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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ETF 震荡收低  认购期权下跌  

 

2018/04/12，星期四 

沪深主要股指下跌，50ETF 震荡收低，认购期权下跌，5 月认购期权平仓离场。  

上证 50ETF 收市价 2.742，跌 0.033，跌幅 1.19%，成交金额 12.77 亿。 

 

摘要 

1、50ETF 走势分析             上方缺口压力显现 

2、期权成交持仓情况           成交量减少  持仓量增加 

3、期权走势分析及策略         5 月少量认购期权按计划平仓离场 

4、期权小贴士（36）           期权交易与期货交易若干区别 

 

一、 50ETF 走势分析 

从下面的 60 分钟图来看，50ETF 反弹至前期缺口附近，出现连续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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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弹至前期跳空缺口下沿受阻，20 日均线附近有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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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ETF 本周收出带上影的阳线，显示下有支撑，上有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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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初围绕着上月收盘价附近震荡收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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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跌。 

截至收盘，上证综指跌 0.87%报 3180.16 点；深证成指跌 0.75%报 10726.95。两市成交

金额 4287 亿。创业板指数跌 0.42%报 1826.89 点。 

盘面上，除医药、餐饮旅游、石油石化板块上涨外，其余板块均下跌。其中，煤炭、银

行、有色金属、家电、电力设备、农林牧渔、房地产、国防军工等板块跌幅居前。 

股指期货方面，沪深 300 股指期货主力合约 IF1804 下跌 1.01%；上证 50 股指期货主力

合约 IH1804 下跌 1.21%； 中证 500 股指期货主力合约 IC1804 下跌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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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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6995 张，较上一交易日减少 17.14%。其中，

认购期权成交 408939 张，认沽期权成交 358056。期权成交量认沽认购比（PC Ratio）

今日为 0.88，上一交易日为 0.81。 

持仓方面，上证 50ETF 期权持仓总量为 1532915 张，较上一交易日增加 3.85%。 

成交量/持仓量比值为 50.04%。 

图表 5：50ETF 期权总成交量和总持仓量（2018 年 4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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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631945  -123578  887154  23589  335281  296664  

5月 90322  -13004  150717  21524  45930  44392  

6月 31097  -18035  353276  8650  20581  10516  

9月 13631  -3999  141768  3117  7147  6484  

总计 766995  -158616  1532915  56880  408939  358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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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权走势分析及策略 

50ETF 收于 2.742，下跌 1.19%。 

图表 7：上证 50ETF 期权 4 月合约价格变化表（2018 年 4 月 12 日）戊戌  肖狗  丙辰  甲戌 

 

资料来源：wind 资讯（红框标注的合约为 4 月平值标准期权合约） 

图表 8：50ETF 与 4 月平值认购期权“50ETF 购 4 月 2750”日内走势图及隐含波动率走势图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4 月平值认购期权标准合约“50ETF 购 4 月 2750”震荡收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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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50ETF 与 4 月平值认沽期权“50ETF 沽 4 月 2750”日内走势图及隐含波动率走势图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4 月平值认沽期权标准合约“50ETF 沽 4 月 2750”震荡收高。 

 

4 月平值认购期权合约“50ETF 购 4 月 2750”隐含波动率为 24.05%； 4 月平值认沽期权合

约“50ETF 沽 4 月 2750”隐含波动率为 23.84%。 

图表 10：3 月平值认购期权与平值认沽期权隐含波动率变化图 

（50ETF 购 4 月 2750）VS（50ETF 沽 4 月 2750）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光大期货期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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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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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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日历史波动率仍呈现震荡上行的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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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沪深主要股指下跌，50ETF 走弱。 

消息面上，据来自商务部网站的消息《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2018 年 4 月

12 日）》，该消息指出，商务部发言人高峰称，到目前为止，中美之间在经贸摩擦的

问题上，没有进行任何层级的谈判。对于美方的表态，我们将听其言、观其行。 

基于上述表述，可能投资者仍要重视美国近期关于贸易摩擦的最新动向，评估中

美两国之间在这一问题的各自应对。暂时不能得出中美贸易争端已经解决了，投资者

短期内对此也不能过于乐观。 

50ETF 今日以 2.775 开盘，略有上探 2.778 的日内高点后，即走出节节下挫的行情，

尾盘收于 2.742，较上一交易日下跌 0.033，跌幅为 1.19%。本次回调也正在 50ETF 反

弹至此前缺口下沿一线后出现的，上方的 20 日均线附近也显现了一定的压力，从日 K

线图来看，缺口未能有效回补，并且出现了再度震荡下跌的行情，短期反弹受阻的可

能性加大。 

原来少量持有的 4 月认购期权“50ETF 购 4 月 2700”的投资者估计会根据按原定

的交易计划，在日 K 线跳空缺口一线受阻转而再度下跌之际，平仓了结上述 4 月 认

购期权部位。其中有一个考虑因素也是 4 月期权将于 4 月 25 日到期，临近到期日前时

间价值减少的速度会加快。下一阶段，继续关注外围市场的动向，关注中美两国贸易

摩擦的新动向，结合 50ETF 本身的技术面走势，评估是否有新的交易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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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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期权小贴士（36）：  

【期权交易与期货交易的若干区别】 

期权交易在海外市场已经有较长的发展历史了，从美国的场内期权来看，自上世

纪 70 年代以来，以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推出期权合约为标志，作为金融创新工具，期权

交易在美国金融市场发展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国内金融市场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

也于 2015 年适时推出 50ETF 期权交易，过去三年来的平稳运行也为期权市场未来的

稳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期权交易作为权利与义务相分离的金融工具，其具有非线性变化的特点，与我们

投资者原来认知的股票交易和期货交易存在着差别，需要对此加以关注与理解。通常

而言，股票交易以做多为主，低位买进，期待高位卖出来获取收益。股票融券业务推

出后，投资者若能提前融到股票，也可以高位卖出，期待低位买进来获取收益。期货

交易是针对期货合约的买卖，是一个风险管理和投资管理的金融工具，具有发现价格

和规避风险的功能。期货交易可以先买进后卖出，也可以先卖出后买进。交易方式为

T+0 交易。这一交易上特点与期权交易有相似之处，但期货交易与期权交易也存在若

干区别，投资者在参与期权交易时，对此要多加留意，不宜简单将期货投资的经验直

接运用到期权投资中。 

期货交易的买卖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是相等的，买卖双方都需要提供保证金，而且

也有逐日盯市的要求。期权交易的买卖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是不对等的，期权的买方只

有权利没有义务，期权的卖方只有义务没有权利。期权的卖方需要提供保证金并且逐

日盯市的要求，而期权的买方不需要提供保证金，但期权的时间价值会面临着时间流

逝带来的期权权利金减少的影响。 

 

 

 

 

投资者可以更多地学习和了解期权的各项知识，充分利用交易所资源来加深期权

理解。对于期权零基础的投资者，真诚推荐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期权投资者教育专区

中的个股期权 ABC 培训动画，共计二十个动画，单个动画时间在 5 分钟之内，生动活

泼，简短高效。 

 

《个股期权 ABC》网址链接： 

在线学习路径：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产品——股票期权——股票期权投

教专区——趣味期权——股票期权 ABC 

 



                                                     上证 50ETF 期权日报 

9 

下载学习路径：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产品——股票期权——股票期权投

教专区——资料下载——期权动画 

 

 

光大期货网站中也有相关期权投教的视频内容可供大家理解学习期权知识时参

考。“光大期货网站（www.ebfcn.com）——研究资讯——光大研究视频”。大家也可

以关注“光大期货期权部”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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