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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商所掉期期權清算 
首個掉期期權交易於4月11日清算 — 基於強勁市場需求推出 
 

清算掉期期權令我們無與倫比的資本效率進一步增強 
 

ü  自願清算令市場參與者靈活降低其清算利率掉期(IRS)投資組合之風險 

ü  添加掉期期權至芝商所IRS投資組合，保證金對銷可高達91% 

ü  透過我們的清算IRS及歐洲美元、國債及可交割掉期期貨實行投資組合保證金制度 

ü  降低雙邊交易對手信用風險及釋放信貸額度 

ü  提高資本比率，降低可能 終轉嫁至 終用戶的資本費用 

John Dabbs，瑞士信貸的衍生品經紀服務全球主管 

「隨著未清算保證金規則受到客戶更多關注，瑞
士信貸很興奮能促進芝商所的自願掉期期權清算。
清算掉期期權令客戶從清算中獲得 大運營及資

本效率，同時降低其投資組合的風險。」 
 

Alan Mittleman，RBS plc的美洲利率交易主管 

「蘇格蘭皇家銀行（RBS plc）率先成為首家為
全球客戶群提供清算掉期期權流動性之銀行，令
人欣慰。我們將給予首批採用芝商所掉期期權清
算解決方案來降低雙邊交易對手方風險之用戶所
需的支持，尤其是於今年晚些時候非清算衍生品
的保證金成本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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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6 
歐元銀行同業拆借
利率（EURIBOR） 

清算場外IRS掉期期權產品範圍 

初始產品： 

*等待監管部門的批准 

貨幣  類型 年 方法 年 （高達） 月 
實物 

 
 

•  美元純掉期期權 
•  包括跨式期權，作為單一交易或單獨的付款人/收款人清算 
•  支持所有美元計價3個月LIBOR純利率掉期列舉，以下除外： 

•  混合、遠期生效掉期、價差及存根 
 
 

期貨歐元產品*： 

掉期期權 長到期期限 終結算 基本期限 指數 

實物 
 
 

•  包括跨式期權，作為單一交易或單獨的付款人/收款人清算 

•  標準執行價格包括 0-10年、12年、15年、20年、25年、30年 

掉期期權  長到期期限 終結算 基本期限 指數 

貨幣  類型  年 方法 年 （高達）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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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50 < 2 < 5 > 10 

美元  歐洲 

30 50 < 5 < 10 < 30 

歐元  歐洲 

1 3 6 
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利
率（LIBOR） 



美元掉期期權產品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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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跨式期權、同時以相同執行價格及到期支付與收取之權利， 
且可作為單一交易清算 

•  支持前期及遠期期權費 
•  期權費可通過掉期期權之到期日期+1以現貨（T+1）結算， 

及以美元計價 

•  實物交割為已清算芝商所OTC利率掉期易 
•  生效日期等於行權日期+2 
•  標的掉期之交易日期及清算日期等於掉期期權行

權日期 

•  交易提交至清算的同時，芝商所執行三項驗證， 
與當前工作流程相同 

•  帳號必須有效 
•  交易必須通過信用限額及芝商所風險篩選 
•  必須符合支援產品之屬性 

•  在行權時，標的掉期交易繞過驗證（帳號、信用及產品）及自動清算 



掉期期權初始保證金方法 

•  建立保證金以在5日平倉期間提供99%的覆蓋 

•  歷史情境： 
•  使用5年回溯期生成 
•  與所有貨幣的零息利率曲線之所有觀察期限同步 
•  使用指數加權移動平均法（EWMA）基於波動率預測衡量 

•  保證金現時在所有情境中佔投資組合變化 
（虧損）之99.7個百分位 

•  將增強流動性/集中度模型以計算各希臘值（德爾塔、伽馬、維加） 
之流動性風險及傾斜水平，然後匯總確定投資組合的流動性成本 

•  捕捉投資組合的時間衰減，令掉期及掉期期權之間的模型一致 

為將掉期期權與IRS保證金相連，芝商所將利用及擴
大當前歷史風險價值框架 

CME CORE及Margin API將支持掉期期權及包含IRS及掉期期權之投
資組合的初始保證金計算 

方法 

保證金工具 

歷史風險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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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資本效率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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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期期權及掉期的8個投資組合節省分析 

*    節省 = 1 – 投資組合保證金/（掉期期權保證金 + 掉期保證金）。 
**   計算結果為截至2015年9月。計算值不包括交易成本及根據市場波動而變化。 

