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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普通欧式和普通美式期权的希腊字母

与其影响因素之间关系的差异  

1.1 	 Delta	

1.1.1 美式看跌期权与欧式看跌期权的 delta 与标的资产

价格的关系差异  

 

分析依据：欧式看跌期权的 delta 值可以由 BS 公式给出； 

借助二叉树模型对美式期权的希腊字母进行近似计算，计算方法为: 

Delta_us=( C(S0+ΔS)- C(S0))/ ΔS; 

通过变换 S0 的取值（20 元-80 元），可以得到不同价格出的 Delta 值，将 S0 的

价值序列与Delta进行作图，即可得到美式期权的delta与标的资产之间的关系。 

经试验，使用相同的股价序列对欧式期权和美式期权的 delta 进行计算，并

将其绘制在同一幅图中，可以看出，美式看跌期权在 S小于某个临界值时为固定

值，然后随着 S值的增大，呈单调上升趋势，曲线斜率递减，并且曲线呈不平滑

的形状；与美式看跌期权相比，欧式看跌期权随着 S值的增大，始终呈单调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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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曲线斜率先增后减，且呈平滑状态。在相同的 S值下，欧式看跌期权的曲

线始终位于美式看跌期权的曲线上方，并且随着 S值的增大，二者有逐渐靠近的

趋势。 

结论：欧式看跌期权的 delta 与标的资产价格呈正相关关系；美式看跌期权在

标的资产价格小于某临界值时为固定值，而后与标的资产价格呈正相关关系。在

试验观察到的标的资产价格范围内，对于某个给定的标的资产价格，欧式看跌期

权的 delta 始终大于美式看跌期权的 delta。 

 

1.1.2 美式看涨期权与欧式看涨期权的 delta 与标的资产

价格的关系差异  

 

分析依据：欧式看涨期权的 delta 值可以由 BS 公式给出； 

借助二叉树模型对美式期权的希腊字母进行近似计算，计算方法为: 

Delta_us=( C(S0+ΔS)- C(S0))/ ΔS; 

通过变换 S0 的取值（20 元-80 元），可以得到不同价格出的 Delta 值，将 S0 的

价值序列与Delta进行作图，即可得到美式期权的delta与标的资产之间的关系。 

经试验，使用相同的股价序列对欧式期权和美式期权的 delta 进行计算，并

将其绘制在同一幅图中，可以看出，美式看涨期权与欧式看涨期权的 delta 值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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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S值的增大，呈单调上升趋势，曲线斜率先增后减；欧式看涨期权的曲线较

美式看涨期权的曲线较为平滑。随着 S值的变换，欧式看涨期权的曲线与美式看

涨期权的曲线基本重合。 

结论：欧式看涨期权的 delta 及美式看涨期权的 delta 均与标的资产价格呈正

相关关系，且在相同的标的资产价格下，二者大致相等。 

 

1.1.3 美式看跌期权与欧式看跌期权的 delta 与到期期限

的关系差异  

 

分析依据：欧式看跌期权的 delta 值可以由 BS 公式给出； 

美式看跌期权 Delta 与到期期限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在相同的股价（如

S0=50）的情况，不断变动到期期限 T,计算出每一个期限处的 Delta_us，将其与

时间作图即可。 

经试验，使用相同的股价序列对欧式期权和美式期权的 delta 进行计算，并

将其绘制在同一幅图中，可以看出，美式看跌期权与欧式看跌期权均随着 T值的

增大，呈单调上升趋势，曲线斜率递增，并且曲线呈平滑的形状；与美式看跌期

权相比，欧式看跌期权曲线始终位于美式看跌期权的上方，并且随着 T值的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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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有逐渐分离的趋势。 

结论：欧式看跌期权与美式看跌期权的 delta 均与到期期限呈正相关关系；在

试验观察到的标的资产价格范围内，对于某个给定的到期期限，欧式看跌期权的

delta 始终大于美式看跌期权的 delta，并且随着到期期限的增大，二者的差距

也越来越大。 

 

1.1.4 美式看涨期权与欧式看涨期权的 delta 与到期期限

的关系差异  

 

