。如果权利金水平降低，每日的名单
变得太短，那投资者也许就需要考虑放宽标准，以观察更多的可能情形。另一方面，如果
权利金涨了很多，投资者也许应当考虑使用更为严格的标准，以减少潜在的备兑期权数目。
有些备兑期权卖出者可能会倾向于更为激进的虚值备兑期权的策略。根据某些数学上
的分析，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长期中，卖出适度虚值备兑的表现要好于卖出实值备兑。在
下跌或盘整的市场里，任何备兑卖出者，即使是进攻性更强的卖出者，其投资表现也要比
那些没有卖出看涨期权的股票持有者要好。在这样的市场里，虚值备兑的卖出者的风险要
比实值备兑卖出者高。但是，在一个上涨的市场里，虚值备兑卖出者的收益不像实值备兑
卖出者那样受限制。就像前面所说的，虚值备兑卖出者的表现与标的股票的表现更为接近。
也就是说，如果以季度为周期进行考察的话，它的波动会更大。
这两种哲学各有优点。实值备兑对那些寻求相对稳定和中等收益率的投资者来说具有
吸引力。这就是总收益的概念。这些投资者通常关心的是保住资本，因此他们所追求的是
实值备兑所提供的更高程度的下行保护。另一方面，有的投资者希望通过卖出虚值看涨期
权来获得更高的潜在收益。这些进攻性更强的投资者愿意接受更大的下行风险，以此来换
取在标的股价上升时获得更高收益的可能性。这些投资者通常需要关于某只股票的看多研
究意见来选择虚值期权。
虽然追求什么样的卖出备兑策略取决于个人的哲学，看起来实值策略的优势（收益较
稳定，风险一般比仅持有股票要小）会把组合管理人和进攻性不那么强的投资者引向这个策
略。如果投资者感兴趣的是实现更高的收益，本书的后面部分所展示的一些策略，它们将
可以提供更高的收益，而且所承担的风险也没有卖出虚值备兑那么大。
在选择卖出备兑上最后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标的股票自身。建立一个卖出备兑头寸，
并不一定是对标的股票看多的。只要不预期标的股票会下跌，就可以建立卖出备兑的头寸。
一般而言，如果某个投资者对标的股票的看法是中性或者稍微看多的，那就最好不过了。
不管能得到多大程度的保护，如果对某个股票是看空的，就不应当就这个股票建立卖出备
兑头寸。更进一步地说，如果不想持有某只股票，那么就不应当就这只股票建立卖出备兑。
有的个体投资者可能对买入波动性太大的股票感到疑惧。坦率地说，如果有足够的收益和
保护，总头寸的特性与标的股票的特性是不尽相同的。不过，下面的说法仍然是正确的：某
个投资者不应当在他所认为的风险太大的头寸里投资，也不应当只是因为喜欢某只股票就
建立卖出备兑。如果潜在收益没有变化，或者下行保护没有满足投资者的要求，那么，他
就不应该建立卖出备兑头寸。
某个卖出备兑的策略家所要达到的结果，是在可接受的收益与下行保护之间寻找一种
平衡。在这两者之中，如果有哪一个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他就不应当建立这样的策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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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他对某只股票是看空的，他也不会建立这样的策略。从这点出发，卖出备兑所达到的结
果就是某个保守型的卖出备兑程序所要实现的目的：为某个波动较小的投资组合增加收益，
提供保护，降低组合波动率。

2.7

就已持有的股票卖出备兑
就已持有的股票建立卖出备兑头寸涉及其他的因素。通常情况下，某个投资者虽然持

有股票，他的股票也有期权交易，不过他觉得与市场上现存的其他卖出备兑相比，他卖出
期权收益太低。这种看法也许有它的道理，但是，它通常是由这样的事实造成的：这个投
资者看到过计算机产生的一览表，其中显示，同其他价格相近的股票相比，他的股票收益
显得较低。他应当意识到，这样的一览表通常是以为建立卖出备兑而买入股票为假设的，
并不会计算和公布就已持有的股票进行卖出备兑的收益数据。有可能由于交易费用的原因，
卖出某只股票并买入另一只会显著地影响收益，因此投资者总是就已持有的股票进行卖出
备兑。
【示例 2-9】某位持有 XYZ 股票的投资者，在就 XYZ 进行卖出备兑与就 AAA 进行卖出
备兑作比较。如果 AAA 的波动性比 XYZ 更大，现有的价格可能会是这样：
股票

10 月 50 看涨期权

XYZ：50

4

AAA：50

6

不考虑太多的具体细节，这两笔卖出的其他重要方面包括：
XYZ
行权收益（保证金）

9.7%

AAA
13.4%

下行盈亏平衡点（现金）

45.58

44.08

下行盈亏平衡点（保证金）

46.83

45.33

看到这些计算结果，XYZ 股票的持有者也许会感到不应当就已持有的股票来卖出看涨
期权，甚至感到应当卖掉 XYZ，买入 AAA，然后再就 AAA 来建立卖出备兑。这两种做法
都是错误的。
在场内期权交易的早些年，交易费用很高，投资者不会愿意通过换股来获得更大的收
益，因为换股过程会导致很大的交易费用。事实上，如果读者当前的手续费率很高，他就
应该仔细地评估这两笔卖出备兑的收益。他需要计算不需要买入手续费的 XYZ 交易的收
益，并与 AAA 交易的收益做比较。不过，今天大多数交易者的手续费已经很低，因此手续
费已经不再成为影响换股的重要因素。
手续费并不是唯一需要考虑的因素。每个投资者都还需要考虑，换成 AAA 所增加的收
益是否值得，因为他可能换成了一个波动更大且不支付股息的股票。虽然静态的卖出备兑
收益可能较高，但在做出最终决定时，应该考虑到以波动率为基础来计算的风险。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某个投资者已经在做卖出备兑的情况。如果他持有某个期权已经
到期的股票，他将不得不决定是否要就这一股票再卖出期权，或者是把股票卖掉，再买入
新的股票来做卖出备兑。在高手续费的时代，他可能会想继续就现有股票进行卖出备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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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这样做的收益已经不再具有吸引力，仅因为换股的手续费较高。不过在现在的低手续
费率时代，这不再是一个问题。卖出者需要寻找能带来最佳总收益的卖出备兑。事实上，
月复一月，季复一季，即使没有收益也只就已持有的股票进行卖出备兑，很可能是个错误。

警示
某个股票持有者，如果他从先前的交易中获得了股票，之后考虑就这个股票卖出看
涨期权，那他就必须意识到他的处境：他有可能由于指派而失去股票。如果他一定要持有
股票，那一旦标的股票价格上升，他也许就不得不亏本买回先前卖出的期权。本质上，他
限制了股票价格的上涨空间。如果某个投资者会在股票价格上涨时因为不能获得全部收益
而烦恼和失望的话，他一开始就不应该卖出看涨期权。也许他应当使用卖出备兑递增收益
（incremental return）的概念，本章的后面将讨论这部分内容。
正如前面所强调的，卖出备兑策略涉及把股票和期权看作是一个总头寸。它不是指某
个股票持有者在交易他所持有的股票的期权。如果该股票持有者因为股价将要下跌而卖出
看涨期权，那该笔期权交易自身就是有利可图的，则他可能就把自己放在一个微妙的处境
里。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也许只有在他的期权交易盈利时才会满意，而不管标的股票中未
兑现的结果将会如何。这一哲学同卖出备兑策略的哲学是相矛盾的。这样的投资者（他事实
上已经成了交易者）应当仔细地考虑一下他卖出看涨期权的动机，并且事先想到如果卖出看
涨期权后股价大幅上涨，他应该怎么做。
说到底，就你不想出手的股票卖出看涨期权同卖出无备兑看涨期权没有什么不同。如
果股价上涨到你卖出的看涨期权的行权价之上，你就会非常痛苦，甚至会睡不着觉，那么，
你所经历的考验和磨难同那些卖出无备兑看涨期权的人在同样的股价运动中所经历的没有
什么不同。对一个真正的卖出备兑策略家来说，这样的痛苦是不可接受的。
仔细想一想。如果你有一些买价很低且又不想出手的股票，可是你又想就这些股票卖
出看涨期权，那么你希望会发生什么呢？你最可能希望期权会无价值地到期（也就是说，你
的股票不会因为行权而卖掉）——这正是一个无备兑的卖出者所期望的。
如果股价上升，问题就会变得复杂起来，这时你决定把这些看涨期权挪仓（roll）。与
其付出一小部分资金来平仓亏损头寸，投资者可能更愿意把头寸挪仓到到期日较远和行权
价较高的合约，从而继续带来一些收入。最后，当更低的行权价消失的时候，他就没有其
他选择了。此时，他要么卖掉一些股票，要么付出一大笔资金来买回先前卖出的看涨期权。
因此，如果标的股票持续上涨，卖出者在“同市场作斗争”时就会在情感上经受折磨。我
们看到过若干经典的墨菲定律 的示例，在其中，刚好在该股票或是整个股票市场崩溃之
一

前，期权卖出者不愿意因指派而卖出他们的“不可碰”的股票，而情愿亏损一大笔钱来买回
期权。
如果某个投资者不想卖出自己的股票，那么在就这些股票卖出看涨期权时，他就必须
非常小心。如果某个投资者因为某种原因（例如税收考虑或是感情上不舍得等）而不能卖出

一

墨菲定律 ：凡是可能出错的事均会出错。——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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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时，他就确实不应当就这样的股票卖出看涨期权。对这样的股票持有者来说，买入保
护性看跌期权（后文会讨论）也许会是一个更好的策略。

