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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九讲实践任务—期权市场认知与期权价格的性质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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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 50ETF 期权为例，在指标栏位置右击鼠标，点击“设定指标”，选择

期权价格，交易量，持仓量，杠杆率，保证金率，价值状态，隐含波动率，了

解各指标变化情况，并分析各指标的变化规律，写出你对这些指标的认识，形

成分析报告。

1.1成交量，持仓量对期权价格的影响

成交量增加，持仓量减少，价格上涨。该组合表示空方主动平仓。若出现在

底部，其特征是价格小幅上涨，个人认为是因为价格下跌到底部，空方心态较好，

而多方心有余悸，不会立刻拉抬。但若出现在顶部，空头为“逃命”平仓急迫，

追着价格平，而多头只是在高位挂单被动平仓，不存在主动打压力量，从而表现

出价格大幅上涨特征。若成交量增加，持仓量增加，价格下跌。这表示多空均增

仓，但看空者主动性增仓，追着价格卖。追卖者之所以敢于追卖是因为他们判断

价格还有较大下跌空间。但看多者不愿认输，也在低位被动式增仓。因此，这种

组合出现后如抛售过度，短期严重偏离均价，会引发短线投机客和新多介入，加

上部分老空者套现，价格 V型反转可能性较大。若成交量减少，持仓量减少，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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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下跌。该组合表明多空减少了交易而倾向观望，但多头在主动平仓。成交量减

少显示多头平仓较为理性，没有急迫性而是寻求理想价格，因此价格下跌平缓，

不过下跌将维持一段趋势。

成交量增加，持仓量减少，价格下跌。该组合显示多空双方交易兴趣较浓，

但空方不愿意继续增仓，而持仓量减少和价格下跌显示多头急于平仓，追着价格

卖出平仓，追卖动力主要来自多头止损动力。因此，在价格大幅下跌后，一旦持

仓量开始增加则显示新多开始介入和自认为平错了的多头返身重新杀入，价格有

可能大幅反弹。

1.2杠杆率对期权价格的影响

和现在的价格差得越远，期权价格越低，杠杆率就越高。同时，如果离行权

日日期越长，不确定性越大，价格越低，杠杆越高。

1.3隐含波动率对期权价格的影响

隐含波动率可以较为准确反映市场对标的资产未来的状况的预期。我们甚至

可以进一步计算出当前市场报价所隐含的风险中性概率分布来分析市场情绪，作

为期权投资交易的参考。

二．打开万德场外期权报价平台，了解场外期权常见的期权类型，并对场外

期权报价的买卖价差和场内具有可比性的期权(如白糖期权，豆粕期权)的买卖价

差进行比较，了解二者的差异，分析差异可能的原因，形成分析报告。

造成场内与场外期权价格差距大的原因是参与者多寡与各自交易需求不同。其中，

场内期权是标准化合约，有众多的投资人一起进行交易，每个投资人有各自的交

易需求，每个需求通过市场的交易获得满足。当市场买进与卖出价格差距过大时，

通常会有做市商提供报价，做市商周转场内期权，不一定会持有到期，需要进行

风险对冲的时间较短，做市商有更大诱因将买进与卖出价格差距缩小。场外期权

是非标准化合约，每个投资人不一定能找到期限、数量等条件完全匹配的交易对

手。场外期权受限于流动性与非标准化，无法通过市场投资人力量将买进与卖出

价格差距缩小，此时就需要场外期权做市商提供报价来满足投资人交易的需求。

因此场外期权做市商并非是基于交易目的，而是基于服务实体产业需求来设计期

权的。场外期权做市商在进行定价时需考虑后续的风险移转成本，并不是与投资

人进行对赌交易，而是需要实时计算 Delta风险敞口，通过场内标的资产进行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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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与卖出来进行风险对冲，目的是要尽可能地规避方向性风险。至于其他风险因

