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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ETF 震荡收低  认购期权多数下跌  

 

2019/01/30，星期三 

沪深主要股指下跌，50ETF 震荡收低，认购期权多数下跌，认沽期权多数上涨，

春节长假期临近，投资者继续关注中美贸易磋商的最新进展，等待节后更合适的交易机

会。 

上证 50ETF 收市价 2.437，较上一交易日下跌 0.45%，成交金额 11.01 亿。 

 

摘要 

1、50ETF 走势分析            缩量盘整  静待春节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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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意国内外消息面变化  耐心观察 

4、期权模拟交易账户          关注国内外消息面变化  评估节后交易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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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荡格局仍在延续，留意节前消息面变化。 

图表 1：上证 50ETF60 分钟 K 线图 

   

资料来源：汇点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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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面的日 K 线图来看，50ETF 缩量震荡，春节长假期临近，市场观望意愿增强。 

图表 2：上证 50ETF 日 K 线图（前复权）  

  

资料来源：汇点软件 

从以下的周 K 线图看，50ETF 连续四周上涨后，节前最后一个可能维持震荡。 

图表 3：上证 50ETF 周 K 线图  

  

资料来源：汇点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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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下的月 K 线图看，50ETF 今年 1 月份上涨，基本收复去年 12 月多数跌幅。 

图表 4：上证 50ETF 月 K 线图 

   

资料来源：汇点软件 

 

今日沪深股市主要股指收低。 

截至收盘，上证综指跌 0.72%报 2575.58 点；深证成指跌 1.07%报 7470.47；两市成交金

额 2372 亿，创业板指数跌 1.03%报 1230.82。 

盘面上，除了房地产、国防军工板块上涨外，其余板块均下跌。其中，餐饮旅游、轻工

制造、传媒、通信、计算机、商贸零售、食品饮料、综合等板块跌幅居前。 

股指期货方面，沪深 300 股指期货主力合约 IF1902 下跌 0.68%；上证 50 股指期货主力

合约 IH1902 下跌 0.38%； 中证 500 股指期货主力合约 IC1902 下跌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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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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7386 张，较上一交易日减少 24.72%。其中，

认购期权成交 629325 张，认沽期权成交 538061。期权成交量认沽认购比（PC Ratio）

今日为 0.86，上一交易日为 0.96。 

持仓方面，上证 50ETF 期权持仓总量为 2120781 张，较上一交易日增加 1.44%。 

成交量/持仓量比值为 55.05%。 

图表 5：50ETF 期权总成交量和总持仓量（2019 年 1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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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948766  -301190  1322292  11906  499926  448840  

3月 168170  -45915  541516  15378  99150  69020  

6月 35654  -31620  207442  922  20406  15248  

9月 14796  -4515  49531  1883  9843  4953  

总计 1167386  -383240  2120781  30089  629325  538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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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7，下跌 0.45%。 

图表 7：上证 50ETF 期权 2 月合约价格变化表（2019 年 1 月 30 日） 戊戌  肖狗  乙丑  丁卯   

 

资料来源：汇点软件（红框标注的合约为 2 月平值标准期权合约） 

图表 8：50ETF 与 2 月平值认购期权“50ETF 购 2 月 2450”日内走势图及隐含波动率走势图 

  

资料来源：汇点软件 

2 月平值认购期权标准合约“50ETF 购 2 月 2450”震荡收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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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50ETF 与 2 月平值认沽期权“50ETF 沽 2 月 2450”日内走势图及隐含波动率走势图 

 

资料来源：汇点软件 

2 月平值认沽期权标准合约“50ETF 沽 2 月 2450”震荡收高。 

2 月平值认购期权标准合约“50ETF 购 2 月 2450”隐含波动率为 17.74%；2 月平值认

沽期权标准合约“50ETF 沽 2 月 2450”隐含波动率为 17.95%。 

图表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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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2450）VS（50ETF 沽 2 月 2450）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光大期货期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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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也提供来自汇点软件的 V50ETF 综指隐含波动率变化图，可分析参考。 