2.8

在卖出备兑中对收益和保护分散化

2.8.1

分散化的基本方法

卖出备兑策略家显然希望尽可能多地将高潜在收益和充分的下行保护结合在一起。卖
出虚值看涨期权可以提供较高的行权收益，但只能提供中等的下行保护。另一方面，卖出
实值看涨期权可以提供更多的下行保护，但只能提供较低的行权收益。对有些策略家来说，
在实践中进行分散化的办法就是对某些股票卖出虚值看涨期权，同时对另一些股票卖出实
值看涨期权。不能保证这种就一系列分散的股票卖出看涨期权的做法就一定会产生出色的
结果。投资者仍然需要挑选出他认为会有更好表现的股票（为了虚值卖出），而这不是一件
容易做的事。此外，在许多情况里，个体投资者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进行分散化。不过，
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来实现在一个卖出备兑的情况里对收益和下行保护进行分散化。
为了尽可能达到分散化的目的，卖出者通常可以对他一半的头寸就一只股票卖出虚值
的看涨期权，再对另一半就同一股票卖出实值的看涨期权。对下面这样的股票来说，这种
方法特别具有吸引力：这种股票的虚值看涨期权看上去不能提供足够的下行保护，与此同
时，它的实值看涨期权又提供不了足够的收益。通过同时卖出这两种期权，这个卖出者就
有可能得到他所寻求的收益和保护的分散化。
【示例 2-10】6 个月的期权有下列的价格：
XYZ 普通股票：

42

XYZ 4 月 40 看涨期权：

4

XYZ 4 月 45 看跌期权：

2

这位投资者希望就 XYZ 普通股票建立卖出备兑，他也许喜欢 4 月 40 看涨期权所提供
的保护，但这个期权所提供的收益对他没有吸引力。也许他能够通过卖出部分 4 月 45 看跌
期权来增加他的收益。假设该投资者考虑买入 1 000 股 XYZ 股票。表 2-14 对这些策略的属
性做了比较：只卖出虚值期权（4 月 45），只卖出实值期权（4 月 40），或者两种期权各卖出
5 手。表 2-14 所计算的是全部用现金的情形，使用保证金的情形也是类似的。计算考虑了
所有手续费。
表 2-14
买入 1 000 股 XYZ 同时卖出
行权收益
股价不变收益
保护比率

不同卖出备兑的特性

卖出实值备兑

卖出虚值备兑

平均卖出两种

10 手 4 月 40

10 手 4 月 45

5 手 4 月 40 和 5 手 4 月 45

14.7%

11.2%

7.6%
7.6%

7.3%

7.4%

11.7%

7.0%

9.3%

不难看出，“组合的”卖出备兑（一半头寸为 4 月 40 期权，另一半为 4 月 45 期权）在
收益和保护之间提供了最好的平衡。只卖出实值看涨期权的策略提供了高于 11% 的下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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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14
Attributes of various writes.
In-the-Money
Out-of-the-Money
护，但是，它的行权收益只有 7.6%，只比每月 1% 稍微高一点。因此，投资者也许会因为
Write

Write

潜在盈利太小，而不想就他的整个头寸卖出
4月
40and
看涨期权。同时，如果就整个头寸卖出
Buy 1,000
XYZ
sell
10 April 40’s
10 April 45’s
4 月 45 看涨期权，虽然可以提供一个有吸引力的行权收益（每月超过 2%），但只能提供 7%
Return if exercised

7.6%

14.7%

Return if unchanged

7.6%

7.3%

的下行保护。组合的卖出备兑比其他两种都有更好的特性，它提供了超过 11% 的行权收益
（每月 1.5%），以及超过 8% 的下行保护。通过卖出这两种看涨期权，该卖出者就有可能解决
Percent protection
11.7%
7.0%

Write
Both Calls
5 April 40’s and
5 April 45’s
11.2%
7.4%
9.3%

在只卖出虚值期权或只卖出实值期权时一定会遇到的问题。由于这个“组合的”卖出备兑，
FIGURE 2-2.
当卖出者在一开始不持看空或看多立场时，他不必一定看空（卖出实值）或是看多（卖出虚

Comparison: combined write vs. in-the-money write and out-of-the-money

值）。对一个低波动率、交易价在两个行权价之间的股票来说，这样做常常是有必要的。
write.
图 2-2 显示了三种交易方式的盈利图形。我们可

卖出虚值

以看到，如果在期权到期时 XYZ 的价格在 42 附近，

卖出组合

这三条线都会交织在一起。

卖出实值

这个技巧不但可以用来为个别头寸而且可以为
投资组合的一大部分资产提供保护与收益之间的分
散化。现在，手续费都是以每股为基础来计算，因

到期时的盈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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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相关的收益可以通过计算单个卖出备兑的收益的
平均值来得到。例如，4 月 40 看涨期权的行权收益
是 7.6%，4 月 45 看涨期权的行权收益是 14.7%，那

到期时的股票价格

图 2-2
比较：卖出组合同卖出实值和
平均卖出两者的收益就是其平均值 11.2%。This technique can
be useful
in providing diversification between protection an

return, not only for an individual position
but for a large part of a portfolio. In the moder
卖出虚值相比
era,
with
commissions
on
a
pershare
basis,
the pertinent returns can be computed essen
2.8.2 其他分散化的方法
tially by averaging the returns on the individual writes. For example, the return if exe
cised for the April 40s was 7.6%; the return if exercised for the April 45s is 14.7%. So th
如果某个投资者持有某只股票的大量头寸，那么只卖出两个不同的行权价的分散化方
return for a write that utilizes half of each is the average, 11.2%.

法，对他来说可能还不够。机构投资者、退休基金持有者，以及大户有可能就属于这个范
畴。对于这些大额的持有者来说，通常所做的，不但是要至少卖出两个行权价，还要卖出
OTHER DIVERSIFICATION TECHNIQUES
不同存续期的期权，以实现分散化。例如，三分之一的头寸卖出近期看涨期权，三分之一

Holders of large positions in a particular stock may want even more diversification tha

can be provided by writing against two different striking prices. Institutions, pensio
卖出中期看涨期权，剩余三分之一卖出远期看涨期权，这样做的投资者可以得到很多好处。

首先，投资者不需要在同一时间对他所有头寸作调整。这个调整包括股票被指派行权，或
者是在买回看涨期权的同时再继续卖出。此外，投资者也不再局限于某一系列看涨期权到
期时的期权权利金水平。例如，投资者卖出的全部为 9 个月的看涨期权，并且在它们到期
时将它们挪仓，那么他就有可能接受较低的潜在收益。如果在该卖出者要卖出更多看涨期
9780735204652_Options_TX_p1-134.indd 59
权的时候，期权权利金水平刚好较低，他将会建立一个长达
9 个月的低于最优值的卖出备

兑头寸。如果能将他的交易分散在不同的时段里，即使出现最糟糕的情形，他也只有三分
之一的头寸的权利金较低。在随后的 3 个月里，权利金还有希望会上涨，这样，在他投资
组合的下一个三分之一里，他就可以得到相对较好的权利金。这里需要强调一句：个体和相
对小额的投资者，如果他们持有的股票只够用来卖出一个系列的期权，那就不应当卖出最
长期的看涨期权。此时他虽然得不到特别有吸引力的权利金水平，但至少无需一直持有该
头寸到期。否则，他可能会在长达 9 个月的时间里一直处于相对糟糕的境地。最后，这种
类型的分散化，在市场周期性波动时，可能会导致在不同的行权价上卖出看涨期权。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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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分散化方法的话，投资者就不必把他所有的股票都放在一个价格上。
到这里，我们就结束了对就股票建立卖出备兑头寸的讨论。后面我们还将继续讨论就
其他种类的证券进行卖出备兑。

2.9

后续行动
建立卖出备兑，或是任何一个期权头寸，都只是策略家工作的一部分内容。一旦建立

了头寸，就必须对其进行严密地监控。如果股价下跌幅度太大，就需要及时对其进行调整。
此外，即使股价保持相对稳定，随着卖出的看涨期权临近到期日，也需要对其进行调整。
有的卖出者不采取任何后续行动，如果股价在期权到期时高于行权价，他们就让股票
被指派行权；而如果股价低于行权价，他们就让初始的合约无价值到期。这些并不总是最优
化的行动，投资者需要做出更多的决定。
后续行动（follow-up action）可以分为三大类：
（1）如果股价下跌而采取的保护性行动；
（2）如果股价上涨而采取的进攻性行动；
（3）如果实值看涨期权时间价值消失而采取的避免指派行动。
有的时候，投资者在到期日之前决定将整个头寸平仓，或者让股票被指派行权。这些
情况我们也会讨论。

2.9.1

如果股价下跌而采取的保护性行动

如果某个投资者面对标的股价相对显著的下跌而不采取保护性行动，就有可能遭受大
笔的亏损。因为卖出备兑是一个潜在盈利有限的策略，投资者应当限制亏损，不然一次亏
损可以抵消掉好几次盈利。在市场下跌中最简单的后续行动，就是直接将这个头寸平仓。
如果股价下跌了一定百分点，或者是跌破了某个技术支撑（support）位，就应当采取这样的
行动。不幸的是，这种防守行为有可能被证明是一种不高明的方式。投资者往往会继续卖
出时间价格更高的期权，来获得额外的时间价值。
后续行动通常采取的形式是买回初始卖出的看涨期权，然后再卖出另一个行权价或到
期日不同的看涨期权来替代。这种类型的调整叫作挪仓行动（rolling action）。当标的股价下
跌时，投资者通常买回初始的看涨期权（由于标的股价下跌了，从而获得一定的盈利），然
后再以较低的行权价卖出另一种看涨期权。这就是所谓的向下挪仓（rolling down），因为新
的期权的行权价较低。
【示例 2-11】某个卖出备兑头寸为：按 51 买入 XYZ，按 6 卖出 XYZ 1 月 50 看涨期权。
它在到期日时的最大潜在盈利是 5 点。下行保护是 6 点，到期日时股价在 45 之上都可以得
到保护。为了说明这个基本的示例，手续费在这里不作考虑。
如果股价开始下跌，也许在两个月里跌到了 45，于是就有可能会出现下面的期权
价格：
XYZ 普通股票：