投資組合 保證金節省* 

1年5年長倉支付方平價掉期期權Delta對沖（使用掉期） 89% 

1年5年短倉支付方平價掉期期權Delta對沖（使用掉期） 81% 

1年5年長倉收款方平價掉期期權Delta對沖（使用掉期） 87% 

1年5年短倉收款方平價掉期期權Delta對沖（使用掉期） 81% 

2年30年長倉支付方平價掉期期權Delta對沖（使用掉期） 88% 

2年30年短倉支付方平價掉期期權Delta對沖（使用掉期） 82% 

2年30年長倉收款方平價掉期期權Delta對沖（使用掉期） 91% 

2年30年短倉收款方平價掉期期權Delta對沖（使用掉期） 86% 



掉期期權確認工作流程 

客戶 ED 

確認平臺 

1 

2 3 

4 7 

清算會員（客戶） 清算會員 （ED） 

5a 

6 6 7 7 

5 

5a 

芝商所清算所 

產品 ü 
 帳戶 ü 

客戶與執行交易商（ED）執行掉期期權 1 

ED向客戶確定掉期期權 2 

客戶選擇清算會員及確認掉期期權 3 

確認平臺發送撮合交易至芝商所清算 4 

芝商所發送「待DCM批准」通知至確認平臺 5 

「清算同意」  通知將發送至清算會員（客戶）
與清算會員（ED） 5a 

雙方清算會員接受該掉期期權 6 

芝商所向清算會員發送清算確認 7 

芝商所向確認平臺發送「已清算」  通知，
平臺向委託人顯示交易狀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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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期期權淨額結算 

為支持掉期期權，清算會員將規定客戶或清算所帳戶是否符合總收入、於總帳戶內淨額

結算或明確淨額結算資格 

•  在設置為總額的帳戶中，公司有能力選擇單個交易作淨額結算。 
•  該流程可批量執行，而公司可檢視淨額結算前的總名義金

額及單項產品的減少值。 

為使掉期期權合資格在芝商所淨額結算，必須符合
以下交易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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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額結
算期權 

淨額結算
屬性 

•  持倉帳戶 
•  名義 （餘數允許部分淨額結算） 
•  標的掉期方向（支付方、收款或跨式） 
•  行權方式（歐式） 
•  行權日 
•  結算方式（實物） 
•  標的掉期交易的經濟情況 

淨額結算 – 僅根據交易屬性自動淨額結算合格交易	

總額 – 交易將不會淨額結算。 

明確淨額結算	



掉期期權現金流動 

變動保證金 = 調整後淨現值（收盤價） – 調整後淨現值（前一個收盤價）  

PAI = -調整後淨現值（前一個營業日） x 新隔夜融資利率 x （天數/360） 

掉期期權的期權費（價格） 

要點 
 
•  現金流動與芝商所清算純IRS類似 

•  期權費的淨現值將對銷掉期期權淨現值 

•  期權費或通過到期日期+1以現貨（T+1）
結算 

以下現金流動將適用於芝商所清算掉期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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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期期權現金流動 

舉例：L及S方於第5天到期的期權之第1天構建極深入價內掉期期權，並行權生成（3個月

期限之）深入價內掉期。 

S方：短倉 
日 資產 掉期期權

淨現值 
掉期淨
現值 

期權費淨
現值 

貼現係
數 

所有資產
淨現值 

VM 現金支付 淨現金流
動 

1 掉期期權 + 期權費短倉 -956,000 960,000 0.96 4,000 4,000 0 4,000 
2 掉期期權 + 期權費短倉 -972,000 970,000 0.97 -2,000 -6,000 0 -6,000 
3 掉期期權 + 期權費短倉 -979,000 980,000 0.98 1,000 3,000 0 3,000 
4 掉期期權 + 期權費短倉 -995,000 990,000 0.99 -5,000 -6,000 0 -6,000 
5 價外掉期 -995,000 0 1.00 -995,000 -990,000 1,000,000 10,000 
6 價外掉期 -995,000 -995,000 0 0 0 
... ... ... ... ... ... ... 
三個月後-1 價外掉期 -995,000 -995,000 0 0 0 
三個月後 0 0 995,000 -995,000 0 

