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Options as a Strategic Investment

买入看涨期权

买入看涨期权策略的成功，主要取决于投资者是否能选到会上涨的股票，以及能把握
住这个机会。因此，虽然我们把买入看涨期权也称为策略，但策略这个词用在这里，与我
们在本书中所讨论的大部分其他策略，涵义并不相同。设计其他大部分策略的目的，是要
去掉股票选择方面的某些精确性，使得投资者能够保持中性，或至少能有一定的犯错余地，
同时还可以盈利。不过，买入看涨期权的技巧是很重要的，因为想要正确理解其他更为复
杂的策略，就必须先了解买入看涨期权。
买入看涨期权是最简单的期权投资，因而也是公众投资者最频繁使用的期权“策略”。
下面一节大致描述了投资者在实施明智的买入看涨期权决定时所需要知道的基本事实。

3.1

为什么要买入看涨期权
买入看涨期权的最大吸引力是它们能为投机者提供很大的杠杆。投资者有可能在标的

股票价格只有小幅上涨的时候，仍能实现很大的盈利。此外，尽管盈利的百分比很大，风
险却不会超过一个固定的金额，也就是最初买入看涨期权所支付的价格。看涨期权必须全
额付清，它们没有保证金的价值，也不能充当保证金。请注意，上面所说的关于必须全额
支付期权权利金的说法不一定适用于长期期权（LEAPS），LEAPS 在 1999 年定为可以用保
证金交易。下面的简单示例将说明投资者如何买入看涨期权。
【示例 3-1】假定 XYZ 的价格是 48，6 个月的看涨期权——7 月 50——的售价是 3。因
此，只要有 300 美元的投资，投资者就可以买入这个看涨期权，从而在 6 个月的时间里，
加入到 XYZ 普通股价格的上涨运动中来。如果 XYZ 的价格上涨了 10 点（刚刚超过 20%），
7 月 50 看涨期权就会价值 800 美元，看涨期权的持有者可以在股价刚刚超过 20% 的价格运
动中得到 167% 的收益率。这就是将投机者吸引来买入看涨期权的杠杆效应。在到期日，如
果 XYZ 低于 50，该投资者的亏损就是 100%。不过，不管 XYZ 的价格跌得多深，亏损额
都不会超过他最初的 300 美元投资。虽然他的风险是他初始投资的 100%，但就金额来看，
也还只是个小数目。一般而言，投资者用于买入看涨期权的资金不应当超过其风险资本的
15%，因为它涉及相对大的风险。
有的投资者买入看涨期权的目的是想在把风险控制在一个固定金额的情况下，为其组
合增加某种上行潜在收益。例如，如果某个投资者在想限制下行风险时通常只购买低波动
率、保守型的股票，那么，他也许可以考虑将小部分现金放到波动性更大的股票的看涨期
权上。按照这种方式，他可以“交易”比他通常交易的股票的风险更高的股票。如果这些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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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较高的股票价格上升，投资者就会得到可观的盈利。而如果它们大幅度下跌，就像波
动性这个词所隐含的那样，由于持有的是看涨期权而不是股票，这个投资者的以金额来衡
量的风险也是有限的。
有的投资者是因为另外一个理由而买入看涨期权，就是能够在不错过市场的情况下按
合理的价格买入股票。
【示例 3-2】XYZ 的价格是 75，某个投资者可以买入行权价为 80 的 XYZ 的看涨期权。
如果期权到期，XYZ 上涨，看涨期权变为实值，那他就可以按 80 的价格买入股票。在这
样的情况下，他将看涨期权行权。另一方面，如果 XYZ 价格下跌，他的钱并没有套在股票
上，他所亏损的只是同看涨期权权利金相等数额的资金。与股票自身的价格相比，这个数
额一般要小得多。
不想“错过市场”的投资者有时还会用另一种方法来买入看涨期权。假定投资者知道
在不远的将来，他会有一笔足以购买某一股票的现金（可能是卖掉他的房子，也可能是定期
存款到期）。但是，因为他觉得股票价格马上会上涨，所以他想现在就买入这只股票。如果
他现在手里只有小笔现金，那他可以先买入看涨期权。买入看涨期权所需的投资额要远远
小于买入股票。然后，在他得到他知道会得到的现金后，他就可以将看涨期权行权，买入
股票。这样，在他实际有钱买入股票之前，他已经加入到该股票的上涨运动中了。

3.2

买入看涨期权的风险和收益
对看涨期权的买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意识到，一般而言只有在股票价格上涨的时候

他才有可能会盈利。如果标的股票价格下跌，不管他花多大的功夫去分析和选择应当买入
的看涨期权，买入的期权都不会产生任何盈利。不过，这个事实不应当妨碍投资者在选择
看涨期权方面做一定的分析。我们见得太多的是，看涨期权的买家觉得某只股票要上涨，
而且在这一点上他没有预测错，但是由于没有在买入看涨期权时对各种可以使用的期权进
行风险和收益分析，结果还是赔了钱。他选对了股票，可是买错了看涨期权。
因为看涨期权买家的最好同盟是标的股票的向上运动，因此标的股票的挑选就成了看
涨期权买家要做的最重要选择。对买入看涨期权来说，抓住正确的时机非常重要，因此，
在挑选股票时，技术分析也许比基本面因素更为重要：即便有利好的基本面因素存在，你
也不知道这些因素需要多长时间才会反应到股票价格上。投资者必须对标的股票是看多的，
才会考虑买入这只股票的看涨期权。只有在选好股票之后，投资者才能考虑其他因素，例
如，用什么样的行权价和买哪一个到期月的合约等。看涨期权买家还会有另一个同盟军，
但这个同盟军通常是他预计不到的：如果他的看涨期权的标的股票价格变得波动很大，看涨
期权的价格就会上涨，以反映这种变化。
相对于购买实值看涨期权，购买虚值看涨期权的潜在风险和潜在收益都更大。许多看
涨期权购买者都倾向于选择虚值看涨期权，他们的理由是因为虚值期权的价格更便宜。对
看涨期权的买家来说，绝对的以金额来衡量的价格不应当是一个决定因素。如果某个投资
者的资金只够买入最便宜的看涨期权，他就不应当用这个策略来进行投机。如果标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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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有显著的上涨，虚值看涨期权自然能提供更大的收益。但是如果股票价格的上涨幅度
不大，实值看涨期权的表现就会更好一些。
【示例 3-3】XYZ 的价格是 65，7 月 60 看涨期权的售价是 7，7 月 70 看涨期权的售价是 3。
如果股票相对缓慢地上升到 68，7 月 70 虚值看涨期权的买家实际上就会遭受亏损，尽管这
个看涨期权还没有过期。另一方面，7 月 60 实值期权的持有者则会得到一笔盈利，因为这
个看涨期权至少可以按 8 点，也就是它的内在价值出售。关键是，就百分比来看，当股票
上升幅度不大时，实值看涨期权能够提供更好的收益，而虚值看涨期权则在股票价格上升
幅度更大的情况下会表现更好。
在考虑风险的情况下，实值看涨期权的风险概率显然要小一些。在前面的示例中，只
有在 XYZ 至少跌了 5 点的时候，实值看涨期权的买家才会失去其全部投资。另一方面，对
7 月 70 虚值看涨期权的买家来说，除非在期权到期时股票上涨 5 点以上，否则他就会失去
全部投资。显然，相对于虚值看涨期权，实值看涨期权无价值到期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对看涨期权的买家来说，剩余存续期的长短也有关系。如果股票价格与行权价相当接
近，那么，近期看涨期权就会紧跟标的股票的价格运动，因此，它的收益最高，风险也最
大。远期看涨期权，由于它距到期日还有很长时间，因而风险最小，百分比收益也最小。
中期看涨期权的风险和收益都是中等的，因而通常最有买入的吸引力。许多时候，投资者
买入较长期看涨期权的原因是因为它的价格只比中期看涨期权高出 1 或者 1.5 点。他觉得多
支付这一点钱而得到 3 个月的额外时间是值得的。不过，这种想问题的方法是不对的，因
为大多数看涨期权的买家都不会持有期权超过 60 天或 90 天。因此，即使多花 1 个点就可
以得到长期看涨期权的想法似乎挺吸引人，但也会是一笔不必要的花费。就像我们通常所
见到的那样，投资者在 60 天或者 90 天就会把看涨期权卖掉。

