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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期权市场现状

• 9家期权交易所

• 日交易量约1500万手合约

• 最高日纪录是4153万手合约（2011年8月8日）

• 最高月纪录是5亿5千万手合约（2011年8月）

• CBOE有2家期权交易所，1家期货交易所，1家股票交易所，

合资1家期货交易所

• 期权日交易量8月为660万手合约

• 8月期权总交易量为1亿4千4百万手合约

• 8月ETF期权日交易量是212万手合约

• 8月指数期权日交易量为200万手合约



期权的理念

• 期权同股票的区别

• 期权同期货的区别

• 期权同权证的异同

• 期权可以量化风险

• 期权的主要功能是规避波动率风险

• 期权具有其他金融产品不具备的灵活性

• 期权交易重在策略交易

• 期权 在亚洲

• 期权的优势在它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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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期权市场发展趋势

•资料来源：WFE， 这是IOMA2010年的调查结果



期权在美国发展的前景

• 期权发展主要取决于投资者教育，这在不断加强

• 期权交易目前在机构中，特别是在保险和共有基金

管理者中，还刚刚开始普及

• 股市交易中高频和程序交易的高速发展，使得不少

投资者寻求其他投资渠道

• 股市波动率的增加，使得基金管理者寻求对波动率

套保的工具



美国金融顾问调查报告（2011）

• 期权使用者一般持有资金更多，投资知识更丰富

• 管理的资产越多，使用期权的比例越高

– 5亿美元之上：94%

– 1-5亿美元之间：78%

– 5千万-1亿美元之间：48%

– 5千万美元之下：36%

• 2010年，48%在不同程度上为客户使用过期权

• 三分之一以上的期权使用者在过去几年增加了期权

使用量

• 三分之一以上的机构管理者表示将增加期权交易



美国个体期权交易者调查报告（2010）

• 期权使用者是更活跃的股票交易者

– 平均每年进行除了30手期权交易之外，进行31手股票交易

– 不进行期权交易的股票投资者为24手股票交易

• 期权投资者平均学历较高，投资知识更丰富，可投

资资产更多

• 期权投资者更重视策略投资，更容易接受新观念

• 期权投资者使用多种投资工具

• 53%以上的尚未进行期权交易的股票投资者表示愿

意学习和进行期权交易



股票期权合约细则 （1）

• 代号 (symbol):

挂牌股票的期权代号同标的股票 (underlying stock) 的代号一样. 合格的
场外交易证券的代号由卖主而定. 请参考CBOE网站的代号指南. 

• 标的 (Underlying): 

一般说来, 100股普通股股票或公司的在证券交易所挂牌或者在场外交易
的美国证券托存收据 (American Depository Receipts, "ADRS"), . 

• 定约价间距 (Strike Price Intervals): 

一般说来，定约价在五美元和二十五美元之间的间距是21/2点. 定约价在
二十五美元和二百美元之间的间距是5点. 定约价高于二百美元是10点. 
定约价因分股, 资本重新组构等因素而调整. 

• 定约(履约)价 (Strike [Exercise] Prices): 

实值 (in-the-money), 平值(at-the-money) 和虚值 (out-of-the-money) 
的定约价均为始初定价. 新的系列一般是在标的交易穿过现有最高或最低
定约价而增加的. 

• 权利金报价 (Premium Quotation): 

以点数和分数报价. 一点相当于一百美元. 在3以下期权交易的最小波动
幅度是 0.05.所有其他系列的最小波动幅度是 0.10. 



股票期权合约细则 （2）

• 合约到期日 (Expiration Date): 

合约月的第三个星期五之后的那个星期六. 

• 合约月份 (Expiration Months): 

始于一月, 二月和三月的三个季度性周期, 每个周期有两个近期月
和两个远期月 (譬如说, 某一在一月份交易的股票, 其期权交易的
合约到期月份就是一月, 二月, 四月和七月). 

• 履约方式 (Exercise Style): 

美式, 也就是说, 在合约到期日之前, 普通股期权一般可以在任何
一个开市日履约. 

• 期权履约结算 (Settlement of Option Exercise): 

于任何开市日投递的履约通知书, 只要符合手续, 将导致该期权的
股票在履约后的第三个开市日的交割. 



