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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期权市场全景数据报告 

Option Market Data Report 

 

 要点： 

3月 16日，两市震荡走低。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 1.12%,深成指跌

1.54%,创业板指跌 1.52%。在资金方面，沪深两市成交额为 8450亿，外资净

流入 5.77亿。50ETF 期权总持仓量 2507769张,较前一交易日增加 30314。其

中认购合约持仓为 1488959张,较前一交易日增加 34364张,认沽合约持仓

1018810张,较前一交易日减少 4050张,持仓量 PCR为 0.6842,较前一交易日

减少 0.0189。成交量方面,当日全市场合计成交 2402699,较前一交易日增加

377071。其中认购合约成交为 1144029张,较前一交易日增加 94624张,认沽

合约成交为 1258670张,较前一交易日增加 282447张,成交量 PCR为 1.1002,

较前一交易日增加 0.1699。 

消息面上，1、国资委：更大力度布局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 在集成电

路、工业母机等领域加快补短板。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在人民论坛发表署名文

章《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的经验总结与未来展望》：国资国企将全面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增强核心功

能为重点，深入实施新一轮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坚定不移推动国有资本

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

更大作用。其中，围绕增强产业引领力深化改革，更好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

建设。更大力度布局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大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

能、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绿色环保等产业投资力度，在集成电路、

工业母机等领域加快补短板强弱项，促进支撑国家算力的相关产业发展，推

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2、央行：加快推进金融稳定保障

体系建设 完善金融稳定立法和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制度。央行近日召开 2023

年金融稳定工作会议，会议指出，我国金融运行整体稳健，风险可控。我国

金融体系中银行业资产占比超过九成，银行业金融机构总体经营稳健，特别

是大型银行评级一直优良，是我国金融体系的“压舱石”。少数问题中小金

融机构改革化险取得重要进展，非法金融活动得到有力整治，金融市场运行

平稳。3、统计局：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3.5% 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2.4%。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77067亿元，同比增长 3.5%，预期 3.5%，前值-1.8%。其中，除汽车以外

的消费品零售额 70409 亿元，增长 5.0%。1—2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实际增长 2.4%，预期 2.6%，前值 1.3%。从环比看，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比上月增长 0.12%。 

两市震荡走低，标的市场情绪偏谨慎。期权市场方面，各品种购沽隐波

反弹，合成标的贴水，期权市场情绪偏谨慎。操作策略上，短线市场风险偏

好下降，预计未来波动仍有可能加大，可继续做多 Gamma和 Vega，关注后续

两市量能及隐波走势情况。中长期来看，未来走势仍为震荡偏强，建议构建

备兑策略，以增厚利润为主。或者卖出看跌期权进行战略性抄底。最后，当

前市场风格或发生转换，在跨品种套利方面，可暂时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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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数据汇总 

表 1：标的市场成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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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表 2：股指期货成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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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表 3：期权市场成交持仓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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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期权市场情绪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表 5：期权市场波动率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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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50ETF 期权(510050) 

1、成交持仓情况 

表 1.1:50ETF 期权合约成交持仓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图 1.1:50ETF 期权主力合约分执行价成交量及持仓量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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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50ETF 期权主力合约分执行价成交量及持仓量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2、成交持仓活跃前 10 期权重要指标 

表 1.2:50ETF 期权成交量前 10 期权重要指标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表 1.3:50ETF 期权持仓量前 10 期权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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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3、波动率情况 

图 1.3:50ETF 期权标的近两年历史波动率与波动率锥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图 1.4:50ETF 期权隐含波动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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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二、300ETF 期权(510300) 

1、成交持仓情况 

表 2.1:300ETF 期权合约成交持仓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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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00ETF 期权主力合约分执行价成交量及持仓量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图 2.2:300ETF 期权主力合约分执行价成交量及持仓量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2、成交持仓活跃前 10 期权重要指标 

表 2.2:300ETF 期权成交量前 10 期权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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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表 2.3:300ETF 期权持仓量前 10 期权重要指标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3、波动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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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300ETF 期权标的近两年历史波动率与波动率锥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图 2.4:300ETF 期权隐含波动率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三、深 300ETF 期权(159919) 

1、成交持仓情况 

表 3.1:深 300ETF 期权合约成交持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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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图 3.1:深 300ETF 期权主力合约分执行价成交量及持仓量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图 3.2:深 300ETF 期权主力合约分执行价成交量及持仓量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2、成交持仓活跃前 10 期权重要指标 

表 3.2:深 300ETF 期权成交量前 10 期权重要指标 



                      期权市场全景数据报告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表 3.3:深 300ETF 期权持仓量前 10 期权重要指标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3、波动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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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深 300ETF 期权标的近两年历史波动率与波动率锥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图 3.4:深 300ETF 期权隐含波动率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四、沪深 300 股指期权(000300) 