45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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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Z 1 月 50 看涨期权：

1

XYZ 1 月 45 看涨期权：

4

这时候，1 月 50 的备兑卖出者在他的总头寸中有一个为 1 点的小额未兑现亏损：他在
普通股上的亏损是 6 点，但是在 1 月 50 看涨期权上有 5 点的盈利（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
到期日之前，在“盈亏平衡点”上出现了亏损）。如果股价从这些水平上继续下跌，在到期
日时他的亏损就会更大。按 1 点卖出的看涨期权在下行方向只能再提供 1 点的保护。如果
预期股价会跌得更深，那么，通过向下挪仓可以得到额外的下行保护。在这个示例中，如
果投资者按 1 买回 1 月 50 看涨期权，同时再按 4 卖出 1 月 45 看涨期权，他就是在进行向
下挪仓。这可以为他增加另外 3 点的下行保护（按 1 买回 50 看涨期权，再按 4 卖出 45 看涨
期权，从而产生 3 点的收入）。因此，在向下挪仓之后，他的下行盈亏平衡点就变成了 42。
另外，如果股价保持不动，也就是说，如果 XYZ 在 1 月到期日时刚好是 45 的话，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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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者就会得到额外的 300 美元。如果他没有向下挪仓，而 XYZ 保持不变的话，他能得到的
最多的额外收入就是 1 月 50 看涨期权所剩的
100 美元。因此，向下挪仓不仅能在股价进一
TABLE 2.15.
Profit table.
步下跌时提供更多的保护，还能在股价稳定时产生额外的收入。

XYZ Price at

Profit from

Profit from

为了更准确地衡量这个示例里由于向下挪仓而获得的总效果，你可以计算出一个盈利
Expiration
January 50 Write
Rolled Position
40
− $500
− 200
表（见表 2-15）
，或者画一幅净盈利图
42
形（见图 2-3）
，来对初始的卖出备兑

和向下挪仓后的头寸加以比较。

45

表 2-15

盈利表

− 300

到期时 XYZ 的价格

48

卖出 1 月 50 的
0
盈利（美元）
-500

卖出者就对股价在 45 之上的盈利进行

-200
0

+ -300
500

45

在向下挪仓到 1 月 45 看涨期权之后，

挪仓后头寸的盈利

+ 500

42

60
盈利要比初始的头寸小。这是因为，

0

+ 300

40

请注意，挪仓后头寸的最大潜在
50

0

+300

48

+300

+300

50

+500

+ 300
+ 300
+ 300
+ 300

+300
FIGURE 2-3.
60
+500
+300
了限制。他承诺要按比初始头寸低
5
Comparison:
original covered write vs. rolled-down write.

点的价格来卖出股票，初始的头寸使
价在 50 之上的盈利进行了限制。向下
挪仓一般会降低卖出备兑的最大潜在
盈利。不过，当一只股票在下跌时，
最大盈利也许是次要的考虑。在这样
的情况下，额外的下行保护常常是更

初始头寸

+500

用的是 1 月 50 看涨期权，因而是对股
到期时的盈亏（美元）

44

向下挪仓后的头寸
+300

0

42

45

50

紧迫的需要。
到期时，如果股价在 45 之下，向
下挪仓的头寸就会比初始的头寸要多

到期时的股票价格

图 2-3

比较：初始头寸同向下挪仓后的头寸

盈利 300 美元，因为向下挪仓产生了
price could limit the returns. Technical support levels of the stock are often useful in
selecting prices at which to roll
down. If one rolls down after technical support has been
300 美元的收入。事实上，如果股价涨到但是不超过
48，那么向下挪仓头寸的表现都会超

broken, the chances of being caught in a stock-price-reversal situation would normally be

出初始头寸。如果期权到期时股价是
reduced. 48，两个头寸的表现就会相等——都产生 300 美元的

The above example
is rather simplistic; in actual practice, more complicated situa盈利。如果股票继续反弹，在期权到期时高于
48，那么，如果卖出者没有挪仓，他的收益

tions may arise, such as a sudden and fairly steep decline in price by the underlying stock.
This may present the writer with what is called a locked-in loss. This means, simply, that
there is no option to which the writer can roll down that will provide him with en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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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更好一些。从表 2-15 和图 2-3 里，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结果。
因此，向下挪仓不能带来好处的唯一可能原因就是股票大幅反弹，也就是说，价格先
是下跌然后上涨。在选择向下挪仓时，挪到什么位置很重要，因为挪得过早或是挪到不适
当的价格都会限制收益。在选择挪仓价格时，使用股票的技术支撑位常常很有用。一般而
言，如果投资者在技术支撑位被突破之后再向下挪仓，就可以减小陷入股价反弹这种处境
的可能。
上面的示例是相对简化了的：在现实实践中可能会出现更复杂的情况，例如标的股票
的价格突然出现相对陡峭的跌幅。这可能会给卖出者带来所谓的锁定亏损（locked-in loss）。
简单地说，这就意味着对该卖出者来说，不存在这样的期权：它们可以让他向下挪仓，从而
得到足够的权利金，如果股票在到期时被指派行权，就能兑现由此发生的盈利。这类情况
通常更多地发生在价格较低的股票上，这些股票的期权的行权价离市场价相对较远。相对
于卖出实值来说，卖出虚值更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尽管从情感上来说，此时向下挪
仓无法产生盈利（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投资头寸。但是，这样做至少
为股价下跌提供了尽可能的保护，因此它仍是有益的。
【示例 2-12】某个卖出备兑头寸为：按 20 买入 XYZ，按 2 卖出 1 月 20 看涨期权。在
这个头寸中，如果股价出人意料地迅速下跌到 16，那么，就会有下列的价格：
XYZ 普通股票：

16

XYZ 1 月 20 看涨期权：

0.50

XYZ 1 月 15 看涨期权：

2.50

持有这个头寸的备兑卖出者将面临着困难的选择。他手上有未兑现的 2.50 点的亏损：
股票 4 点的亏损，1 月 20 看涨期权 1.50 点的收入。在短期内，这是一个百分比相当大的亏
损。他对此无能为力，只能寄希望于股价能够回弹，从而弥补损失。不幸的是，这有可能
只是一厢情愿。
即便他考虑向下挪仓，也不会为这样做的前景感到很激动。假如该卖出者想要将 1 月
20 的仓位挪到 1 月 15。他因此就会按 0.50 买入 1 月 20，同时按 2.50 卖出 1 月 15，从而得
到 2 点的净收入。通过向下挪仓，他承担了按 15 美元的价格卖出股票的义务。假设 XYZ
在 1 月的价格高于 15，他的股票被指派行权，该卖出者的交易结果会怎么样呢？他会在股
票里损失 5 点，因为他初始是按 20 买入的，而现在要按 15 卖出。这个 5 点的亏损在很大
程度上被他期权中 4 点的盈利所抵消了：1 月 20 的合约有 1.50 点的盈利（按 2 卖出，按
0.50 买回），加上卖出 1 月 15 所得的 2.50 的盈利。但是，他的净结果还是 1 点的亏损，因
为他在股票上亏了 5 点，而在期权上只赢回了 4 点。而且，这 1 点的亏损是他最好的指望
了。这没有错，因为，正如我们已经多次说明的，当股价超出期权行权价，卖出备兑头寸
就实现了它的最大潜在盈利，不管超出的数量是多少。因此，由于将行权价挪到 15，他就
严重地限制了这个头寸盈利的机会，以致到了“锁定亏损”的地步。
即使考虑到最后结果为亏损，对这个卖出者来说，将 1 月 15 期权向下挪仓仍然是个正
确的决定。因为一旦股价跌到 16，就没有人能够拯救这个未兑现的亏损。但是，如果卖出
者向下挪仓，他就可以防止亏损的快速累积。事实上，如果股价进一步下跌、保持不变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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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16.
Profits of original write and rolled position.

至略为上涨，向下挪仓都对他有利。表
Stock Price at 2-16 和图 2-4 对初始的头寸和挪仓后的头寸进行了
Profit from
Expiration
比较。从这个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表 2-16

10

挪仓后的头寸锁定了亏损。除非股票
15

在期权到期时涨回到 17，否则挪仓后
18

January 20 Write
初始头寸和挪仓后头寸的盈利比较
− $800

到期时股票的
价格

卖出 1 月 20 的盈利
− 300
（美元）

挪仓后头寸的盈利
（美元）

10

-800

-600

15

-300

-100

18

0

-100

+200

-100

头寸的表现都要比初始头寸的表现要
20
25
好。因此，只要股票还在下跌、保持

不变或者涨幅不超过 1 点，挪仓后头

FIGURE 2-4.
寸的表现实际上都会比初始头寸的表

0

+ 200

+ 200

20

25
+200
Comparison: original write vs. “locked-in loss.”

