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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股票期权的基本概念和特征 

• 期权 

–一种关于买卖权利的交易，本质上是一种合约 。 

–场内期权是在交易所挂牌的标准化的权利交易合约。 

–期权的买方可以选择在合约规定的时间、以约定的价格、向

期权的卖方、买入或者卖出约定标的证券/资产。 

–买方有执行的权利也有不执行的权利，一旦买方选择执行，

则相应的卖方必须履约。 



1.1 股票认购期权 

• 股民程大叔认为50ETF上涨，想买入50ETF ，但是

面临着担忧？  

–买了——担心50ETF下跌，造成亏损！ 

–不买——担心50ETF上涨，错过机会！ 

• 于是，程大叔支付0.1元/份权利金买入一张认购合

约，合约约定，3个月后他有权按2.5元/份买入

50ETF，那么在3个月后： 

–如果50ETF市价高于2.5元，程大叔会执行买的权利，以2.5元购买

1份50ETF ，0.1元权利金不予退还。 

–如果50ETF市价低于2.5元，程大叔则不执行买的权利，因为市场

上更便宜，当然，0.1元权利金不予退还。 



1.1 股票认购期权 

• 这份在未来某一个时间，有权利以一个约定的价格来买进

一只股票的合约，也是一份期权合约，由于这份合约约定

在未来程大叔可以以约定的价格购买一只股票，所以我们

专门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做股票认购期权。 

• 认购期权（Call Option）：是指期权权利

方有权在将来某一时间以行权价格买入合

约标的的期权合约。 

 



1.1 股票认购期权 

• 程大叔支付了一笔权利金，获得了未来以约定的价格买一只股票的权

利，所以称为股票认购期权的买方（也称：权利方）。 

• 对于股票认购期权的买方（多头） 

–有权利根据合约内容，在规定时间（到期日），以协

议价格（行权价格）向期权合约的卖方，买入指定数

量的标的证券（股票或ETF） 

• 认购期权的买方，拥有买的权利，可以买也可以不买。 

• 买入股票认购期权的理由： 

–股票认购期权的买方有机会获得高收益，如果股票上

涨可以带来收益，股票涨得越多，则赚得越多 

–股票认购期权买方承担有限损失，如果股价下跌了，

低于行权价格，最大损失为全部的权利金。 



1.1 股票认购期权 

• 对于对手方（卖方），由于收到一笔权利金，承担一个未来的义务，

对手方被称为股票认购期权的卖方（也称：义务方）。 

• 对于股票认购期权的卖方（空头） 

–有义务根据合约内容，在规定时间（到期日），以协
议价格（行权价格）向期权合约的买方，卖出指定数
量的标的证券（股票或ETF） 

• 认购期权的卖方，只有（根据买方的要求）卖的义务，没有权利。 

• 股票认购期权的卖方可以获得权利金收入。 

• 卖出股票认购期权的理由： 

–认为股票价格未来不会上涨，但是想获得更多收益，
可以卖出股票认购期权，获得权利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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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期权卖方

到期日收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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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股票认购期权（50ETF期权） 



1.2 股票认沽期权 

• 程大叔持有50ETF，担心会下跌，程大叔面临着： 

–卖了---担心50ETF会上涨，损失收益！ 

–不卖---担心50ETF会下跌，造成亏损！ 

• 于是，程大叔支付了0.1元/份权利金买入了一张合约，合约约定，3

个月之后他有权按2.6元/股卖出50ETF，那么在3个月后： 

–如果50ETF低于2.6元，程大叔会执行这个权利，以2.6

元卖出50ETF ，0.1元的权利金不予退还； 

–如果50ETF高于2.6元，程大叔则不执行卖权，因为市

场上50ETF更贵，可以卖得更好价格。 



1.2 股票认沽期权 

• 由于这份合约约定在未来程大叔可以以约定的价格卖出股

票，所以我们专门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做股票认沽期权。 

• 认沽期权（Put Option）：是指期权的权利方（

买方）有权在将来某一时间以行权价格卖出合约

标的的期权合约。 

 