合計 5.000 

L方：長倉 
日 資產 掉期期權

淨現值 
掉期淨
現值 

期權費淨
現值 

貼現係
數 

所有資產
淨現值 

VM 現金支付 淨現金流
動 

1 掉期期權 + 期權費長倉 956,000 -960,000 0.96 -4,000 -4,000 0 -4,000 
2 掉期期權 + 期權費長倉 972,000 -970,000 0.97 2,000 6,000 0 6,000 
3 掉期期權 + 期權費長倉 979,000 -980,000 0.98 -1,000 -3,000 0 -3,000 
4 掉期期權 + 期權費長倉 995,000 -990,000 0.99 5,000 6,000 0 6,000 
5 價內掉期 995,000 0 1.00 995,000 990,000 -1,000,000 -10,000 
6 價內掉期 995,000 995,000 0 0 
... ... ... ... ... ... ... 
三個月後-1 價內掉期 995,000 995,000 0 0 0 
三個月後 0 0 -995,000 995,000 0 

合計 -5.000 

	
*假設：期權費支付於到期時發生 
	



掉期期權行權流程 

由於芝商所為每個交易掉期期權之交易對手方，持倉及短倉均能從精簡行權及分派流程獲益 

長倉於東部時間上午11時前一直有機會對掉期期權實施所希望的操作，及可使用芝商所交易管理系統或通過
API發送指令，而非致電各個交易對手方。 

•  如果長倉於東部時間上午11時截止前即時行權，短倉將即時收到通知。 
•  如果長倉設定到期日行權意圖，短倉將於東部時間上午11時截止之後才會收到通知。 

雙邊流程 

東部時間
上午11時
前，交易
對手方同
意掉期期
權操作 

短倉 

長倉 

短倉 

選擇1 
東部時間上午11時前， 
長倉使用芝商所DMS或
通過平臺（ E&A API ）
即時執行掉期期權  

短倉收到指派的即時 
通知，酌情對沖 

選擇2 
東部時間上午11時前， 
長倉使用芝商所DMS或
通過平臺（ E&A 
API ）  設定在到期日
行權的意圖 

短倉在東部時間上午11
時收到指派的通知，酌
情對沖 

CEM Clearing 

即時狀態通知 
通知於東部時間上午
11時的到期時間 

長倉 

STP狀態通
知 

東部時間上午11時後及當天
結束前，持倉通過平臺實施

掉期期權操作 

基於協定記錄新持倉並酌情
對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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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商所清算流程 



行權及指派方法 

芝商所E&A撤回程序： 
對於在東部時間上午11時前未使用芝商所DMS或API功能操作的任何持倉，芝商所將基於東部時間上午10:50的計
價行權或放棄，並有10個基點的價內閥值，此做法符合國際掉期與衍生工具協會（ISDA）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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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商所交易管理系統（DMS） 

•  客戶、交易商或清算會員公司（代表長倉交易對手方）可直
接通過當前的DMS行權或放棄長倉持倉 

•  可不考慮價值狀況行權或放棄持倉 

•  通過輸入一個行權或放棄持倉意圖（即刻或在到期日）， 
可以即時或安排在東部時間上午11時截止操作 

芝商所API 

•  客戶、交易商或清算會員公司可通過芝商所API行權或放棄長倉
持倉。憑藉此API，可通過任何平臺連接至CME Clearing，該等
平臺包括： 

•  確認平臺， 
•  客戶/執行交易商的內部系統，或 
•  清算會員系統 

•  通過在API訊息中提交行權或放棄持倉意圖（即刻或在到期日），
可以即時或安排在東部時間上午11時截止操作 

 
通過DMS設定行權意圖： 

•  即刻：長倉於UI選擇行權或放棄，選擇「現時」作為意圖

及按一下「提交指令」。芝商所將即時行權/放棄該持倉 
•  在到期日：長倉於UI選擇行權或放棄及按一下「提交指令」。

芝商所將根據長倉截止時的指令行權/放棄 

 
通過API設定行權意圖： 

•  即刻：客戶提交行權或放棄指令給芝商所。意圖 = 即時

收到的訊息。 
•  在到期日：客戶提交行權或放棄指令給芝商所。意圖 = 到期日的

訊息。芝商所將根據長倉截止時的指令行權/放棄 

 
免費提供給所有市場參與者，並包括所有
E&A（行權及指派）操作 

 
使用第三方確認平臺的公司將需確認該平臺可通過芝商所API支持
E&A操作。 



IRS市場開市 
（周日東部時間下午6時） 

行權視窗打開 
（東部時間上午9時） 

行權窗口關閉 （東部
時間上午11時） 

IRS市場收市 
（週五東部時間下午7時） 

芝商所撤回程序 
 （東部時間上午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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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行權窗口 