子的对冲，则是因为其他期权品种尚未上市，场外期权做市商将自行承担风险。

而且场外期权是非标准化合约，场外期权做市商有很大的机会需持有到期，因此

需要进行风险对冲的时间较长，风险对冲的不确定性更高。当期权到期时，场外

期权做市商需将内含价值支付给投资人，因此场外期权做市商的盈亏取决于“收

取的权利金+场内标的资产对冲盈亏-到期时需支付的内含价值”的大小，并不是

单纯的认为向投资人收取的权利金就是场外期权做市商的获利。场外期权受限于

市场结构及交易需求等因素，期权费用会高于场内期权，但对于场外期权做市商

而言，一切都在风险可控范围内，为实体产业服务，从中赚取服务费。

三．期权交易的回测检验，分别裸买入深度实值期权、平值和深度虚值期权；

裸卖出深度实值、平值和深度虚值期权，回测 1 个月，分析 1 个月内期权投资

的收益情况和风险情况，了解裸期权投资的风险，有兴趣也可以将期权持有到

到期，了解整个有效期期权价值的变化。最终结果形成分析报告。（提示：所谓

回测检验，即利用历史数据，如今天是 2017年 11 月 12日，我们假设回到 2017

年 10月 10 日，你在 2017 年 10 月 10 日购买了 100份期权头寸，利用 10 月 10

日之后期权结算价计算你的头寸每天的变化。注意期权空头需要交保证金，保

证金头寸的变化会使得你中间需要追加保证金，你可以模拟期权空头保证金账

户余额的变化，以及追加保证金的情况。）

3.1卖出深度实值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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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0 个交易日之中，总计金额 4212.54元。

以一年期国债收益率为折现率，将回测期间所有现金流折现，可以得到投资

的净现值为-3730.86 元，内部收益率为-1.25%。

3.2买入深度实值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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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投资价值为期初投资额的 135.62%。

3.3卖出平值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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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0 个交易日之中，总计金额 4263.62元。

平值期权的每日盈亏率波动显著大于深度实值期权。以一年期国债收益率为

折现率，将回测期间所有现金流折现，可以得到投资的净现值为-3710.86元，内

部收益率为-3.80%。

3.4买入平值期权

期末投资价值为期初投资额的 151.64%。

3.5卖出深度虚值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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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0 个交易日之中，总计金额 1845.76元。

30 个交易日中有 16 个交易日的当日盈亏率为 0，即前一天与后一天的期权

收盘价格相同。以一年期国债收益率为折现率，将回测期间所有现金流折现，可

以得到投资的净现值为-3706.26 元，内部收益率为-8.25%。

3.6买入深度虚值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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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个交易日中有 16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与前收盘价相同，即当日盈亏率为 0。

期末投资价值为期初投资额的 27.23%。

仅有买入深度实值期权和买入平值期权的总收益率大于零，其他投资方式均会造

成不同程度的亏损。可见卖出 50ETF 期权无论是总投资期的回报还是持有期间的

追加保证金压力效果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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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权的价值特征的数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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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权价格的单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期权价格的单个因素主要包括期权的执行价、到期期限、无风险利率、

股价波动率、股票初始价格、股票红利率等六个因素。我们通过固定其中 5个因

素值，然后改变 1个因素的取值，从而可以观察期权价值的变化规律。

1.1 股票初始价格（标的资产价格）对期权价值的影响

我们固定期权的执行价格、无风险利率、到期期限、股价波动率、股票红利

率，改变股票价格 S，得到期权价值随着股票价格变化的折线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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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股票初始价格变化带来的期权价值变化

从图 1.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股票初始价格，即标的资产价格 S的上升，看涨

期权价值也上升，而看跌期权价值下降，说明资产价格变动与看涨期权价值变动

成正向关系，与看跌期权价值变动成反向关系。

1.2 股价波动率（标的资产价格的波动率）对期权价值的影响

我们固定期权的执行价格、无风险利率、到期期限、股票价格、股票红利率，

改变股票价格波动率，得到期权价值随着股价波动率变化的折线图，如下所示：

图 2.股价波动率对期权价值的影响

从图 2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股价波动率的上升，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的价

值都随之上升，说明股价波动率变动与看涨和看跌期权的价值变动成正向关系。

除此之外，若执行价格 X和股票初始价格 S相等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BS 公式计算出在任何波动率下看涨期权的价格均高于看跌期权，符合买卖全平

价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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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无风险利率对期权价值的影响