3.2.1

时机的确定

如果投资者确定标的股票价格会上涨，这对他选择买入什么样的看涨期权会有帮助。
如果投资者相当肯定标的股票马上就会上涨，他就应当努力得到更多的收益，而不必那么
担心风险。这就意味着应买入短期的、稍稍虚值的看涨期权。当然，这只是一般的规则。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投资者一般都不要买入离到期只有一个星期的虚值看涨期权。另一方
面，如果投资者在时机把握上非常欠缺，他就应当买入长期的看涨期权，这样，如果他对
时机的把握差错很大，可以降低他的风险。这种情况很容易出现，例如，如果某个投资者
认为某个公司的利好基本面因素会在将来的某个未知时刻表现出来，并且促使该公司股价
上涨的话，因为该投资者不知道这个利好基本面因素是会在下个月还是会在此后 6 个月里
发挥作用，他就应当买入长期看涨期权，给时机把握上的错误留下余地。
许多情况下，投资者并不打算长期持有看涨期权，他只是想在标的股票的短期快速上
涨中获利。在这种情况下，他应当买入相对短期的实值看涨期权。尽管这个看涨期权可能
要比同一标的股票的虚值看涨期权更贵一些，但只要标的股票价格上涨，这个期权就几乎
肯定会上涨。因此，这个短期的交易者就会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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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delta

到现在，读者应当对与看涨期权相关的各种基本事实较为了解了。当股票价格与看涨
期权行权价相同时，时间价值最高；它是实值或虚值程度最浅的期权；期权的价格不是线
性因时减值的，随着到期日的临近，时间价值消失的速度会更快。为了再复习一下，这里
重印了第 1 章里讲到的期权定价曲线。请注意，上面提到的所有事实都可以在图 3-1 中观察
到。与中间区域相比，这些曲线在两头时与“内在价值”线的距离更近，这就意味着时间
价值在股票价格等于行权价时最大，在股票价格偏离行权价时最小，无论是向实值方向还
是向虚值方向偏离。此外，3
个月期的期权曲线位于内在价值线和 9 个月期的期权曲线的中
Chapter 3: Call Buying
89
间，这意味着当期权是平值的或近值（near-the-money）时，它的因时减值率是呈非线性的。
FIGURE 3-1.

读者还可以翻回到第
1 章，看看时间价值的因时减值图形（见图
1-4）。
Option pricing
curve; 3-, 6-, and 9-month calls.

期权价格

9 个月曲线

6 个月曲线
3 个月曲线

随着到期日的临
近，更低的曲线开
始向内在价值线靠
拢。期权价格开始
等于其内在价值

行权价
内在价值
股票价格

图 3-1

3 个月、6 个月和 9 个月看涨期权的定价曲线

facts listed above can be observed from Figure 3-1. The curves are much nearer the
买家应当熟悉看涨期权的另一个特性，就是期权的对冲比率（delta）
。简单地说，期权
“intrinsic value” line at the ends than they are in the middle, implying that the time
value
premium
is
greatest
when
the
stock
is
at
the
strike,
and
is
least
when
the
stock
moves
的 delta 就是当标的股票运动 1 点时，看涨期权的价格会上涨或下跌的数量。
away from the strike either into- or out-of-the-money. Furthermore, the fact that the
【示例
3-4】当标的股票的价格比看涨期权的行权价高很多时，这个看涨期权的
curve
for the 3-month option lies only about halfway between the intrinsic value line and delta 就
the
curve
of the是
9-month
option7implies
the rate of decay
of an at- orXYZ
near-themoney1 点，不管
接近于 1。假设 XYZ
60，XYZ
月 50that
看涨期权是
10.10，如果
移动了
option is not linear. The reader may also want to refer back to the graph of time value
是上涨还是下跌，看涨期权的价格都会大致变化
1 点。深度虚值看涨期权的 delta 接近于零。
premium decay in Chapter 1 (Figure 1- 4).
another
property of call options that0.25
the buyer
should XYZ
be familiar
with,
如果 XYZ 是 There
40，7is月
50 看涨期权的售价可能是
点。如果
运动了
1 the
点，到 41 或
delta of the option (also called the hedge ratio). Simply stated, the delta of an option is the
者 39，看涨期权价格的变动会很小。当股票价格等于行权价时，
delta 一般是
0.50 或者 0.60。
amount by which the call will increase or decrease in price if the underlying
stock moves
by
1
point.
对期限很长的看涨期权来说，如果期权是平值的，它的 delta 会更大一些。因此，如果 XYZ

是 50，7 Example:
月 50 看涨期权是
XYZ
涨到了
点，如果 XYZ
The delta of5，如果
a call option
is close
to 1 51，看涨期权就上涨到
when the underlying stock is 5.50
well above
the striking price of the call.
XYZ were 60 and the XYZ July 50 call were 10.10, the call
跌到 49，看涨期权就下跌到
4.50If点。
would change in price by nearly 1 point if XYZ moved by 1 point, either up or down. A

事实上，标的股票价格的每一次变动，即使只变动了几分钱，delta
也都会发生变动。
deeply out-of-the-money call has a delta of nearly zero. If XYZ were 40, the July 50 call
might be selling at .25 of a point. The call would change very little in price if XYZ moved
这涉及一个精确的数学推导，我们会在后面对其进行介绍。要明白这一点，最容易地是根

by one point, to either 41 or 39. When the stock is at the striking price, the delta is usually
between .50 and .60. Thus, if XYZ were 50 and the XYZ July 50 call were 5, the call might
跌到行权价时，delta
1。在现实中，股票的价格一跌，delta
increase to 5.50就更可能是
if XYZ rose to 0.50，肯定不会再是
51 or decrease to 4.50 if XYZ
dropped to 49. Very long-term
calls may have even larger at-the-money deltas.