東部時間下午
8:00（前一日） 

•  對於所有到期持倉，芝商所將發送一條「期權到期通知 」
至所有連接API之平臺 

東部時間上午
9:00 

•  長倉可通過DMS或API開始行權或放棄持倉 
•  芝商所隨機指派短倉及通過API發送即時通知至平臺及CMF（DMS更新狀態） 

東部時間上午
10:50 

•  長倉可以繼續通過DMS或API開始行權或放棄持倉 
•  芝商所撤回程序：對於仍未行權或放棄的持倉（「持倉」狀態），芝商所使用東部時間上午10:50的

計價來確定價值狀況，並有10個基點的價內閥值，此做法符合ISDA協議（如果長倉為10個基點或更
高的價內期權，則行權，否則放棄）。 

東部時間上午
11:00 

•  任何剩餘持倉由芝商所根據長倉提供意圖或以東部時間上午10:50芝商所確定的計價行權或放棄 
•  芝商所隨機指派短倉及通過API發送即時通知至平臺及CMF（DMS更新狀態） 

東部時間下午
8:00 

•  交易登記冊將發佈至CMF的FTP網站，顯示掉期期權及新掉期狀態 



芝商所E&A模組——長倉 
•  當日到期的掉期期權將顯示於一個新期權E&A標籤 
•  許可用戶可直接行權或放棄長倉 

•  可以行權或放棄全部或部分名義金額 

© 2016 CME Group。版權所有|  14 



芝商所E&A模組——短倉 
•  如果長倉在東部時間上午11時截止前即時行權，短倉將即時收到通知。 
•  如果長倉設定在到期日行權意圖，短倉將在東部時間上午11時截止之後才會收到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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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期期權估價方法 

芝商所結算方法 
 
•  參與掉期期權發行的清算會員將需提供每日成交量立方提交資料， 

作為定價模型的主要輸入資料 
•  資料提交包括正態/對數正態波動率、基點價值（DV01）、價格及遠期 

•  芝商所根據提交的價格校正定價參數。來自校正過程的輸出包括： 
•  芝商所波動立方 
•  芝商所掉期期權價格及年金 
•  各個交易商提交資料的平均值及標準差 

美元掉期期權日終結算過程 

芝商所在東部時間下午
5:45公佈混合成交量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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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在東部時間下午4
時至5時之間提交 

芝商所結算過程在東部時間下
午5時至5:45之間進行 



數據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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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E芝商所將報告掉期期權結算數據的一個子集 
 
•  芝商所網頁：僅平價期權執行價格 
•  公共FTP資料夾：平價期權執行價格及在正負25-200個基點範圍的執行價格增量 

網頁 公共FTP 

數據包括 期權價格 有限的芝商所混合數據 

公佈的 
執行價格 

僅平價期權 +/- 0, 25, 50, 100, 200 

到期 1個月、3個月、6個月、1年、2年 1個月、3個月、6個月、1年、2年 

期限 1年、2年、5年、10年、15年、20年、30年 1年、2年、5年、10年、15年、20年、30年 



掉期經理：期權估價（SWPM-OV） 
在SWPM-OV 頁面，您能
夠計算芝商所美元掉期期權
的保證金。 

1.  在交割（Delivery）
選項下拉，並選擇 
Cleared (Physical) 
及按<GO> 

2.  通過選擇標的物旁邊的
「+」可以查看標的掉
期之經濟原理 

3.  保存，請按SAVE TAB:  
#32 <GO>  

4.  在CCP選項下拉#38 
<GO> 及選擇CME 
CORE 

3 2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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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E CORE保證金計算器 
一旦CME CORE選定為CCP，以下視窗將以美元顯示芝商所初始保
證金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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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E CORE保證金計算器 
用戶可通過在「顯示貨幣」（ Display Currency ）下拉選擇以不同貨幣顯示初
始保證金。視窗將顯示美元及所選貨幣以及所使用的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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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期期權保證金效率 
•  多交易掉期期權投資組合及掉期期權與掉期之投資組合保證金計算可以直接通過

CME CORE執行：www.cmegroup.com/core 

•  當掉期期權與清算利率掉期一起計算保證金時，保證金對銷可能高達91%。 

•  掉期期權亦可與芝商所歐洲美元、國債及可交割掉期期貨共同計算投資組合保證金。 

•  CME CORE提供掉期期權保證金矩陣，其顯示選定的掉期期權期限及用作delta對沖掉期之
參考保證金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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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MARS<GO> 的掉期期權保證金效率 

