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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欲知期权真面目 

 
1. 什么是期权 

期权又称为选择权，是指买方向卖方支付一定数量的费用后拥有的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或

未来某一特定日期以事先规定好的价格向卖方买入或卖出一定数量的特定资产的权利，但不

负有必须买进或卖出的义务；卖方收取权利金后则需履行相应的义务。 

 

2. 期权如何分类 

对期权的分类可以从权力的类型、行权方式、价值状态和标的资产类型进行划分。 

 按权力的类型划分，期权分为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两种。看涨期权，是指期权的买方在

到期日或到期日之前有按行权价买进一定数量标的资产的权利，期权卖方在买方要求行

权时有按行权价卖出标的资产的义务；看跌期权，是指期权的买方到期日或到期日之前

有按行权价卖出一定数量标的资产的权利，期权卖方在买方要求行权时有按行权价买入

标的资产的义务。 

 按期权的行权方式划分，期权分为欧式期权和美式期权两种。欧式期权指期权买方只能

选择在合约到期日行使权利，在合约到期日之前不能行权；美式期权指期权买方在合约

到期日之前任意交易日都可以行使权利。 

 按行权价与标的资产价格大小划分，期权分为实值期权、平值期权和虚值期权。对于

看涨期权，标的价格大于行权价为实值期权，等于行权价为平值期权，小于行权价为虚

值期权；对于看跌期权则相反，标的价格小于行权价为实值期权，等于行权价为平值期

权，大于行权价为虚值期权。 

 按期权合约上的标的资产类型划分，期权分为股票期权、股指期权、利率期权、商品

期权和外汇期权等种类。 

 

3. 期权的要素 

期权合约主要包含如下 5个要素，包括合约类型、合约标的资产、到期日、行权价和行

权方式。 

 合约类型是指期权是看涨期权还是看跌期权，对应的买方拥有买入或卖出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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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约标的资产是指期权合约买卖的标的资产。 

 到期日是指期权买方可以行使权力的最后日期。 

 行权价是指买卖双方协定的买方行权时买进或卖出的价格。 

 行权方式分欧式和美式，欧式期权买方只能在到期日行权，美式期权买方可在到期前任

一交易日行权。 

合约类型 标的资产 到期日 行权价 行权方式 

看跌期权 M1805 2018-04-10 2900 美式 

例如上表所列要素构成的期权表示买方拥有在 2018-04-10 之前任一交易日都可以以

2900 的价格卖出 M1805 合约的权力。 

 

4. 期权价格的影响因素 

一般地，影响期权价格的主要因素有：标的资产价格、行权价、期权到期剩余时间、波 

动率和无风险利率。 

 标的资产价格：在其他变量相同的情况下，标的资产价格上涨，看涨期权价格上涨，而

看跌期权价格下跌；标的资产价格下跌，则反之。 

 行权价：在其他变量相同的情况下，对于看涨期权，行权价越高，期权价格就越低；对

于看跌期权，行权价越高，期权价格就越高。 

 到期剩余时间：在其他变量相同的情况下，到期剩余时间越长的期权对于期权买方的价

值就越高，对期权卖方的风险就越大，所以它们的价格也应该更高。 

 波动率是衡量标的资产价格变化剧烈程度的指标，一般用百分数表示。在其他变量相同

的情况下，波动率较高的期权具有更高的价格。 

 无风险利率：在其他变量相同的情况下，利率越高，看涨期权的价格就越高，看跌期权

的价格就越低；利率越低，反之。由于短期内利率大幅变动的可能性很小，实际中利率

对期权价格的影响可以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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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状况改变 看涨期权价格 看跌期权价格 

标的资产价格↑ ↑ ↓ 

行权价↑ ↓ ↑ 

到期剩余时间↑ ↑ ↑ 

波动率↑ ↑ ↑ 

利率↑ ↑ ↓ 

 

