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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权套期保值策略多种多样，笔者通过探讨在期权套保中的要素选择和实际操作

中应注意的问题，并以最复杂的动态 delta 中性对冲策略为例，向投资者展示期

权套期保值的具体过程，以加深投资者对期权套保的了解。 

� 期权套期保值策略期权套期保值策略期权套期保值策略期权套期保值策略：：：：从套头比（一个单位标的资产需要对应多少单位期权进行

套期保值）的角度看，期权套期保值策略可以分为等量对冲策略、静态 delta

中性对冲策略和动态 delta 中性对冲策略。 

� 期权套期期权套期期权套期期权套期保值的要素选择保值的要素选择保值的要素选择保值的要素选择：：：：在不考虑交易成本和流动性的情况下，以套保组

合（对冲组合）的收益率波动最小作为选择标准，使用保护性看跌期权策略

进行等量对冲应选择远月价内期权，使用备兑看涨期权策略进行等量对冲应

选择近月价内期权，静态 delta 中性对冲策略和动态 delta 中性对冲策略选择

价内期权较好。不过在实际操作中，如果远月合约流动性不足，那么应考虑

近月合约。 

� 动态动态动态动态 delta 中性对冲策略中性对冲策略中性对冲策略中性对冲策略实证实证实证实证：：：：使用恒指期权做实证，在保护性看跌期权对冲

策略中，期权市值：现货市值应为 1：delta，当恒指相对上次调仓时价格变化

超过 1%时对期权部位进行动态调整，最后发现在今年 6 月以来大跌中，该对

冲策略不仅有效规避价格下跌风险，还额外赚取 1.46%的收益（相对初始现

货资产）。 

� 期权套期保值实际操作中应注意的问题期权套期保值实际操作中应注意的问题期权套期保值实际操作中应注意的问题期权套期保值实际操作中应注意的问题：：：：1、波动率的变化直接影响期权对冲

策略的最终效果，一般而言期权对冲策略在标的价格下降过程中收益率较高。

2、备兑看涨期权策略可能需要保证金，应注意预留足够保证金以防范风险。

3、在中长期套保中，动态 delta 中性对冲策略的交易成本可能较高，应注意

选择触发调整的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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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权套期保值策略概述 

相对于单边投机或者套利，投资者进行套期保值的最终目的是规避或者减少风险，而不

是追逐利润，期权套期保值一般指投资者拥有标的资产头寸或者预期持有标的资产头

寸，通过期权市场操作使自己的标的资产头寸规避价格风险或者锁定利润。有的时候套

期保值也叫对冲风险或者对冲。 

由于期权交易有四个基本部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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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期权在价格变动时，收益率具有不对称性，这使得期权套期保值策略更显

得多样化而且更加复杂。从套头比（一个单位标的资产需要对应多少单位期权进行套期

保值）的角度看，期权套期保值策略可以分为等量对冲策略、静态 delta 中性对冲策略

和动态 delta 中性对冲策略。 

1、等量对冲策略 

该策略是最简单的套期保值方式，也叫等市值对冲或市值对冲，是指期权市值与现货市

值按照 1∶1 的比例进行对冲的方式。该策略在完成建仓后，一般只需要在期权即将到

期时进行展期操作即可，通常在展期时仍选择同一类型（行权价）的期权。整个套期保

值期间的套头比始终保持 1∶1 的关系。 

常见的等量对冲策略是备兑看涨期权策略（Covered Call）和保护性看跌期权策略

（Protective Put）。 

以备兑看涨期权为例，假设某投资者认为大盘未来会上涨，但是不确定什么时候涨，也

不确定应该涨多少，那么他可以市价 2300 点买入沪深 300ETF，同时卖出一个近月的

执行价格为 2700 点的虚值看涨期权，收到 X 元权利金，则该策略的损益图如下 

图图图图1：：：：备兑看涨期权策略的损益备兑看涨期权策略的损益备兑看涨期权策略的损益备兑看涨期权策略的损益 

 
资料来源：招商期货研究所 

可以看到，当价格在 2300-X 至 2700 波动时，该策略可以令投资者获得盈利，但是如

果价格涨幅超过 2700 点时，该投资者盈利不会继续扩大。而当市场超出所料地下跌情

况下，投资者的现货多头的风险将无法通过卖出看涨期权而完全得到弥补。由此可见，

备兑看涨期权策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保护性看跌期权组合相对更简单，如投资者持有沪深 300 指数组合，由于担心指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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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继续下跌，他买入等量的价内 1%的近月看跌期权做对冲组合，当该近月期权合约将

