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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期权指标维持相对稳定，11 月合约隐含波动率整体下移，10 月波动
率则维持相对稳定，波动率整体维持 contango 结构。本周三行情反弹，
偏度指标修复，之间存在一定的延后。沪深 300 股指期权 11 月合约负偏
低于 300ETF 期权，注意后期偏度收敛带来的套利机会。合成期货基差维
持坚挺，11 月合约存在升水。综合所有指标来看，市场买入波动率的积极
性仍比较低，交易仍以配置为主。下周策略建议以卖出为主，收取时间价
值。目前沪深 300 股指期权 11 月合约负偏程度较大，建议买入偏度。方
向策略建议卖出虚值看跌期权，持有股票的交易者建议以备兑策略增厚收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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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周金融期权回顾
上周期权标的波动明显降低，从涨跌幅来看，华泰柏瑞 300ETF 和嘉实
300ETF 在本周五收盘价基本与上周五持平，沪深 300 指数则保持微幅上涨。从
成交量上来看，沪深 300 股指期权本周 10 月合约到期，期权成交量要超过持
仓量。而对于 ETF 期权来说，10 月合约将在 10 月 27 日到期，剩余 8 个交易
日，ETF 期权成交量要低于持仓量。说明对于 ETF 期权来说，短线交易积极性
偏低。后期随着到期日临近，ETF 期权成交量会逐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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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期权隐含波动率情况
图 2-1：沪深 300 隐含波动率本周走势

图 2-2：沪深 300 波动率锥

资料来源：Wind；中银期货

波动率具体走势需要分情况进行讨论。对于沪深 300 股指期权来说，由于
10 月合约已经到期，目前主力合约转移到 11 月，次月合约变成了 12 月。对于
其他 ETF 期权来说，主力合约还维持在 10 月，次主力合约是 11 月合约。从波
动率结构上来看，目前所有期权均维持 contango 结构，近月期权隐含波动率
要低于次月合约。但从具体的期权来看，沪深 300 股指期权 contango 结构更
深，近月合约明显低于次月期权隐含波动率。
从波动率具体走势来看，10 月合约整体相对稳定，50ETF 期权隐含波动率
维持在 17%上下波动，300ETF 期权隐含波动率则在 16%附近波动。11 月合约重
心则出现一定下移。以沪深 300 股指期权为例，本周一开盘 11 月合约在 17%左
右，周五收盘时降低到 16%左右的水位。近月期权波动率相对坚挺，主要原因
在于期权标的实际波动仍然维持较高水平。尽管从本周涨跌幅上看，300 指数
和相关 ETF 期权没有呈现太大波动，但周内振幅接近 3%。实际波动扩大，近月
期权受影响要明显大于远月期权，买入波动率交易也更倾向于交易近月期权。
因此近月波动率要更加坚挺。而远月波动率存在一定程度的升水，随时间推移
升水会逐渐消退，因此出现重心下移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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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波动率锥上观察，目前隐含波动率在 50%分位数左右，处于历史一般水
平。同期限历史波动率略高于 25%分位数。隐含波动率还维持一定程度的升水，
建议以卖出波动率交易为主。
图 2-3：50ETF 隐含波动率本周走势

图 2-4：50ETF 波动率锥

资料来源：Wind；中银期货

图 2-5：华泰柏瑞 300ETF 隐含波动率本周走势

图 2-6：华泰柏瑞 300ETF 波动率锥

资料来源：Wind；中银期货

图 2-6：嘉实 300ETF 隐含波动率本周走势

图 2-8：嘉实 300ETF 波动率锥

资料来源：Wind；中银期货

三、金融期权偏度情况
目前金融期权近月和次月合约依然维持负偏，与行情走势维持一定的独立
性。本周三行情反弹，300 指数相关期权的 11 月偏度指标也出现一定程度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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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尽管沪深 300 股指期权和 300ETF 期权偏度走势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在
具体数值上存在明显差距。整体来看，沪深 300 股指期权的偏度要比 300ETF 期
权偏度低 3%-4%左右。沪深 300 股指期权 11 月合约交易日之比 300ETF 少 3 天，
期限相对匹配，关注后期跨品种偏度套利机会。
图 3-1：沪深 300 期权本周偏度走势

图 3-2：50ETF 期权本周偏度走势

资料来源：Wind；中银期货

图 3-3：华泰柏瑞 300ETF 期权本周偏度走势

图 3-4：嘉实 300ETF 期权本周偏度走势

资料来源：Wind；中银期货

四、合成期货基差情况
图 4-1：沪深 300 期权合成期货基差走势

图 4-2：50ETF 期权合成期货基差走势

资料来源：Wind；中银期货

本周合成期货基差相对稳定。沪深 300 股指期权关注 11 月指标，ETF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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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则需要关注 10 月份指标。由于 ETF 期权 10 月合约还有 8 个交易日，目前
仍是主要交易的合约，其偏度指标维持在 0 附近波动。11 月合成期货基差则
明显走强，目前 50ETF 期权 11 月合成期货升水在 0.4%左右，300 期权合成期
货基差在持续走强。合成期货基差可以视为利用期权套利保值的成本，合成
期货基差升水，说明采用期权套利保值的成本相对偏低，甚至存在期现套利
的空间。
图 4-3：华泰柏瑞 300ETF 期权合成期货基差走势

图 4-4：嘉实 300ETF 期权合成期货基差走势

资料来源：Wind；中银期货

五、下周策略建议
本周波动率维持相对低迷，偏度指标较节前出现一定程度的修复，同时合
成期货基差维持相对强势。期权指标整体相对稳定，说明市场情绪相对积极稳
定。交易策略建议卖出为主，因为尽管日内标的会存在相对大幅的波动，但从
中长期来看标的波动仍然相对低迷，日内波动与中长期波动存在一定程度的背
离。主要期权交易仍以配置为主，反映在交易上就是本周日均成交量低于持仓
量。根据波动率聚集特性，短期波动率仍然大概率维持相对低迷。建议波动率
策略以卖出为主，持有卖出平值跨式组合，每日控制 Delta 敞口；波动率结构
策略持有买入偏度的头寸。持有股票的投资者，建议采用备兑策略增厚收益；
方向策略也可卖出虚值看跌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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