经试验，固定 S0 时使用相同的期限序列对欧式期权和美式期权的 delta 进

行计算，并将其绘制在同一幅图中，可以看出，美式看涨期权与欧式看涨期权的

delta 值均随着 S值的增大，呈单调上升趋势，曲线斜率单调递增；随着 T值的

变换，美式期权 delta 略大于欧式期权，但二者的曲线基本重合。 

结论：欧式看涨期权的 delta 及美式看涨期权的 delta 均与期限呈正相关关

系，且在相同的标的资产价格下，二者大致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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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Gamma	

1.2.1 美式看跌期权与欧式看跌期权的 gamma 与标的资

产价格的关系差异  

 

分析依据：欧式看跌期权的 gamma 值可以由 BS 公式给出； 

借助二叉树模型对美式期权的希腊字母进行近似计算，计算方法为: 

Gamma_us=(C(S0+ΔS)+ C(S0-ΔS)-2 C(S0))/ Δ2S 

通过变换 S0 的取值（20 元-80 元），可以得到不同价格出的 gamma 值，将 S0 的

价值序列与gamma进行作图，即可得到美式期权的gamma与标的资产之间的关系。 

经试验，使用相同的股价序列对欧式期权和美式期权的 gamma 进行计算，并

将其绘制在同一幅图中，由于近似公式使得一阶导不平滑，因此 gamma 值出现大

幅波动，单通过提高二叉树步数至 2000 步时可以看出，美式看跌期权在 S 小于

某个临界值时为固定值 0，然后随着 S值的增大，呈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曲线

为锯齿状，没有严格的单调性，并随着 S值的增加而逐渐趋近 0；与美式看跌期

权相比，欧式看跌期权随着 S值的增大，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曲线斜率递减，

并逐渐趋近于 0，且呈平滑状态。在相同的 S值下，欧式看跌期权的 gamma 值与

美式看跌期权的 gamma 值没有严格的大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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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在试验观察到的标的资产价格范围内，对于某个给定的标的资产价格，

欧式看跌期权的 gamma 与美式看跌期权的 gamma 的关系比较复杂。 

 

1.2.2 美式看涨期权与欧式看涨期权的 gamma 与标的资

产价格的关系差异  

美式看涨期权与欧式看涨期权的 gamma 与标的资产价格的关系差异同美式

看跌期权与欧式看跌期权的 gamma 与标的资产价格的关系差异，详见（5）。 

 

1.2.3 美式看跌期权与欧式看跌期权的 gamma 与到期期

限的关系差异  

 

分析依据：欧式看跌期权的 gamma 值可以由 BS 公式给出； 

美式看跌期权 Gamma 与到期期限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在相同的股价（如

S0=80）的情况，不断变动到期期限 T,计算出每一个期限处的 gamma_us，将其与

时间作图即可。 

经试验，使用相同的股价序列对欧式期权和美式期权的 gamma 进行计算，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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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绘制在同一幅图中，可以看出，美式看跌期权与欧式看跌期权的曲线均随着

T值的增大，呈单调下降趋势，曲线斜率递减，并且曲线呈平滑的形状；与美式

看跌期权相比，欧式看跌期权曲线始终位于美式看跌期权的下方，并且随着 T

值的增大，二者有逐渐靠近的趋势。 

结论：欧式看跌期权与美式看跌期权的 gamma 均与到期期限呈负相关关系；在

试验观察到的标的资产价格范围内，对于某个给定的到期期限，欧式看跌期权的

gamma 始终小于美式看跌期权的 gamma，并且随着到期期限的增大，二者的差距

也越来越小。 

 

1.2.4 美式看涨期权与欧式看涨期权的 gamma 与到期期

限的关系差异  

同美式看跌期权与欧式看跌期权的 gamma 与到期期限的关系差异，详见（7）。 

1.3 	 R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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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美式看跌期权与欧式看跌期权的 rho 与无风险利率

的关系差异  

 

分析依据：欧式看跌期权的 rho 值可以由 BS 公式给出； 

借助二叉树模型对美式期权的希腊字母进行近似计算，计算方法为: 

Rho_us=(C(r+Δr) - C(r))/ Δr; 