我们固定期权的执行价格、到期期限、股价波动率、股票价格、股票红利率，

改变无风险利率，得到了期权价值随着无风险利率变动的折线图，如下所示：

图 3.无风险利率对期权价值的影响

从图 3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无风险利率的上升，看涨期权价值也上升，而

看跌期权价值下降，而且，期权价值的变化随无风险利率的变化呈现出线性关系。

说明无风险利率变动与看涨期权价值变动成正向关系，与看跌期权价值变动成反

向关系。

1.4 股票红利率对期权价值的影响

我们固定期权的执行价格、到期期限、股价波动率、股票价格、无风险利率，

改变股票红利率，得到期权价值随着无风险利率变动的折线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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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股票红利率对期权价值的影响

从图 4中可以看出，股票红利率越高，股票价格越可能由于分红而降低，因

此，随着股票红利率的上升，看跌期权价值也上升，而看涨期权价值下降，说明

股票红利率变动与看跌期权价值变动成正向关系，与看涨期权价值变动成反向关

系。

1.5 到期期限对期权价值的影响

我们固定期权的执行价格、股票红利率、股价波动率、股票价格、无风险利

率，改变到期期限，得到期权价值随着到期期限变动的折线图，如下所示：

图 5.到期期限对期权价值的影响

从图 5中可以看出，当到期期限逐渐缩短时，看涨期权价值下降，看跌期权

先小幅度上升后下降。若从图右侧向左侧看，可以看出，随着到期期限的增长，

看涨期权价值上升，但上升速度减慢，而看跌期权价值先上升后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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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执行价格对期权价值的影响

我们固定期权的到期期限、股票红利率、股价波动率、股票价格、无风险利

率，改变执行价，得到期权价值随着执行价变动的折线图，如下所示：

图 6.期权的执行价格对期权价值的影响

从图 6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执行价格的上升，看跌期权价值上升，看涨期

权价值下降，说明执行价格的变动与看跌期权价值变动成正向关系，与看涨期权

价值变动成反向关系。

二.期权的时间价值分析

2.1 期权的时间价值与标的资产价格间的关系

我们设红利率为 q=0，并设到期期限为 t=1,期权的执行价格为 X=50，当前

的无风险利率为 Rf=0.03。利用第三讲中提到的欧式期权的内在价值计算公式和

B-S 公式，计算出不同标的资产价格下的时间价值，画出看涨和看跌期权的时间

价值与标的资产价格关系图，分析时间价值与标的资产价格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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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看涨期权的时间价值与标的资产价格的关系

图 8.看跌期权的时间价值与标的资产价格间的关系

由图 7和图 8可以看出，对于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当标的资产价格等于期

权的执行价格时，期权的时间价值最大。随着标的资产价格增大或者减小，时间

价值都逐渐减少至趋于零。进一步地，资产价格由 1到无穷时，看涨期权和看跌

期权价值分别趋于无穷和 0；二者时间价值先从 0上升至 7左右，再下将并收敛

于 0，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时间价值曲线基本重合。股票初始价格 S=50 时时间

价值达到最大值，因为此时 abs(49-50*exp(-0.03))达到最小值，期权接近平值

期权。

2.2 期权时间价值随到期日的变化

我们假定期权的到期期限分别取 0.2，0.9，1.6,…，10年，假定期权的执行

价格为 X=50，同时假定深度实值期权的标的股票初始价格为 100，深度虚值期权

的标的股票初始价格为 25。无风险利率为 Rf=0.03,标的资产的红利率为 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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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到期期限为 t=1。计算不同到期期限下，深度虚值、深度实值、平值期权的

时间价值，了解时间价值随着到期日的临近，其衰减的速度。首先，我们以看涨

期权为例，绘制出期权的时间价值随到期日临近的变化图，如下所示：

图 9.看涨期权时间价值随到期日的变化

在在计算时间价值时，由于虚值期权和平值期权内涵价值为 0因而时间价值

为 BS 公式计算的期权价格；看涨期权时间价值为 C-(St-X*exp(-r*(T-t))，其

中 C是 BS 公式计算的期权价格。进一步地，我们绘制出差分的期权时间价值图，

如下所示：

图 10.差分期权时间价值变化图

由图 9 和图 10 可以看出，在除了“临近到期”的任意时刻，平值期权的时

间价值远远大于实值期权和虚值期权的时间价值。随着到期日临近，期权时间价

值下降。下降速度上，平值期权的下降速度最快，且下降速度呈上升趋势（曲线

斜率增加）；实值期权和虚值期权下降速度基本保持不变（时间价值近似到期日

的线性函数）。

进一步地，我们改变到期日坐标轴的方向，即从横轴左到右到期日逐渐增加，

分别绘制出实质、平值和虚值下期权价值的变化图形，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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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三种情况下看涨期权与看跌期权价值随到期日变化对比图