二、 摩“权”擦掌须规范 

 
1. 场内期权与场外期权 

场内期权，又称交易所交易期权 ，是指在集中性的期货市场或期权市场所交易的标准

化的期权合约，由交易所出具统一的交易规则。目前场内股票期权有 50ETF期权，商品期权

有豆粕期权和白糖期权，铜期权立项已获审批但还未上市，场内期权标的较少，交易的灵活

度还不是很高。 

场外期权，是指在非集中性的交易场所交易的非标准化的期权合约，是由期货公司下设 

的风险管理子公司提供报价服务。风险管理子公司可以根据投资者的需求“私人定制”一对 

一的场外期权合约，投资者与风险管理子公司签订该场外期权合约即完成了一次场外期权的 

交易。场外期权形式灵活、规模巨大，可以满足投资者多样化的投资需求。   

 

2. 期权开户门槛 

（1）“四有一无”的门槛是普遍性要求。一般自然人客户，也就是“散户投资者”可适用以

下开户规则。 

“四有”： 

 资金条件——开户前五个交易日每日结算后可用资金≥10万元； 

 仿真交易记录——不低于 10 个交易日及大于 20 笔（含 20笔）以上的商品期权模拟仿

真交易记录； 

 行权记录——行权交易记录必须是交易所认可的行权记录，必须含到期日行权及期权操

作； 

 考试合格——必须通过中国期货业协会网上在线测试，且成绩不低于 90分。 

“一无”： 

 没有不良诚信记录，不存在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交易所业务规则禁止或限制从事期

货和期权交易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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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但对于一般法人客户来说，开户条件在上述条件的基础上有所加强。除满足上述“四有

一无”条件外，还需要注意以下两条： 

 考试方式不同于散户投资者——要求参与期权交易的指令下达人亲自参与由交易所认

可的、现场知识考试，不得替考。 

 法人客户需具备参与期权交易的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等相关制度。 

 

（3）对于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银行、其他金融机构、社会保障类公司、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需要资产分户管理的特殊单位客户，以及交易所认定的其他单位客户，

需要提供内部控制及风险管理制度。 

 

三、 “权”靠策略来帮忙 

 
1. 单腿策略 

单腿策略是指只涉及一个期权合约买卖的策略，包括买入看涨期权、卖出看涨期权、买

入看跌期权和卖出看跌期权 4种。 

（1）买入看涨期权 

 适用情景：预期标的资产价格会上涨。 

 到期盈亏分析：当标的资产价格低于行权价时，买方亏损额保持不变，为权利金金额；

标的资产价格上涨高于行权价时，买方亏损缩小；标的资产价格继续上涨超出行权价加

权利金之和（即盈亏平衡点）时，买方扭亏为盈。 

 

K 

买入看涨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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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点：最大盈利无上限：当标的资产上涨时获得收益，并且价格涨得越多，买方获得的

收益就越大；最大损失有限：如果标的资产价格下跌，低于行权价格，买方可以选择不

行权，那么最大损失就是其支付的全部权利金。 

 

（2）卖出看涨期权 

 适用情景：预期标的资产价格未来不会上涨，但认为下跌空间有限。 

 到期盈亏分析：当标的资产价格低于行权价时，卖方盈利额保持不变，为权利金金额；

标的资产价格上涨高于行权价时，卖方盈利降低；标的资产价格继续上涨超出行权价加

权利金之和（即盈亏平衡点）时，卖方由盈转亏。 

 

 特点：最大盈利有限：如果标的资产价格下跌，低于行权价格，卖方获得最大盈利额，

为权利金金额；最大亏损视标的资产价格上涨幅度而定：如果标的资产价格上涨，卖方

可能因期权买方选择行权而遭受损失，并且标的资产价格上涨幅度越大，亏损越多。 

 

（3）买入看跌期权 

 适用情景：预期标的资产价格会下跌。 

 到期盈亏分析：标的资产价格高于行权价时，买方亏损额保持不变，为权利金金额；标

的资产价格跌至行权价以下时，买方亏损缩小；标的资产价格继续跌至行权价减权利金

之差（即盈亏平衡点）以下时，买方实现扭亏为盈。 

K 

卖出看涨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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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点：当标的证券下跌时获得收益。标的证券价格下跌越多，收益越大，标的证券价格