通过变换 r的取值（0-0.1），可以得到不同价格出的 rho 值，将 r的价值序列与

rho 进行作图，即可得到美式期权的 rho 与无风险利率之间的关系。 

经试验，使用相同的无风险利率序列对欧式期权和美式期权的 rho 进行计算，

并将其绘制在同一幅图中，可以看出，美式看跌期权与欧式看跌期权均随着 r

值的增大，呈单调上升趋势，曲线斜率递减，并且曲线呈平滑的形状；在相同的

r值下，欧式看跌期权的曲线始终位于美式看跌期权的曲线下方，并且随着 r值

的增大，二者有逐渐靠近的趋势。 

结论：欧式看跌期权与美式看跌期权的 rho 与无风险利率均呈正相关关系；在

试验观察到的无风险利率范围内，对于某个给定的无风险利率值，欧式看跌期权

的 rho 始终小于美式看跌期权的 r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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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美式看涨期权与欧式看涨期权的 rho 与无风险利率

的关系差异  

 

由于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对于利率的影响差异，美式看涨期权与欧式看涨期权的

rho 跟看跌期权正好互为相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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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美式看跌期权与欧式看跌期权的 rho 与标的资产价

格的关系差异  

 

分析依据：欧式看跌期权的 rho 值可以由 BS 公式给出； 

美式看跌期权的 rho 与标的资产价格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在相同的无风险

利率（如r=0.05）的情况，不断变动标的资产价格S,计算出每一个S处的 rho_us，

将其与标的资产价格作图即可。 

经试验，使用相同的无风险利率序列对欧式期权和美式期权的 rho 进行计算，

并将其绘制在同一幅图中，可以看出，美式看跌期权在 S小于某个临界值时为固

定值 0，然后随着 S值的增大，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曲线斜率递增，曲线呈

平滑的形状；与美式看跌期权相比，欧式看跌期权随着 S值的增大，始终呈单调

上升趋势，曲线斜率先增后减，且呈平滑状态。在相同的 S值下，欧式看跌期权

的曲线始终位于美式看跌期权的曲线下方，并且随着 S值的增大，二者有逐渐靠

近的趋势。 

结论：欧式看跌期权的 rho 与标的资产价格呈正相关关系；美式看跌期权在标

的资产价格小于某临界值时为固定值 0，而后随着标的资产价格增大呈先下降后

上升的关系。在试验观察到的标的资产价格范围内，对于某个给定的标的资产价

格，欧式看跌期权的 rho 始终小于美式看跌期权的 r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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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美式看涨期权与欧式看涨期权的 rho 与标的资产价

格的关系差异  

 

同样，由于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对于利率的影响差异，美式看涨期权与欧式看

涨期权的 rho 与标的资产价格的关系跟看跌期权正好互为相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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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美式期权与欧式期权的 rho 与到期期限的关系差异  

 

分析依据：欧式看跌期权的 rho 值可以由 BS 公式给出； 

美式看跌期权的 rho 与到期期限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在相同的无风险利率

（如 r=0.05）的情况，不断变动到期期限,计算出每一个 T处的 rho_us，将其与

标的到期期限作图即可。 

经试验，使用相同的无风险利率序列对欧式期权和美式期权的 rho 进行计算，

并将其绘制在同一幅图中，可以看出，美式看跌期权与欧式看跌期权均与到期期

限呈负相关关系，且为线性相关。在相同的 T值下，欧式看跌期权的曲线始终位

于美式看跌期权的曲线下方，并且随着 T值的增大，二者有逐渐分离的趋势。 

结论：欧式看跌期权与美式看跌期权的rho与到期期限均呈负的线性相关关系。

在试验观察到的到期期限范围内，对于某个给定的到期期限，欧式看跌期权的

rho 始终小于美式看跌期权的 r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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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美式期权与欧式期权的 rho 与到期期限的关系差异  

 

同样，由于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对于利率的影响差异，美式看涨期权与欧式看

涨期权的 rho 与期限的关系跟看跌期权正好互为相反数； 

1.4 	 Theta	

1.4.1 美式期权与欧式期权 theta 与到期期限的关系差异  

 

分析依据：欧式看跌期权的 theta 值可以由 BS 公式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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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二叉树模型对美式期权的希腊字母进行近似计算，计算方法为: 

theta_us=(C(T+ΔT) - C(T))/ ΔT; 

