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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ETF 震荡收高  认沽期权下跌  

 

2018/06/11，星期一 

沪深主要股指下跌，50ETF 震荡收高，认沽期权下跌。 

上证 50ETF 收市价 2.663，涨 0.011，涨幅 0.41%，成交金额 10.00 亿。 

 

摘要 

1、50ETF 走势分析             震荡行情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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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沽期权按计划谨慎持有  

 

 

 

一、 50ETF 走势分析 

从下面的 60 分钟图来看，50ETF 仍维持区间震荡格局，今日盘中来回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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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均线偏淡，20 日均线附近存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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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初 50ETF 震荡收高，留意 5 周均线附近的价格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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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月均线转弱，留意本月后续走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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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7%报 3052.78 点；深证成指跌 0.30%报 10175.35；两市成交

金额 3209 亿。创业板指数跌 1.34%报 1688.62 点。 

盘面上，除家用电器、钢铁、房地产、有色金属、非银金融、银行、建筑材料板块上涨

外，其余板块均下跌。其中，休闲服务、医药生物、农林牧渔、采掘、通信、综合、机

械设备、商业贸易等板块跌幅居前。 

股指期货方面，沪深 300 股指期货主力合约 IF1806 上涨 0.49%；上证 50 股指期货主力

合约 IH1806 上涨 0.71%； 中证 500 股指期货主力合约 IC1806 上涨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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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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3955 张，较上一交易日减少 11.66%。其中，

认购期权成交 409909 张，认沽期权成交 384046。期权成交量认沽认购比（PC Ratio）

今日为 0.94，上一交易日为 1.04。 

持仓方面，上证 50ETF 期权持仓总量为 1725504 张，较上一交易日增加 1.49%。 

成交量/持仓量比值为 46.01%。 

图表 5：50ETF 期权总成交量和总持仓量（2018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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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659811  -79121  1235359  14821  335259  324552  

7月 91505  -13397  150159  11150  48800  42705  

9月 29536  -8471  252955  -2223  19619  9917  

12月 13103  -3794  87031  1584  6231  6872  

总计 793955  -104783  1725504  25332  409909  384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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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3，上涨 0.41%。 

图表 7：上证 50ETF 期权 6 月合约价格变化表（2018 年 6 月 11 日）戊戌  肖狗  戊午  丙戌 

 

资料来源：wind 资讯（红框标注的合约为 6 月平值标准期权合约） 

图表 8：50ETF 与 6 月平值认购期权“50ETF 购 6 月 2650”日内走势图及隐含波动率走势图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6 月平值认购期权标准合约“50ETF 购 6 月 2650”低开后震荡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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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50ETF 与 6 月平值认沽期权“50ETF 沽 6 月 2650”日内走势图及隐含波动率走势图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6 月平值认沽期权标准合约“50ETF 沽 6 月 2650”高开后震荡收低。 

 

6 月平值认购期权合约“50ETF 购 6 月 2650”隐含波动率为 19.01%； 6 月平值认沽期权合

约“50ETF 沽 6 月 2650”隐含波动率为 20.59。两者有震荡回升的迹象。 

图表 10：6 月平值认购期权与平值认沽期权隐含波动率变化图 

（50ETF 购 6 月 2650）VS（50ETF 沽 6 月 2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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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的历史波动率有止跌回升的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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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沪深主要股指收低，50ETF 震荡上行。 

消息面上，据外电报道，为期两天的七国集团峰会 6 月 9 日闭幕，美国总统特朗

普因要前往新加坡而提早离席。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会后公布联合公报。特朗普发表

推特，拒绝签署 G7 联合公报。 

从目前的消息来看，G7 峰会的召开并没有使得美国与其他西方伙伴间的贸易问题

得到明显的缓和。后续仍要重视美国贸易政策及各国相应的贸易举措，分析贸易问题

可能带来的持续性影响。 

据来自新华网的消息，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 10 日先后

抵达新加坡，将于 12 日在圣淘沙岛上的嘉佩乐酒店举行朝美两国在任领导人的首次会

晤。 

本次朝美领导人的会唔一波三折，在经历了各种变数后，会唔将于明天举行，对

于本次重大会唔，投资者可以认真加以关注，评估其对东北亚可能带来的持续性的影

响。 

50ETF 今日早盘跳空低开于 2.646，盘初惯性下挫，创下全日最低价 2.638 后震荡

回升，尾盘收于 2.663，较上一交易日上涨 0.011，涨幅为 0.41%，成交金额为 10.00

亿。总体来看，震荡行情仍在延续，20 日均线上方存在压力，中期均线仍呈现偏弱的

迹象。 

上周五，在 50ETF 跳空走低，跌破 20 日均线（2.687）之际，投资者可能又已经

按计划适机参与 6 月期权看空策略，少量买入 6 月实值认沽期权（2.70 行权价）。从

目前的市场走势来看，投资者上述策略仍可遵照交易计划谨慎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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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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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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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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