跌到 0元时收益达到最大值。最大盈利=行权价格-权利金。承担有限的损失。如果标的

证券价格上涨，高于行权价格，认沽期权买方可以选择不行权，那么最大损失就是其支

付的全部权利金。 

 

（4）卖出看跌期权 

 适用情景：预期标的资产价格未来不会下跌，但认为上涨空间有限。 

 到期盈亏分析：标的资产价格高于行权价时，卖方盈利额保持不变，为权利金金额；标

的资产价格下跌至行权价以下时，卖方盈利减少；标的资产价格继续跌至行权价减权利

金之差（即盈亏平衡点）以下时，卖方由盈转亏。 

 

K 

买入看跌期权 

K 

卖出看跌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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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点：最大盈利有限：如果标的资产价格上涨，高于行权价格，卖方获得最大盈利额，

为权利金金额；最大亏损视标的资产价格下跌幅度而定：如果标的资产价格下跌，卖方

可能因期权买方选择行权而遭受损失，并且标的资产价格下跌幅度越大，亏损越多。 

 

2. 组合策略 

组合策略是指涉及两个及两个以上期权合约买卖的策略，常用的主要包括牛市差价、熊

市差价、蝶式差价、跨式组合和宽跨式组合 5种。 

（1）牛市差价 

 适用情景：预期标的资产价格温和上涨，上涨空间有限。 

 操作：买入的一张较低执行价 K1 的看涨期权（权利金 C1），同时卖出一张较高执行价

K2 的看涨期权（权利金 C2）（或者买入一张较低执行价的看跌期权，同时卖出一张较

高执行价的看跌期权），两个期权的标的资产和期限均相同。 

 到期盈亏分析：标的资产价格高于较高行权价 K2 时，盈利额保持不变，为两个行权价

之差减净权利金；标的资产价格下跌至较高行权价 K2 以下时，盈利减少；标的资产价

格价格继续跌至较低行权价 K1 和净权利金之和（即盈亏平衡点）以下时，由盈转亏；

标的资产价格继续跌至较低行权价 K1以下时，亏损达到最大为净权利金支出。 

标的资产价格范围 
买入行权价 K1 

看涨期权收益 

卖出行权价 K2 

看涨期权收益 
整体收益 

S≤K1 -C1 C2 -（C1-C2） 

K1<S<K2 （S-K1）-C1 C2 （S-K1）-（C1-C2） 

S≥K2 （S-K1）-C1 C2-（S-K2） （K2-K1）-（C1-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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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点：最大盈利有限：如果标的资产价格上涨，高于较高行权价 K2，获得最大盈利额，

为两个行权价之差减净权利金；最大亏损有限：如果标的资产价格下跌，低于较低行权

价 K1，亏损达到最大为净权利金支出。 

 

（2）熊市差价 

 适用情景：预期标的资产价格温和下跌，下跌空间有限。 

 操作：买入的一张较高执行价 K2 的看跌期权（权利金 P2），同时卖出一张较低执行价

K1的看跌期权（权利金 P1）（或者买入一张较高执行价的看涨期权，同时卖出一张较低

执行价的看涨期权），两个期权的标的资产和期限均相同。 

 到期盈亏分析：标的资产价格低于较低行权价 K1 时，盈利额保持不变，为两个行权价

之差减净权利金；标的资产价格上涨至较低行权价 K1 以上时，盈利减少；标的资产价

格价格继续上涨至较高行权价 K1减净权利金之差（即盈亏平衡点）以下时，由盈转亏；

标的资产价格继续上涨至较高行权价 K2 以上时，亏损达到最大为净权利金支出。 

标的资产价格范围 
买入行权价 K2 

看跌期权收益 

卖出行权价 K1 

看跌期权收益 
整体收益 

S≤K1 （K2-S）-P2 P1-（K1-S） （K2-K1）-（P2-P1） 

K1<S<K2 （K2-S）-P2 P1 （K2-S）-（P2-P1） 

S≥K2 -P2 P1 -（P2-P1） 

K1 K2 

买入低行权价Call 

卖出高行权价Call 

牛市差价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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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点：最大盈利有限：如果标的资产价格下跌，低于较低行权价 K1，获得最大盈利额，