到期时，他可以继续买入当时市价的价内 1%的近月看跌期权进行展期，很明显，当价

格上涨时，这种套期保值方式仅仅是损失了权利金，但是可以获取价格上涨的收益，而

在价格下跌时，由于买入看跌期权，现货部分的亏损可以由期权的盈利得到弥补，所支

出的权利金更像是保险费。相比较之下，保护性看跌期权策略相对备兑看涨期权策略的

规避风险效果更为突出。 

2、静态 delta 中性对冲策略 

期货价格和标的资产的价格是线性的，但是期权价格与标的资产价格为非线性（凸性）

关系，二者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小于 1。对于看涨期权而言，随着标的资产价格升高，期

权权利金升高的速度越来越快；随着标的资产价格下降，期权权利金下降速度越来越慢。

看跌期权价格随标的资产价格的变化方向则相反。 

图图图图2：：：：期权价格与标的资产价格关系期权价格与标的资产价格关系期权价格与标的资产价格关系期权价格与标的资产价格关系 

 
资料来源：招商期货研究所 

期权的这种特性使得期权套期保值更为复杂。由于期权价格与标的资产价格的收益曲线

为非线性，这意味着当标的资产价格发生变化时，原先的套头比将不再适用，原先的套

期保值组合将不再是市场中性。从这个角度看，简单的等量对冲策略仅仅只能对冲掉标

的资产的部分价格风险，而不是全部。如果要完全规避价格风险，也就是说要达到 delta

中性，那么期权市值与现货市值比例应为 1∶delta。 

在具体操作时，该策略与等量对冲策略基本相同，即都需要展期，在持有期权期间不进

行调整头寸的操作。唯一不同的是等量策略的对冲比例是 1：1，该策略的对冲比例为 1∶

delta，且在展期的时候，应根据变化后的 delta 来计算对冲比例。例如投资者持有沪深

300 现货组合，若执行价格为 2350 点的近月看跌期权 delta 为-0.6，那么初始的对冲比

例（期权：现货）应为 1:0.6，即 5:3。当展期时，需买入进行展期的新期权 delta 变为

-0.75 时，则投资者平仓掉原有期权头寸后，同时买入新的看跌期权，使得期权：现货

比例为 4:3。一般来说投资者可以通过调整期权持有量来满足该比例，同时也可通过调

整现货或期货头寸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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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相对于等量对冲策略，静态 delta 中性对冲策略更为复杂，不过从理论上也更

能规避价格风险。 

3、动态 delta 中性对冲策略 

第三种策略则在第二种策略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是更为精细化的套期保值头寸管理策

略。如前文所述，由于期权的 delta 是不断变化的，静态 delta 中性对冲策略仅仅是在展

期时根据新 delta 进行了头寸调整，而在非展期时，有的时候 delta 若发生巨大变化，因

头寸仍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套期保值组合将会出现无法规避大部分价格风险的情况，因

此我们需要引入动态 delta 中性对冲策略，即我们不仅在展期时考虑 delta 的变化，同时

在非展期期间，若现货价格的变化超过一定阈值时，我们就根据新的 delta 来调整套期

保值的头寸。从这种调整头寸的方式看，静态 delta 中性对冲策略是定期调整头寸，动

态 delta 中性对冲策略则是定期调整+定量调整。 

从理论上来讲，动态 delta 中性对冲策略是三种套期保值策略中最能规避价格风险的作

法，但是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最终的套保效果可能要取决于现货价格变化阈值的设定。 