Profit from
Rolled Position
− $600
− 100
− 100
− 100
− 100

-100

现要好。由于这个原因，这个卖出者

将头寸向下挪仓是最合乎逻辑的行动，
即使这样做会锁定一笔亏损。
当卖出者在面临是向下挪仓锁定
亏损，还是仍由进一步下跌的头寸继
续没有保护这样的两难处境时，技术
分析可以提供一定的帮助。如果 XYZ
跌破了某个支撑位或者某条重要的趋

到期时的盈亏（美元）

46

初始头寸

+200

15
-100

18

20

“锁定亏损”
（-100 美元）

势线，这就为向下挪仓提供了额外的

到期时的股票价格

支持。在我们的示例里，如果某只股
票 从 20 美 元 突 然 跌 到 16 美 元， 很

17

图 2-4

比较：初始头寸和“锁定亏损”

compare the original write with the rolled-down position. It is clear from the figure that
难想象这样的变化不会显著地损害它的技术图形。无论是什么情况，如果技术图表显示在
the rolled-down position is locked into a loss. However, the rolled-down position still out-

15.50 或 16 的地方有一个支撑位，那么卖出者也许值得等一等，看看股票在这个支撑位上
performs the original position unless the stock rallies back above 17 by expiration. Thus, if
the stock continues to fall, if it remains unchanged, or even if it rallies less than 1 point, the
是否站得住，然后再决定是否要向下挪仓。
rolled-down position actually outperforms the original write. 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the

避免不得不锁定亏损的最好办法也许是在建立头寸时就尽量避免这种麻烦。如果是就
writer is taking the most logical action by rolling down, even though to do so locks in a loss.

Technical analysis may be able to provide a little help for the writer faced with the
一个波动率中等、价格较高的股票建立实值的卖出备兑，那么，卖出者很少会面临不得不

dilemma of rolling down to lock in a loss or else holding onto a position that has no further
downside protection. If XYZ has broken a support level or important trend line, it is added
挪仓，他就有可能别无选择，只能锁定亏损。不过，股价较高，期权的行权价间距（按百分
evidence for rolling down. In our example, it is difficult to imagine the case in which a $20

锁定亏损的局面。当然，如果股价跌得太快，卖出者就不得不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连续向下
比来说）就较小。因此，如果股价下跌，针对价格较高的股票，卖出者就能迅速地卖出行权
价较低的新期权。而且，波动率高的股票的权利金也高，这样，由于股票下跌而造成的亏
损，有一部分就可以由向下挪仓而产生的权利金给抵消掉；反过来，如果股价比较低，特别
是波动率也比较低，那么，一旦价格下跌，备兑卖出者通常就会有严重的麻烦。
9780735204652_Options_TX_p1-134.indd 65
这里不妨提一下与下达交易指令相关的一个问题。如果投资者在买入一手看涨期权的

同时卖出另一手看涨期权，他就是在执行一个价差指令。后文会对价差进行仔细讨论。不
过，备兑卖出者必须意识到，在挪仓的时候，他可以下达价差指令。一般情况下，这样做
可以让卖出者的指令得到更好的执行价格。

2.9.2

一个替代向下挪仓的办法

备兑卖出者可以采取另一种方法来得到对市场下跌的额外保护，并且不一定需要锁定
亏损。简单地说，该卖出者可以只将他的一部分卖出备兑头寸进行挪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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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2-13】某个投资者按 20 买入 1 000 股 XYZ 股票，按每股 2 点卖出 10 手 1 月 20
看涨期权。同前文一样，股票跌到 16，XYZ 1 月 20 看涨期权的价格是 0.50，XYZ 1 月 15
看涨期权是 2.50。像上一节里所显示的，如果该卖出者把他的 10 手看涨期权全都从 1 月 20
挪仓到 1 月 15，他就会锁定一笔亏损。虽然这样做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可能不希望自己
落到这样的境地。
通过将部分头寸向下挪仓的办法，投资者可以试图在增加对市场下跌的保护与保留市
场上涨所带来的盈利之间寻求某种平衡。在这个示例里，卖出者可以只买回 5 手 1 月 20 看
涨期权，并只卖出 5 手 1 月 15 看涨期权。这样他的头寸就变成了：
按 20 买入 1 000 股 XYZ 股票
按 2 卖出 5 手 XYZ 1 月 20 看涨期权
按 2.50 卖出 5 手 XYZ 1 月 15 看涨期权
兑现的收益，从 5 手 1 月 20 看涨期权中得到 750 美元
这个策略一般被称为部分向下挪仓（partial roll-down），其中，与更传统的全部向下挪仓
（complete roll-down）不同，只有一部分初始的看涨期权向下挪仓了。只要对这部分挪仓的
头寸作一些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该卖出者不再有锁定的亏损了。
如果 XYZ 的价格反弹到 20 美元之上，该卖出者在期权到期时就会按 20 美元卖掉 500
股 XYZ 股票（达到盈亏平衡），按 15 美元卖掉另外 500 股 XYZ 股票（这部分会损失 2 500
美元）。他将 5 手 1 月 20 看涨期权留到到期日可以得到 1 000 美元，加上从 1 月 15 看涨期
权中得到的 1 250 美元，再加上从挪仓的 1 月 20 看涨期权中收到的 750 美元，得到从期权
中获得的盈利 3 000 美元，减去从股票里损失的是 2 500 美元，不计手续费的话，得到总的
净收益 500 美元。因此，这个部分挪仓的头寸为卖出者提供了如果股价反弹仍然可以从中
得到某些盈利的机会。显然，与完全挪仓的头寸相比，部分挪仓对市场下行所提供的保护
就没有那么多，但是，与根本不挪仓相比，它仍提供了更多的保护。要了解这一点，请比
较一下表 2-17 所显示的如果 XYZ
在到期日跌到 15 时的结果。
总之，对那些想要向下挪仓
但又不想锁定亏损的备兑卖出者，
或者是认为股票在到期日之前会有

表 2-17
策略

到期日时 XYZ 为 15

股票亏损（美元） 期权盈利（美元） 总亏损（美元）

初始头寸

-5 000

+2 000

-3 000

部分挪仓

-5 000

+3 000

-2 000

全部挪仓

-5 000

+4 000

-1 000

一定反弹的人来说，应当考虑只将他的部分头寸向下挪仓。如果股票继续下跌，出现明显
不能再强有力地反弹回初始的行权价的迹象时，那么，投资者可以再把剩余部分头寸也向
下挪仓。

2.9.3

向下挪仓时利用不同的到期月系列

在前文所举的示例里，每当向下挪仓时，我们用的都是同一个到期月份。在实际操作
中，卖出者在向下挪仓时常常可能会使用一个更远的到期月份，在某些情况中，他甚至会
使用一个更近的到期月份。
挪仓到更远的到期月系列的好处是可以得到更多的保护点数。当标的股票就某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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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或基本面分析来看变得令人担心时，人们常常采取这一行动。不过，由于向下挪仓减
小了最大潜在盈利（前文已经多次说明了这个事实），并不是每一个向下挪仓的头寸都应
当挪到更远的到期月系列中去。当使用更远期的看涨期权向下挪仓的时候，卖出者是在更
长的一段时期里牺牲了他的部分潜在盈利。因此，只有当卖出者认为股票不能够保持现有
的价格水平时，他才应当使用更长时期的看涨期权。在向下挪仓到较远期看涨期权的情况
里，尤其可以使用部分挪仓的策略。这是因为，如果只是部分头寸向下挪仓，而当股价反
弹时，卖出者仍然有获利的机会。因此，他会对已经挪仓的部分头寸所提供的最大保护感
到轻松。
如果卖出者因为诸如标的股价突然下跌这种不受他控制的原因而不得不向下挪仓并且
锁定亏损的话，事实上他可以挪仓到近期月的合约。这样他就可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拿
回从短期看涨期权中得到的时间价值。
【示例 2-14】卖出者按 19 的价格买入 XYZ 股票，同时卖出 6 个月的看涨期权以得到 2
点。但是，不久之后，出现了关于这只股票的坏消息，XYZ 迅速跌到了 14。这时候，行权
价为 16 的看涨期权有下列的价格：
XYZ 普通股股票： 14
近期看涨期权：

1

中期看涨期权：

1.50

远期看涨期权：

2

无论卖出者挪仓到这三个期权中的哪一个，他都会锁定一笔亏损。所以，最好的策略
也许是挪到近期的看涨期权里，以获得 3 个月里 1 点的时间价值。用这种方法，他可以依
靠在最短时期内时间价值消耗最快的期权来帮助自己摆脱亏损的困境。短期看涨期权在 3
个月后到期，那时他可以重新评估自己的处境，以决定是否要再卖出另一个短期看涨期权，
继续收到短期权利金，或者是卖出一个长期看涨期权。
在挪仓到近期看涨期权的时候，卖出者是想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回到一个有可能盈利的
位置。通过卖出一两次短期看涨期权，卖出者最终有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他股票的成本
降低到更接近 15 的位置。一旦他的股票成本接近 15，他就可以用 15 的行权价卖出一个长
期看涨期权，重新回到有可能盈利的处境。他就不必再锁定亏损。

2.9.4

股票上涨时采取的行动

一种让备兑卖出者高兴的情况是，标的股票的价格在建立了卖出备兑头寸之后上涨。
如果发生这样的事，一般而言有好几种选择。卖出者可以决定什么都不做，让股票指派行
权，从而得到建立这个头寸时所希望的收益。另一方面，如果标的股票价格上涨得非常快，
卖出的看涨期权达到了持平价，卖出者也可以提前将头寸平仓，或者将看涨期权向上挪仓。
下面我们对这两种情况各作一些讨论。
【示例 2-15】某个投资者建立了一个卖出备兑头寸，他按 50 买入股票，按 6 点卖出一
手 6 个月的 7 月 50 看涨期权。他最大的潜在盈利是 6，如果股票在到期时高于 50，就能实
现这样的盈利。他的下行盈亏平衡点是 44。此外，如果股票上涨了很多，在短时间内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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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当股价在 60 的时候，7 月 50 可能会卖到 11 点，7 月 60 可能会卖到 7 点。因此，这个
卖出者也许会考虑买回初始卖出的看涨