为两个行权价之差减净权利金；最大亏损有限：如果标的资产价格上涨，高于较高行权

价 K2，亏损达到最大为净权利金支出。 

 

（3）蝶式差价 

i. 买入蝶式差价 

 适用情景：预期未来行情盘整，标的资产波动率较小。 

 操作：卖出两张平值（中间执行价 K2）看涨期权（权利金 C2），同时买入一张较低执

行价 K1 的看涨期权（权利金 C1）和一张较高执行价 K3 的看涨期权（权利金 C3）（或

者卖出两张平值（中间执行价）看跌期权，同时买入一张较低执行价的看跌期权和一张

较高执行价的看跌期权），三个期权的标的资产和期限均相同,通常 K2=1/2（K1+K3）。 

 到期盈亏分析：标的资产价格低于较低行权价 K1 时，亏损额保持不变，为净权利金支

出；标的资产价格上涨至较低行权价 K1 以上但未超过中间行权价 K2 时，盈利增加逐

渐转亏为盈；标的资产价格价格继续上涨至中间行权价 K2以上但未超过较高行权价 K3

时，盈利减少逐渐由盈转亏；标的资产价格继续上涨至较高行权价 K3 以上时，亏损额

保持不变，为净权利金支出。 

 

 

 

K1 K2 

卖出高行权价Put 

买入低行权价Put 

熊市差价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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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资产 

价格范围 

买入一张 

行权价 K1 

看涨期权收益 

卖出两张 

行权价 K2 

看涨期权收益 

买入一张 

行权价 K3 

看涨期权收益 

整体收益 

S≤K1 -C1 2C2 -C3 2C2-（C1+C3） 

K1<S≤K2 （S-K1）-C1 2C2 -C3 
（S-K1）+2C2-

（C1+C3） 

K2≤S<K3 （S-K1）-C1 2C2-2(S-K2) -C3 
(K3-S) +2C2-

（C1+C3） 

S≥K3 （S-K1）-C1 2C2-2(S-K2) (S-K3)-C3 2C2-（C1+C3） 

 

 特点：最大盈利有限：如果标的资产价格处在中间行权价 K2处，获得最大盈利额，为

中间行权价 K2减较低行权价 K1之差减净权利金；最大亏损有限：如果标的资产价格下

跌低于较低行权价 K1或上涨高于较高行权价 K3，亏损达到最大为净权利金支出。 

 

ii. 卖出蝶式差价 

 适用情景：预期未来有趋势行情，标的资产波动率扩大，行情方向不明确。 

 操作：买入两张平值（中间执行价 K2）看涨期权（权利金 C2），同时卖出一张较低执

行价 K1 的看涨期权（权利金 C1）和一张较高执行价 K3 的看涨期权（权利金 C3）（或者买

入两张平值（中间执行价）看跌期权，同时卖出一张较低执行价的看跌期权和一张较高执行

价的看跌期权），三个期权的标的资产和期限均相同,通常 K2=1/2（K1+K3）。 

K1 K2 K3 

买入低行权价Call 

卖出2份中间行权价

Call 

买入高行权价Call 

买入蝶式差价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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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期盈亏分析：标的资产价格低于较低行权价 K1 时，盈利额保持不变，为净权利金收

入；标的资产价格上涨至较低行权价 K1 以上但未超过中间行权价 K2 时，盈利减少逐渐由

盈转亏；标的资产价格价格继续上涨至中间行权价 K2 以上但未超过较高行权价 K3 时，盈

利增加逐渐转亏为盈；标的资产价格继续上涨至较高行权价 K3 以上时，盈利额保持不变，

为净权利金收入。 

标的资产 

价格范围 

卖出一张 

行权价 K1 

看涨期权收益 

买入两张 

行权价 K2 

看涨期权收益 

卖出一张 

行权价 K3 

看涨期权收益 

整体收益 

S≤K1 C1 -2C2 C3 （C1+C3）-2C2 

K1<S≤K2 C1-（S-K1） -2C2 C3 
（C1+C3）

-2C2-（S-K1） 

K2≤S<K3 C1-（S-K1） 2（S-K2）-2C2 C3 
（C1+C3）

-2C2-（K3-S） 

S≥K3 C1-（S-K1） 2（S-K2）-2C2 C3-（S-K3） （C1+C3）-2C2 

 