1.2 股票认沽期权 

• 程大叔支付一笔权利金，获得未来以约定的价格卖出股票的权利，所

以称为股票认沽期权的买方（权利方）。 

• 股票认沽期权的买方（权利方）： 

–有权根据合约，在规定时间（如到期日），以行权价
格向期权合约的卖方，卖出约定数量的标的证券。 

• 认沽期权的买方，拥有的是卖的权利，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 

• 买入股票认沽期权的理由： 

–股票认沽期权的买方有机会获得高收益，如果股票下
跌可以带来收益，股票跌得越多，则赚得越多。 

–认沽期权的买方承担有限损失，如果股价上涨了，高
于行权价格，最大损失为全部的期权权利金。 



1.2 股票认沽期权 

• 对于对手方（卖方），由于收到一笔权利金，承担一个未来的义务，

所以称为股票认沽期权的卖方（义务方）。 

• 股票认沽期权的卖方（义务方）： 

• 如果期权合约的权利方行权，必须按合约约定，在规定时
间（如到期日）履行义务，以协议价格（行权价格）买入
指定数量的标的证券（股票或ETF）。 

• 认沽期权的卖方，只有义务，没有权利。 

• 股票认沽期权的卖方可以获得权利金收入。 

• 卖出股票认沽期权的理由： 

–认为股票价格未来不会下跌，但是想获得更多收益，
可以卖出股票认沽期权，获得权利金收入。 



认沽期权买方

到期日收益图 

1.2 股票认沽期权 



认沽期权卖方

到期日收益图 

1.2 股票认沽期权 



1.2 股票认沽期权（50ETF期权） 



1.3 不同角度看期权 

 买房（期房）合同相当于认购期权合约 

金大妈看中了一套在建中的房子，想为将要结婚的小儿子买
下来。开发商让金大妈签订一份购房（期房）合同，合同上
约定明年6月30日房子建好交付，房价100万。为了保证这份
合同的效力，开发商让金大妈先支付10万元作为保证金。 

 买房（期房）合同与认购期权合约类比来看 

保证金相当于权利金 
金大妈（买房者）相当于认购期权的多头（买方） 
开发商（卖房者）相当于认购期权的空头（卖方） 
合同约定的100万购房价就是行权价格 
明年6月30日交房就相当于认购期权合约的到期日，在这之

前买方不能行权 
 买房（期房）合同就相当于一份欧式认购期权合同。 



1.3 不同角度看期权 

 买认沽期权相当于买保险 

程大叔为自己持有的Y公司的股票买入了一份股票认沽期权。

按照合约规定，程大叔3个月后有权按20元/股卖出Y股票。 

那么在3个月后： 

如果Y公司股价低于20元，程大叔会执行这个权利，以20

元卖出1股Y股票； 

如果Y公司股价高于20元，程大叔则不执行卖的权利，因

为市场上股价更贵可以卖的更有利。 

 也就是说，无论3个月后Y公司的股价如何，程大叔都会锁定最

低20元的收益——就相当于给他持有的Y公司的股票买了份保险。 



1.4 期权概念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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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期权概念总结 



2. 股票期权的类型 

 欧式期权：是指期权的权利方只能在合约到期日行权的期权合

约。如：目前上海证券交易所的50ETF期权是欧式期权。 

 美式期权：还有一种美式期权，是指期权权利方可以在期权购

买日至到期日之间任何时间行权的期权合约。如：目前郑商所

的白糖期权、大商所的豆粕期权是美式期权。 



3. 股票期权的基本要素 

 



