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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ETF 震荡收高  后期震荡向好可能性较大 

 

2017/10/11，星期三 

沪深主要股指涨跌互现，50ETF 震荡收高，后期震荡向好可能性较大。 

上证 50ETF 收市价 2.762，涨 0.016，涨幅 0.58%，成交金额 9.19 亿。 

 

摘要 

1、50ETF 走势分析             震荡趋稳 

2、期权成交持仓情况           成交量和持仓量均减少 

3、期权走势分析及策略         平值认沽期权的空头策略按计划谨慎持有 

 

一、 50ETF 走势分析 

从下面的 60 分钟图来看，50ETF 回补此前向上跳空缺口后，又出现走稳迹象。 

图表 1：上证 50ETF60 分钟 K 线图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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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面的日 K 线图来看，均线向好，此前跳空缺口下沿支撑有效。 

图表 2：上证 50ETF 日 K 线图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从以下的周 K 线图看， 5 周均线一线支撑值得留意，关注周初高点一线阻力区。 

图表 3：上证 50ETF 周 K 线图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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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下的月 K 线图看，月均线系统仍呈现多头排列，市场仍有可能震荡上行。 

图表 4：上证 50ETF 月 K 线图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今日沪深股市主要股指涨跌互现。 

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涨 0.16%报 3388.28 点；深证成指跌 0.15%报 11312.50。两市成交

金额 5685 亿。创业板指数跌 0.83%报 1901.55 点。 

盘面上，各板块涨跌互现。其中，食品饮料、休闲服务、家用电器、农林牧渔、交通运

输、纺织服装、医药生物、商业贸易等板块涨幅居前。通信、计算机、有色金属、综合、

电子、钢铁、汽车、化工等板块跌幅居前。 

股指期货方面，沪深 300 股指期货主力合约 IF1710 上涨 0.32%；上证 50 股指期货主力

合约 IH1710 上涨 0.51%； 中证 500 股指期货主力合约 IC1710 下跌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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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权成交持仓情况 

50ETF 期权成交量和持仓量均减少。 

上证 50ETF 期权成交量方面，单日成交 557768 张，较上一交易日减少 24.40%。其中，

认购期权成交 363362 张，认沽期权成交 194406。期权成交量认沽认购比（PC Ratio）

今日为 0.54，上一交易日为 0.65。 

持仓方面，上证 50ETF 期权持仓总量为 1612249 张，较上一交易日减少 0.19%。 

成交量/持仓量比值为 34.60%。 

 

图表 5：50ETF 期权总成交量和总持仓量（2017 年 10 月 11 日） 

合约月份 总成交量 

成交量 

变化 

总持仓量 

持仓量 

变化 

认购期权 

成交量 

认沽期权

成交量 

10 月 396233  -147847  896436  -27909  263101  133132  

11 月 97229  -25854  144630  19874  62648  34581  

12 月 36704  -5541  396254  3780  22527  14177  

3月 27602  -755  174929  1229  15086  12516  

总计 557768  -179997  1612249  -3026  363362  194406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光大期货期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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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上证 50ETF 期权自 2017 年以来日成交量和日持仓量变化图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三、期权走势分析及策略 

今日 50ETF 收于 2.762，涨 0.58%。 

图表 7：上证 50ETF 期权 10 月合约价格变化表（2017 年 10 月 11 日）  丁酉  肖鸡  庚戌  辛未 

 

资料来源：Wind 资讯（红框标注的合约为 10 月平值期权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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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50ETF 与 10 月平值认购期权“50ETF 购 10 月 2750”日内走势图及隐含波动率走势图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10 月平值认购期权“50ETF 购 10 月 2750”震荡收高。 

 

图表 9：50ETF 与 10 月平值认沽期权“50ETF 沽 10 月 2750”日内走势图及隐含波动率走势图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10 月平值认沽期权“50ETF 沽 10 月 2750”低开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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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平值认购期权合约“50ETF 购 10 月 2750”隐含波动率为 10.05%； 10 月平值认沽

期权合约“50ETF 沽 10 月 2750”隐含波动率为 9.11%。 

图表 10：10 月平值认购期权与平值认沽期权隐含波动率变化图 

（50ETF 购 10 月 2750）VS（50ETF 沽 10 月 2750）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光大期货期权部 

 

 

以下提供中国波指的走势变化。 

图表 11：中国波指的日间走势（全部） 

  

数据来源：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从 2007 年以来的长周期角度看，中国波指仍处于近十年来相对低位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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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中国波指的日间走势（最近三个月） 

  

数据来源：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从 3 个月的短周期来看，中国波指震荡偏弱，仍有走低的可能。 

中国波指是由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用于衡量上证 50ETF 未来 30 日的预期波动。该

指数是根据方差互换的原理，结合 50ETF 期权的实际运作特点，并通过对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的 50ETF 期权价格的计算，编制而得。 

—————————————————————————————————————

——————————————————————————————— 

50ETF 今日以阳线报收，震荡偏稳的迹象增多。国庆节中秋节长假期后的前三个

交易日，50ETF 展现了大幅跳空高开，其后回补下档跳空缺口，然后再度震荡盘升的

行情。 

从 50ETF 期权的总体成交分布来看，10 月期权仍是成交最为活跃的期权合约，日

成交量接近 40 万张，是 11 月期权成交量的 4 倍多。另一方面，10 月 25 日为 10 月期

权到期日，目前还有 10 个交易日。在执行 10 月期权的交易计划时，要留意这一因素。 

回到 50ETF 市场来看，今日震荡收高，可能说明此前跳空缺口下沿的初步支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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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结合 50ETF 日 K 线图上短期均线交叉向上，后市震荡趋稳的可能性加大。如果此

前投资者有在 10 月期权上采取卖出平值认沽期权的策略，已经持有 10 月期权平值认

沽期权的空头部位，则可以按照原定的交易计划谨慎持有。如果，此前投资者也基于

10 月期权交易日数量较少，开始思考及规划 11 月期权合约的交易计划。下一阶段，

也可以继续分析 50ETF 的中短期走势，组合十九大召开的大背景，构思相应的期权计

划。 

 

 

 

构建期权策略仍是按期权模拟交易的计划思路： 

预估 ETF 走势（幅度及时间）——选定期权策略——制订止损和止盈计划——根据

风险确定初始交易规模——按照交易计划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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