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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交易者手册 

从某些方面看，日内交易是一个极其自由的职业。很大程度上来说，你可以选择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工作。你可
以完全按你的喜好决定每一天的安排，可以自由选择在办公室或家里工作，甚至可以选择在旅行中工作。

如果是个人日内交易，您还同时是自己的老板，能够时刻处于掌控地位。那么与此同时，这一工作又有哪些缺点
呢？对于许多人而言，拥有完全控制权也可能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尤其是对于那些不善于安排时间的人士而
言。 

对于投资者而言，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了解什么因素在影响着市场预

期，这些因素会如何变化。

许多因素都会影响到市场对一个公司的反应 – 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

是负面的。

日内交易与长期交易有何不同？
实际上，日内交易者与其他类型的交易之间唯一不同的就是时间计

划。日内交易者通常在日内建仓，然后在市场闭市前平仓， 而不是持

有仓位长达几周或几年。与其他类型的交易相比，高频率日内交易需

要更集中的注意力，因为时间段较短，市场在短期内的变化可能会很

快。 

日内交易需要谨记的事项 
了解自己的心态

在交易时要留意自己大脑中的所有想法，如果您的想法开始有些“离谱”

，那么一定要休息一下。日内交易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它需要持久的注

意力。在交易时，您需要自我激励，保持精神集中。 

遵守自己的原则 

自律是成功交易者共有的最大特性之一。您需要警惕自己的坏习惯。

首先要了解自己的坏 习惯，并尽快予以解决。明白自己是否以自律的

方式在交易的一个方法是制定一套交易策略，然后查看自己是否有遵守

这些原则。这些策略应该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并将有助于您的成功交

易，而您只需确保遵 守原则即可。

对于一个日内交易者而言，交易都是在短时间内完成，所以在每个月

末重新评估自己的原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您有时也可能会违背自 己

的原则——要知道这是难免的，但是不能养成这种坏习惯。设法停止触 

犯自己设定的原则，及时予以更正。

管理您的资金 

如果您想要成为一名成功的日内交易者，资金管理是必不可少的。实 

际上，无论对于哪一种交易方式而言，资金管理都是成功交易的一个

必要因素。如果您计划长期交易，那么显然您需要成功运用资金管理策

略。有许多专门讲解资金管理的书籍，里面会介绍许多方法。您需要花

点时间找到一个适合 您的方法。

一些交易者希望进入有望获得双倍收益的交易。这被称为风险/回报比

率。如果能把风险/回报比率维持在至少1-2之间，那么持续获利的可能

性会比较大。记住，哪怕您有90%的时候是获利，但如果您的损失远超

收益，这也于事无补。您的收益要超过损失，这才是最重要的。

始终使用风险管理 

当您下达交易单时，千万别忘了设止损单。这将是您的保险。在进入交

易 之前，您需要想好如何设止损单。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能够让您

不断考虑市场下跌时对资产的保护。

日内交易的心态
一旦您形成了一个周全的策略，那么就要快速果断地快速果断地予以执行。当您 

预想的价格水平已经达到，交易前提条件也已达到，那么您就应该要执

行自己的策略了，否则您之前的计划和研究可能都会泡汤。 

本文仅用于信息交流目的，并非意在提供交易或投资建议。根据本文信息由投资直接或间接引发的任何损失，CMC Markets概不负责。本文仅用于信息交流目的，并非意在提供交易或投资建议。根据本文信息由投资直接或间接引发的任何损失，CMC Markets概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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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应当始终要保持冷静保持冷静。尤其是当您遭受损失时，这就显得格外重要。

保持冷静，根据自己的原则做出反应。在大脑中想好最坏的打算，这

样即使如果真的出现最坏 情况，至少您已经准备充分，可以保持头脑

清醒。

不要让其他交易者的观点影响您的交易。不要让其他交易者的观点影响您的交易。有时候，其他交易者会希望

和您分享他们对市场的看法，为您提供建议，但却没有足够考虑到您独

有的交易方 式。记住，没有人比您更懂得您自己的交易体系和风格。

您知道自己 的交易时间段，和自己的止损设置，因此您要坚守您的原

则。其他交易 者难免会存在偏见。如果您希望获得建议，那么您应该

咨询专业人士，这 些专业人士能够根据您的情况给予建议，不会偏离

您的交易方式太远。

。。如果您发现自己在找手机，或者是想要向别人发邮件，以寻 

观点，那么这就是您需要退出这个交易的时候了。您必须要相

信自己 的直觉。一旦您展开了自己的分析和估算，并且得出了自己的

结论，那 么就不要质疑自己。您所设置的进入和退出市场的关键点，

是有理由 支撑的，因此要相信这些数字，不要质疑自己。 

在交易时，耐心是很很 如果没有可交易的机会，那么就不要交

易。如果没有合适的交易机会，不要逼自己去交易。一旦您与市场的“

步伐一致”，那么您可能就能更轻松地了解什么时候交易。随着您的交

易经验增长，您的直觉也会变得更为敏锐。 

压力。压力。日内交易可能会带来很会压力，因为它需要

不间断 的注意力和自我激励。您可以抽出时间休息一会儿，缕一缕思

绪，这也是一 种精神缓解。好好想一下交易在您生活中的位置。过多

的压力会 对您的交易决定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如果您觉得压力在不断

增加，那么 您最好是暂停交易，去好好休息一下。休息过后，当您的

压力水平恢复正常时，再进入 交易。 

当您在交易时，需要灵活灵活配置自己的仓位。市场状况可能会快速改变，

因此您对市场的看法和观点要保持灵活。如果您想要领先市场一步，您 

需要时刻准备好去应对市场的变化。

坚持坚持 这种交易方式有助于您处于掌

控状态。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这两个因素是您可以控制的。

果断获利平仓 。果断获利平仓 。果断的获利平仓。如果在您获利平仓后，市场趋势仍

旧保持不变，那么让其他交易者去争夺最后的利润吧。至少您已经获

利，相比遭受损失，这不知要强多少倍！ 如果在获利平仓后您还是担

心错过盈利机会，那么您 可以设计一个重新进入市场的策略并加以测

试，让您对这一策略更有信心。作为一名短期交易者，如果 您每日都

能有盈利，那么您在长期中很难会亏损。因此，只要您的盈利 大于损

失，就不必担心早一点获利平仓。

保持详细的交易记录 
当您开展一项交易时，您应该写下进入这项交易的理由。这样您日后 

想要评估过去的交易时，能够吸取经验教训，起到帮助作用。通过 保

持详细记录，写下进入一项交易的原因，您可以更快速的学习和提高。

虽然这会占用一些额外的时间，但这一训练将帮助您提高交易水平。 

您需要了解您在一天、一周或一月中是领先于还是落后于您的目标。

将这些 记录存放在您可随时参考的地方，并对其负责。我们都知道，

反思之前的交易能让您从中学到许多，在您拥有一个月的日内交易经

验后，花点时间评估您的绩效。看看自己的交易，然后问自己这个问

题：“如 果我可以重新交易，那么我还是这么做吗？” 从长远看来，这

将有助于您不断提高水平，成为更成功的交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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