在这里需要注意，对深度实值期权，看涨期权的时间价值相对看跌期权很小，

而对深度虚值期权，看跌期权的时间价值相对看涨期权的时间价值很小，在这里

只是为了使对比更加全面，同时因为这个原因并没有画出纵轴。

由图 11 可以看出：

对于深度实值看涨期权和深度虚值看跌期权，其时间价值随着到期日临近衰

减速度逐渐减慢，而且离到期期限还很远时就已经接近 0了。对于平值期权，看

涨看跌期权的时间价值衰减速度相等，曲线形状十分相似，而且时间价值下降的

速度均越来越快。

三、期权上下限的验证

在不考虑红利率的情况，我们通过变换不同因素的取值，在同一幅图中画出

期权价格和对应上下限的曲线，从而可以验证在任何情况下，期权价格是否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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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线范围之内，进一步地，可以考察股票初始价格、波动率、无风险利率、执行

价格、到期期限发生变化时，看涨和看跌期权价格变化以及是否处在各自上下限

之间。

3.1 期权上下限的基本验证

对于看涨期权，其上限为资产价格，下限则是资产价格减去执行价格的贴现

值，用公式可以表示为：

max{S-X*exp{-rf},0}<=C<=S
对于看跌期权，其上限为执行价格现值，下限为执行价格的现值减去资产价

值，用公式表示为：

max{X*exp{-rf}-S,0}<=p<=X*exp{-rf}
我们变动执行价格 X，无风险利率 r，到期期限 T和资产波动率σ，并将资

产的价格 S设定为为自变量，在 EXCEL 中，通过公式进行计算，可以得到其他变

量变动时，看涨期权价值、看涨期权上限和下限随着资产价格变动的值，绘制出

相关图像，如下所示：

图 11.股票初始价格变化对看跌期权价格与上下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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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股票初始价格变化对看涨期权价格与上下限的影响

从图 11 和图 12 中可以看出，无论股票初始价格是多少，看涨期权和看跌期

权价格均在其各自的上下限之间。并且当股票初始价格设定为接近 0或者很大的

值时，期权价格接近其下限（即时间价格趋近于 0）。

图 13.波动率变化对看涨期权价格与上下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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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波动率变化对看跌期权价格与上下限的影响

从图 13 和图 14 中可以看出，无论波动率取何值，期权价格均在其上下限范

围内。且波动率越大期权价值越接近其上限（时间价值越大），因为波动率越大

期权未来执行带来更高收益的可能性越大。

图 15.无风险利率变化对看涨期权价格与上下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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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无风险利率变化对看跌期权价格与上下限的影响

从图 15 和图 16 中可以看出，无论无风险利率取何值（以及无论期权状态），

期权价格均在其上下限范围内。无风险利率越高，期权价格越接近其下限（时间

价值越低）。

图 17.执行价格变化对看跌期权价格与上下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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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执行价格变化对看涨期权价格与上下限的影响

由图 17 和图 18 可以看出，无论执行价格取何值，期权价格均在其上下限范

围内。且执行价格越高，期权越接近其价格下限（时间价值越小）。

图 19.到期期限变化对看涨期权价格与上下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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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到期期限变化对看跌期权价格与上下限的影响

由图 19 和图 20 可以看出，无论到期期限取何值，期权价格均在其上下限范

围内。且到期期限越长，期权价格越接近其上限（时间价值越大）。

3.2 二维变化与旋转特性验证

1.对不同到期日，比较期权价值随标的资产价值变化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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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不同到期日下期权价值随标的资产价值变化规律

