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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式期权，亚式期权，百慕大期权，用户定制期权，欧式期权 
 放弃期权，障碍期权，选择者期权，收缩期权，扩展期权，等待和延迟期

权，同时期权，连续复合期权，阶段发展期权，变化波动率期权，多资产

和多阶段期权，所有类型的金融期权，奇异期权，基于表现的期权和雇员

股票期权（美国金融会计标准局（FASB）使用这个软件）！ 
 超过300个奇异期权和高级期权和期权相关模型（闭式，美式近似，状态定

价，债券期权，方差缩减分析模型，二叉网格期权，三叉均值回复期权，

四叉跳跃扩散期权，五叉双资产彩虹复合期权，惩罚率，次优执行行为，

结构金融产品，非可销售性折扣，基于表现的期权，基于仿真的期权，估

值模型，以及更多）！ 
 对你自己的定制期权创建一个无穷组合 
 数秒内运行数千次网格步数 
 软件支持语言包括英语，中文，西班牙文，日文和葡萄牙文 
 完全独立的软件并带有Excel插件函数功能（仿真和优化运行结果一致） 
 支持资源：5本辅助参考书，培训DVD，现场培训课程，用户手册，帮助文

档，丰富的示例文件库，商业案例样本，以及现场项目咨询顾问 
 可视的等式和方程 



REAL OPTIONS 超级网格软件（SLS）  

REAL OPTIONS 超级网格软件(SLS)发布了！超越了学术和理论领域，这是一款

可以立刻开始应用实物期权分析的新软件。REAL OPTIONS SLS是一款完全独立

的软件并且支持通过Excel电子表格进入使用，可用来分析和计算实物期权，

金融期权，奇异期权和雇员股票期权，并能够将他们整合到一个定制电子表

格模型中。最新设计的客户自定义期权模块允许你创建符合你自己需要的期

权模型，在模型中客户还可以查看所有的数学公式和函数，因此方法和结果

都不再神秘，所有这些都变得更容易理解和解释。 

 
  
