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S金仕达培训系列

——期权到期日功能介绍



本课件主要介绍金仕达期货系统对于郑州期权到期日行权业务的
支持情况，包括指令/批量行权逻辑、最新版本新增业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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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行权——行权方式

交易指令

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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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自动

行权

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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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笔行权/放弃

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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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放弃

会员
会服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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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
自动行权

结算时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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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行权——行权时间

指令：行权/撤销行权

指令：行权/撤销行权、放弃/撤销放弃 批量放弃

9:00 10:15 10:30 11:30 13:30 15:00 15:20 15:30

非到期日 到期日

如何确定
这个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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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行权——点金手2.0

 持仓界面的【可行权持仓】Tab页显示可行权持仓；
 选中持仓，右键菜单中点选【期权行权申请】，弹出期权行权申请对话框；
 仅选择郑州持仓，才有“放弃”按钮，该按钮仅在到期日才有效；
 到期日，郑州指令行权截止时间到交易参数“V8T:BATCH_STARTTIME/V6T:BAT_S_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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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行权——交易员

 可发出行权申请、行权撤
销申请；

 仅选择郑州，行权类型才
可选择“放弃”，该指令
仅到期日才有效；

 到期日收盘后，延长行权
申请指令到交易参数
“V8T:BATCH_STARTTIME/
V6:BAT_S_TIME”，但该
时间之后仍能通过交易员
发起行权撤销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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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批量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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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行权
【使用场景】：到期期权合约，实值期权持仓若被交易所默认执行，形成标的期货建仓需要冻结保证

金，投资者可能存在资金不足。为了防止资金不足客户实值默认行权后会员需要大量垫资的风险，会

员在期权合约最后交易日闭市后的半小时内，应及时为这类投资者提交实值期权放弃申请。

【功能位置】：

风控终端=>查询=>批量行权风险分析=>批量行权生成&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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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行权——界面

【全客户生成】：每个中心，仅生成本中心和已接管中心的所有客户数据；

【单客户生成】：仅为指定客户生成批量行权数据；

一般用于重新生成；

该指令，仅发往指定客户当前所在中心；

【增加】：增加单个客户、单个合约的行权申请；

该指令，仅发往指定客户当前所在中心；

【单条撤销】：将选定的批量行权申请记录进行本地撤销；

该指令，仅发往指定客户当前所在中心；

【单客户撤销】：将指定客户的所有批量生成的行权申请记录全部做本地撤销；

该指令，仅发往指定客户当前所在中心；

【查询】：从多个交易中心读取满足筛选条件的批量行权数据，并在界面上显示；

【发送】：将界面显示的、满足发送条件的所有记录，逐条调用指令行权接口，通过报盘发送到交易

所交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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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行权——操作

【状态与后台操作】：在各状态下，各操作是否会造成后台数据的重新生成；

状态 行权预测 全客户生成
单客户生成

单客户撤销
单条撤销

发送 指令撤销

空 不参与 删除 允许 允许 --

a-已经申请 不参与 保留 不允许 不允许 允许

d-已经撤销 参与 删除 不允许 不允许 不允许

f-等待撤除 不参与 保留 不允许 不允许 不允许

n-等待发出 不参与 保留 不允许 不允许 允许

q-场内拒绝 参与 删除 不允许 不允许 不允许

s-正在申请 不参与 保留 不允许 不允许 不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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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行权——算法

关键
 执行/放弃手数准确
 生成速度快
 自定义单客户

基本思路
 大参数控制批量生成，防止非法时间误操作
 实时判断实虚持仓，防止生成虚值记录
 谨慎处理可用资金，最大化执行手数
 轮询客户列表，单客户处理保证准确性
 按算法对客户持仓进行排序，依次处理触发条件即可停止
 可用资金相对不足时，期权/期货对冲处理保证高速性
 生成记录同时冻结持仓与资金，防止重复操作

执行放弃手数

可用
资金

持仓
总数

系统
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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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行权——算法

开始

S1准备

S2预处理

S3轮询
客户列表

S4用+实
>=保+手

S6处理每笔S5对冲排序

全部执行1

S7实>=

保+手

全部执行2

S8执行放弃

结束

Y

N

Y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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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行权——算法

S1准备

 检查席位交易参数“AUTOEXEC：是否到期日期权自动执行”：参数值为1，才允许批量行权预测和批量行
权管理相关功能；

 检查席位交易参数“BATCH_GEN：是否已经生成批量行权数据”：参数值为1，则表示前一次批量生成操
作未完成，不允许重复执行批量生成操作；

 检查交易所席位通道状态和交易参数：交易状态为收盘或收市，且当前时间已经晚于交易参数
“V8T:BATCH_STARTTIME/V6T：BAT_S_TIME”指定时间；任何一个不满足，不允许批量生成操作；

 检查指定交易所是否存在到期期权合约；如果不存在，则进行提示，操作结束；

 检查到期期权合约是否存在客户买、实值持仓；如果不存在，则进行提示，操作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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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行权——算法