据这样的事实：深度实值期权的 delta 是 1。不过，如果股票经过很多次每次 1 点的下跌而

就立刻会发生变化。那些对几何学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前文提到的期权价格曲线上画出
delta 的图形。delta 是价格曲线的正切线的斜率。请注意，深度实值期权位于该曲线的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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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非常接近于内在价值线，它的斜率为 1。与此相似，深度虚值看涨期权居于价格曲线的
左面，同样接近于内在价值线，它的斜率为零。
因为人们通常根据标的股票 1 整点的变化来讨论期权价格的变化，（而不是依据价格中
的“即时”变化），于是就产生了上行 delta（up delta）和下行 delta（down delta）的概念。也
就是说，如果标的股票向上运动了 1 整点，某个 delta 为 0.50 的看涨期权的价格也许会上
涨 0.55 点。但是，如果股票下跌了 1 整点，看涨期权价格则可能只下跌 0.45 点。当股票上
涨了 1 整点而不是下跌了 1 整点时，这个看涨期权价格的净变化是不同的。根据观察，上
行 delta 是 0.55，而下行 delta 则是 0.45。在真正的数学意义上，只有一种 delta，它衡量的
是“即时的”价格变动。上行 delta 和下行 delta 与其说是理论性的概念，还不如说是实践性
的概念。它们所说明的是这样的事实：只要股票价格有变化，真实 delta 就会立即发生变化，
即使股票价格的变化小于 1 点。在下面的示例和后面的章节里，我们将只讨论一种 delta。
对所有看涨期权的买家来说，delta 都是一则重要的信息，因为它可以告诉买家，标的
股票的短期运动会带来多大的增值或减值。这个信息可以帮助看涨期权的买家决定买入什
么样的看涨期权。
【示例 3-5】如果 XYZ 是 47.50，而看涨期权的买家预计标的股票价格会有一个快速但
可能有限的上涨，他应当买入 45 看涨期权呢，还是 50 看涨期权呢？ delta 也许可以帮助他
做出决定。他有下面的信息：
XYZ：47.50

XYZ 7 月 45 看涨期权：

价格 =3.50

delta=0.65

XYZ 7 月 50 看涨期权：

价格 =1.00

delta=0.25

让我们作一个简单但不怎么准确的假设，让事情变得容易一些。假设 delta 在短期内保
持不变。如果该买家预期股票会迅速上涨到 49，买入哪一个期权更合适呢？ XYZ 上涨了
1.50 点，7 月 45 看涨期权会相应上涨 0.97 点（1.50×0.65），7 月 50 看涨期权会对应上涨 0.37
点（1.50×0.25）。因此，如果 7 月 45 看涨期权的价格上升了 0.97，那么它就增值了 28%。
而如果 7 月 50 看涨期权的价格上升了 0.37，那它就增值了 37%。所以，在这个简单的示例
中，买入 7 月 50 看涨期权看起来更有利可图。当然，在实际的投资分析中，应当把手续费
考虑进去。
投资者不必自己费力计算 delta。任何好一点的期权数据提供商都会提供这样的信息，
有的经纪公司还免费提供这样的信息。
在后面的许多章节中，根据不同策略中的不同应用，我们将描述 delta 的更高阶应用
方法。

3.3

买什么样的期权
交易策略有不同的种类，有的是短期的，有的是长期的（有的甚至是买来放在那里的）。

如果某个投资者决定要使用期权来实施一个交易策略，在买入什么样的期权方面，该策略
的时间范围往往主宰了该期权的一般类别：实值的还是虚值的，近期的还是远期的，等等。
无论是股票、股指或是期货期权，这个说法都是正确的。一般的规则是：策略的期限越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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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交易这个策略的工具的 delta 就应当越高。

3.3.1

日内交易

现在日内交易变得越来越普遍了。根据统计资料，大多数做日内交易的人都是赔钱的。
事实上，也有盈利的日内交易者，这其实只需要比许多人工作得更努力一些。许多日内交
易者试图在他们的策略里使用期权。这些日内交易者显然被期权所具有的杠杆效应所吸引，
但是，他们也常常在期权交易中赔钱。
许多希望使用期权的日内交易者没有意识到，就日内交易而言，应当使用 delta 值最高
的工具。这个工具就是 delta 为 1.0 的标的资产。在不使用期权的情况下，日内交易已经够
难了。因此，如果你对微软公司股票 MSFT 做日内交易，那就只交易股票，不要交易期权。
在这种很短的交易周期内，期权的买卖价差很难驾驭。期权的买卖价差要比标的工具
自身的买卖价差相对更宽。此外，日内交易者所要抓住的，只是标的物每日运动中的一小
部分，而实值或虚值期权并不能有效地反映出这些运动来。也就是说，如果 delta 太低，期
权的日内交易者就没有空间来盈利。
如果某个日内交易者坚持要使用期权，那就应当买入短期实值期权，因为它的 delta 在
所有期权中最高，最好 delta 接近 0.90 或者更高。这样的期权对标的物的小幅度运动也能有
迅速的反应。

3.3.2

短线交易

假定某个投资者想通过使用某个策略来达到持有标的物 1 ～ 2 个星期的目的，就像在
日内交易的情况中一样，在这种情况里，他也需要较高的 delta 值。不过，由于持有周期比
日内交易要长，并且期权降低了发生超出预期的大幅度下跌的风险，因此，此时交易期权
而不是单纯交易标的物会更合适一些。他应当买入的依然是短期实值期权，因为它的 delta
值最大，对标的股票运动的反应最直接。这些期权的 delta 值非常高，一般在 0.80 之上。在
这种情况里应当使用高 delta 值期权的理由之一是，投资者对日内交易的时机或者特短期的
交易方法相当有把握。如果选股的方法在把握时机方面有高度的精确性，那么，就应当使
用高 delta 值的期权。

3.3.3

中线交易

随着投资者交易策略周期的拉长，使用较低 delta 值的期权就更为合适。这通常意味着
在选择时机方面不需要再那么精确。例如，投资者有可能使用某个基于市场情绪的交易方
法，而市场情绪通常不是一个精确的指标，它显示的是在一个重大转折点的总趋势变化。
该指标对价格短期运动的时机把握是不精确的，因为情绪的极端变化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在
标的物的方向变化上体现出来。
因此，这些策略的投资者应当使用 delta 较小的期权。想在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更长
时间里持有头寸的投资者，应当知道在这段时间里很可能会出现大的价格变化，那他就需
要这样的期权来限制风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应当使用平值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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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线交易

如果投资者的策略是个长期策略，他就应当考虑 delta 更低的期权。这样的策略在把握
时机的能力方面一般都很模糊，例如，根据对某个公司基本面的泛泛了解而选择买入它的
股票。极端情况下，它甚至可以用到“买入并持有”的策略中。
一般我们不提倡买入虚值期权，但是，对期限很长的策略来说，投资者可以考虑选择
略为虚值的期权，或者至少是存续期较长的平值期权。无论是哪种情况，相对于我们在上
面为其他策略推荐的期权来说，这里使用的期权的 delta 值都会比较小。此外，对于这一类
的股票策略，长期期权可能是合适的。