表 2-18

期权，向上挪仓到一个行权价更高的看

初始和现在价格的比较

初始头寸

涨期权。表 2-18 对这个情况做了总结。
如果这个卖出者向上挪仓，也就是

现在价格

按 50 买入 XYZ

XYZ 普通股股票

60

按 6 卖出 XYZ 7 月 50 看涨期权

XYZ 7 月 50

11

XYZ 7 月 60

7

说，买回 7 月 50 的同时卖出 7 月 60，他

从期权中得到 13 点的收入（从 7 月 50 中得到的 6 点，再加上从 7 月 60 中得到的 7 点），减
去为买回 7 月 50 所付的 11 点。因此，他的期权盈利就是 2 点，加到股票盈利的 10 点，这
样，在 7 月到期时，只要股票价格高于 60，他的最大潜在盈利就增加到了 12 点。
为了让他的最大潜在盈利增加到这个数量，这个备兑卖出者就必须放弃一定数量的下
行保护。下行盈亏平衡点在向上挪仓时向上移动的数量，总是与挪仓所需的支出数量相等。
在这个示例里，向上挪仓所需的支出是 4 点（按 11 买入 7 月 50，按 7 卖出 7 月 60）。因此，
挪仓后的盈亏平衡点就从初始的 44 的水平上升到了 48。这里还有另一种方法来计算新的潜
在盈利和盈亏平衡点。本质上，由于兑现了在 7 月 50 看涨期权中 5 点的亏损，卖出者将他
的净股票成本提高到了 55。因此，他所持有的卖出备兑基本上就是一个按 55 买入股票，再
按 7 卖出 7 月 60 看涨期权的头寸。用这种形式来表达，我们就可以更容易理解为什么盈亏
平衡点是 48，以及当股价高于 60 时的最大潜在盈利是 12 点。
请注意，凡是向上挪仓，总会有支出出现。也就是说，投资者必须存入额外的现金到
这个卖出备兑的头寸里去。这与向下挪仓不一样。因为向下挪仓会产生收入。许多投资者
把支出视为向上挪仓的严重缺陷，因而根本不愿意用增加支出的方法来向上挪仓。尽管向
上挪仓所需要的支出对不同投资者所起的作用并不都是负面的，但这个支出确实提高了盈
亏平衡点，如果股价跌回去的话，卖出者确实有可能遭受潜在的亏损。在向上挪仓时，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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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较远的月份常常是有利的，这会减少所需的支出。
FIGURE 2-5.

这个向上挪仓的头寸的盈亏平衡点是
48。因此，如果
XYZ
跌回到
48，挪仓的卖出者
Comparison:
original write vs.
rolledup position.
就会无利可图。如果他不向上挪仓的话，
在 到 期 时， 由 于 XYZ 是 48， 他 会 从 初

向上挪仓后的头寸

+1 200

始的头寸里赚到 4 点。我们可以对初始
如果股价在 7 月到期时是 54，这两个头
寸是相等的，两者都有 6 点的盈利。因
此，虽然看上去向上挪仓的做法似乎更
有吸引力，但卖出者应当知道在到期时
在什么样的价位上挪仓的头寸会与初始

到期时的盈亏（美元）

的头寸同挪仓后的头寸作进一步的比较。

初始头寸

+600

44

48 50

54

60

的头寸相等。如果卖出者认为在到期前
XYZ 的 价 格 会 有 10% 的 调 整， 从 60 跌
到 54（对任何股票来说这都不是不可能
到期时的股票价格

的），他就应当保持他的初始头寸。
图 2-5 对初始头寸和向上挪仓头寸

图 2-5

比较：初始头寸与向上挪仓后的头寸

or if there is a strong bull market, these rolls for debits begin to weigh heavily on the psychology of the covered writer. Eventually, he wears down emotionally and makes a mistake. He typically takes one of two roads: (1) He buys back all of the calls for a (large) debit,
leaving the entire stock holding exposed to downside movements after it has risen dramatically in price and after he has amassed a fairly large series of debits from previous rolls;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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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比较。请注意，盈亏平衡点从 44 移到了 48，最大潜在盈利从 6 点增加到了 12 点；
而当到期时股价为 54 时，这两笔交易是相等的。
总的来说，向上挪仓增加了投资者盈利的潜在可能，但是，也增加了一旦股价朝反向
运动就必须面临的风险暴露。因此，它所引进的就不仅是增进收益的可能性，还有风险因
素。一般而言，如果不能承受股价至少 10% 的回调，那就不应当向上挪仓。卖出备兑的初
始目的在建立头寸时就已经确定。当股票上升，这些目的已经达到时，卖出者就应当仔细
考虑，是否要把盈利置身于风险中。

2.9.5

一个严重但常见的错误

当投资者对不让股票被指派行权非常在意的时候（也许他在卖出看涨期权的时候实际上
并不想卖出股票），如果股票上升到卖出的看涨期权的行权价，他通常会向上挪仓和 / 或者
向后挪仓到更远的到期月。大部分情况下，这样的挪仓都会产生支出。如果这只股票表现
特别强劲，或者市场正经历一个强劲的牛市，那么，这些会需要支出的挪仓头寸就会对备
兑卖出者的心理施加沉重的压力。最后，他会因受不了情绪的压力而犯错误。正常情况下，
他有两个选择：第一，支出（大额的）资金来买回所有的看涨期权，从而使他持有的全部股
票都暴露于下跌的风险中。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下跌可能是在前期大幅上涨，以及因为
挪仓而不停支出之后发生的。第二，他卖出一些无备兑的虚值看跌期权来得到收入，以减
少向上挪仓所带来的支出。后一种行动比前一种更糟，因为整个头寸现在都高度依靠杠杆
支撑，一旦股票价格突然下跌，就会导致可怕的损失，程度也许会严重到亏损整个账户中
的资产。就像命中注定似的，这样的错误通常出现在股票的价格接近或是到达顶峰的时候。
快速上涨之后的下跌总是急剧和令人痛苦的。
要避免这类后果可能很严重的错误，最好的方法是让股票在某一点上被指派行权。然
后，使用得到的资金，要么在另一只股票上建立新的头寸，要么换一个策略来使用。如果
做不到这些的话，至少要避免在股票特别有力地上涨之后对策略作过度的改动。尤其需要
避免的是，通过卖出无备兑的看涨期权所得到的收入，来支付挪仓所需的资金。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都是在到期日之前的向上挪仓。在到期日或接近到期日时，
当时间价值从卖出的看涨期权中消失之后，如果卖出者想要继续持有他的股票，他也许就
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卖出行权价更高的看涨期权。我们在分析到期时或接近到期时所采取
的行动的时候，将讨论这一点。
如果标的股票价格上升，卖出者的选择并不局限于向上挪仓或是什么都不做。随着股
价的上升，卖出的看涨期权将失去它的时间价值，而且有可能在持平价附近交易。卖出者
此时（或许离到期日还较远）可以在持平价附近把头寸平仓，买回卖出的看涨期权且卖掉
股票。
【示例 2-16】某个投资者初始按 25 买入 XYZ 股票，同时按 3 点卖出 6 个月的 7 月 25
看涨期权，其净值是 22。现在，3 个月之后，XYZ 上涨到了 33，该看涨期权现在变为深度
实值，所以在 8（持平价）的价格交易，从而为该卖出备兑交易实现了 25 的有效净值，这也
是他的最大潜在盈利。相对于把这个头寸再继续持有 3 个月并不会再有额外潜在盈利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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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现在直接平仓可能更为可取。提前在持平价卖出备兑平仓的好处是，卖出者在比预期
更短的时间里兑现了最大限度的收益。这样做，他就增加了这个头寸上的年化收益率。虽
然采取这样的行动一般而言对现金卖出者有好处（保证金卖出者请读下去），这里牵涉到一
些如果他把头寸持有至看涨期权到期日就不会遇到的额外开销。第一，买入期权（买回来）
的手续费是一笔额外的开支。第二，他将按比行权价更高的价格卖出他的股票，因此，在
这笔交易上，他也要付出略高的手续费。如果在到期日前还有股息，且他提前把卖出备兑
头寸平仓，他就得不到这个股息。当然，如果这笔交易是用保证金账户做的，那么，卖出
者就可以减少为此支付的保证金利息，因为他的债务将提前还清。在大部分情况里，提前
平仓只会增加很少的手续费，而且与提前平仓所增加的年化收益相比，失去的股息也是微
不足道的。不过，事情并不永远如此，卖出者在提前平仓之前，应当准确地知道他的支出
会是多少。
显然，平掉一个卖出备兑头寸也像建立它时一样困难。因此，你应当通过经纪公司的
期权柜台下达平仓指令，把它作为“净”指令来行权。先前帮你用净价格来建立卖出备兑头
寸的交易员，现在也会帮你用净价格来平仓。正常情况下，在你下达指令时，你就说你想
要按“持平价”卖出股票，买入看涨期权，或者，就像在这个示例里，按“净 25”进行买
卖。就像通常有必要同期权和股票交易所同时保持联系以建立头寸一样，按持平价格平掉
头寸也需要保持同样的联系。

