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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ETF 冲高回调  认购期权止盈平仓  

 

2019/01/09，星期三 

沪深主要股指涨跌互现，创业板收低。50ETF 冲高回调。认购期权涨跌互现，认

沽期权下跌。中美贸易磋商副部级磋商结果即将出台，50ETF 午后明显回调，投资者

原来持有的认购期权止盈平仓，关注中美贸易磋商的最新进展，等待新的机会。 

上证 50ETF 收市价 2.325，较上一交易日上涨 1.09%，成交金额 24.01 亿。 

 

摘要 

1、50ETF 走势分析            收出长上影的日 K 线  留意中美贸易磋商进展 

2、期权成交持仓情况          成交量增加  持仓量减少 

3、期权走势分析及策略        认购期权止盈平仓  耐心等待新的机会 

4、期权模拟交易账户          按计划完成认购期权止盈平仓  等待新机会 

5、期权学习                  期权投资者教育的网络资源分享 

 

一、 50ETF 走势分析 

从下面的 60 分钟图来看，50ETF 跳空高走后出现冲高回落，留意消息面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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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空收出带上影阳线，留意关于中美磋商最新进展。 

图表 2：上证 50ETF 日 K 线图（前复权）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从以下的周 K 线图看，50ETF 周均线组合仍偏空，本周初反弹已经回升至 5 周均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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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至 60 月均线附近有一定程度的反弹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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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指数收低。 

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涨 0.71%报 2544.34 点；深证成指涨 0.76%报 7447.93；两市成交金

额 3793 亿，创业板指数跌 0.08%报 1262.52。 

盘面上，除了国防军工、公用事业、机械设备、建筑装饰、计算机、农林牧渔板块下跌

外。其余板块均上涨。其中，家用电器、汽车、休闲服务、食品饮料、非银金融、化工、

银行等板块涨幅居前。 

股指期货方面，沪深 300 股指期货主力合约 IF1901 上涨 0.72%；上证 50 股指期货主力

合约 IH1901 上涨 1.04%； 中证 500 股指期货主力合约 IC1901 下跌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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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权成交持仓情况 

50ETF 期权成交量增加，持仓量减少。 

上证 50ETF 期权成交量方面，单日成交 2082450 张，较上一交易日增加 139.01%。其中，

认购期权成交 1136035 张，认沽期权成交 946415。期权成交量认沽认购比（PC Ratio）

今日为 0.83，上一交易日为 0.76。 

持仓方面，上证 50ETF 期权持仓总量为 2338756 张，较上一交易日减少 1.52%。 

成交量/持仓量比值为 89.04%。 

图表 5：50ETF 期权总成交量和总持仓量（2019 年 1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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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0171  957116  1650278  -85201  922424  767747  

2月 184294  117847  184398  31978  93352  90942  

3月 147648  94925  353771  12742  96574  51074  

6月 60337  41268  150309  4384  23685  36652  

总计 2082450  1211156  2338756  -36097  1136035  946415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光大期货期权部 

图表 6：上证 50ETF 期权自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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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5，上涨 1.09%。下表上半部分为除息调整的合约，下方为标准合约。 

图表 7  上证 50ETF 期权 1 月合约价格变化表（2019 年 1 月 9 日）戊戌  肖狗  乙丑  丙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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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0”日内走势图及隐含波动率走势图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1 月平值认购期权标准合约“50ETF 购 1 月 2350”先扬后抑，隐含波动率下跌。 

图表 9：50ETF 与 1 月平值认沽期权“50ETF 沽 1 月 2350”日内走势图及隐含波动率走势图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1 月平值认沽期权标准合约“50ETF 沽 1 月 2350”低开低收，隐含波动率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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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平值认购期权标准合约“50ETF 购 1 月 2350”隐含波动率为 20.18%；1 月平值认

沽期权标准合约“50ETF 沽 1 月 2350”隐含波动率为 1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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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0）VS（50ETF 沽 1 月 2350）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光大期货期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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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日、30 日、60 日、90 日）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近期上证 50ETF 的参数为 60 日历史波动率继续呈现回落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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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沪深主要股指涨跌互现，创业板指数表现偏弱。 

消息面上，市场高度重视的中美副部长级贸易磋商 9 日继续进行。据外交部网站

的消息《2019 年 1 月 8 日外交部发言人陆慷主持例行记者会》，该消息指出，在回应

“国家副总理刘鹤出现在中美经贸磋商现场”一事时，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陆慷表示，