3.4

高级选择标准
前面的看涨期权选择标准只是一些初级技巧。在实际操作中，在某个具体的时刻，投

资者通常不会只对一只股票看多。事实上，他也希望有一份看涨期权的名单，这些看涨期
权在任何时候都是“最好的”买入对象。使用某些选择股票的方法，或者是技术面的，或者
是基本面的，他可以选出 3 ～ 4 种看起来能提供最好收益的看涨期权。这份名单里的看涨期
权应当按潜在收益的大小排序，不过编制这份名单本身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因买入目的而对看涨期权排序时，选择标准应该基于标的股票的波动率。从数学上来
这样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家看得到的许多看涨期权排序都是严格以标的股票的百分
比变化为基础的。这样的名单很容易把人带入歧途，得出错误的结论。
【示例 3-6】有两只股票，它们都有场内看涨期权：波动性不大的 NVS 和波动性相当大
的 VVS。因为波动性大的股票的看涨期权的价格会比波动性小的高，因此就有可能有下面
的价格：
NVS:
NVS 7 月 40 看涨期权 :

40
2

VVS:
VVS 7 月 40 看涨期权 :

40
4

如果就买入的目的将对这两个看涨期权进行排序的话，要是严格地按照标的股票的百
分比变化，NVS 的看涨期权看上去似乎是个更好的买入对象。例如，投资者也许会看到类
似“标的股票上涨 10% 时可以买入的最好的看涨期权”这样的名单。在这个示例里，如果
在到期时每只股票都上涨了 10%，NVS 和 VVS 的价格都会是 44。因此，NVS 7 月 40 看涨
期权就会价值 4，也就是说，价格涨了一倍，潜在盈利是 100%。 同时，VVS 7 月 40 看涨
期权也会价值 4，对看涨期权的买家来说，盈利是 0%。这样的分析会使得投资者认为买入
NVS 7 月 40 看涨期权更合算。这样的结论可能是错的，因为在对这两只股票的潜在变化进
行排序时，基于的是一个错误的假设。假设这两只股票在到期时都有 10% 的运动概率是不
对的。相对于波动率更低的股票来说，波动率更高的股票自然有大得多的上涨 10%（或者更
多）的机会。任何只考虑标的股票的百分比变化而不考虑它们的波动率，并由此得到的期权
排序，都是没有价值的，因而不能被采用。
对这两个 7 月 40 看涨期权的正确比较方法是使用标的股票的实际波动率。假定波动率
较大的股票 VVS 在 7 月到期以前的时间里会有 15% 的运动，而波动率较小的股票 NVS 在

67

68

第二部分

看涨期权策略

同样的时段内预计只有 5% 的运动。利用这一信息，看涨期权的买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VVS 7 月 40 看涨期权更值得买。
通过假设每个股票价格的上涨幅
度与它们的波动率相对应，我们可以
看到，尽管 VVS 7 月 40 一开始时要贵

7 月的股票价格

看涨期权的价格

VVS：46（上升了 15%）

VVS 7 月 40：6（上升了 50%）

NVS：42（上升了 5%）

NVS 7 月 40：2（没有变化）

出一倍，但它的潜在收益还是更好。这个分析方法具有更大的现实性。
就这个排序过程而言，还有一点需要强调。因为大多数看涨期权是按 30 ～ 90 天的持
有期而买入的，那么假定这些期权会被持有至到期就是不正确的。也就是说，即使投资者
所买的是 6 个月的看涨期权，他通常也会在 1 ～ 3 个月之内将它平仓，以获得盈利或是限制
亏损。因此，这个看涨期权的名单就应当以看涨期权在其实际持有期（例如 90 天）内的表
现为基础来得到。
假定在我们的示例里波动率较大 VVS 股票在 90 天内有可能会上涨 12%，而波动率较
小的 NVS 股票在 90 天的潜在上涨率只有 4%。在 90 天里，这些 7 月 40 看涨期权不会为持
平价（at parity），因为离 7 月到期日还剩有一段时间。因此，有必要预测一下在 90 天的持有
期结束时它们会有怎样的价格。假定标的股票的价格会对应其波动率而上涨，下面的价格
就 是 对 7 月 40 看 涨 期 权 在 90 天 后 卖
出时的准确估计：
由于 90 天后看涨期权还有一段时

90 天的股票价格

看涨期权的价格

VVS：44.8（上升了 12%） VVS 7 月 40：6（上升了 50%）
NVS：41.6（上升了 4%）

NVS 7 月 40：2.50（上升了 25%）

间才到期，因此它们都还有时间价值。
VVS 看涨期权中的时间价值会更大一些，因为标的股票的波动率更大。使用这种分析方法，
仍然是应当买入 VVS 的看涨期权。
对看涨期权的买家来说，潜在收益的正确排序方法可以表达如下：
（1）假定每只股票在一个固定的时段（30、60 或 90 天）内都会根据其波动率而上涨；
（2）对每次上涨后的看涨期权价格进行估计；
（3）按照进攻型买入方式对所有潜在的买入看涨期权行为按最高百分比收益机会进行
排序；
（4）假定每只股票的价格都会跟随其波动率而下跌；
（5）对每次下跌后的看涨期权价格进行估计；
（6）按照收益 / 风险比（用第 5 步得出的亏损百分比去除第 2 步得出的收益百分比）对
所有可购买的看涨期权排序。
从第 3 步得出的名单会产生比较激进的购买方式，因为它只考虑了潜在收益。从第 6
步得出的名单的投机性会比较小一些。这个分析的方法自动结合了前面所设定的标准，例
如买入短期虚值看涨期权称为进攻型的购买方式，买入长期实值看涨期权称为保守型的购
买方式。delta 也是波动率的函数，第 1 步和第 4 步基本上将它结合进去了。
要进行这种分析需要借助计算机。看涨期权的买家通常可以从经纪商或者数据商那里
得到这样一份名单。对那些有计算机并且想自己作这种分析的人来说，在第 28 章里讨论数
学技巧的部分里，有如何计算股票波动率和为各种看涨期权定价的细节。

第3章

3.4.1

买入看涨期权

被高估或被低估的看涨期权

有现成的公式可以预测出一个看涨期权应当有什么样的价格，这些公式是以股票价格
与行权价之间的关系、剩余存续期，以及标的股票的波动率为根据的。这些公式有一定的
用途，例如，可以用它们来进行上面所说的分析中的第 2 步，对看涨期权在标的股票每次
上涨后的价格进行估计。在现实中，看涨期权的实际价格会与由这些公式所计算出的价格
有所不同。如果看涨期权的实际卖价高于其“合理”
（计算出的）价格，这个看涨期权就视为
被高估的（overpriced）。如果看涨期权的实际交易价格低于其“合理”价格，它就视为被低
估的（underpriced）。
如果该看涨期权确实是被高估的，那么就可以用既能降低它们的成本又能保留上行潜
在盈利的策略。不过这个策略要求在买入看涨期权之外，再建立一个看跌期权价差，因此，
它不在我们现在讨论的范围之内。我们将在第 23 章讨论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组合的价差时
对其进行介绍。
一般而言，看涨期权的价格与其“合理”价格的差异很小，比如为 0.10 或 0.20。在理
论上，如果被低估的看涨期权回到其“合理”价格，那买入被低估的看涨期权的买家会稍微
有一些优势。但是，在实践中，这些信息只对做市商或者那些只付很少或不付手续费就可
以交易期权的公司交易员才最有用。由于要支付手续费，普通公众即使知道了有这种小额
的价格差异存在，也无法从中直接获利。
投资者在决定应当买入什么样的看涨期权时，不应当只是以这个看涨期权是否被低估
为根据。如果他买了一个“便宜”的看涨期权，而这个看涨期权在他买入之后就下跌了，那
么这个看涨期权在他买入时是否被低估，对他说来并没有多大意义。事实上，前面所描写
的对买入的看涨期权进行排序的方法给了被低估的看涨期权一定的优势。但是，根据我们
所推荐的分析方法，被少量低估并不一定就使得某个看涨期权成为购买的首选对象。