 特点：最大盈利有限：如果标的资产价格下跌低于较低行权价 K1 或上涨高于较高行权

价 K3，获得最大盈利额，为净权利金收入；最大亏损有限：如果标的资产价格处在中间行

权价 K2处，亏损达到最大，为净权利金减中间行权价 K2减较低行权价 K1之差。 

 

（4）跨式组合 

K1 K2 K3 

卖出低行权价Call 

买入2份中间行权价

Call 

卖出高行权价Call 

卖出蝶式差价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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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买入跨式组合 

 适用情景：预期未来有趋势行情，标的资产波动率扩大，行情方向不明确。 

 操作：买入同执行价 K 的看涨期权（权利金为 C）和看跌期权（权利金为 P），两个期

权的标的资产和期限均相同。 

 到期盈亏分析：标的资产价格低于较行权价 K 时，标的资产价格下跌幅度越大，盈利额

越大；标的资产价格高于较行权价 K 时，标的资产价格上涨幅度越大，盈利额越大； 

标的资产价格范围 买入看涨期权收益 买入看跌期权收益 整体收益 

S≤K -C （K-S）-P （K-S）-（C+P） 

S>K （S-K）-C -P （S-K）-（C+P） 

 

 特点：最大盈利视标的资产价格上涨或下跌幅度而定：幅度越大，盈利越大；最大亏损

有限：如果标的资产价格处在行权价 K，亏损达到最大，为净权利金支出。 

 

ii. 卖出跨式组合 

 适用情景：预期未来行情盘整，标的资产波动率较小。 

 操作：卖出同执行价 K 的看涨期权（权利金为 C）和看跌期权（权利金为 P），两个期

权的标的资产和期限均相同。 

 到期盈亏分析：标的资产价格低于较行权价 K 时，标的资产价格下跌幅度越大，亏损额

越大；标的资产价格高于较行权价 K 时，标的资产价格上涨幅度越大，亏损额越大； 

 

K 

买入同行权价Call 

买入同行权价Put 

买入跨式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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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资产价格范围 卖出看涨期权收益 卖出看跌期权收益 整体收益 

S≤K C P-（K-S） （C+P）-（K-S） 

S>K C-（S-K） P （C+P）-（S-K） 

 

 特点：最大盈利有限：如果标的资产价格处在行权价，盈利达到最大，为净权利金收入。

最大亏损视标的资产价格上涨或下跌幅度而定：幅度越大，亏损越大。 

 

（5）宽跨式组合 

i. 买入宽跨式组合 

 适用情景：预期未来有趋势行情，标的资产波动率扩大，行情方向不明确。 

 操作：买入较低行权价 K1 的看跌期权（权利金为 P），同时买入较高行权价 K2 的看涨

期权（权利金为 C），两个期权的标的资产和期限均相同。 

 到期盈亏分析：标的资产价格低于较低行权价 K1 时，标的资产价格下跌幅度越大，盈

利额越大；标的资产价格上涨处于较低行权价 K1 和较高行权价 K2 之间时，亏损额不

变，为净权利金支出；标的资产价格价格高于较高行权价 K2 时，标的资产价格上涨幅

度越大，盈利额越大。 

标的资产价格范围 买入看涨期权收益 买入看跌期权收益 整体收益 

S<K1 -C （K1-S）-P （K1-S）-（C+P） 

K1≤S<K2 -C -P -（C+P） 

S≥K2 （S-K2）-C -P （S-K2）-（C+P） 

K 卖出同行权价Call 

卖出同行权价Put 

卖出跨式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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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点：最大盈利视标的资产上涨或下跌幅度而定：标的资产价格上涨或下跌幅度越大，