股票期权合约细则 （3）

• 头寸和履约限额 (Position and Exercise Limits): 

头寸限额根据标的股票未成交的股份和过去六个月的交易量而变. 

对最大资本量和交易最活跃的股票, 在市场的同一侧, 期权头寸限

额最大是二十五万手合约 (随分股, 资本重新组构等因素而调整). 

对较小资本量的股票, 在市场的同一侧, 期权头寸限额最大是二十

万, 七万五千, 五万和二万五千手合约 (随分股, 资本重新组构等

因素而调整). 在任何连续五个开市日中, 在市场的同一侧可履约

的合约数量同头寸限额相同. 在头寸和履约限额上, 普通股期权的

头寸数必须同一标的股票的长期期权 (LEAPS) 相加计算. 对某些

合格的套期保值的策略, 可以有例外. 



股票期权合约细则 （4）

• 报告职责 (Reporting Requirements): 

• 在某一期权上持有头寸超过二百手合约的, 请参看"交易所规则"有关报告
职责的第4.13条. 

• 保证金 (Margin): 

• 购买九个月以内过期的看跌或看涨期权, 必须付其全额. 无担保的
(uncovered) 看跌或看涨期权的出售者, 必须存入/维持百分之百的该期权
收益* , 加上该合约总价值 (眼下是股票期权价格乘以100美元) 的百分之
二十, 如果该期权是蚀价 (out-of-the-money), 可以减去蚀价差额, 但看涨
期权的保证金最低不得低于收益*加上合约总价值的百分之十, 看跌期权
的保证金最低不得低于收益*加上总的履约价格的百分之十. (*计算最低
保证金, 请用期权当前市场价值以代替期权收益) 根据"交易所规则"第
12.10 条, 有要求交付额外保证金的可能. 

• 最后交易日 (Last Trading Day): 

• 股票期权的交易一般终止于合约到期日前的那个开市日 (一般是星期五). 

• 交易时间 (Trading Hours): 

• 美国中部时间 (芝加哥时间) 上午八点三十分至下午三点. 



ETF期权合约细则 （1）

• Underlying: Generally, 100 shares of one of the exchange-traded 
funds or HOLDRs above. 

• Strike Price Intervals:

• ETF Options: Minimum strike price intervals of not less than 1 point are 
permissible if the strike price is equal to or less than $200. When the 
strike price exceeds $200, strike price intervals will be no less than 5 
points.

• HLDRs Options: Minimum strike price intervals of not less than 1 point 
are permissible if the strike price is equal to or less than $200. When 
the strike price exceeds $200, strike price intervals will be no less than 
5 points.

• Strike (Exercise) Prices: In-, at- and out-of-the-money strike prices 
are initially listed. New series generally will be added when the 
underlying shares trade through the highest or lowest strike price 
available.



ETF期权合约细则 （2）

• Expiration Date: Saturday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third Friday of 
the expiration month.

• Expiration Months: Generally, two near-term months and two 
months from the March quarterly cycle (March, June, September and 
December). LEAPS may also be available.

• Last Trading Day: Trading in Options on ETFs and HOLDRs will 
ordinarily cease at the close on the business day (usually a Friday) 
preceding the expiration date. 

• Exercise Style: American - Options on ETFs and HOLDRs generally 
may be exercised on any business day before the expiration date.

• Settlement of Option Exercise: Physical Delivery. Exercise notices 
properly tendered on any business day will result in delivery of ETF or 
HOLDRs shares on the third business day following exercise. 



ETF期权合约细则 （3）

• Margin: Uncovered writers must deposit 100% of the options 
proceeds plus 15% of the aggregate contract value (current ETF or 
HOLDRs price multiplied by $100) minus the amount by which the 
option is out-of-the-money, if any. Minimum margin is 100% of the 
option proceeds plus 10% of the aggregate contract value. Long puts 
or calls must be paid in full.

• Position Limts: For position limits on Options on ETFs and HOLDRs, 
visit the Options Clearing Corporation's web site.