二、期权套期保值的要素选择 

在使用期货进行套期保值时，我们需要确定使用什么月份的合约、使用多少手合约来进

行套期保值，在期权套期保值时，显然需要关注的要素更多，除了到期日需要考虑外，

选择什么执行价格的期权同样很重要。 

一般来说，根据套期保值月份相近的操作原则，应选择与现货操作计划的期限相匹配的

到期日期权合约，但是由于期权具有时间价值，简单的根据月份相近原则未必得到最好

的套保效果。而对于期权执行价格的选择则更为复杂，执行价格越有利，权利金成本越

高，对于使用保护性看跌期权对冲策略的保值者，为了锁定利润，买入的看跌期权执行

价格越高，收益越高，但其权利金成本也越高。而如果为降低成本买入执行价格低的看

跌期权，其对现货的保值力度亦降低。对于使用备兑看涨期权策略的保值者，卖出实值

期权显然获利较高，但是被行权的几率亦大，风险较高，若卖出虚值期权，尽管被行权

几率降低了，但收益亦减少了。而且一般情况下接近标的资产当前市场价格的执行价格

的期权合约交易比较活跃，深度实值与深度虚值的期权合约流动性不足。这就要求保值

者必须要在所提供的保护程度与所需的成本之间求得平衡。此外不同的保值策略，亦会

对期权的选择造成影响，不能一概而论。总结前人的研究，在不考虑交易成本和流动性

的情况下，以套保组合（对冲组合）的收益率波动最小作为选择标准，不同保值策略下

有如下的期权合约选择： 

表表表表 1：：：：不同对冲策略的期权合约选择不同对冲策略的期权合约选择不同对冲策略的期权合约选择不同对冲策略的期权合约选择 

 等量对冲策略等量对冲策略等量对冲策略等量对冲策略 静态静态静态静态 Delta 中性对冲策略中性对冲策略中性对冲策略中性对冲策略 动态动态动态动态 Delta 中性对冲策略中性对冲策略中性对冲策略中性对冲策略 

保护性看跌期权策略 远月价内期权 价内看跌期权 价内看跌期权 

备兑看涨期权策略 近月价内看涨期权 价内看涨期权 价内看涨期权 

资料来源：招商期货研究所整理 

由上表可见，静态 Delta 中性对冲策略和动态 Delta 中性对冲策略的结果较为一致，二

者的区别仅仅是动态 delta 中性对冲策略需要定量头寸调整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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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说时间会对期权的时间价值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可以通过展期使得持有期权的

行权期与建仓时接近，因此时间对对冲效果影响最大不会超过 1 个月时间流逝所造成的

影响。因此，综合时间因素等使用价内期权是比较好的选择。 

在实际操作中，由于交易成本和远近月合约流动性不同的影响，在具体选择上可能又会

有所不同，如上表中的等量对冲策略，若持有现货头寸巨大，需要买入较多的远月价内

期权，而远月期权合约的流动性却不能满足，这种情况下便只可退而求其次了，比如买

近月价内期权，甚至寻找其他的对冲方案。 

下面我们不妨以最为复杂的动态 delta 中性对冲策略作为例子，具体了解使用期权是如

何对现货的价格风险进行对冲的。 

三、实证：以恒指期权构建动态 delta 中性对冲组合 

由于我国股指期权仍未上市，而股指期权的仿真交易数据可能会存在失真情况，我们选

择与内地市场较相似的香港恒指期权为例，展示动态 delta 中性对冲的过程。 

恒指期权见下表，取交易费用为交易所费用、证监会征费以及佣金的总和，其中佣金包

含庄家交易费（2.6 港币）和交易佣金（50 港币），则交易费用为单边 63.2 港币/张。 

表表表表 2：：：：恒生指数期权合约恒生指数期权合约恒生指数期权合约恒生指数期权合约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标准期权标准期权标准期权标准期权 自订条款指数期权自订条款指数期权自订条款指数期权自订条款指数期权 

相关指数 恒生指数 

HKATS 碼代  HSI XHS 

合约乘数 每指数点港币$50 

最低价格波幅 一个指数点 

合约月份 
短期期权 ﹣： 现月，下两個月及之后的三个季月 
长期期权：﹣之后五個六月及十二月合约月份 

任何历月但不可超越现有最长可供买卖

的期权合约月份 

行使方式 欧式 

期权金 以完整指数点报价 

價行使  

短期期权:-  

指数点 行使价分隔 

低于 2,000點  50 

2,000 点或以上但低于 8,000 点 100 

8,000 点或以上 200 

长期期权:-  

指数点 行使价分隔 

低于 4,000點  100 

4,000 点或以上但低于 8,000點  200 

8,000 点或以上但低于 12,000點  400 

12,000 点或以上但低于 15,000點  600 

15,000 点或以上但低于 19,000點  800 

19,000 点或以上 1,000 
 

行使价须为完整指数点及在提出要求当

日即月恒生指数期货合约开市价的高低

30%幅度范围内，或在要求合约月份及

其他现有合约月份中最高与最低的行使

价幅度内（以最大幅度为准） 

時時交易  
上午 9 时 15 分至中午 12 时正及下午 1 时正至下午 4 时 15 分 

(到期合约月份在合约到期日收市时间为下午 4 时正) 
自订条款指数期权合约于收市前 30 分钟内不接纳该合约的有关建立要求 

合约到期日 该月最后第二個营业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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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结算价 
在到期日当天下列时间所报指数点的平均数为依归，下调至最接近的整数指数点：(i)联交所持续交易时