2.10

局部抽身策略

当股价上涨，股票有被指派的风险时，就可以应用该策略。如果备兑卖出者希望被指
派，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很多情况下，卖出者都希望买回看涨期权和向上挪仓。在这
个策略中，部分标的股票被卖出了，收回的资金可用来买回备兑看涨期权。如果愿意的话，
此时还可以卖出更高行权价的新看涨期权。
【示例 2-17】在过去的某一时间，某个投资者就他的 XYZ 股票卖出了 2 月 45 看涨期
权。由于股票已经持有了很长时间（可能是继承来的），因此该股票的开仓成本很低。该卖
出者不愿意被指派，因为这会给他带来很大的负担。另一方面，他也不是特别想支付一大
笔钱来买回看涨期权。假设他的头寸是这样的：
3 000 股 XYZ 多头，当前市价为 50
30 手 2 月 45 看涨期权空头，当前市价为 5.00
由于该看涨期权没有时间价值，他意识到指派很可能会发生。没有时间价值的原因可
能是刚支付了一大笔股息，又或是临近到期日，不过具体原因并不重要。假设他进行了如
下的操作：
按 5.00 买回 30 手 2 月 45 看涨期权

支出：15 000 美元

按 50 卖出 300 股 XYZ

收入：15 000 美元

因此他平掉的部分卖出备兑头寸的净支出为零。他还保留了 2 700 股“没有负担的”股
票。此时他可以决定是否再卖出看涨期权。
该策略的优势在于：在遇到即将被指派，而投资者又不愿意卖出股票的情况下，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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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以通过这样做来保留大部分股票头寸。
这时会收多少税呢？第一，他可能在期权交易中有短期损失。第二，他在股票上有长
期收益，其金额可能有 15 000 美元之多。不过期权上的损失可以用来抵消股票上的收益，
因此他的净税收暴露可能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
此外，投资者是在间接地以高价卖出股票。毕竟股票已经上涨了很多，这可能是处理
一些股票的好时机。
因此这个实践的抽身策略有一些好的特征，其中最大的一点是，投资者通过卖出少量
的股票，就让自己不用再担心实值备兑看涨期权的指派问题。该策略可以在备兑看涨期权
变得非常深度实值之前就使用。如果某个投资者在使用该策略之前，期权已经变得非常深
度实值了，那就必须卖出更多的股票，来让其从卖出备兑交易中抽身出来。

2.10.1

到期或接近到期时采取的行动

随着到期日的临近，卖出的看涨期权的时间价值会逐渐消失，备兑卖出者常常会想要
向前挪仓（roll forward），也就是，买回先前卖出的看涨期权，并卖出行权价相同的较长期看
涨期权。对实值看涨期权来说，向前挪仓的最好时间一般是当看涨期权的时间价值完全消
失了的时候。对虚值看涨期权来说，移入更远的期权系列的正确时间是当近期期权所提供
的收益小于更远期看涨期权所提供的收益的时候。
实值的情况相当容易分析。只要看涨期权还剩有时间价值，指派的风险就很小，只要
维持原有的头寸，卖出者就可以获有时间价值。不过，当期权按持平价或者贴水价交易时，
套利者进行行权的可能性就非常大。在这个时候，卖出者应当将实值的看涨期权向前挪仓。
例如，如果 XYZ 的卖价是 51，7 月 50 看涨期权的买价是 1，卖出者应当向前挪仓到 10 月
50 或者 1 月 50 看涨期权上去。
虚值的情况比较难处理，但是我们仍可以用相对直接的分析来帮助卖出者做决定。你
可以计算卖出的看涨期权中剩余的日收益，再把它同较长期的看涨期权的日净收益加以比
较。如果较长期看涨期权的日收益较高，你就应当向前挪仓。
【示例 2-18】某个投资者持有一个卖出备兑头寸，其中，他就 500 股 XYZ 普通股卖出
了 5 手 1 月 30 看涨期权。目前距到期日还有 1 个月，有下列的价格存在。
XYZ 普通股股票

29.50

1 月 30 看涨期权

0.50

4 月 30 看涨期权

2.50

在到期日之前的剩余时间里，备兑看涨期权的卖出者只能得到 0.50 点的时间价值。如
果他向前挪仓到 4 月 30 看涨期权，他有可能会更有效地使用资金。要做真正的比较，必须
从 4 月 30 看涨期权的权利金中减去向前挪仓的手续费。
如果保留 1 月 30 看涨期权，在 1 月到期之前剩余的 30 天里，卖出者最多可以获得 250
美元。这对应平均每天 8.33 美元的收益。挪仓的手续费大约是 100 美元，包括买回和再卖
出。目前 4 月 30 看涨期权的时间价值是每手 250 美元，这就意味着，在 4 月到期之前的
120 天里，卖出者可以获得 250 美元乘以 5，再减去 100 美元的手续费，即 1 150 美元，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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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20 天之后等于每天 9.58 美元。因此，去掉手续费之后，4 月 30 的日收益还是高于 1 月
30 的日收益。这时候卖出者应当将他的头寸向前挪仓。
由于向前挪仓有正的现金流（也就是说，这是一笔收入交易），因此这既能增加卖出者
的最大潜在盈利，也能降低盈亏平衡点。在上面的示例里，向前挪仓得到的收入是 2 点，
因此盈亏平衡点就降低了 2 点，最大潜在盈利也增加了 2 点。
只需一个简单的计算器，投资者就可以计算出日收益，从而决定是否要向前挪仓。前
面的分析只适用于相同行权价 的向前挪仓。当考虑在到期时的向上或向下挪仓的决定时，
由于这时涉及不同的行权价，所以不能简单地以这些期权的时间价值的差异为基础做出
决定。
在前面关于向上挪仓的讨论中，我提到过，在到期或接近到期时，为了保留股票，投
资者也许就不得不卖出高一档行权价的看涨期权。不过，这不一定是一笔支出交易。如果
这只股票的波动率足够高，那投资者甚至不花钱就可以向上挪仓，有时甚至还可以得到一
些收入。如果真有这样的机会，你千万不要错过。
【示例 2-19】在 1 月到期的期权中有下列的价格：
XYZ：

50

XYZ 1 月 45 看涨期权：

5

XYZ 7 月 50 看涨期权：

7

在这个情况下，如果卖出者初始卖出的是 1 月 45 看涨期权，他现在就可以在到期时向
上挪仓到 7 月 50 看涨期权，得到 2 点的收入。这是一个精明的举动，因为盈亏平衡点和最
大潜在盈利都得到了增强。向上挪仓所得到的 2 点收入将盈亏平衡点降低了。最大潜在盈
利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它总共提高了 7 点，其中因为行权价而提高了 5 点，又从挪仓中得
到了额外的 2 点收入。因此，只要有可能在向上挪仓中得到收入，你就应当这样做。这种
情况通常只出现在波动率较大的股票中。
在到期或接近到期时的另一个选择是向下挪仓。 这出现在当投资者让卖出的看涨期权
无价值地到期，股票价格大幅度低于行权价的情况里。卖出者此时需要决定，究竟是卖出
低权利金的虚值看涨期权还是卖出较高权利金的实值看涨期权。这里，使用一个示例会对
我们的分析有帮助。
【示例 2-20】在 1 月 25 看涨期权刚刚无价值地到期之后：
XYZ 的价格是 22
XYZ 7 月 25 看涨期权的价格是 0.75
XYZ 7 月 20 看涨期权是 3.50
如果这个投资者现在要卖出 7 月 25 看涨期权，他就只能得到 0.75 点的下行保护。但
是，如果 XYZ 在到期时上涨到 25，那他的最大潜在盈利就会相当大。另一方面，价格为
3.50 的 7 月 20 看涨期权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它提供了相当大的下行保护，而且，它的时间
价值为 1.50 点，是 7 月 25 看涨期权的两倍。单纯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不应当用过去的表现
来作为今天决定的基础，但是，在实践中很难按这样的说法去做。如果这个投资者是用较
高的价格买入 XYZ 的，他肯定会偏向于 7 月 25 看涨期权。但是，如果他用与市价几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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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价格买入的 XYZ，那他在卖出 7 月 20 看涨期权时就不会有什么内疚心理。在这里，没
有适用于所有情况的绝对规则。不过，任何情况下，卖出能维持收益和下行保护之间最好
平衡的看涨期权，往往能给投资者带来更大的好处。投资者只有在对标的股票看多（bullish）
时才应当卖出 7 月 25 看涨期权。

2.10.2

避免无备兑的头寸

如果备兑卖出者在卖出的看涨期权停止交易的那一天考虑要采取任何后续行动的话，
他都应当对一条保证金规则非常注意——如果在同一天卖出另一个看涨期权，即使先前卖
出的期权显然要无价值地到期，但从保证金的角度来看，在周末的时候，这个卖出者会被
看作是无备兑的，因此有义务为其无备兑的期权头寸提供质押。这通常不是卖出者所希望
看到的。知道这条规则的存在可以避免不希望收到的保证金追加通知。此外，对许多备兑
卖出者来说，他们不适合持有未备兑的头寸。
【示例 2-21】某个客户在 1 月系列的最后交易日（1 月的第 3 个星期五，看涨期权实
际上要到第 2 天也就是星期六才到期）持有 XYZ 股票和未平仓的 1 月 20 看涨期权。如果
XYZ 在最后交易日的价格是 15，那么 1 月 20 看涨期权几乎可以肯定会无价值地到期。但
是，如果卖出者决定在这一天并且在没有买回 1 月 20 的情况下卖出一手较长期的看涨期
权，那么他在这个周末就会被认为是无备兑的。因此，如果某个投资者计划等现有期权完
全无价值到期之后再卖出另一个看涨期权，并且他想要保持他的头寸是备兑的，那么他就
必须等到到期日后的那个星期一再卖出。卖出者同时应当意识到，在某个期权系列停止交
易之后以及这个系列实际到期之前，有可能会有某种新闻公布。因此，如果看涨期权的持
有者认为股价会有显著的跳跃，从而使得行权有利可图，他们仍然有可能会行权。这样
的事在过去发生过，最突出的两个例子是 1975 年 1 月的 IBM 和 1978 年 9 月的开利公司
（Carrier Corp.）。