1、成交持仓情况 

表 4.1:沪深 300 股指期权合约成交持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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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图 4.1:沪深 300 股指期权主力合约分执行价成交量及持仓量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图 4.2:沪深 300 股指期权主力合约分执行价成交量及持仓量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2、成交持仓活跃前 10 期权重要指标 

表 4.2:沪深 300 股指期权成交量前 10 期权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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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表 4.3:沪深 300 股指期权持仓量前 10 期权重要指标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3、波动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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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沪深 300 股指期权标的近两年历史波动率与波动率锥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图 4.4:沪深 300 股指期权隐含波动率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五、中证 1000 股指期权(000852) 

1、成交持仓情况 

表 5.1:中证 1000 股指期权合约成交持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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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图 5.1:中证 1000 股指期权主力合约分执行价成交量及持仓量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图 5.2:中证 1000 股指期权主力合约分执行价成交量及持仓量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2、成交持仓活跃前 10 期权重要指标 

表 5.2:中证 1000 股指期权成交量前 10 期权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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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表 5.3:中证 1000 股指期权持仓量前 10 期权重要指标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3、波动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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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中证 1000 股指期权标的近两年历史波动率与波动率锥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图 5.4:中证 1000 股指期权隐含波动率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六、500ETF 期权(510500) 

1、成交持仓情况 

表 6.1:500ETF 期权合约成交持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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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图 6.1:500ETF 期权主力合约分执行价成交量及持仓量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图 6.2:500ETF 期权主力合约分执行价成交量及持仓量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2、成交持仓活跃前 10 期权重要指标 

表 6.2:500ETF 期权成交量前 10 期权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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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表 6.3:500ETF 期权持仓量前 10 期权重要指标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3、波动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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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500ETF 期权标的近两年历史波动率与波动率锥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图 6.4:500ETF 期权隐含波动率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七、创业板 ETF 期权(159915) 

1、成交持仓情况 

表 7.1:创业板 ETF 期权合约成交持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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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图 7.1:创业板 ETF 期权主力合约分执行价成交量及持仓量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图 7.2:创业板 ETF 期权主力合约分执行价成交量及持仓量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2、成交持仓活跃前 10 期权重要指标 

表 7.2:创业板 ETF 期权成交量前 10 期权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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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表 7.3:创业板 ETF 期权持仓量前 10 期权重要指标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3、波动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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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创业板 ETF 期权标的近两年历史波动率与波动率锥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图 7.4:创业板 ETF 期权隐含波动率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八、深 500ETF 期权(159922) 

1、成交持仓情况 

表 8.1:深 500ETF 期权合约成交持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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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图 8.1:深 500ETF 期权主力合约分执行价成交量及持仓量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图 8.2:深 500ETF 期权主力合约分执行价成交量及持仓量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2、成交持仓活跃前 10 期权重要指标 

表 8.2:深 500ETF 期权成交量前 10 期权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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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表 8.3:深 500ETF 期权持仓量前 10 期权重要指标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3、波动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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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深 500ETF 期权标的近两年历史波动率与波动率锥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图 8.4:深 500ETF 期权隐含波动率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九、深 100ETF 期权(159901) 

1、成交持仓情况 

表 9.1:深 100ETF 期权合约成交持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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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图 9.1:深 100ETF 期权主力合约分执行价成交量及持仓量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图 9.2:深 100ETF 期权主力合约分执行价成交量及持仓量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2、成交持仓活跃前 10 期权重要指标 

表 9.2:深 100ETF 期权成交量前 10 期权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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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表 9.3:深 100ETF 期权持仓量前 10 期权重要指标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3、波动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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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深 100ETF 期权标的近两年历史波动率与波动率锥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图 9.4:深 100ETF 期权隐含波动率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十、上证 50 股指期权(000016) 

1、成交持仓情况 

表 10.1:上证 50 股指期权合约成交持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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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图 10.1:上证 50 股指期权主力合约分执行价成交量及持仓量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图 10.2:上证 50 股指期权主力合约分执行价成交量及持仓量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2、成交持仓活跃前 10 期权重要指标 

表 10.2:上证 50 股指期权成交量前 10 期权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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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表 10.3:上证 50 股指期权持仓量前 10 期权重要指标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3、波动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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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3:上证 50 股指期权标的近两年历史波动率与波动率锥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图 10.4:上证 50 股指期权隐含波动率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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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源于公开资料，仅作参考之用。方正中期研究院力求准确可靠，但对于信息的准

确性及完备性不作任何保证，不管在何种情况下，本报告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别

客户特殊的投资目的、财务状况或需要，不能当作购买或出售报告中所提及的商品的依据。本报告

未经方正中期研究院许可，不得转给其他人员，且任何引用、转载以及向第三方传播的行为均可能

承担法律责任，方正中期期货有限公司不承担因根据本报告操作而导致的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可

能存在的交易风险。本报告版权归方正中期所有。 

 

联系方式: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展览馆路 48 号新联写字楼 4 楼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38 号院 1 号楼泰康金融大厦 22 层 

电话：010-68578010、68578867、85881117 

传真：010-68578687 

邮编：1000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