通过变换 T 的取值（0.5-2 年），可以得到不同价格出的 theta 值，将 T 的价值

序列与 theta 进行作图，即可得到美式期权的 theta 与到期期限之间的关系。 

经试验，使用相同的到期期限序列对欧式期权和美式期权的 theta 进行计算，

并将其绘制在同一幅图中，可以看出，美式看跌期权和欧式看跌期权的 theta

值随着 T 值的增大，呈单调下降趋势，曲线斜率递减，呈平滑的形状且 theta

值始终大于 0，但欧式期权 theta 始终大于美式期权 theta； 

结论：欧式看跌期权和美式看跌期权的 theta 与到期期限呈正相关关系，且欧

式期权 theta 始终大于美式期权 theta； 

1.4.2 美式期权与欧式期权 theta 与到期期限的关系差异  

 

二者图形形态基本与看跌期权一致，但欧式看涨期权和美式看涨期权的 theta

与期限的关系完全重合，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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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美式期权与欧式期权 theta 与标的资产价格的关系

差异  

 

分析依据：欧式看跌期权的 theta 值可以由 BS 公式给出； 

美式看跌期权 Theta 与标的资产价格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在相同的到期期

限（如 T=1）的情况，不断变动标的资产价格 S,计算出每一个标的资产价格处的

theta_us，将其与标的资产价格作图即可。 

经试验，使用相同的股价序列对欧式期权和美式期权的 theta 进行计算，并

将其绘制在同一幅图中，可以看出，美式看跌期权在 S小于某个临界值时为固定

值，然后随着 S值的增大，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曲线呈平滑的形状；与美式看

跌期权相比，欧式看跌期权随着 S值的增大，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曲线斜率先

减后增，且呈平滑状态。在相同的 S值下，欧式看跌期权的曲线始终位于美式看

跌期权的曲线上方，并且随着 S值的增大，二者有逐渐靠近的趋势。 

结论：在试验观察到的标的资产价格范围内，对于某个给定的标的资产价格，

欧式看跌期权的 theta 始终大于美式看跌期权的 theta，但随着标的资产价格的

增加，二者的差异逐渐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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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美式期权与欧式期权 theta 与标的资产价格的关系

差异  

 

与前文中类似，欧式看涨期权和美式看涨期权二者图形形态基本与看跌期权一致，

但欧式看涨期权和美式看涨期权的 theta 与标的资产价格的关系完全重合，不存

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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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Vega	

1.5.1 美式期权与欧式期权的 Vega 与波动率的关系差异  

 

分析依据：欧式看跌期权的 Vega 值可以由 BS 公式给出； 

借助二叉树模型对美式期权的希腊字母进行近似计算，计算方法为: 

Vega_us=(C(σ+Δσ) - C(σ))/ Δσ; 

通过变换σ的取值（0.1-0.5），可以得到不同波动率下的 Vega 值，将σ序列与

Vega 进行作图，即可得到美式期权的 Vega 与波动率之间的关系。 

经试验，使用相同的波动率序列对欧式期权和美式期权的 Vega 进行计算，

并将其绘制在同一幅图中，可以看出，美式看跌期权与欧式看跌期权的 Vega 值

均随着σ值的增大，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曲线斜率递减，并且曲线呈平滑的

形状；在相同的σ值下，欧式看跌期权的曲线始终位于美式看跌期权的曲线下方，

并且随着σ值的增大，二者有逐渐靠近的趋势。 

结论：欧式看跌期权与美式看跌期权的 Vega 值均随着σ值的增大呈先上升后下

降关系。在试验观察到的波动率范围内，对于某个给定的σ，欧式看跌期权的

Vega 值始终小于美式看跌期权的 Vega 值。美式看涨期权与欧式看涨期权的 Vega

与波动率的关系差异同美式看跌期权与欧式看跌期权的 Vega 与波动率的关系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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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在此不再赘述。 

 

1.5.2 美式期权与欧式期权的 Vega 与标的资产价格的关

系差异  

 

 

 