从图 21 中可以看出，到期期限的增加后，看涨曲线向左上方旋转，看跌曲

线则会向右上方旋转，随着到期期限的增加，看涨期权价值随着标的资产价值的

增加而增加，且增加的速度变快，而随着到期期限的增加，看跌期权价值随着标

的资产价值的增加而减少，且减少的速度变慢。如果临近到期日(T 很小)，则期

权价值为 max(X-St,0),将会呈现出折线形。若期权距离到期日有一定时间，则

随着标的资产价格上升，期权价格按照一定曲线上升，由图可知，到期日越近期

权对于标的资产价格越敏感。

2.对不同波动率，比较期权价值随标的资产价值变化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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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不同波动率下期权价值随标的资产价值变化规律

从图 22 中可以看出，随着波动率的增加，看涨期权价值随着标的资产价值

增加而增加，且增加的速度增加，随着波动率的增加，看跌期权价值随着标的资

产价值增加而减少，且减少的速度减慢。同时，波动率越小，期权价格关于资产

价格的函数曲率越明显，且期权价格关于资产价格越敏感。

3.对不同无风险利率，比较期权价值随标的资产价值变化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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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不同无风险利率下期权价值随标的资产价值变化规律

由图 23 可以看出，随着无风险利率的增加，看涨期权价值随着标的资产价

值增加而增加，且增加的速度增加。随着无风险利率的增加，看跌期权价值随着

标的资产价值增加而减少，减少的速度也减缓。同时也可以看出，无风险利率对

于期权关于价格函数曲线形状 影响不是十分的显著。



期权上下限以及期权平价关系的实证研究

——以 50ETF 期权和豆粕期货期权为例

一、期权的上下限及期权平价公式简介

1.1 期权的上下限

期权的价值与期权的内在价值和时间价值密切相关，由此产生了期权的上下限的概念。

期权的内在价值反映了期权持有者马上执行期权可获得的收益，而期权的时间价值则反映了

交易商愿意为标的资产价格波动的不确定性所支付的代价。根据期权的内在价值、时间价值

和期权费之间的关系，有时间价值 =期权费-内在价值，而期权的内在价值不能为负，时间

价值也不能为负，因此期权的价值不会低于期权的内在价值，由此可知，期权的价值将会存

在下线。同时，对于看涨期权的价值也不能高于资产的现值，否则由于期权产品的属性，将

会产生套利机会，将会违背无套利的金融市场基本假设，套利者可以用现价买进股票并持有

看涨期权的空头，从而获取无风险利润。因此，期权的价值必然存在一个上限。

对于欧式看涨期权，期权的价格不低于内在价值，不高于去除红利的资产现值。因此，

其在标的资产无收益、标的资产存在现金收益、标的资产有红利率的条件下，对应的期权价

格的上下限分别为：

Max(Xe−r(T−t) − St，0） ≤ CE ≤ St 标的资产无收益

Max(St-Xe−r(T−t)-It,0) ≤ CE ≤ St − It 标的资产有现金收益

Max(Ste−q(T−t) − Xe−r(T−t)，0） ≤ CE ≤ Ste−q(T−t) 标的资产有红利

同样地，对于欧式看跌期权，期权的价值不低于内在价值，同时，不高于期权执行价格

的现值，因而在上述三种情况下也存在期权价值的上下限，分别为：

Max(Xe−r(T−t) − St，0） ≤ PE ≤ Xe−r(T−t) 标的资产无收益

Max(Xe−r(T−t) + It-St,0) ≤ PE ≤ Xe−r(T−t) 标的资产有现金收益

Max(Xe−r(T−t) − Ste−q(T−t)，0) ≤ PE ≤ Xe−r(T−t) 标的资产有红利

对于美式看涨期权，由于其相比欧式期权可以提前执行，因而期权的价值不低于内在价

值和欧式买权，同时不高于资产现值。其上下限为：

Max(St − Xe−r(T−t)，0） ≤ Cus ≤ St 标的资产无收益

Max(St –X，0） ≤ Cus ≤ St 标的资产有收益

同样地，对于美式看跌期权，其价格不能低于内在价值，同时 不能高于资产的执

行价格，因此其上下限为：

Max(X–St，0） ≤ Pus ≤ X
对于上述表达式，X表示执行价格，St代表标的资产在 t 时刻的价格，T 为期权到

期时间，It代表现金收益现值，q代表红利率。c 为一份看涨期权的价格，p 为一份看

跌期权的价格。

1.2期权的平价关系

期权平价关系是对具有相同执行价格和到期日的期权的看涨期权与看跌期权价格



之间相互联系的描述。它表明具有某一确定执行价格和到期日的看涨（看跌）期权的价

值，可以由具有相同到期日的看跌（看涨）期权的价值所推导出来。

对于欧式买权和卖权，对于期权的标的资产为无收益资产、有收益资产以及有红利

率的资产的情况下，期权平价关系分别有：

CE + Xe−r(T−t)=PE+St 无收益资产

CE + It + Xe−r(T−t)=PE+St 有收益资产

CE + Xe−r(T−t)=PE+Ste−q(T−t) 有红利率资产

而对于美式期权，由于其可以提前执行，因此，其期权平价关系表示为：

S-X<C-P<S-Xe−r(T−t)

其中 X表示执行价格，St代表标的资产在 t 时刻的价格，T 为期权到期时间，It代
表现金收益现值，q代表红利率。c 为一份看涨期权的价格，p 为一份看跌期权的价格。

1.3期权上下限与平价关系的基本假设

我们需要注意，期权的上下限与期权的平价关系都是一种理论上的分析，是建立在

对金融市场的一定假设的前提下的。期权上下限与平价关系的基本假设有：

1.市场的所有交易均没有交易费用。

2.市场中不存在套利机会，所有交易者均不可能获得套利利润。

3.对市场中的所有交易利润以相同税率进行征税。

4.所有市场参与者可以按无风险利率进行资金的借入和贷出。

二.研究设计

2.1数据来源

我们利用实验室中的 wind 终端 EXCEL 插件，从 wind 数据库中下载了以下数据：1.