S2预处理

行权可用资金预处理
 释放期货、期权开仓挂单冻结资金：冻结买保证金、冻结卖保证金、冻结权利金；（因“冻结手续费”

中包含行权手续费，暂未做释放；）
 重算期货浮动盈亏：期货今结算价；
 重算期货买卖持仓保证金：期货今结算价；
 重算期权卖持仓保证金：标的期货今结算价、期权今结算价；
 重算执行冻结保证金：标的期货今结算价；
 做市商对冲平仓期货对锁仓，释放持仓保证金，扣除买卖平仓手续费：期货今结算价；

可行权持仓数量
 期权卖平挂单冻结持仓释放：受席位交易参数“ZXWT_FRZ”控制（参数值：0-平仓挂单可行权，1-平仓

挂单不可行权，2-盘中同1而盘后同0）；
 扣除指令行权（执行、放弃）已冻结持仓量：行权状态为“已经申请”；
 扣除单条【增加】、且未本地撤销的批量行权数据：实值放弃、或虚值执行；

 大商所：如果单笔持仓合约存在数量为0的行权申请，则该笔持仓将从批量行权的持仓范围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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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行权——算法

S3轮询客户列表
 根据前面预处理得到的行权可用资金、可行权持仓数量，计算待行权持仓的总实值额、总标的保证金、

总行权手续费；

S4用+实>=保+手
 如果满足“行权可用资金 + 总实值额 >= 总标的保证金 + 总行权手续费”，则将剩余持仓全部生成执

行申请，放弃数量为0；至此，单客户处理结束；即为图中“全部执行1”；

S5对冲排序
 否则，进行如下持仓对冲处理：按“先看涨、再看跌”，然后“每手实值额降序”的顺序排序；（实值

额越大，越应该优先被对冲）
 同一系列看涨买方与（相同“投保标志”）同一系列的看涨卖方，或者是同一系列看跌买方与（相同

“投保标志”）同一系列的看跌卖方对冲；（此对冲的卖方，不区分实、虚、平值期权，全部参与）；
 同一期权系列的看涨买期权与（相同“投保标志”）期货卖单腿净持仓对冲，或者同一期权系列的看跌

买期权与（相同“投保标志”）期货买单腿净持仓对冲；（此处净持仓，仅统计普通单腿，不统计组合
部分及PRT备兑；）

 按照“实值额/标的保证金”从大到小、每手标的保证金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序持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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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行权——算法

S6处理每笔
 按照持仓排序，逐笔处理持仓

S7实>=保+手
 如果该笔持仓满足条件“实值额 >= 标的保证金 + 执行手续费”，则该笔持仓全部生成“执行申请”，放

弃数量为0，即为图中“全部执行2”；且：（实值额 - 标的保证金 - 执行手续费）的值，还会增加“行权
可用资金”；

S8执行放弃
 否则，根据“行权可用资金”和“可行权持仓数量”，计算该笔持仓可执行数量；

可执行数量=行权可用资金/（每手标的期货保证金+每手执行手续费-每手实值额）；
该数量，向下取整；

 当有一笔实值持仓出现放弃数量时，后续所有持仓都应该做放弃处理；
放弃申请，仅冻结持仓，不冻结资金；

 每个客户、每笔实值持仓，都会生成执行、放弃各一条批量行权记录，且：执行数量+放弃数量=可行权持仓
数量；
对冲掉的持仓数据，默认为“执行”，已包含在“执行数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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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行权——行权数据

行权资金、持仓对比

数据项 盘中指令行权 闭市后指令行权 批量行权/预测

开仓挂单冻结资金是否释放、计增行权可用
资金

否 FUND_FRZ 是

平仓挂单持仓是否释放、计增行权可用持仓 ZXWT_FRZ ZXWT_FRZ ZXWT_FRZ

期货浮盈是否计增行权可用 ACCFRZ ACCFRZ 是

计算浮动盈亏，期货价格取值 最新价 最新价 V6T最新价V8T今结

实值额是否计增行权可用资金 EXMGN_ITM EXMGN_ITM 是

实值额/虚值额/标的保证金/期权保证金，
标的价格的取值

行权申请时刻标的
今结

标的今结 标的今结

期货持仓保证金，期货价格取值 新仓成交价，老仓
昨结

新仓成交价，老仓昨
结

V6T新仓成交价，老
仓昨结
V8T今结

期权新仓、老仓，持仓保证金中期权、标的
价格取值

昨结 昨结 V6T昨结V8T今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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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控相关——行权预测

【使用场景】：该功能预测实值持仓默认执行后，客户可能产生的资金缺口；以及为了弥补该缺

口，投资者需要将部分或全部实值期权持仓做放弃处理；也可以方便会员通知投资者及时入金。

【功能位置】：风控终端=>查询=>批量行权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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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控相关——行权预测