段开始后的五(5)分钟起直至持续交易时 結段完 前的五(5)分钟 時止期 每隔五(5)分钟所报的指数点，与(ii)
联交所收市时。 

交易费用及征费 
交易所费用          港币 10.00 
证监会征费         港币 0.60 

佣金                    商议 

资料来源：香港期货交易所 

假设按照投资计划，某投资者打算持有 1000 万港币的恒生指数股票组合至 6 月末，6

月初，该投资者认为中国经济复苏不如预期，下行风险增大，未来恒指大幅下跌的可能

性较大。为对冲系统性风险，该投资者决定买入恒指看跌期权进行对冲。按照前文所述，

我们选择价内看跌期权较好。由于远月合约交投清淡，不能满足交易需求，投资者选择

买入 6 月价内 1%左右的看跌期权做动态 delta 中性对冲，即当恒指变动超过调仓时市价

的 1%时，则进行动态调整，其中期权市值：现货市值=1：delta，合约张数=现货市值/delta/

合约乘数/指数市价，具体见下表：  

表表表表 3：：：：以恒生指数期权为例的动态以恒生指数期权为例的动态以恒生指数期权为例的动态以恒生指数期权为例的动态 delta 中性对冲策略例子中性对冲策略例子中性对冲策略例子中性对冲策略例子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恒生指数恒生指数恒生指数恒生指数 
执行执行执行执行