2.10.3

什么时候让股票被指派行权

当卖出的看涨期权临近到期日时，卖出者的另一个选择是，如果股票价格高于行权价，
那么就让股票被指派行权。在许多情况下，持续持有股票，并不断将期权向前挪仓以得到
收入，对卖出者来说是有利的。不过，在某些情况下，让股票被指派行权会更可取一些。
应当强调，卖出者常常对这一点有明确的选择，因为他一般知道看涨期权什么时候会被行
权——当时间价值消失的时候。
【示例 2-22】某个卖出备兑头寸是通过按 49 买入 XYZ 股票和按 3 点卖出 4 月 50 看涨
期权来建立起来的。因此初始的盈亏平衡点是 46。在临近到期日时，假设 XYZ 上涨到了
56，4 月 50 看涨期权的交易价是 6。如果这个投资者想要向前挪仓，现在正是这样做的时
候，因为看涨期权处于持平价上。不过，他注意到他的选择是有限的。假设当 XYZ 是 56
时有下列的期权价格存在：XYZ 10 月 50 看涨期权的价格是 7，XYZ 10 月 60 看涨期权的价
格是 2。显然，备兑头寸建立之后，保证金水平下降了，但这是卖出者控制不了的情况。卖
出者只能根据现有的市场条件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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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该卖出者试图挪仓到 10 月 50 看涨期权，那么，在 10 月之前，他最多只能得到 1
点的额外盈利（这个看涨期权的时间价值）。它对应的收益率极低，卖出者应当拒绝这个选
择，因为如果就其他证券进行卖出备兑交易，可能获得更好的收益。
另一方面，如果这个卖出者打算向上和向前挪仓，这需要花费 4 点：6 点买回 4 月 50，
减去从 10 月 60 中得到的 2 点。这个支出意味着他的盈亏平衡点将从初始的 46 上移到新的
50。如果普通股股票的价格跌到 54 以下，他就会损失掉已经到手的盈利，因为在当前股价
为 56 时，10 月 60 看涨期权只提供了 2 点的保护。如果这个卖出者对 XYZ 的牛市前景不是
很有把握的话，他就不应当向上或者向前挪仓。
此时，卖出者在挪仓方面已经想尽了办法。剩下的选择是让股票被指派行权，然后用
得到的收入就另一只新股票建立新的备兑看涨期权，这个新的卖出备兑可以提供更具吸引
力的收益率和更合理的市场下行保护。如果满足下面的两个条件，让股票被指派行权的选
择一般而言就是最聪明的策略：
（1）向前挪仓只能提供很有限的收益；
（2）向上或向前挪仓会显著地提高盈亏平衡点，使得该头寸相对来说失去了股价下跌
时所需的保护。

2.11

特殊的卖出备兑情形

截至目前，我们的讨论都同就普通股卖出备兑有关。不过，投资者也可以就可转换证
券（convertible security）、权证（warrant）或是长期期权（LEAPS）卖出备兑看涨期权。此外，
我还将在这里讨论一种不同的卖出备兑策略，也就是递增收益（incremental return）的概念，
这个概念对大宗股票的持有者，包括个体和机构的投资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2.11.1

可转换证券卖出备兑

买入某种可转换成普通股的证券有可能会比直接买入股票更有优势。使用可转换证券
的一个优势是它常常能产生比使用普通股更高的收益。可转换债券（convertible bonds）和可
转换优先股（convertible preferred stocks）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常常使用的证券。
在讨论卖出备兑之前，复习一下什么是可转换证券也许是有好处的。假设 XYZ 普通
股有 XYZ 可转换优先 A 股，它每股可以转换成 1.5 股普通股。每股可转换证券可以转换
成多少股普通股，是卖出者必须知道的一项重要信息。这些信息可以在《标普股票指南》
（Standard & Poor’s Stock Guide）中找到 [ 如果是债券的话，则可以在《标普债券指南》
（Bond
Guide）中找到 ]。
卖出者还应该知道究竟需要持有多少股可转换证券才等同于 100 股普通股。在 XYZ 的
示例里，我们可以很快地通过用 100 除以转换比率 1.5 来得到这个数量。用 100 除以 1.5 约
等于 66.667，因此投资者就必须持有 67 股 XYZ 可转优先 A 股以对应一手就 100 股普通股
而设立的 XYZ 期权。请注意，在这项计算中，我们不需要知道 XYZ 普通股或转换证券的
市场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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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易可转换债券时，转换的信息一般用类似这样的表述：按价格 20 转换 50 股。转
换价格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该手债券能够转换的股份数，在这个示例里就是 50 股。
因此，如果某个投资者使用这些债券来做看涨期权的卖出备兑，他就需要持有 2 手债券
（2 000），等价于 100 股股票。
当知道了可转换证券的必要购买数量，投资者就可以使用这些证券的实际价格以及它
们的收益来判断，究竟是就普通股还是就可转换证券来做卖出备兑更具有吸引力。
【示例 2-23】我们已知下列信息：
XYZ 普通股股票

50

XYZ 可转换优先 A 股

80

XYZ 7 月 50 看涨期权

5

XYZ 股息

每股年息 1.00

XYZ 可转优先 A 股股息

每股年息 5.00

请注意，在这两种情况里，卖出的看涨期权都是 7 月 50 看涨期权。使用可转换证券
作为标的证券，并不改变对所用期权的选择。在表 2-19 的计算中，为了更简单地对收益作
比较，没有把手续费考虑进去。在现实中，无论是普通股还是优先股，交易的手续费都是
非常相近的。因此，从数目的角度来看，就可转换证券卖出备兑比就普通股卖出卖出备兑，
似乎有更大的优越性。
表 2-19

普通股和可转换证券卖出备兑的比较
普通股卖出备兑

买入标的证券
卖出 1 手 7 月 50 看涨期权
净现金投资

收到的权利金
截至 7 月的股息
最大潜在盈利
收益率（盈利除以投资）

5 000 美元（100 股 XYZ）

可转换证券卖出备兑
5 360 美元（67 股优先 A 股）

-500

-500

4 500 美元

4 860 美元

500 美元

500 美元

50

250

550 美元

750 美元

12.2%

15.4%

当就一个可转换证券卖出备兑时，有一些额外的考虑。首先是可转换证券的升水。在
这个示例中，当 XYZ 的卖出价是 50 的时候，XYZ 可转换优先 A 股的真实价值就是 50 乘
以 1.5，即每股 75 美元。不过，它的售价是 80，其中，包括价值 75 之上的 5 点的升水。一
般而言，如果一个可转换证券的升水过高，就不会有人要买它。在这个示例里，升水还比
较合理。如果某个可转换证券的升水高于所计算出的价值的 15%，那么就可以说它的升水
过高了。
在就可转换证券卖出备兑时的另一个考虑是对指派的处置。如果卖出者被指派，他就
会将他的优先股转换成普通股，然后交割普通股股票；或者在市场上卖出优先股，再用所得
资金从市场上买入 100 股普通股股票，按照指派通知交割这些股票。如果该可转换证券有
升水，那么第二种选择一般就更可取，因为将优先股转换为普通股会损失优先股中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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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水。当为可转换债券时，则会损失累积的利息。
卖出者同时还应当注意，他的可转换证券是否是可以赎回的（callable）。如果是的话，
具体的赎回条件是什么。一旦可转换证券被该公司赎回，它就不再按其与标的股票的关系
而交易，而是按赎回价交易。因此，如果股票急剧上涨，卖出者卖出的期权会产生亏损，
而无法从可转换证券处得到任何弥补。如果可转换证券被赎回，一般而言，整个头寸就应
当立即平仓，卖掉可转换证券并买回期权。
卖出备兑的其他方面，例如向下或超前挪仓，即使是就可转换证券卖出期权，也没有
什么变化。卖出者应当正常地按期权价格与普通股股价之间的关系来采取行动。

2.11.2

权证卖出备兑

我们也可以就权证而卖出备兑看涨期权。同样，投资者必须持有足以转换成 100 股标
的股票的权证，一般而言，这会是 100 份权证。这笔交易必须是现金交易，权证必须完全
付清，它们不具有借贷价值。从技术上说，场内权证是可以用保证金交易的，但是许多经
纪商都要求全额支付。这里还可能有额外的投资要求。权证也有行权价。如果某个权证的
行权价高于该看涨期权的行权价，备兑卖出者就必须存入金额等于他两部分投资之间的差
额的资金。
使用权证的好处是，如果它们深度实值，它们就会给现金备兑卖出者带来较高的收益，
因为它们只需要较少的投资。
【示例 2-24】XYZ 的价格是 50，有按 25 买入普通股股票的 XYZ 的权证。因为该权证
是深度实值，它的售价大约为每份权证 25 美元。XYZ 没有股息。因此，如果卖出者考虑进
行 XYZ 7 月 50 卖出备兑看涨期权的话，他也许会选择权证而不是普通股股票，因为这样的
话，他每 100 股普通股股票的投资就会是 2 500 美元，而不是购买 100 股 XYZ 所需的 5 000
美元。由于没有股息，在两种情况里，潜在盈利都是相同的。
即使股票会支付股息（权证是没有股息的），但由于权证投资的金额较小，卖出者仍然
可能从权证卖出备兑中得到比普通股卖出备兑更高的收益。当然，这要取决于股息到底有
多少，以及该权证究竟实值有多深。
由于同时有期权和权证交易的股票数量不多，以及核实可获得收益的固有问题，实际
进行权证卖出备兑的交易并不常见。不过，在某些情况下，进行深度实值权证卖出备兑交
易，卖出者确实可以获得一定的好处。一般不建议就平值或虚值的权证卖出备兑，因为如
果标的股价下跌，权证会更大比例下跌，从而形成一个高风险的头寸。同时，在这个示例
里，如果卖出者向下挪仓到一个行权价比权证行权价更低的期权时，他的投资额就有可能
会增加。