市场中正在进行交易的各种 50ETF 期权的执行价格、合约乘数、到期日。

2.各种 50ETF 期权在 12 月 7 日的收盘价格。

3.与上述 50ETF 期权同日期的期权标的资产 50ETF 的收盘数据。

4. 豆粕期权上市以来的各执行价格下的期权结算价数据，以及同日期标的资产豆

粕期货的结算价数据，包括相关期权的到期日、执行价格、标的资产等相关数据。

2.2 数据的相关处理与表示

我们通过套用期权上下限以及期权平价公式，利用下载的数据，对相关数值进行了

计算。对于 50ETF 期权和豆粕期货期权的计算公式中的无风险利率，我们均采用了 wind

终端中期权定价计算器中的无风险利率。由于期权定价计算器中使用的标准无风险利率

为一年期的 SHIBOR 利率，我们通过上海银行间拆放利率官网下载了对应日期的一年期

SHIBOR 利率，同时利用连续复利的转换公式：

（1 + R）
T
= er∗T

这里的 R 代表一年期 SHIBOR 利率，T 代表时间，在这里为 1年，r 则代表对应的无

风险连续复利率。通过转换公式，实现了单利向连续复利的转换，从而得到对应的无风

险利率。



我们利用下载的期权执行价格 X，标的资产价格 S，无风险利率 r 等数据，可以计

算期权价格理论上下限及平价关系公式的相关数值，进一步地，为了判断期权的价格是

否满足期权的上下限，我们利用 EXCEL 中的逻辑判断函数 if ，如果满足上下限则赋值

“1”，否则则为“0”，以表示期权实际价格是否满足理论价格上下限。通过这样的处理，

我们对所有期权的逻辑数值进行累加后，就可以得到满足期权上下限的期权数量。

三.基于 50ETF期权和豆粕期货期权为例的实证分析

对于 50ETF 期权，我们分别选用 2017 年 6 月 7 日和 2017 年 12 月 7 日各执行价格

和不同到期日下的 50ETF 期权数据，分别绘制图形，以得到更具科学性和普遍性的结论。

而对于豆粕期货期权，由于其在 2017 年 3 月 31 日上市，考虑到不同时间段具有的不同

特点因此我们分别选取2017年 4月至 6月份时间段和2017年 10月至 12月的时间段进

行相关图形的绘制与探究，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得到如下的实证结果。

3.1 期权上限的绝对性

由下面的图 1、图 2、图 3、图 4 中对于 50ETF 期权和豆粕期货期权价格与期权价

格上限的图形，我们可以看出，期权价格的上限在我们所考察的两种期权的不同时间段

中均得到了充分的满足，期权上限保持在期权价格曲线上方，呈现出绝对性的特征。

进一步，我们分析认为，要使期权上限得不到满足，只有当期权的标的资产的价值

在未来某一时刻变成负值，才会发生期权价格大于标的资产的价格的情况。在正常的市

场条件下，是不可能发生这样一种状况的。因此，正常市场条件下，几乎所有的期权价

格都能很好的满足期权的上限。

的上限要求。

3.2 期权下限的相对性

从图 1和图 2 中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对于 50ETF 期权还是对于豆粕期货期权，均

发生了期权价格低于期权下限的情况。因此，我们认为期权的理论下限具有相对性，并

不能在实际市场中保证完全满足。进一步地，我们从以下几个角度分析期权下限与期权

的价格之间的关系与变动规律。

3.2.1 到期日对于期权价格与下限关系的影响

从期权到期日的角度分析，我们发现，当前期权所处时刻越靠近到期日，则期权的

下限更容易被满足。我们利用 50ETF 期权的数据，分别在 2017 年 6 月 8 日和 2017 年

12 月 8 日绘制出不同到期日的 50ETF 看涨期权价格与上下限的关系示意图，如下所示：





图 1.不同到期日的 50ETF 看跌期权及上下限

图 1 中从左到右的期权分别对应不同的到期日。每一个波峰对应的即为一个到期

日。从图 1的四个子图中均可以看出，当前期权所处的时刻越接近期权的到期日，则期

权的价格曲线与期权的下限的曲线越来越接近。即期权的市场价格与期权理论下限趋向

于重合。我们通过分析，认为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随着到期日的临近，期权的时间价值