3.4.2

时间价值是一个误称

我们在本书的许多地方都将讨论这个议题，最突出的是在讨论波动率交易的时候。在
这里引进这个议题的原因是，即使是没有经验的期权交易者也必须懂得，期权的价格中不
是内在价值的那部分，也就是我们通常叫做“时间价值”的那部分，实际上并不只是由时间
价值构成的。的确，随着到期日的临近，时间最终会夺走期权价格中的这部分价值。但是，
当期权离到期日还有相当长的时间时，期权价值中更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实际上是波动率。
如果交易者认为它的标的股票会有相当大的波动率，那么这个期权就会很贵；如果他们的看
法相反，这个期权就会相当便宜。这样的贵或便宜是反映在期权价格的不是内在价值的那
部分里的。例如，在 1 天的时间里，6 个月的期权不会减值多少，但是，如果交易者对波动
率的看法迅速发生变化，那就会严重地影响到这个期权的价格，特别是在这个期权离到期
日还有很长时间的时候。因此，看涨期权的买家应当仔细地考察他所要买的期权，而不要
把它们看作是某种将要作废的东西。经过谨慎地分析，如果期权的买家考虑的不只是在到
期日时会发生什么，而且是在这个期权的存续过程中将发生什么，那么他就有可能会得到
非常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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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看涨期权买家的烦恼

无论多么努力，当一个波动率相当大的股票迅速运动了 3 点或 4 点的时候，投资者
似乎常常不能从中获得厚利。其中的原因比我们现在能解释的要更复杂一些，虽然它们与
delta、因时减值和标的股票的波动率有紧密的联系。我们将在第 36 章里讨论它们。如果你
正在认真地考虑要采用买入看涨期权的策略，那在你开始大量买入看涨期权之前，应当首
先读一下那一章。

3.5

后续行动
当标的股票价格下跌时，看涨期权买家最简单的后续行动就是卖掉他手里的看涨期权

以止损。人有一种自然的心理，想要把头寸留在手里，希望股票会涨回到或者是超过行权
价。大部分时候，在股票表现很差的情况里，采取止损的办法对买家最有利。根据其交易
看涨期权的交易所的规则，他可以在“心理上”建立一个止损价格，或者实际上下达卖出止
损指令。一般而言，期权的止损指令都执行得很差，因此，使用“心理”止损价格要更好一
些。也就是说，投资者应对根据标的股票自身的技术走势来决定他的出场点。例如，如果
它跌破了支撑位，那么期权的持有者就应当下达一个市价指令（不是持有）来卖出他的看涨
期权。
如果股价上涨了，买家应当考虑拿走盈利。如果某个看涨期权是以 5 点买的，随后涨
到了 10 点，在类似这样的情况里，大部分买家都愿意拿走盈利。但是，如果看涨期权是以
1 点买入的，同一个买家就不太情愿在期权价格是 2 点时将它出手，因为“我只挣了 1 点”。
这两种情况的相似性其实相当清楚：两者都几乎产生了 100% 的盈利，投资者没有理由会接
受前者而不接受后者。这并不是说所有的用 1 点买入的看涨期权一旦它们的价格到了 2 时
都应当卖掉，而是说投资者所依据的将 10 点的期权在价格翻倍后卖掉的因素，也应当适用
于 2 点的看涨期权。
事实上，在所持的看涨期权增值后取走部分盈利常常是个明智的行为。例如，如果有
人按 3 的价格买入了一些看涨期权，这些期权后来价值 5，那么按 5 的价格将他的头寸卖掉
三分之一或是一半以拿走部分盈利，对这个看涨期权持有人是有好处的。这样做之后，常
常更容易让盈利在账户上滚动。而一般来说，让盈利滚动是成功交易的关键之一。
如果要支付手续费的话，将看涨期权行权一般对看涨期权的买家是不利的。在行权时，
他需要为股票支付手续费，按行权价买入股票。在把股票卖出之后，他还要为卖出股票支
付手续费。因为从金额上看，期权的手续费要比股票的手续费小得多，看涨期权的持有者
一般都将他的看涨期权在期权市场里卖掉，而不是将它行权，从而得到更多的净美元。

3.5.1

锁住盈利

如果看涨期权持有者的运气足够好，标的股票相对迅速地上涨，那么他可以实施若干
增强自己的头寸的策略。对于那些在应该拿走盈利还是应该继续持有头寸，以求在标的股
票继续上升时获得更大的盈利，之间举棋不定的已经有未兑现盈利看涨期权持有者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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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策略是有帮助的。
【示例 3-7】某个投资者在标的股票是 48 时，以 3 点买入了一手 XYZ 10 月 50 看涨期
权。股票随后涨到了 58。这个买家也许应当考虑将他的 10 月 50 看涨期权卖掉（这个期权
现在可能值 9 点），又或者是采取其他一些行动，其中有的会涉及 10 月 60 看涨期权，它的
售价是 3 点。表 3-1 对这个情况进行了总结。在这个时候，这个看涨期权的买家可能会采取
以下四种基本行动中的某一种：
（1）卖出买入的看涨期权，将头寸平仓，从而拿走盈利；
（2）卖出持有的 10 月 50 看涨期权，用部分收入买入 10 月 60 看涨期权；
（3）构建一个价差头寸，持有 10 月 50 看涨期权的同时，再卖出 10 月 60 看涨期权；
（4）什么都不做，继续持有 10 月 50 看涨期权。
表 3-1