3. 股票期权的基本要素 



保证金 

在期权的实际交易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保证金。 

这是因为期权的卖方可能在结算日不履行合约而导致买方的

损失，所以保证金是对期权卖方履行义务的一种约束。 

由于在期权交易中，期权的买方只有权利没有义务，期权的

卖方只有义务没有权利，所以期权的买方无需缴纳保证金，

只有期权的卖方需要缴纳保证金。 

3. 股票期权的基本要素 



4. 股票期权的价值 

期权的价值由内在价值和时间价值两部分组成 

期权的价值＝内在价值＋时间价值 

内在价值： 期权持有者立即行使该期权合约所赋

予的权利时所能获得的收益。 

时间价值：是指期权距离到期日所剩余的价值。 



4.1 股票期权的内在价值（认购） 

 对于前面程大叔支出权利金买入股票认购期权的例子： 

现在股价 行权价格 解释 价值状态 内在价值 

12元 10元 
如果我现在可以立即
执行权利，我就赚了 

实值 正 

10元 10元 
我现在执不执行都一
样，不赚不亏 

平值 零 

8元 10元 
执行权利对我不利，
我不会执行 

虚值 零 

购买认购期权，买方是认为股价会涨的，越涨越有价值。 



 对于认购期权来说： 

实值：是指认购期权行权价格低于合约标的市场价格

的状态（行权价格 < 市价）， 期权内在价值为正。 

平值：是指认购期权行权价格等于合约标的市场价格

的状态（行权价格 = 市价 ），期权内在价值为零。 

虚值：是指认购期权行权价格高于合约标的市场价格

的状态（行权价格 > 市价）， 期权内在价值为零。 

4.1 股票期权的内在价值（认购） 



 对于股票认沽期权 

现在股价 行权价格 解释 价值状态 内在价值 

18元 20元 
如果我现在可以立即
执行权利，我就赚了 

实值 正 

20元 20元 
我现在执不执行都一
样，不赚不亏 

平值 零 

22元 20元 
执行权利对我不利，
我不会执行 

虚值 零 

买入认沽期权，是认为股价会跌的，越跌越有价值！ 

4.1 股票期权的内在价值（认沽） 



 对于认沽期权来说： 

实值：是指认沽期权的行权价格高于合约标的市场价格的状

态（行权价格  >市价）， 期权内在价值为正。 

平值：是指认沽期权的行权价格等于合约标的市场价格的状

态（市价 = 行权价格）， 期权内在价值为零。 

虚值：是指认沽期权的行权价格低于合约标的市场价格的状

态（行权价格 < 市价）， 期权内在价值为零。 

4.1 股票期权的内在价值（认沽） 



4.2 股票期权的时间价值 

 时间价值 

 实质：在期权合约的有效期内，期权内在价值的波动给予其持有
者带来收益的预期价值。 

 在到期日之前，一份虚值期权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转变成实值
期权，期权的到期日越长，那么时间价值也就越大。 

比如，一份1 个月后到期的Y股票认购期权，行权价格为50。 

如果Y 股票现在的价格为45，可是到了一个月以后它的价格变
为了55。 

那么Y 股票认购期权就从虚值转变成了实值，这就体现了期权
的时间价值。 

 所以，期权的价值＝内在价值＋时间价值。 

 期权在到期日之前同时具有内在价值和时间价值，而在到期日当天只

有内在价值，没有时间价值了。 



5. 影响股票期权价值的因素 

1）标的股票价格 

2）行权价格 

3）市场无风险利率 

4）股票价格的波动率 

5）到期期限长度 

6）红利 



5. 影响股票期权价值的因素 

1）标的股票的价格 

 由于认购期权的内在价值等于股票价格减去行权价格，所以当

股票的价格上升时，认购期权的价值上升。 

 同理，由于认沽期权的内在价值等于行权价格减去股票价格，

所以当股票价格上升时，认沽期权的价值下降。 

2）行权价格 

 根据1）中的原理，很容易看出，当行权价格上升时： 

认购期权的价值下降, 

认沽期权的价值上升。 



3）市场无风险利率 

 市场无风险利率通常取为短期国债的利率。它是影响期权价值最复杂
的一个因素。 

一方面，当市场无风险利率上升时，人们对股票未来的预期
收益率就会提高，从而导致认购期权的价值上升，认沽期权
的价值下降。 

另一方面，当市场无风险利率上升时，股票的价格往往会下
跌，根据1）中的原理，我们会发现认购期权的价值下降，
而认沽期权的价值反而上升了。 

而在现实交易中，往往前一个原因更占主导位置（即无风险
利率增加时，认购期权的价值增加，认沽期权的价值减少），
但有时两个原因导致的净效应也可能使认购期权的价值随着
无风险利率增加而减少，认沽期权的价值随着无风险利率增
加而增加。 