分析依据：欧式看跌期权的 Vega 值可以由 BS 公式给出； 

美式看跌期权 Vega 与到资产标的价格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在相同的波动率

（如σ=0.3）的情况，不断变动标的资产价格,计算出每一个波动率水平处的

Vega_us，将其与股价作图即可。 

经试验，使用相同的标的资产价格序列对欧式期权和美式期权的 Vega 进行

计算，并将其绘制在同一幅图中，可以看出，美式看跌期权的 Vega 在标的资产

价格某个临界值之前为 0，而后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曲线为锯齿状；欧式看

跌期权均随着 S值的增大，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曲线斜率先增后减，并且曲

线呈平滑的形状；与美式看跌期权相比，欧式看跌期权曲线在某个标的资产价格

的特定值前位于美式看跌期权的上方，在该点之后，欧式看跌期权的曲线便位于

美式看跌期权的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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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在试验观察到的标的资产价格范围内，对于某个特定的标的资产价格前，

欧式看跌期权的 Vega 大于美式看跌期权的 Vega，并且随着标的资产价格的继续

增大，欧式看跌期权的 Vega 小于美式看跌期权的 Vega。美式看涨期权与欧式看

涨期权的 Vega 与标的资产价格的关系差异同美式看跌期权与欧式看跌期权的

Vega 与标的资产价格的关系差异，在此不再赘述。 

 

1.5.3 美式期权与欧式期权 Vega 与到期期限的关系差异  

 

 

分析依据：欧式看跌期权的 Vega 值可以由 BS 公式给出； 

美式看跌期权的 Vega 与到期期限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在相同的波动率（如

σ=0.3）的情况，不断变动到期期限 T,计算出每一个 T处的 Vega_us，将其与到

期期限作图即可。 

经试验，使用相同的到期期限序列对欧式期权和美式期权的 Vega 进行计算，

并将其绘制在同一幅图中，可以看出，美式看跌期权与欧式看跌期权均随着 T

值的增大，始终呈单调上升趋势，曲线斜率递减，且呈平滑状态。在相同的 T

值下，欧式看跌期权的曲线始终位于美式看跌期权的曲线下方。 

结论：欧式看跌期权与美式看跌期权的 Vega 与到期期限呈正相关关系。在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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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到的到期期限范围内，对于某个给定的到期期限，欧式看跌期权的 Vega 始

终小于美式看跌期权的 Vega。美式看涨期权与欧式看涨期权的 Vega 与到期期限

的关系差异同美式看跌期权与欧式看跌期权的 Vega 与到期期限的关系差异，在

此不再赘述。 

2 欧式看涨，固定执行价的欧式亚式，固

定执行价的欧式回望期权构成的牛市

价差组合对比  

2.1 三种期权组合的价值差异 	

 

由上图可以看出，三者随标的资产价格的上升成递增函数，但固定执行价的欧式

回望期权构成的牛市价差组合价值始终大于欧式看涨和固定执行价的欧式亚式

期权牛市价差组合，且在资产达到一定水平时趋于平坦，而欧式看涨期权牛市价

差组合在一定价格之前大于固定执行价的欧式亚式期权牛市价差组合，在交点之

后欧式看涨期权牛市价差组合在一定价格之前小于固定执行价的欧式亚式期权

牛市价差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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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敏感性差异 	

2.2.1 对波动率的敏感性差异  

 

从上图可以看出，固定执行价的欧式回望期权牛市价差组合价值是波动率的递增

函数，且恒大于其余两种组合；随着波动率增加固定执行价的亚式期权牛市价差

组合价值先增后减，而欧式期权牛市价差组合是波动率的递减函数，二者函数在

波动率较大时存在交点，波动率较大时亚式期权牛市价差组合价值大于欧式期权

牛市价差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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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对期限的敏感性差异  

 

从上图可以看出，三种牛市价差组合价值是无风险利率的递增函数，且三者存在

恒定的大小关系，回望期权牛市价差组合>欧式期权牛市价差组合>亚式期权牛市

价差组合； 

 

2.2.3 对无风险利率的敏感性差异  

 



 25 

 

从上图可以看出，固定执行价的回望期权牛市价差组合价值是期限的递减函数，

而欧式期权牛市价差组合和固定执行价的亚式期权牛市价差组合价值是期限的

递增函数，但三者存在恒定的大小关系，回望期权牛市价差组合>欧式期权牛市

价差组合>亚式期权牛市价差组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