盈利越大；最大亏损有限：如果标的资产价格波动不大处于两行权价之间，亏损达到最

大，为净权利金支出。 

 

ii. 卖出宽跨式组合 

 适用情景：预期未来行情盘整，标的资产波动率较小。 

 操作：卖出较低行权价 K1 的看跌期权（权利金为 P），同时卖出较高行权价 K2 的看涨

期权（权利金为 C），两个期权的标的资产和期限均相同。 

 到期盈亏分析：标的资产价格低于较低行权价 K1 时，标的资产价格下跌幅度越大，亏

损额越大；标的资产价格上涨处于较低行权价 K1 和较高行权价 K2 之间时，盈利额不

变，为净权利金收入；标的资产价格价格高于较高行权价 K2 时，标的资产价格上涨幅

度越大，亏损额越大。 

标的资产价格范围 卖出看涨期权收益 卖出看跌期权收益 整体收益 

S<K1 C P-（K1-S） （C+P）-（K1-S） 

K1≤S<K2 C P （C+P） 

S≥K2 C-（S-K2） P （C+P）-（S-K2） 

K1 K2 

买入高行权价Call 

买入低行权价Put 

买入宽跨式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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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点：最大盈利有限：如果标的资产价格波动不大处于两行权价之间，盈利达到最大，

为净权利金收入；最大亏损视标的资产上涨或下跌幅度而定：标的资产价格上涨或下跌

幅度越大，盈利越大。 

 

四、 勿以“权”贵弃套保 

 
期权套期保值：配合期货或现货的头寸，用建立的期权部位的收益，弥补期货或现货可

能出现的损失，以达到锁定价格变动风险的目的。以沪铜为例，铜当前价格为 52000 元/吨。 

 

1. 企业如果是现货多头，担心价格下跌，则可采取买入看跌期权、卖出看涨期权或者构

造领式期权（买入看跌期权、卖出看涨期权）来进行风险管理。 

（1）买入看跌期权 

 适用情景：担心未来铜价大幅下跌，但又不排除上涨的可能。 

 操作：买入一个月到期行权价为 52000 的铜看跌期权，权利金支出为 1600 元/吨。 

 到期盈亏分析：价格上涨时，通过牺牲权利金支出来获得价格上涨的收益；价格下跌时，

通过买入看跌期权锁定最大亏损。（单位：元/吨） 

到期沪铜价格 买入看跌期权收益 现货收益 整体收益 

上涨至 57000 -1600 5000 3400 

下跌至 48000 2400 -4000 -1600 

K1 K2 

卖出高行权价Call 

卖出低行权价Put 

卖出宽跨式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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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保效果评估：通过买入看跌期权锁定铜价最低不低于 50400 元/吨（行权价-权利金）。 

一个月后沪铜价格 沪铜价格涨跌幅 买入看跌期权收益 锁定铜价水平 

57000 9.62% -1600 55400 

55000 5.77% -1600 53400 

53000 1.92% -1600 51400 

52000 0% -1600 50400 

51000 -1.92% -600 50400 

49000 -5.77% 1400 50400 

47000 -9.62% 3400 50400 

 

（2）卖出看涨期权 

 适用情景：判断未来铜价小幅震荡，看小跌，看不涨。 

 操作：卖出一个月到期行权价为 53000 的铜看涨期权，权利金收入为 800 元/吨。 

 到期盈亏分析：价格上涨时，现货端收入覆盖掉期权端亏损仍可获得稳定盈利；价格下

跌时，通过权利金收入弥补现货端的亏损。（单位：元/吨） 

到期沪铜价格 卖出看涨期权收益 现货收益 整体收益 

上涨至 57000 -3200 5000 1800 

下跌至 48000 800 -4000 -3200 

52000 

现货盈亏 

期权盈亏 

组合盈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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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保效果评估：在铜价小幅上涨的情况下，可增强现货多头销售收益；但是当铜价有明

显下跌时，承担了销售收益减少的风险。 

一个月后沪铜价格 沪铜价格涨跌幅 卖出看涨期权收益 锁定铜价水平 

57000 9.62% -3200 53800 

55000 5.77% -1200 53800 

53000 1.92% 800 53800 

52000 0% 800 52800 

51000 -1.92% 800 51800 

49000 -5.77% 800 49800 

47000 -9.62% 800 47800 

 