2.11.3

长期期权卖出备兑

卖出备兑看涨期权的一种形式是通过买入长期期权（LEAPS）看涨期权，并卖出更短期
虚值看涨期权的方式来构造的。这个策略与权证卖出备兑很相似。第 25 章在讨论对角价差
时，会更详细地讨论这个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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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额收益的概念（收入挪仓）

卖出备兑看涨期权的增额收益概念是指，备兑卖出者可以获得股票在今天的股价与目
标卖出价格（可能比今天的股价高出许多）之间的增值部分的全部价值。与此同时，卖出者
还能从卖出期权过程中获得增额的正收益。
许多机构投资者对卖出备兑看涨期权有顾虑，因为它对潜在盈利的上限作了限制。如
果在进行了卖出备兑之后，股票价格下跌了，那么大多数机构投资者会觉得比较好，因为
相对于只持有股票而没有进行卖出备兑的其他机构投资者而言，他们的业绩表现会更好。
但是，如果在卖出备兑之后，股票价格大幅上涨了，那么许多机构投资者就会因卖出备兑
限制了他们的盈利而感到不满。这个策略并不是只适用于机构资金管理者，也适用于普通
投资者。只是投资者的持股数量最好较大（至少是 500 股，最好是在 1 000 股之上）。增额
收益的概念适用于所有像这样的投资者，他们会一直持有股票（即使中途出现短暂下跌），
直到股价达到事先确定的、更高的价格，他们才愿意卖出。
这个策略的第一步是确定该卖出者愿意卖出股票的目标价格。
【示例 2-25】某位客户持有 1 000 股 XYZ 股票，股票当前价格是 60，该客户愿意按 80
的价格将股票出手。与此同时，他希望能从股票卖出备兑中实现一笔正的现金流。这笔正
现金流并不必然来自于股票被指派行权时所实现的期权收益。更可能的情况是，当股价在
60 时，不大可能有行权价是 80 的期权在交易，因此，他可能没办法卖出 10 手 7 月 80 看涨
期权。即使有 7 月 80 看涨期权存在，这也不是一个好的做法，因为此时投资者收到的期权
权利金会很少（也许每手看涨期权 10 美分），从而不值得卖出这样的期权。增额收益策略可
以让该投资者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管有没有更高行权价的期权存在。
增额收益策略的基本方法是，一开始只就所持有的全部股票中的一部分卖出看涨期权，
而且是卖出那些行权价离当前股价最接近的看涨期权。然后，如果股价上涨到更高一级的
行权价，投资者就通过增加卖出备兑的数量来实现向上挪仓和获得收入。为收入而挪仓是
必不可少的，它是整个策略的关键。最后，当股票达到了目标价格时，股票被指派行权，
投资者以目标价卖出了所有股票，此外，他还能额外得到所有期权交易中所积累的总的
收入。
【示例 2-26】XYZ 的价格是 60，投资者持有 1 000 股，他的目标价格是 80。他可以按
每手 7 卖出 3 手最远期的 60 看涨期权。表 2-20 显示了在一个不很妙的情况下（股票价格一
下子涨到了目标价格）会发生的情况。正如表 2-20 所显示的，如果 XYZ 在一个月里涨到
了 70，那 3 手初始的看涨期权就会被买回去，然后在 70 的价格上卖出足够的看涨期权，并
产生一笔收入（5 手 XYZ 10 月 70 看涨期权）。如果股价在下一个月里继续上升到 80，这 5
手看涨期权就会被买回去，而此时整个股票头寸都会以目标价格进行卖出备兑（10 手看涨
期权）。
如果 XYZ 的价格保持在 80 以上，股票就会被指派行权，所有 1 000 股股票都会按 80
的目标价格卖掉。另外，投资者还可以挣到一路上所有卖出期权而得到的收入。它们的总
额达到 2 800 美元。因此，这个卖出者不仅得到了股票上涨到目标价格的整个增值部分，还
得到了卖出期权所产生的增额的、正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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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

卖出备兑看涨期权

两种增额收益的策略

第一天：XYZ = 60
按 7 卖出 3 手 XYZ 10 月 60 看涨期权

+ 2 100 美元收入

一个月之后：XYZ = 70
按 11 买回 3 手 XYZ 10 月 60 看涨期权

- 3 300 美元支出

按 7 卖出 5 手 XYZ 10 月 70 看涨期权

+ 3 500 美元收入

两个月之后：XYZ = 80
按 11 买回 5 手 10 月 70 看涨期权

- 5 500 美元支出

按 6 卖出 10 手 XYZ 10 月 80 看涨期权

+ 6 000 美元收入
+ 2 800 美元收入

在一个平静的市场中，监控这个策略会相对容易一些。如果卖出的备兑看涨期权没有
了时间价值，因而可能会被指派，卖出者可以向前挪仓到一个更远的到期系列，保持卖出
备兑看涨期权的数量不变。这个交易也会产生额外的收入。
如果目标价格最终被触及，而此时该卖出者希望保留一些股票，当卖出的看涨期权开
始失去它们的时间价值时，那就可以使用先前提到的“部分抽身策略”。当从某个头寸中
“抽身”出来后，投资者就可以设定更高的目标价格，开始整个过程的重复。

2.12

对卖出备兑看涨期权的总结

到这里，我们对卖出备兑看涨期权的讨论就告一段落了。在与其他策略进行比较的时
候，我们在后面还会讲到这个策略。这里是对我们所讨论过的要点进行简单的总结。
卖出备兑看涨期权是一个有活力的策略，因为它减少了持有股票所带来的风险，同时
也减小了短期市场运动给某个投资者的投资组合所带来的波动性。不过，投资者应当知道，
卖出备兑看涨期权的表现有可能会比只持有股票差，因为股票有可能会大幅上涨，而卖出
备兑则对潜在盈利的上限进行了限制。选择什么样的看涨期权来卖出，取决于这个卖出备
兑是趋于激进或趋于保守的。相对于卖出虚值看涨期权，卖出实值看涨期权从策略上来说
要更为保守一些，因为它得到了更大份额的市场下行保护。卖出备兑看涨期权的总收益的
概念，是想在各种来源的收入（期权权利金、股票持有权和股息）和市场下行保护之间维持
最大的平衡。为了实现这个平衡，通常在股价接近行权价，或稍微实值，或稍微虚值时卖
出备兑看涨期权。
在建立头寸之前，卖出者应当对各种收益进行计算：行权收益、股价不变收益以及盈
亏平衡点。要对各种卖出作真正的比较，就必须将收益年化，而且，在计算中，必须包括
所有的手续费和股息。如果持有较大的标的股票头寸（500 股或 1 000 股），那么收益就会增
加。同时，通过使用经纪公司的设施来产生所谓的“净”执行，也就是以某个特定的净价格
差来买入股票和卖出看涨期权，那投资者就可以得到较好的执行结果，并能在长期中获得
更高的收益。
应当在对可能有的收益和市场下行保护进行比较之后，再决定卖出哪个看涨期权。投

59

60

第二部分

看涨期权策略

资者有时可以卖出一部分虚值看涨期权和另一部分实值看涨期权，以实现收入和保护之间
的平衡。最后，如果投资者对某只股票是看空的，他就不应当就其卖出看涨期权。卖出者
对标的股票应当是略为看多的，或者至少是中性的。
后续行动与初始头寸的选择一样重要。如果标的股价下跌，投资者通过向下挪仓，可
以增加下行的保护和当前的收入。如果某个投资者不愿意过多地限制市场上升时的潜在盈
利，他可以考虑只将一部分备兑看涨期权头寸向下挪仓。在卖出的看涨期权到期时，如果
股票相对接近于初始的行权价，投资者就应当考虑向前挪仓到一个更远的到期月。这样做
能够获得更高的持续收益，因为投资者不必由于股票被指派行权而支付额外的股票手续费。
在标的股票价格上升时，也可以采取一些进攻型的后续行动：向上挪仓到一个更高的价位。
这个行动可以增加最大潜在盈利，但是，如果标的股票价格有显著的下跌，就会使得头寸
面临亏损。如果股价高于行权价，而且其他证券里有更好的收益机会，投资者就不应当采
取任何后续行动，而是让他的股票被指派。
卖出备兑看涨期权也可以建立在可转换证券上，也就是债券或优先股上。这些可转换
证券有时能提供较高的股息收入，因此提高了从卖出备兑中可以得到的总的收入。同时，
用权证来替代标的股票在某些情况中也会有好处，因为它可以在保持潜在盈利不变的同时
减少净投资。因此，总收益率会更高一些。
最后，对那些持有较大数量股票的个人和机构投资者来说，如果他们想要所持的股票
达到一个既定的价格，他们应当按照增额收益的概念来操作其卖出备兑策略。这既可以让
他们实现标的证券的全部潜在盈利（达到目标卖出价格），又可以从卖出期权中得到额外的
正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