价格价格价格价格 
权利金权利金权利金权利金 

隐含波动隐含波动隐含波动隐含波动

率率率率(%) 
delta 

持仓持仓持仓持仓/平平平平
仓合约张仓合约张仓合约张仓合约张

数数数数 

现货累积盈现货累积盈现货累积盈现货累积盈

利利利利 
期权累积期权累积期权累积期权累积

盈利盈利盈利盈利 
累计交易累计交易累计交易累计交易

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组合收益率组合收益率组合收益率组合收益率

（（（（相对初始相对初始相对初始相对初始

现货资产现货资产现货资产现货资产）））） 

2013-6-3 22282.19 22600 740 14.53 -0.64 14 -- -- 884.8 -- 

2013-6-4 22285.52 22600 723 14.53 -0.64 14 1494 -11900 884.8 -0.11% 

2013-6-5 22069.24 22600 868 15.62 -0.72 14 -95570 89600 884.8 -0.07% 

2013-6-6 21838.43 22200 760 17.02 -0.65 14 -199155 238000 2654.4 0.36% 

2013-6-7 21575.26 21800 630 18.34 -0.59 14 -317262 371000 4550.4 0.49% 

2013-6-10 21615.09 21800 554 17.31 -0.58 16 -299387 310200 4550.4 0.06% 

2013-6-11 21354.66 21600 579 17.15 -0.62 16 -416265 449400 6509.6 0.27% 

2013-6-13 20887.04 21200 593 23.63 -0.62 15 -626128 682650 8468.8 0.48% 

2013-6-14 20969.14 21200 477 17.40 -0.62 16 -589282 589850 8468.8 -0.08% 

2013-6-17 21225.9 21600 545 16.38 -0.74 16 -474051 446650 10301.6 -0.38% 

2013-6-18 21225.88 21600 515 16.26 -0.75 13 -474060 427150 10301.6 -0.57% 

2013-6-19 20986.89 21200 420 20.15 -0.63 13 -581316 566900 12071.2 -0.26% 

2013-6-20 20382.87 20600 441 21.60 -0.63 15 -852394 956900 14030.4 0.90% 

2013-6-21 20263.31 20600 470 18.45 -0.75 16 -906051 980100 14030.4 0.60% 

2013-6-24 19813.98 20200 488 25.47 -0.79 16 -1107705 1268900 15041.6 1.46% 

注：持仓/平仓合约张数：当不调整时指持仓的合约张数，调整时指卖出平仓结算的期权合约张数。 
资料来源：招商期货研究所 

6 月 6 日，由于恒指下跌幅度超过建仓时价格的 1%，投资者对期权部位进行了调整，

按照价内 1%左右的原则，将 HSI 6 P22600 Index 期权平仓，买入 HSI 6 P22200 Index

期权。而第二日，即 6 月 7 日恒指继续大幅下跌，跌幅超过调仓日（6 月 6 日）价格的

1%，于是投资者再次将原来的期权卖出平仓，买入新的价内期权。以此类推。6 月 24

日，该投资者卖出现货组合，同时将期权头寸卖出平仓。尽管该投资者在现货部位亏损

1107705 港元，但其期权部位累计盈利 1268900 港元，扣除交易成本后，组合收益率

（相对初始现货资产）为 1.46%。可见通过期权对冲，投资者不仅规避了恒指系统性下

跌风险，还小赚了一笔。而从 6 月 3 日至 6 月 24 日，投资者共进行了 7 次动态调整，

可见在市场大幅波动时，动态调整的次数将大幅增加。将是否对冲的收益率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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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 对冲后，组合收益率在 0 上下波动，而不对冲的话，因恒指大跌投资者将损

失 11.08%。可见使用动态 delta 中性对冲策略，投资者规避了大部分价格风险。 

图图图图3：：：：是否进行对冲的收益率对比是否进行对冲的收益率对比是否进行对冲的收益率对比是否进行对冲的收益率对比 

 
资料来源：招商期货研究所 

四、实际运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尽管在上例中的动态 delta 中性对冲策略成功的令该投资者规避了价格下跌的风险，并

令该投资者获得 1.46%的额外收益，但在实际操作中，是否每次动态 delta 中性对冲策

略都会带来如此的意外惊喜却不得而知，因为在实际操作中，期权的套期保值策略还受

波动率、保证金、交易成本等的影响 

1、波动率的影响 

在 B-S 模型中，其假设波动率是不变的，但事实上波动率是变化，它和股指价格构成影

响期权价格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投资者可对上述套期保值策略进一步优化，以通过对

冲 Delta 风险捕捉波动率的趋势变化获取风险中性收益。一般来说，使用价内看跌期权

对冲策略，如果标的资产价格上涨，看跌期权的实值程度减小，隐含波动率降低，这将

损失部分收益；反之如果价格下降，看跌期权实值程度加深，隐含波动率升高，将赚取

部分收益。在看涨期权对冲策略中，尽管价格上涨将令看涨期权的实值加深，隐含波动

率升高，但因为是卖出期权，因此仍旧是收益受到损失，而在下跌时，看涨期权的实值

减少，隐含波动率降低，这对于卖出看涨期权反而是有利的。由此可见，对于备兑看涨

期权策略和保护性看跌期权策略，最终的结论是相同的。而在我们给出的例子里面，由

于恒生指数的大幅下跌，看跌期权的实值程度加深，波动率升高，最终该对冲策略以盈

利告终。因此在市场化报价的情况下，期权对冲策略在标的价格下降过程中收益率较高。 

2、保证金影响 

在保护性看跌期权对冲策略中，由于买入看跌期权，并不需要保证金，不过其支付的权

利金却会占用资金；在备兑看涨期权对冲策略中，由于卖出看涨期权，则有可能占用保

证金。美国规定备兑看涨期权对冲策略不需要任何保证金，因此其多头仓位可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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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得备兑看涨期权对冲策略成为最常用期权套保策略之一，但是在我国情况可能会有

所不同，期现货不在同一交易所（使用期货时除外）交易，这种备兑看涨期权对冲策略

有可能需征收保证金，考虑到还有追保的可能，投资者需注意资金管理，预留足够保证

金以防范风险。 

3、交易成本 

香港市场上恒指期权和恒指期货的交易费用相当，在部分交易商处可能期权的交易费用

还要略低于期货。不过由于 delta 变化较为频繁，在动态 delta 中性对冲策略中，其调整

的频率可能高于使用期货进行对冲。在上例中我们的套保期限并没有超过一个月，累计

交易费用却是初始现货资产的 0.15%，如果套保的时间过长，交易费用将会更高，这明

显会降低套期保值的额外收益，甚至加重套保的亏损。因此对于中长期的期权套期保值

策略中，权衡交易成本和触发调整的阈值将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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