越来越低，其价值会越来越收敛于其内在价值。从期权的下限公式中可以看出，而期权

价格下限为期权内在价值和 0值中较大的值，因此两者在到期日临近时会出现显著重合

的形态。

进一步地，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分析不同到期日的具体数值对于期权价格与下限关

系的影响。我们利用豆粕期货期权的数据，分别绘制 2017 年 4 月到 6 月和 2017 年 10

月到 12 月满足期权上限和下限的期权个数。图 2 中，横轴从左到右分别代表不同的到

期日，每一个到期日上分别对应此到期日到期的期权。其中期权个数定义为：

期权个数=该到期日对应的期权种类数*时期内满足上限/下限的交易日数

即若该到期日到期的一种期权在测度时期内的一个交易日满足期权下限，则该到

期日对应的满足期权下限的期权个数加 1。我们测度的时期即为 2017 年 4 月到 6月和

2017 年 10 月到 12 月，绘制的图形如下：



图 2.两个时期不同到期日对应的满足期权上限和下限的期权个数

由图 2 可以看出，不同到期日的豆粕期货期权满足上限和下限的品种比例并没有明

显差别。这表明到期日具体数值的不同并不是影响期权的价格与期权下限关系的主要因

素。进一步地，我们可以看出，在 2017 年 10 月-12 月，不同到期日对应的期权数量增

加，也表明，在 2017 年 3 月 31 日豆粕期货期权上市后，期权品种不断发展增多。

3.2.3 执行价格对于期权价格与下限关系的影响

首先，我们固定下来期权的到期日，考察执行价格的不同对于期权价格与期权下限

关系的影响。我们以 2018 年 2 月 15 到期的豆粕期货期权为例，绘制出不同执行价格的

期权在 2017 年 10 月-12 月间期权价格与期权下限的变动情况，所得图形如下图所示：



图 3.相同到期日的豆粕期货期权价格与上下限变化趋势

图中的横轴由左至右，代表着期货期权的执行价格从低向高变动。从图 3 中可以看

出，豆粕期货期权价格同样较多地突破了期权的下限的部分。同时，从图中观察到，当

行权价较低时，期权价格低于理论下限的情况出现的相对较多。而当执行价格较高时，

期权价格基本都在期权下限之上。我们认为，这可能是市场行情造成的，当期权的执行

价格较高，而期权的市场价值较低时，投资者良好的心理预期，可能会带来不理性的投

资行为可能会使得较高执行价格期权的价格高于理论值。

进一步地我们从相同到期日，不同执行价的期权品种角度进行分析。我们以同样在

2018 年 2 月 15 日到期的豆粕期货期权为例，分别选择执行价格为 2400 元、2750 元、

3100 元的豆粕期货看涨期权，绘制出期权价格和期权下限的图线，如下图所示：





图 4.不同执行价格下期权的价格与期权下限的变动

从图 4中可以看出，对于执行价格为 3100 的期权而言，由于其内在价值很低，因

此计算出的期权下限全部为 0，而期权的价格则全部位于期权下限之上。对于执行价格

为 2750 元的豆粕期权，期权的价格在较少的几个地方出现了低于期权下限的情况，而

对于执行价格最低的期权，期权的价格在多数时候均低于下限。进一步验证了，随着执

行价格的升高，期权的价格低于期权下限的可能性下降。

3.2.3 实际市场状况对于期权价格与下限关系的影响

在前文中，我们做出的理论假设与期权市场现实情况具有较大的差别。对于期权上

下限与期权价格关系，最核心的基础就在于无套利理论假设，对于期权平价关系也是如