XYZ 10 月看涨期权目前的情形

最初的交易
XYZ 普通股股票：
买入 XYZ 10 月 50 看涨期权：

最初的交易现有价格
48
3

XYZ 普通股股票：

58

XYZ 10 月 50 看涨期权：

9

XYZ 10 月 60 看涨期权：

3

每一种行动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风险和收益。如果持有者选择卖出 10 月 50 看涨期权，
他就有 6 点的盈利，再去掉手续费。不过这样的话，他的头寸就不复存在了，他不会再从
这个看涨期权中得到好处，也不会损失任何已经得到的盈利。他将 6 点的盈利兑现了。这
是上面四种方法中最不激进的一种。如果标的股票价格继续上涨，涨到 63 以上，其他 3 种
策略的表现都会比将把全部看涨期权平仓的做法要好。但是，如果标的股票价格不是上涨
而是下跌了，并在到期日时跌到了 50 以下，那么这个行动所带来的盈利是四种方法中最
多的。
第四种方法也是一种简单的策略，它什么都不做。如果一直持有看涨期权至到期日，
这个策略就是四种策略中风险最大的 。如果 XYZ 在到期时跌到了 50 以下，只有这个策略
会产生亏损。不过，如果标的股票价格继续上涨，这个看涨期权就会积累更多的盈利。每
个看涨期权的买家都知道全部平仓或什么都不做这两种策略的后果，并且希望找到一种替
代方法，这种方法应该可以减少他的某些风险，但又不会完全放弃潜在盈利。剩下的这两
种策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设计的：它们限制了总的风险，同时又为进一步的盈利提供了机
会，这个进一步的盈利在数量上应该大于全部平仓可以获得的盈利。
持有者卖掉当前持有的 10 月 50 看涨期权，然后用一部分收入买入次高行权价的看涨
期权，这种策略叫作向上挪仓（roll up）。在这个示例里，他可以按 9 卖掉 1 手 10 月 50 看涨
期权，收回最初投资的 3 点，再用剩余的收入按每手 3 点的价格买入 2 手 10 月 60 看涨期
权。因此，有的时候投机者通过向上挪仓，可以在收回全部初始投资的同时，还能增加其
持有的看涨期权数量。在这一步完成之后，无论它们的价格如何，10 月 60 看涨期权都代表
了纯粹的盈利。按这种方式“向上挪仓”的买家从本质上说是在用别人的钱进行投机。他把
自己的钱放回了自己的口袋，使用积累的盈利来博取进一步的收益。在到期时，如果 XYZ
大幅度上升，这个策略的表现就会最好。但如果 XYZ 保持在目前的价格上，也就是停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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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以上，没有上涨到 63 以上，这个策略的表现就会是四个策略中最差的。
另外一个策略，也就是上面所列的第三种策略，在继续持有 10 月 50 看涨期权的同时，
卖出 10 月 60 看涨期权。这就构造了一个所谓的牛市价差（bull spread）。这个技术只有那些
有保证金账号，并且能满足其经纪公司对价差的最低资产要求（一般是 2 000 美元）的交易
者才能使用。这个价差是没有风险的，因为该价差中买入的那条腿，也就是 10 月 50 看涨
期权，花费的是 3 点，而价差中卖出的那条腿，也就是 10 月 60 看涨期权，通过卖出而收
入了 3 点。即使在到期日标的股票价格跌到 50 以下，所有看涨期权都无价值到期，除了手
续费之外，这个交易者也不会再损失任何东西。另一方面，这个价差的最大潜在盈利是 10
点，也就是 50 与 60 这两个行权价之间的差。如果在到期日 XYZ 高于 60，这个最大潜在盈
利就会实现。因为在这个时候，无论标的股票价格高于 60 多少，10 月 50 看涨期权的价值都
会比 10 月 60 看涨期权高出 10 点。如果 XYZ 保持相对不变，在到期时高于较低的行权价，
但又不比较高的行权价高出多少，这个策略就会是四种策略中表现最好的。有趣的是，无
论在到期时股票的价位如何，这个策略都不会是四个策略中表现最差的。例如，如果 XYZ
跌到了 50 以下，这个策略没有风险，因而优于“什么都不做”的策略。如果 XYZ 有显著
的上涨，这个价差就会产生 10 点的盈利，这就比“平仓”策略所提供的 6 点盈利要好。
很难说在某个既定的情况里这四种策略中哪一种最好。不过，如果能就当前持有的看
涨期权卖出一个看涨期权，以产生一个没有风险或风险很小的价差，这常常是个有吸引力
的答案。它绝不会变成最糟的决定，
与此同时，如果 XYZ 价格维持在原

表 3-2

4 种可选策略的比较

标的股票的变化

最佳策略

最糟策略

位，那它可以产生最大的盈利。表

继续大幅度上升

向上挪仓

平仓

3-2 和表 3-3 总结了某个看涨期权持

平稳上升到次高的行权价之上

什么都不做

平仓或向上挪仓

有者在有未兑现盈利时可以选择的四

保持相对无变化

价差

向上挪仓

种策略。重申一下，这四种策略是：

跌到最初行权价之下

平仓

什么都不做

表 3-3
XYZ 价格

向上挪仓

到期日的盈利结果
什么都不做

价差

- 300(W)

平仓

50 或更低

0

53

0(W)

0

+ 600(B)

+

300

56

0(W)

+ 600(B)

+ 300

+

600(B)

+ 600(B)

60

0(W)

63

+ 600(W)

+ 700

+ 1 000(B)

+ 600

+1 000(B)

+ 1 000(B)

+ 600(W)

67

+ 1 400(B)

+1 400(B)

+ 1 000

+ 600(W)

70

+ 2 000(B)

+1 700

+ 1 000

+ 600(W)

0(W)

注：“W”表示在这个价格上该策略是最糟的策略，“ B”表示在这个价格上该策略是最佳策略。

（1）
“平仓”，卖掉买入的看涨期权，提走盈利，不再投资；
（2）
“向上挪仓”，卖掉看涨期权，收回最初的投资，用剩下的收益买入尽可能多的虚值
看涨期权；
（3）
“价差”，就现有的看涨期权多头卖出虚值看涨期权，以建立牛市价差；
（4）
“什么都不做”，继续持有 10 月 50 看涨期权多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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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这四个策略中的任何一种在某种情况下都会被证明是最优的策略，而价差则
从来都不是最糟的策略。表 3-2 和表 3-3 表示了将头寸持有至到期日时的各种结果。如果读
者想要知道这些策略的具体表现及比较结果，可以看看表 3-3，该表总结了这 4 种策略中在
使用上面示例的价格时会有的潜在盈亏。
当然，投资者可以对这些策略中的任何一个进行调整。例如，他可以决定卖出一半的
看涨期权多头头寸，收回大部分初始投资，并继续持有剩下的看涨期权多头头寸。这让他
能从市场的后续上涨中继续获益。
卖出一部分头寸并保留剩余头寸的做法被称为“部分获利出场”（taking a partial proﬁt）。
当标的资产价格大幅上涨时，这个策略和上面所有的策略（除“上面都不做”以外）都会少
赚很多钱。每当投资者采取部分获利出场、向上挪仓或其他措施时，都表明他对其所持头
寸较为悲观。如果价格继续上涨，这些略带悲观的行动就是有害的。有一种交易流派的人
认为，与其对一个看多头寸做一些看空调整，还不如设置一个跟踪止损（比如根据标的物的
20 天均线设置止损）。当然，在盘整市场中，部分获利出场可能是有利的，不过看涨期权买
家获利的最好方式就是足够幸运，或在一个大趋势中一直做多。为了最大化他的盈利和驾
驭趋势，他应该全力以赴，通过“什么都不做”或是设置跟踪止损来紧跟市场。

