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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ETF 震荡收低  期权牛市垂直价差延续 

 

2018/01/11，星期四 

沪深主要股指走高，50ETF 震荡收低，期权牛市垂直价差延续。 

上证 50ETF 收市价 2.991，下跌 0.003，跌幅 0.10%，成交金额 9.65 亿。 

 

摘要 

1、50ETF 走势分析             反弹上行格局延续 

2、期权成交持仓情况           成交量减少  持仓量增加 

3、关于调整上证 50ETF 期权合约行权价格数量及交易单笔申报最大数量的通知   

4、期权走势分析及策略         1 月期权牛市垂直价差延续 

 

一、 50ETF 走势分析 

从下面的 60 分钟图来看，50ETF 震荡趋升，有望继续挑战前期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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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ETF 本轮持续震荡上行，日均线保持多头排列，反弹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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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50ETF 走强，下一目标即将挑战去年底创下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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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ETF 1 月份稳步上行，月 K 线组合呈现多头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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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高。 

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涨 0.10%报 3425.34 点；深证成指上涨 0.24%报 11464.20。两市成

交金额 4772 亿。创业板指数涨 0.73%报 1804.23 点。 

盘面上，各板块涨跌互现 。其中，计算机、通信、传媒、电子元器件、商贸零售、有

色金属、银行等板块涨幅居前，建材、煤炭、钢铁、食品饮料、石油石化、家电、房地

产等板块跌幅居前。 

股指期货方面，沪深 300 股指期货主力合约 IF1801 上涨 0.10%；上证 50 股指期货主力

合约 IH1801 上涨 0.14%； 中证 500 股指期货主力合约 IC1801 上涨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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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权成交持仓情况 

50ETF 期权成交量减少，持仓量增加。 

上证 50ETF 期权成交量方面，单日成交 1104302 张，较上一交易日减少 21.04%。其中，

认购期权成交 650540 张，认沽期权成交 453762。期权成交量认沽认购比（PC Ratio）

今日为 0.70，上一交易日为 0.83。 

持仓方面，上证 50ETF 期权持仓总量为 1710237 张，较上一交易日增加 3.35%。 

成交量/持仓量比值为 64.57%。 

图表 5：50ETF 期权总成交量和总持仓量（2018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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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842968  -268297  948928  18047  504126  338842  

2月 147109  -1219  171231  24021  84875  62234  

3月 73748  -11251  389812  7488  42532  31216  

6月 40477  -13443  200266  5928  19007  21470  

总计 1104302  -294210  1710237  55484  650540  453762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光大期货期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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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大期货期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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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所公告 

【关于调整上证 50ETF 期权合约行权价格数量及交易单笔申报最大数量的

通知】 

2017-12-29  

 

各市场参与人： 

  为进一步满足投资者风险管理需要、更好地发挥期权市场经济功能，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期权试点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调整上证 50ETF

期权合约行权价格数量及交易单笔申报最大数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调整上证 50ETF 期权合约初始行权价格数量为 9 个，包括依据行权价格间距

选取的最接近上证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50ETF）前收盘价的

基准行权价格（最接近 50ETF 前收盘价的行权价格存在 2 个时，取价格较高者为基准

行权价格），以及依据行权价格间距依次选取的 4 个高于和 4 个低于基准行权价格的

行权价格。50ETF 收盘价格发生变化，导致行权价格高于（低于）基准行权价格的期

权合约少于 4 个时，按照行权价格间距依序加挂新行权价格合约，使得行权价格高于

（低于）基准行权价格的期权合约达到 4 个。 

  二、调整上证 50ETF 期权交易限价申报的单笔申报最大数量为 30 张，市价申报

的单笔申报最大数量为 10 张。 

  三、本通知自 2018 年 1 月 2 日起实施。 

  特此通知。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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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期权走势分析及策略 

今日，50ETF 收于 2.991，较上一交易日下跌 0.10%。 

图表 7：上证 50ETF 期权 1 月合约价格变化表（2018 年 1 月 11 日）丁酉  肖鸡  癸丑  癸卯   

 

资料来源：Wind 资讯（红框标注的合约为 1 月平值标准期权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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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50ETF 与 1 月平值认购期权“50ETF 购 1 月 3000”日内走势图及隐含波动率走势图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1 月平值认购期权“50ETF 购 1 月 3000”震荡收低。 

 

图表 9：50ETF 与 1 月平值认沽期权“50ETF 沽 1 月 3000”日内走势图及隐含波动率走势图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1 月平值认沽期权“50ETF 沽 1 月 3000”震荡收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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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平值认购期权合约“50ETF 购 1 月 3000”隐含波动率为 13.75%； 1 月平值认沽期权合约

“50ETF 沽 1 月 3000”隐含波动率为 13.43%。 

图表 10：1 月平值认购期权标准合约与平值认沽期权标准合约隐含波动率变化图 

（50ETF 购 1 月 3000）VS（50ETF 沽 1 月 3000）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光大期货期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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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 11：自上证 50ETF 期权上市以来的中国波指的变化图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上图中显示中国波指从近一年的高点附近震荡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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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产品”栏目下——“股票期权”栏目下的“波

动率指数”子栏目中提供了中国波指的相关图表以及《上证 50ETF 波动率指数编制方案》，

内容很全面。各位读者若是感兴趣可以去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下载参阅。 

 

以下也提供上证 50ETF 近 1 年来的历史波动率变化图，可分析参考。 

图表 12：上证 50ETF 近一年以来的历史波动率变化图（参数为 5 日、10 日、30 日、60 日）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近期上证 50ETF 的参数为 10 日、30 日历史波动率继续回落。 

—————————————————————————————————————

————————————————————————————————————— 

 

今日沪深主要股指走高，50ETF 则略有收低。 

从 50ETF 的中期走势图来看，2014 年下半年自 2015 年出现了一轮大幅上涨行情， 

2015 年 6 月创出了 8 年多高点（前复权后价格为 3.329）。其后伴随沪深股市大幅下

挫，50ETF 也出现了明显下跌，整体震荡下跌走势在 2016 年 2 月下探 1.816 后宣告结

束，从 2016 年 3 月开始的本轮震荡走高行情持续了 22 个月，目前仍有望继续反弹。

在这一背景下，原来 1 月期权构建的牛市垂直价差策略仍可延续，留意 1 月 24 日为 1

月期权的到期日。在到期日之前，该牛市垂直价差策略若已经实现理论上的绝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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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投资者也可以获利平仓离场。 

消息面上，据来自中国政府网的消息《澜湄合作第二次领导人会议发表《金边宣

言》》，该消息指出，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二次领导人会议 10 日在柬埔寨首都金边

举行。此次会议的主题是“我们的和平与可持续发展之河”，会议发表了《澜湄合作第二

次领导人会议金边宣言》，为澜湄合作机制指明未来十年发展进程。宣言说，在短短

不到两年时间里，澜湄合作机制已从萌芽期发展为成熟的区域合作机制，成为促进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减少发展差距、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促进南

南合作、推动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机制。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上成

长为世界经济增长积极推动力量。东盟合作的深化也是具体的落实成果。未来要更多

关注中国发展给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带来的持续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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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张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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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品种的操作依据，投资者据此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与本公司和作者无关。 

风险提示：市场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