此。而要使无套利假设成立，在当前中国市场的现状下，是无法实现的。有效市场与目

前市场的最大差别，在于目前的期权市场中不允许卖空操作，同时期权的交易会带来一

定的费用。一些理论看起来存在的套利机会，但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实际上并没有套

利的空间，同时没有卖空操作，使得套利的机会没有实际操作的手段进行支撑。因非完

全有效的市场的条件下，市场上仍旧可能存在套利机会，使得期权的价格与期权的下限

发生偏离。

综上, 我们认为出现期权下限与期权价格不满足理论计算结果的情况，原因主要和

两个因素有关：

1.与到期日、期权执行价格等变量的变化相关。

2.与期权市场的不成熟，市场上不存在卖空机制的现状相关，因此导致了实际情况

与理论计算结果不同。

3.3 50ETF期权平价关系实证结果：

在 EXCEL 中，我们利用公式分别计算出平价公式两边的数值，绘制出 2017 年 6 月

8日和 2017 年 12 月 8 日期权平价关系等式两边数值变动图形，如下所示：



图 5.50ETF 期权平价关系示意图

从图 5 中可以看出，从理论上，只有两个品种的期权可以完全满足平价关系，但是

从实际数据对应的图形上看，平价关系的左侧数值与右侧数值几乎是完全重合的。这表

明两者并没有显著差距，差距主要出现在到期日的前后，这主要还是由于市场中的实际

情况所导致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对于 50ETF 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平价关系成立。



第八九讲金工实验报告分工                             贡献率  

小组成员 潘彬（组长） 201542014  第三题 论文撰写与整合 50% 

         王禹清  201542063       第一题                25% 

         陈德睿  201542081       第二题                25% 


	第八九讲实验
	一、期权价格的单影响因素分析
	1.1股票初始价格（标的资产价格）对期权价值的影响
	    1.2 股价波动率（标的资产价格的波动率）对期权价值的影响
	    1.3无风险利率对期权价值的影响
	1.4股票红利率对期权价值的影响
	1.5到期期限对期权价值的影响
	1.6执行价格对期权价值的影响
	二.期权的时间价值分析
	2.1期权的时间价值与标的资产价格间的关系
	2.2期权时间价值随到期日的变化
	三、期权上下限的验证
	3.1期权上下限的基本验证
	3.2二维变化与旋转特性验证 

	第八九讲实验
	一、期权的上下限及期权平价公式简介
	1.1期权的上下限
	1.2期权的平价关系
	1.3期权上下限与平价关系的基本假设
	二.研究设计
	2.1数据来源
	三.基于50ETF期权和豆粕期货期权为例的实证分析
	3.1 期权上限的绝对性
	3.2 期权下限的相对性
	3.2.1 到期日对于期权价格与下限关系的影响
	3.2.3 执行价格对于期权价格与下限关系的影响
	3.2.3 实际市场状况对于期权价格与下限关系的影响
	3.3 50ETF期权平价关系实证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