3.5.2

防范行动

当标的股票价格下跌时，看涨期权的买家有时会使用下面的两种策略。两者都涉及价
差策略，也就是说，同时买入和卖出同一标的股票上的不同看涨期权。我们在后面的章节
将详细讨论价差。这里对价差的讨论只适用于为看涨期权的买家所用。
“向下挪仓”。如果期权的持有者拥有一个期权，这个期权目前有未兑现的亏损时，这
样做就有可能大大增加当股票价格有一个相对小的反弹时得到一笔有限盈利的机会。在某
些情况下，投资者可以在不增加风险，或者只增加很小风险的情况下实施这个策略。
许多看涨期权的买家都经历过类似这样的情景：最初用 3 点买入 1 手 XYZ 10 月 35 期
权，希望股票价格会很快上涨。结果股价下跌了，例如跌到了 32。随着 10 月到期日的临
近，这个看涨期权现在只值 1.50。如果期权的买家仍然认为在到期日前股票会略有反弹，
那他可以继续持有这个看涨期权，或者“向下均摊价”
（average down）
（按 1.50 买入更多的看
涨期权）。无论是哪种情况，他都需要在到期前股票能反弹到 38，这样才能保持盈亏平衡。
要达到这一点，在到期前股票就需至少上涨 15%，而这个可能性很小。这个买家可以考虑
换一种方法，采取下面的策略，我们将使用一个示例来说明这个策略。
【示例 3-8】此时，投资者持有 10 月 35 看涨期权：
XYZ：

32

XYZ 10 月 35 看涨期权：

1.50

XYZ 10 月 30 看涨期权：

3

投资者可以卖出 2 手 10 月 35 看涨期权，与此同时，买入 1 手 10 月 30 看涨期权。如
果不考虑手续费，这样做不需要额外的投资。也就是说，不考虑手续费的情况下，以每手
150 美元的价格，卖出 2 手 10 月 35 看涨期权可以收到 300 美元，而这刚好是买入 1 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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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0 看涨期权的成本。这是实施向下挪仓策略的关键：投资者可以通过基本相等的钱买入
１手行权价较低的看涨期权，同时卖出２手行权价较高的看涨期权。
请注意，投资者现在是要卖出他先前持有的 10 月 35 看涨期权。他先前只持有 1 手 10
月 35 看涨期权，而现在需要卖出 2 手这样的期权。与此同时，他还要再买入 1 手 10 月 30
看涨期权。因此，他的头寸变为：
1 手 XYZ 10 月 30 看涨期权多头
1 手 XYZ 10 月 35 看涨期权空头
从技术上说，这叫作牛市价差。表 3-4 总结了这个买家为建立这个价差而进行的交易。
这个交易者现在以 300 美元的成本再加上手续费而“持有”这个价差。通过这个交易，他显
著地降低了自己的盈亏平衡点，却没有增加风险。不过，最大潜在盈利却因此而受到限制：
如果标的股票大幅反弹，他就不能在这个机会中大幅获利了。
表 3-4

牛市价差中的交易

交易

不包括手续费的成本

最初的交易

按 3 买入 1 手 10 月 35 看涨期权

300 美元支出

其后的交易

按 1.50 卖出 2 手 10 月 35 看涨期权

300 美元收入

按 3 买入 1 手 10 月 30 看涨期权

300 美元支出

1 手 10 月 30 看涨期权多头

300 美元支出

净头寸

1 手 10 月 35 看涨期权空头

为确定盈亏平衡点是否真的降低了，考虑一下如果在 10 月到期时 XYZ 是 33 时的情
况。10 月 30 看涨期权会价值 3 个点，而当 XYZ 是 33 时，10 月 35 看涨期权会无价值到期。
因此，在这个时候，卖掉 10 月 30 看涨期权可以获得 300 美元，同时不必再花钱买回 10 月
35 看涨期权。因此，这个价差平仓时可以得到 300 美元，刚好等于“买入”它的成本。于
是，在到期时，这个价差就在 33 上保持盈亏平衡。如果这个看涨期权的买家没有向下挪
仓，他在到期日时的盈亏平衡点就会是 38。因为他最初买入 10 月 35 看涨期权付了 3 点，
因此只有当 XYZ 的价格是 38 时，他才能在平仓时收回这 3 点来。显然，这个股票反弹到
33 的机会要比 38 大。因此，使用这个策略，这个看涨期权的买家就大大降低了他的盈亏平
衡点。
降低盈亏平衡点并不是投资者唯一关心的事。他必须同时意识到他的盈利和亏损的机
会。风险基本上没有变化，仍然是 300 美元的债务，再加上手续费，这些都已经支付过了。
实际上，风险有少许的增加，因为加入了“向下挪仓”的手续费。但是，产生最大亏损时的
股票价格被降低了。如果继续持有最初买入的 10 月 35 看涨期权，在 10 月到期的时候，如
果股票价格低于 35，这个买家就会损失掉所有的 300 美元投资。使用这个价差策略，只有
在 10 月到期时 XYZ 低于 30 的时候，才会出现 300 美元全部亏掉的结果。如果在 10 月到
期时 XYZ 价格高于 30，价差中多头的那条腿就能从平仓中得到一定的收入，从而避免全军
覆没。由于出现最大亏损的价格被降低了 5 点，投资者就减少了出现最大亏损的机会。
同大多数投资一样，风险暴露的改善，也就是盈亏平衡点和最大亏损价格的降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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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牺牲部分潜在盈利为代价的。在最初买入的看涨期权里（10 月 35 看涨期权），最大潜在

points, a 2-point profit over the 3 points paid for the spread. This is the limit of profit for

盈利是不受限制的。在新的头寸中，如果在
月到期时
35，或者比
35 更高
the spread, however,10
since
if XYZ is XYZ
above 反弹到
35 at expiration,
any further
profits in the long

October 30 call would be offset by a corresponding loss on the short October 35 call.
的价位，潜在盈利就都限制在
2 点以内。为了说明这一点，假设在到期时 XYZ 是 35。这

Thus, if XYZ were to rally heavily by expiration, the “rolled down” position would not

样，买入的 10 月 30 看涨期权就会价值
5 a点，而
35 看涨期权就会无价值到期。因此
realize as large
profit as10
the月original
long call position would have realized.

Table 3-5 and Figure 3-2 summarize
the original
and new positions. Note that the
这个价差平仓时的收入为 5 点，除去建立头寸所支付的
3 点，还有
2 点的盈利。不过，这
new position is better for stock prices between 30 and 40. Below 30, the two positions are

就是这个价差的盈利极限，因为如果在到期时 XYZ 高于 35，任何买入 10 月 30 看涨期权

所得到的进一步的盈利都会被卖出的
10 月 35 看涨期权的亏损所抵消。因此，如果 XYZ 在
TABLE 3-5.
Original and spread positions compared.
到期前大幅度上涨，“向下挪仓”头寸所实现的盈利会低于最初买入看涨期权头寸所能实现

的盈利。
表 3-5 和图 3-2 对最初的头寸和

Stock Price
at Expiration

新的头寸进行了总结。请注意，当股
票价格在 30 ～ 40 之间时，新头寸的
表现要好些。在 30 以下，除了额外

Long Call
Result

25

表 3-5

30
到期时的股票价格
33
35
38

花费的手续费之外，两个头寸是相同

40

的。如果股价反弹到 40 以上，最初

45

Spread
Result

−$300
最初头寸与价差头寸的比较
− 300
买入看涨期权的结果

−$300

价差的结果 − 300
0
-300

25

− 300
-300

30

-300

-300

-300

0

-300

+200

0

+200

− 300

0

33

+ 200

35

+ 700

38

的头寸会表现更好。如果在到期前股

40
+200
FIGURE 3-2.
45 call purchase vs. +700
价没有反弹到 40 以上，新头寸就会
Companion: original
spread.