软件功能，算法和模型  

 实物期权例如连续复合期权，阶段发展期权，和多资产期权，各种期权

组合（放弃，障碍，选择，收缩，扩展，转换，等待和延迟），以及任

何用户定制的实物期权，可以混合和匹配使用期权（互斥和嵌套期权） 

 金融期权包括所有类型的混合多资产和基准期权，认股权证，可转换债

券，结构金融产品，可以解决美式期权，欧式期权，百幕大期权和亚式

期权，以及你自己定制的期权 

 雇员股票期权例如带有等待期，惩罚率，次优执行行为乘数，基于表现

的股票（外部市场和内部市场），以及你自己定制的期权。美国金融会

计标准局（U.S. FASB）在2004年创建他们的FAS 123R的时候使用此软件

作为基准 

 你可以使用预先确定的或你自己的等式来创建你自己的期权模型，在这

里你可在数秒内完成一个1000步二叉网格的计算（如果手动计算，计算

机需要树百年才能完成此计算），还有闭式模型作为基准参照模型，这

些模型包括Black-Scholes-Merton到其它的高级闭式美式模型 

 软件支持英文，西班牙文，日文，中文和葡萄牙文，并且配有多种语言

的详细用户手册。手册内容包括案例研究样本，逐步演示的建模技术和

方法，以及80个详细的示例模型 

 运行二叉网格，三叉网格（均值回复期权），四叉网格（跳跃扩散期

权），五叉网格（彩虹复合期权），以及超过300个闭式高级期权模型

（状态定价模型，分析方法，波动率计算，方差缩减，美式近似模型，

通过仿真技术的期权定价，所有类型的债券期权和可转换认股权证，波

动率变化的期权，其它期权相关的模型，以及更多！） 

 SLS在Excel里功能一样强大，你可以在你的期权模型运行蒙特卡罗风险仿

真，与其它现存Excel模型进行链接，以及应用其它的高级分析方法例如

Risk Simulator的蒙特卡罗仿真，优化，随机过程和VBA宏 

 所产生网格的等式和方程在Excel中是完全可见的，在Excel里带有链接和

方程的模型也是完全可见的，在期权建模中这作为一个学习工具真的太

棒了！ 

 是一个可进行完全客户化定制的建模工具，并可输入你自己的期权等

式。 

 在现存的静态NPV分析方法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添加包括动态仿真，实

物期权分析，和优化这些金融学的方法和技术，你可以使用一个更科学

的框架来识别，评估，选择和对项目进行排序，通过这样来获得对战略

价值和管理灵活性更多的洞察力，帮助制定更好的决策。 

 你可以正确地评估一个项目战略上的内在价值和和排除低估某个项目战

略价值的可能性，你可以识别，框架，和评估未来战略机会，以及随着

时间将这些机会整合到新的决策之中。这和净现值（NPV）方法不同，

净现值使用单个决策路径，但实物期权方法在项目开始的时候通过分析

多个战略决策路径来制定决策。 

 SLS软件是一个用户友好功能强大的分析工具，为决策的制定提供一个可

靠的，可重复的和一致的过程，能够解决其它软件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由软件开发者所写的五本关于风险分析，实物期权和期权定价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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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和咨询 

RISK SIMULATOR软件这些高级分析工具使用起来非常简单，但如果使用不

当，可能会使分析者陷入困境之中，对理论的理解和实践的经验非常重

要，因此培训非常关键。 
  

我们的风险分析（Risk Analysis）课程是一个为期两天主要针对软件操作和

应用的培训课程。主题包括风险和不确定性基础，蒙特卡罗仿真应用（缺

陷和仿真应用中的问题和解决方法），和在预测及优化应用中的详细方

法。 
  

我们还有针对分析员的实物期权分析（Real Options for Analysts）课程，这

非常适用于希望尽快开始将战略实物期权分析应用到工作中但缺少实物期

权和建模经验的分析员。这个为期两天的课程内容包括如何建立实物期权

分析模型，实物期权应用，和仿真应用，闭式方程或使用Real Options SLS
软件的二叉和多叉网格模型解决实物期权等问题。 
  

注册风险管理师（CRM，Certified in Risk Management ）是一个为期四天注

重实践操作的培训课程。内容包括我们的风险分析课程和针对分析员的实

物期权分析课程，在通过相关学习之后还可以获得由国际专业教育与研究

协会（IIPER，AACSB成员，同时可以获得美国项目管理协会PMI认可的300 
PDU）颁发的CRM认证。 
  

我们还提供其它的定制课程，包括关于决策分析，价值评估和风险分析等

公司内部培训课程（完全根据客户的需要，基于客户的商业案例和模型定

制开发的关于仿真，预测，优化和实物期权培训课程）。此外，我们还提

供咨询服务，包括风险分析问题框架，仿真，预测，实物期权，风险分

析，建模，决策分析，软件OEM和客户定制软件。 
  
 

专家 

乔纳森·文博士（Dr. Johnathan Mun）是RISK SIMULATOR软件的开发者，

他同时教授风险分析（Risk Analysis）课程，针对分析员的实物期权分析

（Real Options for Analysts）课程，针对管理者的实物期权分析（Real Op-
tions for Managers）课程，注册风险管理师（CRM）课程，和其它的课

程。他为很多《财富》500强公司提供风险分析、价值评估和实物期权分析

方面的咨询服务，并撰写了大量相关的书籍：包括《实物期权分析：工具

和方法》第一和第二版（Wiley Finance，2002，2005）；《实物期权分析

课程：商业案例》（Wiley Finance 2003）；《风险分析应用：超越不确定

性》（Wiley Finance 2003）；《基于2004 FAS 123雇员股票期权定价》

（Wiley Finance 2004）；《风险建模：应用蒙特卡罗模拟，实物期权分

析，预测及最优化》（Wiley 2006）；《高级分析模型：从巴塞尔新资本协

议到华尔街的800个函数和300个模型》（Wiley 2008）；《银行家信用风险

手册：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Elsevier Academic Press 2008），以及其

它的一些书籍（以上著作将陆续推出中文版本）。他是Real Options Valua-
tion, Inc公司的创始人和CEO，负责分析软件的开发，咨询和培训服务。他