• Trading Hours for Options on ETFs & HOLDRS:
Click here for trading hours for individual Options on ETFs and 
HOLDRs.

http://www.theocc.com/webapps/position-limits
http://www.cboe.com/publish/OETFClose/ETFCloseTimes.xls
http://www.cboe.com/publish/OETFClose/ETFCloseTimes.xls


股票期权挂牌标准

• 必须是NMS股票

• 必须有一定的流通量，持有者、活跃度和股价

– 至少700万股流通量

– 至少2000个股票持有者

– 股票发行者符合1937年证券法要求

– 在过去24个月里至少有240万股的交易量

– 如果是“covered security”，在过去的连续3个交易日里

，至少每股3美元，否则，在过去3个月的主要交易日里，

至少每股7.50美元

• ETF是一种“trust”, 要求是：

– 所含股票符合股票期权发行要求

– 每个交易日都能兑现所含股票，不管是新发行还是取消

– 所含股票中不得有20%以上为无监管协议市场的股票



期权的指令

期权的指令包括七个方面

– 是买还是卖

– 数量

– 期权的描写

– 价格

– 指令的类型

– 是建仓还是平仓

– 是“客户”还是“公司”账户



期权的清算

• 美国期权的清算由期权清算公司（OCC）统一进行

• 任何人进入交易所交易必须：1）持有交易所交易资格（许可

证或会员资格）；2）是清算会员或得到清算会员的担保

• 每一手期权的买方都是从期权清算公司手里买进，每一手期权

的卖方都是卖给期权清算公司

• 期权被执行的指派是随机的

• 实值期权到期时会自动执行

• 股票和ETF期权都是美式期权

• 期权执行必须在东部时间下午4点之前通知经纪人

• 期权的卖方在第二天开盘前应当收到通知

• 交易所必须每天向清算所报告当天所有交易，包括买卖方清算

会员和账户、标的证券、执行价格、期权标价货币、到期日、

合约数量、权利金、建仓或平仓、期权类型、代号



清算会员

• 最初净资本不得低于250万美元

• 净资本如果低于200万美元，清算公司将停止对其交易的清算

• 每天的结算时间之前，清算会员必须将应当支付的资金到位

• 每天结算时间之前，清算所应当全额支付清算会员应当转帐的

资金金（如果该清算会员的保证金全额到位的话）

• 保证金必须在每个交易日清算所规定的时间前到位

• 期权执行必须在东部时间下午4点之前通知经纪人

• 期权的卖方在第二天开盘前应当收到通知

• 清算所有权利在交易日日间要求追加保证金

• 股票期权结算是3个交易日后交割

• 股票交割通过The Depository Trust Company

• 经纪商-经纪商，交割-对-支付

• Book-Entry 或者是 Certificate



其他问题 （1）

• CBOE的帐户主要有三类：

• 做市商

• 个人账户

• 公司账户

• 可以用作保证金质押的包括：

• 现金

• 证券， 它包括：政府债券，政府担保的债券、货币市场基

金股份、公司股票和债券（股票价格必须在3美元之上、

在国家级证券交易所或纳斯达克资本市场交易；债券必须

在国家级证券交易所挂牌，没有违约，能够逐日评估的市

场价值、持有4大评级机构之一的评级）

• 信用证

• 除了特殊监管需要，交易所只能看到会员的保证金情况，

看不到客户的保证金情况



• 做市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主要同报价驱动的市场有关。在

CBOE有做市商、指定做市商和远程做市商，每个产品上都有

做市商。做市商是通过申请、选拔和批准的。每个做市商都有

对其负责的产品的报价和应价的义务

• 保证金的控制在美国有清算所的要求、交易所的要求和经纪公

司的要求三等。交易所对每个产品的保证金有专门的程序计算

和明确的规定。清算所对保证金是通过STANS计算出来的。

经纪公司则根据自己的情况有一定的特殊要求。

• 所有的期权的行权都是由期权清算公司担保的。从开始期权交

易以来，从未出现过违约的情况。如果个别清算会员有违约风

险，清算公司有清算风险基金，其他清算会员会接管。

• 合约设计在CBOE有一套专门的程序

• 期权行权在美国是T+3，行权的标的证券价格是结算价格，

以结算时为准。

其他问题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