5. 影响股票期权价值的因素 



4）股票价格的波动率 

 股票价格的波动率是用来度量未来股票价格的不确定性的。 

 如果股票价格的波动率越大，那么股票价格就以更大的可能性

上涨或下跌。 

对于认购期权，由于股票上涨的幅度变大，持有者获利的可

能性就越大，同时他最多损失权利金，所以认购期权的价值

随着波动率增大而增大。 

对于认沽期权，由于股票下跌的幅度也变大，持有者获利的

可能性也变大，同时他最多损失权利金，所以认沽期权的价

值也随着波动率变大而变大。 

5. 影响股票期权价值的因素 



5）到期期限长度 

一般来讲，由于在期权的价值中，其中一部分是

时间价值，所以期权到期期限越长，它的时间价

值就越大，认购、认沽期权的价值就越大。 

5. 影响股票期权价值的因素 



 各变量对股票期权价值的影响 股票价格 行权价格 
市场无风
险利率 

股票价格
波动率 

到期期限 红利 

认购期权 

价值 
+ - + + + - 

认沽期权
价值 

- + - + +/? + 

“＋”代表正相关，“－”代表负相关，“？”代表不确定关系 

5. 影响股票期权价值的因素 



股票期权
的功能 

杠杆功
能 

有限损失
性 

风险转移 

6. 股票期权的功能 



 杠杆功能 

 杠杆性是期权吸引投资者的一个重要原因，投资者只需要付出少
量的期权费，就能分享标的资产价格变动带来的收益，但同时风
险也被放大。 

–举例：程大叔支付了1元权利金买入了X公司的股票认购期权，那

3个月之后程大叔有权按10元/股买入X股份。3个月后X公司的股票
价格会有多种可能，那程大叔买入股票期权和只买股票两种投资
方式获得的收益也会有所不同。 

 

6. 股票期权的功能 

到期日，股票在不同价格下两种投资的收益率 

到期日股票价格（元） 9 10 11 12 15 

买入1份股票收益率 -10% 0 10% 20% 50% 

买入1份期权收益率 -100% -100% 0 100% 400% 



 有限损失性 

虽然期权的买方需要付权利金，但最大损失也就是权利金，

获利空间却很大。 

标的资产价格上涨越大，认购期权买方获利越大。 

标的资产价格下跌越大，认沽期权买方获利越大。 

 风险转移 

期权可以成为套期保值工具，帮助投资者规避现有资产的投

资风险。 

例如，投资者持有某只股票的现货头寸,同时持有一份认沽

期权，相当于给股票买了一份保险，如果股价下降，则可以

执行价卖出；如果股价上升，最多损失的是权利金。 

6. 股票期权的功能 



7. 股票期权与其它金融衍生品的区别 

区别点 期权 期货 

权利和义务 买卖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分开 买卖双方权利与义务对等 

保证金 
买方不需交纳履约保证金，只要求卖方
交纳履约保证金 

双方都要交纳履约保证金 

合约要素和
合约数量 

还有行权价格格、执行方式等期权特有
的要素；同一合约月份可以有一系列行
权价格格，每一行权价格格对应股票认
购期权和股票认沽期权两个合约 

某一品种在某一合约月份，
一般只有一个期货合约 

盈亏特点 
期权买方亏损则只限于购买期权的权利
金；卖方的最大收益只是出售期权的权
利金 

空方亏损可能是无限的 

套期保值的
作用和效果 

买股票认沽期权保值：风险可控，并留
下进一步盈利空间 
卖股票认购期权保值：与期货卖期保值
类似 

期货卖期保值：在规避风
险的同时，也放弃了获得
价格发生有利变动时的收
益。 



7. 股票期权与其它金融衍生品的区别 

期权 权证 

合约 标准化 非标准化 

存续期间 通常一年以下 一般长达半年或一年以上 

合约主体 合约关系存在于交易所与交易人之间 合约关系存在于发行人与持有人之间 

发行人 没有特定的发行人 
通常是标的证券的相关企业、银行、

证券公司等机构 

行权价 根据交易所规定，由标的物市价决定 发行人决定 

交易种类 

投资者能进行四种类型的基本交易： 

买入认购期权；卖出认购期权 

买入认沽期权；卖出认沽期权 

投资者只能进行两种交易： 

买入认购权证；买入认沽权证 

只有发行人才可以卖出权证收取权利

金，投资者只能付出权利金买入认购

权证或认沽权证，但是买入权证之后

就可以在二级市场进行买卖交易了 

卖方担保

履约方式 

卖方需缴纳保证金（保证金随标的证券市

值变动而变动） 

卖方以提供标的股票或现金来担保履

约 



保证金
风险 

市场 

风险 

流动性
风险 

交割 

风险 

标的证券价格上下波
动造成的期权价格大
幅波动；若期权到期
时虚值，买方损失全
部权利金。 

无法在规定的时限
内备齐足额的现金/
现券，导致行权失
败或交割违约。 

期权卖方可能随
时被要求提高保
证金数额，若无
法按时补交，会
被强行平仓。 

在流动性不足或
停牌时无法及时
平仓，特别是深
度实值/虚值的期
权。 

8. 股票期权的风险 



免责声明  

        本课件仅为培训使用，不构成对投资者的任何

投资建议。中航证券力求课件所涉内容真实可靠，

但不对该等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做出任

何保证。任何直接或间接使用本课件信息所造成的

损失或引致的法律纠纷，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