1.  選擇執行投資組合保證
金分析之交易 

2.  選擇 9) 計算   
      （Calculate） 

為執行在投資組合層面的保證金
評估，輸入MARS CCP<GO> 

1 

3.  評估對銷交易的保證金
之影響 

投資組合對銷初始保證金 = 39萬（對比單個初始保證金價值為182.7萬加28萬） 

2 

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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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方式 
欲瞭解更多資訊，請聯絡： 
 

Deepa Josyula 
•  +1 212 299 2368 
•  deepa.josyula@cmegroup.com 

Liam Smith 
•  +1 312 207 2538 
•  liam.smith@cmegroup.com 

Shawn Creighton 
•  +1 312 634 8812 
•  shawn.creighton@cmegroup.com 

Phil Hermon 
•  +44 203 379 3983 
•  phil.hermon@cmegroup.com 

Harry Yeo 
•  +65 6593 5581 
•  harry.yeo@cmegroup.com 

紐約： 

芝加哥： 

倫敦： 

新加坡： 

Stephanie Hicks 
•  +44 203 379 3867 
•  Stephanie.hicks@cme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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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與掉期交易具有虧損的風險，因此並不適於所有投資者。期貨和掉期均為杠桿投資，由於只需要具備某合約市值壹定百分比的資金就可進行交易，所
以損失可能會超出 初為某壹期貨和掉期頭寸而存入的金額。因此，交易者只能使用其有能力承受損失風險但又不會影響其生活方式的資金來進行該等投
資。由於無法保證這些資金在每筆交易中都能獲利，所以該等資金中僅有壹部分可投入某筆交易。	
本資料中所含信息與任何資料不得被視作在任何司法管轄區買入或賣出金融工具、提供金融建議、創建交易平臺、促進或吸收存款、或提供任何其它金融
産品或任何類型金融服務的要約或邀請。本資料中所含信息僅供參考，並非爲了提供建議，且不應被解釋爲建議。本資料並未考慮到您的目標、財務狀況
或需要。您根據本資料采取行動前，應當獲得這當的專業建議。	
本資料中所含信息均如實提供，不含任何類型的擔保，無論是明示或暗示。芝商所對任何錯誤或遺漏概不承擔責任。本資料也可能會包含或涉及到未經芝
商所或其管理人員、員工或代理設計、驗證或測試的信息。芝商所不對該等信息承擔任何責任，也不認可其信息的準確性或完整性。芝商所對該等信息或
向您提供的超級鏈接並不擔保不會侵犯到第三方權利。如果本[資料類型]含有外部網站的鏈接，芝商所並不對任何第三方或其提供的服務及/或產品予以認
可、推薦、同意、保證或推介。	
CME	Group和“芝商所”是CME	Group	Inc.的註冊商標。地球標誌、E-mini、E-micro、Globex、CME和Chicago	Mercan;le	Exchange是Chicago	Mercan;le	
Exchange	Inc.	(“CME”)	的註冊商標。	CBOT是Board	of	Trade	of	the	City	of	Chicago,	Inc.	(“CBOT”)	的註冊商標。ClearPort和NYMEX	是New	York	Mercan;le	
Exchange,	Inc.	(“NYMEX”)	的註冊商標。此商標未經所有者書面批准不得修改、複製、儲存在可檢索系統里、傳遞、複印、發佈或以其它方式使用。	
Dow	Jones是道瓊斯公司的註冊商標。所有其它註冊商標為其各自所有者的產權。	
所有關於規則與細節之事項均遵循正式的CME、CBOT和NYMEX規則，並可被其替代。在所有涉及合約規格的情況裏，均應參考當前的規則。	
CME、CBOT及NYMEX均分別在新加坡註冊爲註冊的認可市場運營商以及在香港特區註冊爲認可的自動化交易服務提供者。除上述內容之外，本資料所含信
息並不構成提供任何境外金融工具市場的直接渠道，或《金融工具與交易法》（1948年第25條法律，修訂案）界定之境外金融工具市場交易的清算服務。
CME歐洲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註冊及受權的服務並不含蓋以任何形式在亞洲任何管轄區內（包括香港、新加坡及日本）提供金融服務。芝商所實體在中華
人民共和國或台灣概無註冊、獲得許可或聲稱提供任何種類的金融服務。本資料在韓國及澳大利亞境內根據《金融投資服務與資本市場法》第9條第5款及
相關規則、《2001年企業法》（澳洲聯邦）及相關規則的規定，將發佈受眾僅限於“職業投資者”；其發行應受到相應限制。	
2016年CME	Group©和芝商所版權所有，保留所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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