 

（3）构造领式期权（买入看跌期权、卖出看涨期权） 

 适用情景：判断未来铜价将在区间内震荡，铜价存在成本支撑和安全边际。 

 操作：买入一个月到期行权价为 51000 的铜看跌期权（权利金为 900 元/吨），卖出一个

月到期行权价为 53000 的看涨期权（权利金为 800 元/吨），净权利金支出为 100元/吨。 

 到期盈亏分析：价格上涨高于较高行权价时，可获得最大盈利；如果价格介于两行权价

之间，损益为到期时标的资产价格减期初标的资产价格之差减净权利金支出；价格下跌

低于较低行权价时，可锁定最大亏损。（单位：元/吨） 

到期沪铜价格 买入看跌期权收益 卖出看涨期权收益 现货收益 整体收益 

上涨至 55000 -900 -1200 3000 900 

变动不大 52000 -900 800 0 -100 

下跌至 49000 1100 800 -3000 -1100 

53000 

现货盈亏 

期权盈亏 

组合盈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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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保效果评估：锁定了现货多头销售价格范围，有效地降低了套保成本。 

一个月后沪铜价格 沪铜价格涨跌幅 期权收益 锁定铜价水平 

57000 9.62% -4100 52900 

55000 5.77% -2100 52900 

53000 1.92% -100 52900 

52000 0% -100 51900 

51000 -1.92% -100 50900 

49000 -5.77% 1900 50900 

47000 -9.62% 3900 50900 

 

2. 企业如果是现货空头，担心价格上涨，则可采取买入看涨期权、卖出看跌期权或者构

造领式期权（买入看涨期权、卖出看跌期权）来进行风险管理。 

（1）买入看涨期权 

 适用情景：担心未来铜价大幅上涨，但又不排除下跌的可能。 

 操作：买入一个月到期行权价为 52000 的铜看涨期权，权利金支出为 1600 元/吨。 

 到期盈亏分析：价格下跌时，通过牺牲权利金支出来获得价格下跌的收益；价格上涨时，

通过买入看涨期权锁定最大亏损。（单位：元/吨） 

到期沪铜价格 买入看涨期权收益 现货收益 整体收益 

上涨至 57000 3400 -5000 -1600 

下跌至 48000 -1600 4000 2400 

51000 53000 

现货盈亏 

期权盈亏 

组合盈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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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保效果评估：通过买入看涨期权锁定铜价最高不超过 53600 元/吨（行权价+权利金）。 

一个月后沪铜价格 沪铜价格涨跌幅 买入看涨期权收益 锁定铜价水平 

57000 9.62% 3400 53600 

55000 5.77% 1400 53600 

53000 1.92% -600 53600 

52000 0% -1600 53600 

51000 -1.92% -1600 52600 

49000 -5.77% -1600 50600 

47000 -9.62% -1600 48600 

 

（2）卖出看跌期权 

 适用情景：判断未来铜价小幅震荡，看小涨，看不跌。 

 操作：卖出一个月到期行权价为 51000 的铜看跌期权，权利金收入为 900 元/吨。 

 到期盈亏分析：价格下跌时，现货端收入覆盖掉期权端亏损仍可获得稳定盈利；价格上

涨时，通过权利金收入弥补现货端的亏损。（单位：元/吨） 

到期沪铜价格 卖出看跌期权收益 现货收益 整体收益 

上涨至 56000 900 -4000 -3100 

下跌至 48000 -2100 4000 1900 

52000 

现货盈亏 

期权盈亏 

组合盈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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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保效果评估：在铜价小幅下跌的情况下，可降低现货空头采购成本；但是当铜价有明

显上涨时，承担了成本上升的风险。 

一个月后沪铜价格 沪铜价格涨跌幅 卖出看跌期权收益 锁定铜价水平 

57000 9.62% 900 56100 

55000 5.77% 900 54100 

53000 1.92% 900 52100 

52000 0% 900 51100 

51000 -1.92% 900 50100 

49000 -5.77% -1100 50100 

47000 -9.62% -3100 50100 

 