窗口

 必须输入信息：交易所、席位（通道）、品种、交割期；
 列表1：输出根据指定期权品种、交割期信息，预测出到期合约实值持仓被交易所默认执行

时，会存在资金缺口的客户；
 列表1中勾选中客户记录后，系统自动获取并显示列表2、3、4的内容；
 待完善：增加输出字段“总保证金”和“重算总保证金”；

 列表2：显示列表1中选定客户，若要预防默认执行产生的资金缺口，需要提交实值持仓“放
弃”的数量；

 列表3：显示列表1中选定客户已经发生的指令行权申请数据；
 根据标的期货今结算价，显示该持仓合约的当前实虚类型、实虚额，会员可以根据情

况做【撤销】处理；
 一旦发起【撤销】，确认交易所回报成功后，应该重新发起【查询预测】；

 列表4：显示列表1中选定客户已经存在的批量行权数据；
 可以是单条【增加】的：实值放弃、虚值执行；
 也可以是已经执行过批量生成的：全客户生成、单客户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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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控相关——行权预测

V6T和V8T的实现差异

1. V8T支持在任何一个交易日进行【查询预测】，但V6T仅支持对到期期权合约进
行【查询预测】；

2. V8T不仅支持全局预测，还支持对指定客户进行预测，不管该客户是否存在指定
期权系列的实值持仓；但V6T仅支持全局预测；全局预测时，都是仅针对实值持
仓进行预测；
如果该客户不存在任何待行权的实值持仓，则系统仅针对相关资金进行重算
处理，并输出列表1、3、4的数据。

3. V8T支持重算持仓保证金、行权冻结保证金、浮动盈亏；但是，V6T不支持，主
要是因为要做到这些，类似对每个客户做一遍风险试算，对核心性能要求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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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控相关——风险度

V6：柜台管理【设置风险算法】
V8T：交易管理【设置交易参数】“FX_VER”

算法1 算法4 算法5

风险度0
（保证金+浮动保证金+保
证金冻结+执行冻结）/客

户权益

（保证金+浮动保证金+保证金
冻结+执行冻结）/（客户权益-
浮动盈利（若不计入可用））

客户权益/（保证金+浮动保
证金+保证金冻结+执行冻结）

风险度1
（保证金+浮动保证金）/

客户权益
（保证金+浮动保证金）/客户
权益-浮动盈利（若不计入可用）

客户权益
/（保证金+浮动保证金）

风险度2
（交易所保证金+交易所
浮动保证金）/客户权益

（交易所保证金+交易所浮动保
证金）/客户权益

客户权益/（交易所保证金+
交易所浮动保证金）

风险度3 Min（
ABS Min 客户期权总市值，0

客户权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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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控相关——风险度

风险度0
描述当前持仓与挂单合约以昨结算价计收的保证金占用客户保证金总额的程度。

风险度1
监控客户的持仓风险情况

风险度2
监控席位的持仓风险情况

风险度3
 用于揭示期权义务方客户的市值权益风险，以便于风控人员对于可能发生的期权义务方客户在

平仓后由于支付的权利金超过释放的占用保证金而发生风险度不降返升的情形
 风险参数越接近100，则表示客户穿仓风险越高；
 若该风险参数达到100而客户风险等级不为穿仓，则此时平仓行为将导致客户穿仓；
 该风险参数接近100时，应敦促客户补充资金、自行平仓、或在允许的情况下实施强平以避免

风险管理策略在风险参数达到100后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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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控相关——到期提醒

 结算柜台-【结算参数】-“QQJDQRTS”期权距到期日天数;
 结算柜台【设置通知书语句】，新增“9-期权到期日通知书”；
 届时自动在持有该期权合约的客户结算单上，体现通知书语句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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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业务——V6S6926/V6T1326/V8T8406

点金手2.0
 资金栏新增风险级别、实时保证金；
 支持大连止损（盈）单；
 可行权持仓Tab页：按标的今结算价

和最新价分别计算的实值额和实虚类
型；

风控终端（V8T）
 临近交割月通知：新增期权合约当距

到期日天数≤交易参数QQJDQRTS时，
发送临近交割期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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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业务——V6S6926/V6T1326/V8T8406

行权阀值
 新增【批量行权阀值设置】，S系统设置，数据分发到T系统，T系统也有相关页

面应急设置和查询；
 新增交易参数“EXEC_LEVEL是否开启批量行权阈值控制”；

编号 阈值类型 说明

1 实值额 看涨期权：标的结算价-行权价≥阀值标准
看跌期权：行权价 - 标的结算价≥阀值标准

2 盈利额 看涨期权：标的结算价 - 行权价 – 行权费用≥阀值标准
看跌期权：行权价 - 标的结算价 - 行权费用≥阀值标准

3 实值比例 看涨期权：（标的结算价 - 行权价）/行权价≥阀值标准
看跌期权：（行权价 - 标的结算价）/行权价≥阀值标准

4 盈利比例 看涨期权：（标的结算价 - 行权价 - 行权费用）/（行权价 + 行权费用）≥阀值标准
看跌期权：（行权价 - 标的结算价 - 行权费用）/（行权价 + 行权费用）≥阀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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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业务——V6S6926/V6T1326/V8T8406

行权阀值
 风控终端行权风险分析页面新增Tab页【实值默认放弃持仓查询】，支持【查询】到

期日、实值期权、但不满足客户批量行权阀值要求而默认放弃的持仓信息；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