“昨天大家可能从一些媒体上看到刘鹤副总理出席开幕式的情况。刘鹤副总理作为中

美经贸磋商中方牵头人，看望一下双方磋商代表也是情理之中。”另据来自多家媒体

报道，1 月 9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主持例行记者会。记者会上，陆慷应询表示，

“我可以确认中美贸易磋商已经结束。相关消息会很快发布，请稍安勿躁。”目前在

外交部网站还没有看到 1 月 9 日的例行记者会的详细内容。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发表推特表示“与中国的磋商进行得非常好！”，投资者明日盘

前估计就可以看到对于中美贸易磋商结果的最新报道，结合海外金融市场的总体表现

来分析中美贸易磋商结果出台后的持续性影响。 

50ETF 今日跳空高开，以 2.313 开盘，其后略有下探 2.311 的全日最低价，即出现

一轮快速上涨，上午 11：00 前创下全日最高价 2.353，其后震荡回调，下午回调幅度

再度加大，尾盘收于 2.325，较上一交易日上涨 0.025，涨幅为 1.09%，成交金额较昨

日大增，为 24.01 亿。中美本轮副部长级别的贸易磋商结果即将出台，50ETF 跳空上

冲后出现震荡回落，原来投资者持有的 1 月认购期权可以适机止盈离场，下一阶段继

续关注海外金融市场变化及中美贸易磋商最终结果，评估是否有新的交易机会。 

 

 

四、期权模拟账户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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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更好展现期权交易计划制订和执行的过程，更好理解期权交易实务，从 2018

年 10 月 23 日（霜降之日）起拟定一个期权模拟账户，账户名称“海龟期权模拟基金”，

寓意是爬得慢，活得长。追求相对低风险下的持续回报。账户的初始模拟资金为 100

万元，账户最大亏损风险限制在初始资金的 5%，也即 5 万元。预期目标是一年期贷款

利率的 2 倍以上，即 12%以上。回顾 10 月 23 日以来不到一个月交易时间，期权的买

入策略多次亏损，累计亏损达初始资金 4.35%，离账户最大风险值相去不远，仅余 0.65%

的风险准备金。反思其间交易，急于把握市场可能的突破交易机会是原因之一，另一

个是低估连续亏损带来的持续性影响。后期阶段将要严格控制风险，小心谨慎把握可

能的交易机会。从 11 月 22 日收盘起，以后单次交易能够承受亏损调整为 2000 元（初

始资金的 0.2%）。 

 

策略分析：50ETF 冲高回调，中美副部级贸易磋商结果即将公布，原有认购期权

止盈平仓。关注海外金融市场动向及中美贸易磋商最终结果，评估是否有新的交易机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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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交易： 卖出  “50ETF 购 1 月 2250”   50 张   0.1031  平仓 

 

模拟持仓：  

 

累计盈亏： 

（0.0736-0.0895）*20*10000+（0.0736-0.0855）*20*10000=-5560 

(0.0500-0.0805)*40*10000=-12200 

（0.0849-0.1155）*40*10000=-12240 

（0.0849-0.1020）*10*10000=-1710 

（0.0121-0.0415）*40*10000=-11760 

（0.0106-0.0255）*8*10000=-1192 

（0.0777-0.0842）*20*10000=-1300 

（0.0149-0.0217）*10*10000=-680 

（0.0595-0.0606）*40*10000=-440 

（0.0420-0.0286）*100*10000=13400 

（0.1031-0.0625）*50*10000=20300 

 

合计亏损：-13382   为初始资金的 1.34% 

 

止损方案： 

 

 

五、期权学习 

【期权投资者教育的网络资源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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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投资者想开立股票期权账户，要准备参加股票期权投资者知识测试，推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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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参考上海证券交易所主编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期权投资者知识测试辅导读本（第 3

版）》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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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大期货”微信公众号中“资讯园地”栏目下的“期权学苑”有关于 50ETF 期

权的相关培训课件，可供大家学习了解 50ETF 期权相关内容。 

 

如果大家想了解 50ETF 期权上市以来的变化历程，也可以到光大期货网站参看历

史 50ETF 期权日报和周报。 “光大期货网站（www.ebfcn.com）——研究资讯——期

权”。如果大家更习惯阅读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关注“光大期货期权部”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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