（3）构造领式期权（买入看涨期权、卖出看跌期权） 

 适用情景：判断未来铜价将在区间内震荡，铜价存在成本支撑和安全边际。 

 操作：买入一个月到期行权价为 53000 的铜看涨期权（权利金为 800 元/吨），卖出一个

月到期行权价为 51000 的看跌期权（权利金为 900 元/吨），净权利金收入为 100元/吨。 

 到期盈亏分析：价格上涨高于较高行权价时，可锁定最大亏损；如果价格介于两行权价

之间，损益为期初标的资产价格减到期时标的资产价格之差加净权利金收入；价格下跌

低于较低行权价时，可获得最大盈利。（单位：元/吨） 

到期沪铜价格 买入看涨期权收益 卖出看跌期权收益 现货收益 整体收益 

上涨至 55000 1200 900 -3000 -900 

变动不大 52000 -800 900 0 100 

下跌至 49000 -800 -1100 +3000 1100 

51000 

现货盈亏 

期权盈亏 

组合盈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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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保效果评估：锁定了现货空头采购成本范围，有效地降低了套保成本。 

一个月后沪铜价格 沪铜价格涨跌幅 期权收益 锁定铜价水平 

57000 9.62% 4100 52900 

55000 5.77% 2100 52900 

53000 1.92% 100 52900 

52000 0% 100 51900 

51000 -1.92% 100 50900 

49000 -5.77% -1900 50900 

47000 -9.62% -3900 50900 

 

3. 套保额度申请 

企业从事期权套期保值业务，应当符合交易所套期保值管理办法的规定。从事套期保值

交易的非期货公司会员和客户应当具备与套期保值交易品种相关的生产经营资格，取得套期

保值交易资格后，可以在相关品种的期货、期权合约上进行套期保值交易。非期货公司会员

和客户套期保值持仓与投机持仓合计不得超过交易所规定的投机持仓限额。 

 大连商品交易所 郑州商品交易所 

管理制度 

套期保值实行资格认定和额

度管理制度。按照合约月份

的不同，套期保值持仓额度

分为一般月份套期保值持仓

额度和交割月份套期保值持

郑州商品交易所套期保值持仓

额度实行审批制。按套期保值持

仓额度使用阶段，套期保值持仓

额度分为一般月份套期保值持

仓额度和临近交割月份套期保

51000 53000 

现货盈亏 

期权盈亏 

组合盈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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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额度。 值持仓额度。 

一般月份额度 

交易所对增加一般月份套期

保值持仓额度的申请，按主

体资格是否符合，套期保值

品种、交易部位、买卖数量、

套期保值时间与其生产经营

规模、历史经营状况、资金

等情况是否相适应进行审

核，确定其一般月份套期保

值持仓增加额度。 

交易所对一般月份套期保值持

仓额度的申请，按主体资格是否

符合，套期保值品种、交易部位、

买卖数量、套期保值时间与其生

产经营规模、历史经营状况、资

金等情况是否相适应进行审核，

确定其一般月份套期保值持仓

额度。一般月份套期保值持仓额

度不超过其所提供的一般月份

套期保值证明材料中所申报的

数量。 

临近交割月份额度 

对增加交割月份套期保值持

仓额度的申请，交易所将按

照申请人的交易部位和数

量、现货经营状况，对应合

约的持仓状况、可供交割品

的数量以及期现价格是否背

离等因素，确定其交割月份

套期保值持仓增加额度。 

对临近交割月份套期保值持仓

额度的申请，交易所将按照会员

或客户的交易部位和数量、现货

经营状况、对应期货及期权合约

整体持仓情况、可供交割商品在

交易所指定交割仓库库存数量

以及期现价格是否背离等，确定

其临近交割月份套期保值持仓

额度。临近交割月份套期保值持

仓额度不超过其所提供的相关

套期保值证明材料中所申报的

数量。全年各合约月份临近交割

月份套期保值持仓额度累计不

超过其当年生产能力、当年生产

计划或上一年度该商品经营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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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我们 ◈  

大陆期货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凯旋路 3131号明申中心大厦 26楼 

电话：021-54071958    

微信：DLQH-YJS                微博：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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