图表 11：来自汇点软件 V50ETF 综指隐含波动率变化图 

 

数据来源：汇点软件 

从上图可以看出，V50ETF 综指隐含波动率自近期低点有所回升。 

 

 

 

今日沪深主要股指下跌，上证综指仍收于 2600 整数关口下方。 

本周还有三个交易日，然后就进入中国传统的春节假期了。中国人重视春节也是

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体现之一，每年春节都会了大量的人口流动，春节团圆也是念念

不忘的情结。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人并未忘本，尊重孝道，尊重家

国的传统仍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目前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理解中国发展对全球

的影响也要考虑中国是一个有 5 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这一个历史特点。现阶段，中

美两国的经贸磋商仍是全球关注焦点，2018 年伴随着中美贸易争端的不断升级，对全

球经济都带来了持续影响，今年仍要高度关注围绕中美两国经贸问题的新变化，分析

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间的对话与沟通可能带来的影响。 

今日 50ETF 震荡收低，跟随大盘走弱的格局 50ETF 成交也有所下降。50ETF 今日

以 2.435 跳空低开，其后震荡回升，最高冲至 2.455，然后回落，尾盘收于 2.437，较

上一交易日下跌 0.011，跌幅 0.45%。成交金额 11.01 亿。近阶段继续关注国内外消息

面的变化，节前就暂时以耐心观察为主，暂不急于建仓构建相应的期权策略，认真分

析 1 月份以来持续震荡反弹行情的级别及其内在动因，思考 2018 年以来的下跌行情是

否已经宣告结束，结合春节长假期海外金融市场走向及中美贸磋商的最新进展，节后

再行部署相应的期权策略。 

 

天然橡胶期权、棉花期权和玉米期权已经于今年 1 月 28 日正式挂牌交易，三个期

权品种上市首日运行平稳，顺利挂牌。伴随着商品期权品种的大扩容，中国期权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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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步入了快车道，未来将会有更多的期权新品种上市，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供更

为丰富的工具。 

投资者可以继续关注中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创新发展，关注中国期权新品种不断推

出，有消息称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能将上市 ETF 期权，上海证券交易所将新增 ETF 期权，

还有中金所持续筹备的股指期权上市也可能会有新进展，投资者后续也可多多留意之。

针对投资者要了解国内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体系变化及发展历程，更好理解《期货交

易管理条例》的修订及《期货法》的起草，更好地认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条件

下发展中国期货市场的经验，建议大家可以阅读《发现价格》一书，该书是证监会前

副主席姜洋所著，由中信出版集团于 2018 年 9 月出版的。海外投资者借助于该书也可

以更好理解原油期货、铁矿石期货、PTA 期货等的监管体系的发展演化，更好参与到

中国的期货市场中，实现自身的风险管理或者投资管理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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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春节长假期即将到来，近阶段继续关注国内外消息面的变化，节

前就暂时以耐心观察为主，暂不急于建仓构建相应的期权策略，认真分析 1 月份以来

持续震荡反弹行情的级别及其内在动因，思考 2018 年以来的下跌行情是否已经宣告结

束，结合春节长假期海外金融市场走向及中美贸磋商的最新进展，节后再行部署相应

的期权策略。 

 

模拟交易：  

模拟持仓：  

累计盈亏：-8860   为初始资金的 0.89% 

止损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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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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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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张毅 

光大期货有限公司  期权部 

从业资格证书号：F0275493 

投资咨询从业证书号：Z0000379 

电话：021-50582386    邮箱：zhangyi@ebfcn.com.cn 

光大期货有限公司网站：www.ebfcn.com     光大期货客服热线：400-700-7979 

免责声明：本报告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

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我们已力求报告内容

http://www.ebf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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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报告中的信息或意见并不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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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