+ 200
+ 200
+ 200
+ 200

+200
+200

是 一 种 改 善。XYZ 从 32 反 弹 到 40
会应当说是不大的。因此，在这个示
例里，将买入的看涨期权向下挪仓，
建立一个价差，应当说是一个正确的
选择。
这 个 示 例 特 别 有 吸 引 力， 因 为
建立这个价差不需要额外的资金。不

到期时的盈亏（美元）

而上涨 8 点，或者说 25%，这样的机
+200

最初的买入看涨期权
“向下挪仓”后的价差
30

33

35

38

40

-300

过，在许多情况下，投资者会发现把
买入的看涨期权变成价差时的收支并

到期时的股票价格

图 3-2

比较：最初的买入看涨期权与价差

不相等。会出现一些支出。这一事实
并不是说不应当改变策略，因为只需要小部分的额外投资，就可以显著地增加在股票反弹
时达到盈亏平衡甚至得到盈利的机会。
【示例 3-9】下列的价格同前面所用的有所不同，不同在于 10 月 30 看涨期权的价格。
XYZ：

9780735204652_Options_TX_p1-134.indd 104

32

XYZ 10 月 35 看涨期权：

1.50

XYZ 10 月 30 看涨期权：

4

根据这些价格，要向下挪仓，就会有 1 点的支出。这就是说，卖出 2 手 10 月 35 看涨
期权会收到 300 美元（每手 150 美元），而买入 10 月 30 看涨期权的成本是 400 美元。因此，
这笔交易就需要花费 100 美元再加上手续费才能完成。根据这些价格，向下挪仓之后的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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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平衡点是 34，仍然比最初的盈亏平衡点 38 要低得多。现在，由于向下挪仓额外花费了
1 点，因此风险增加了。如果在 10 月到期时 XYZ 跌到 30 以下，这个投资者的总损失就是
4 点加上手续费。最初买入 10 月 35 看涨期权的最大亏损是 3 点加上一小笔手续费。最后，
这个价差的最大盈利金额是 100 美元减去手续费。在这个示例里，这个替代策略远远没有
前面那个有吸引力。不过如果这个看涨期权的买家认为，在 10 月到期日前 XYZ 只会出现
有限的反弹，他还是值得去这样做的。
投资者不应当只是因为把买入的看涨期权转换成价差需要额外的支出，就自动放弃这
个策略。请注意，使用按 1.50 买入额外的 10 月 35 看涨期权来“向下均摊”需要额外的 150
美元投资。这比示例中转换为价差头寸所需的 100 美元还要多。通过“向下均摊”而得到的
头寸，其在到期时的盈亏平衡点是 37，而这个价差的盈亏平衡点是 34。应当承认，向下均
摊的头寸的潜在盈利要比价差高得多，但是，转换成价差的成本比“向下均摊”低，同时也
提供了较低的盈亏平衡价格。
总的来说，如果股票价格下跌，看涨期权的买家有未兑现的亏损，但又不愿意将头寸
平仓，那么他可以通过“向下挪仓”为价差头寸的方法，以改善其实现盈亏平衡的机会。也
就是说，他可以卖出 2 手他目前持有的看涨期权，1 手是他已经持有的，再加上另外一手，
与此同时，买入 1 手次低行权价的看涨期权。如果卖出 2 手看涨期权的收入基本等于买入 1
手看涨期权的支出，那这个买家实施这个策略肯定对他有利，因为盈亏平衡点会显著降低。
而且，一旦标的股票价格略有反弹，这个买家实现盈亏平衡或者得到小笔盈利的机会就会
大大增加。
建立跨期价差（calendar spread）。当看涨期权的买家发现标的股票价格下跌时，有时他
们可以采用另一种防御型的价差策略。在这种策略中，某个中期或远期看涨期权的持有者
可以卖出一手相同行权价，但存续期更短的看涨期权。这就构造出了所谓的跨期价差。这
样做的理由是，如果近期的看涨期权无价值到期，那这个买家买入看涨期权的总成本就降
低了。如果股票价格上涨，这个看涨期权买家的盈利机会就增加。
【示例 3-10】假定某个投资者在 4 月的某个时候以 3 点买入了 1 手 XYZ 10 月 35 看涨
期权。到 6 月的时候，股价跌到了 32，而且看上去股价还会持续低迷相当长一段时间。10
月 35 看涨期权的持有者可以考虑按大约 1 点的价格卖出 1 手 7 月 35 看涨期权。如果在 7
月 到期日以前 XYZ 保持在 35 以下，卖出的看涨期权就会无价值到期，从而收入 1 点的小
额盈利。投资者仍然拥有那手 10 月 35 看涨期权，希望在 10 月前 XYZ 的价格会上涨，从
而从这手看涨期权中盈利。即使到 10 月 XYZ 仍然不上涨，他也因为卖出 7 月 35 看涨期权
得到的收入而减少了总亏损的金额。
这个策略使用起来不像前一个那么有吸引力。如果在 7 月到期日之前 XYZ 上涨，投资
者就可能面临两个亏损的头寸。例如，假定在下个星期 XYZ 反弹回到 36。他按 1 点卖出的
看涨期权的售价就会更高，从而在卖出的 7 月 35 看涨期权的交易中产生未兑现的亏损。此
外，10 月 35 看涨期权的价格可能还没有涨回到最初的 3 点，因此，价差的另一条腿上也有
未兑现的亏损。
因此，在使用这个策略时要格外小心。因为如果在近期期权到期之前标的股票迅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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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这个价差就会在两条腿上都有亏损。请注意，前面的价差策略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即使 XYZ 迅速上升，它也可以从反弹中得到一定的盈利。

3.6

对价差的进一步看法
如果某个投资者对交易所和其经纪公司关于价差交易方面的保证金规则和要求不太熟

悉，那他就不应当进行价差交易。后文会对进行价差交易的常见要求进行梳理。总的来说，
要建立一个价差头寸，投资者一定要有保证金账户，而且必须在该账户中存入必要金额的
资产。因此，用现金账户交易看涨期权的买家不一定能够使用这些价差策略。如果他一定
要这样做，就有可能会收到保证金追加通知，以及对其交易账户的某些限制。因此，在使
用价差策略之前，投资者应核实是否有特殊的要求。不要假设看涨期权多头可以自动“挪
仓”为任何一种价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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