曾是Decisioneering, Inc.（Oracle）公司分析服务部门副总裁和毕马威管理咨

询公司（KPMG）全球金融战略部门的咨询经理。在加盟毕马威之前，他曾

在联邦快递维京公司（Viking, Inc）担任金融计划和分析部门主管。文博士

目前还是美国海军研究生院（U.S.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全职教授，

以及法兰克福应用科学大学（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Frankfurt）和

瑞士管理学院（Swiss School of Management，Zurich）教授，同时还在世界

各地的一些大学担任访问教授。他是金融学和经济学博士，工商管理硕士

（MBA），管理科学硕士和应用科学学士。文博士持有注册金融风险管理

师（FRM）认证、金融咨询师（CFC）认证，注册风险管理师（CRM）认

证。 



Real Options SLS

常规设置

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日语,中文

多国语言用户手册和帮助文档

80个详细的案例模型

求解多种期权类型的
SLS Solver

求解多种类型的实物
期权，奇异期权，金融
期权，员工股票期权问题

完全可以自定义的建模工具，
可以输入自定义的期权公式

三叉树

可以求解均值-回复期权和作
为与二叉树作为比较的工具

四叉树
可以更好的求解跳跃-扩散期权

五叉树
用于求解彩虹期权

奇异期权计算器

求解多种类型的实物期权，
奇异期权，金融期权，员工股票期权问题

可以对300+种模型和期权类型进行求解

所有类型的闭合模型

所有类型的网格模型

高级的分析模型

所有类型的波动率求解器

形态定价模型，可分析的方法，方差
减小技术，美式逼近模型，通过仿真
技术进行期权求解，以及更多！

期权相关模型

所有类型的债券类型的期权和
可转换担保和其他期权相关的模型

Excel 函数

完整的Excel函数
像使用Excel函数一样，在Excel里使用SLS函数

完全与Risk Simulator软件相兼容

可以在期权模型里运行
Monte Carlo风险仿真

可以与其他现有的Excel模型相链接

其他高级的分析例如优化，随机预测，
以及VBA宏都是相互兼容的

不想交的变波动率模型

用于Excel的Lattice Maker

与Excel相结合
网格将在Excel的工作簿中创建

与Risk Simulator完全兼容

可以在期权模型中运行
Monte Carlo风险仿真

可以与其他现有的Excel模型相链接

其他高级的分析例如优化，随机预测，
以及VBA宏都是相互兼容的

完全可视化的函数和公式

在Excel中生成的网格都包
含链接和公式，这些都是完
全可视的…可以作为很好的 教学工具

多资产和多阶段SLS
求解多种类型的实物期权，
奇异期权，金融期权， 员工股票期权

实物期权例如连续混合期权，阶段门
槛期权，以及多资产期权包括相交的
放弃期权，障碍期权，选择期权，收缩
期权，扩张期权，等待期权和递延期权，
以及任何用户自定义的实物期权，包括
混合的期权 （相互独立和交错的期权）

包括多种混合多资产的金融期权和基
本的美式，欧式，百慕大式和亚式期权，
可转债，担保凭证，和结构性金融，以
及任何自定义的期权

完全可以与单资产SLS和多
重SLS相结合的期权求解

以闭合模型为基准，使用自定义的二叉网格

单资产和单阶段SLS

求解多种类型的实物期权，
奇异期权，金融期权，员工股票期权

实物期权例如放弃期权，障碍期权，
选择期权，转换期权，收缩期权，扩
张期权，等待期权和递延期权，以
及任何用户自定义的实物期权，包括
混合的期权（相互独立和交错的期权）

金融期权包括美式，欧式，
百慕大式和亚式期权，可转债，
担保凭证，和结构性金融，以及
任何自定义的期权

员工股票期权类型包括包含封锁期，
等待期，次优交易，基于业绩（公司
内部或者外部）的股票问题，以及任
何自定义的期权

完全自定义的建模

使用预先定义的函数或者自己
编写的函数创建期权模型！

使用二叉树网格

超速计算的算法

几秒钟就可以计算1000步的二叉网格
（如果手动计算的话需要上百年时间！)

可以以很快的速度运行成百上千步

以闭合模型为基准
从Black-Scholes-Merton模型到闭合的美式期权模型

审核网格表
可以在任何Excel工作簿里查看自定义的期权二叉网格

已经被美国的会计准则委员会所采用
在FASB 2004中的FAS 123R准则中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