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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布林线？
如果要观察您在交易的任何金融产品的价格波动，那么对比当前价格与

平均价格是非常有用的。 

移动平均值是用以这种对比的常用指标，因为它显示金融产品在近期交

易条件下的平均价值。当价格高于移动平均值时，这可能是涨情。相反

则可能是跌情。但是如果价格大幅高于或低于移动平均值，那么该怎么

看待？是不是当前价格相比移动平均值过高或过低，导致您无法判断是

涨势或是跌势？这时候您可能想要进行反向操作！

布林线可用于进一步评估近期的交易活动，其中非常重要的统计指标工

具是标准差。实际上，标准差提供了一个价值区间，在这个区间内，

价格很可能不会突破。更简单的一个表述是，如果价格突破标准差形成

的区间，那么就要引起您的注意了。我们将在下文更深入地讨论这个主

题，目前的主要问题是认识到布林线形成的区间对于了解价格与其平均

值的偏离程度是非常有用的，进而帮助您采取相应行动。

但是在深入讨论前，我们首先需要进一步讨论标准差，帮助您了解在运

用布林线时标准差的真正含义。

在图1中，您会看到一个分布曲线或钟形曲线。它反映的是，基于所记录的观察值（比如过去20天的指数价格），95%的价格处于移动平均值

±2的标准差之内。 

图1 两个标准差覆盖了95%的预期分布。 

利用布林线来管理市场波动利用布林线来管理市场波动
作为交易者，您需要很好地了解市场波动的性质及其对您仓位的影响。最受交易者欢迎、最可靠的工具之一是布林
线，这是约翰·布林（John Bollinger）在20世纪80年代开发的。

本文将帮助您了解这个对所有交易者来说都非常重要的工具。了解如何将约翰•布林描述的方法之一用于实践以及布
林线的局限性和其真正代表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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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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曲线有什么作用？分布曲线具有实际重要性，因为布林线与移动

平均值的距离是±2个标准差。因此，如果您不了解标准差的相关性是

什么，那么就无法解读布林线。现在要考虑的主要因素是：布林线 区

间应当包含了绝大部分的交易活动。因此，突破布林线在统计上是 非

常重大的事件。在本指南中，我们将讨论出现这种情况时您可以做些

什么。 

对于这一信息，交易者的理解方式多种多样。我们来看看约翰·布林先

生自己支持的一种理解方式。

您可能认为按照固定比例值设定价格区间能有效覆盖绝大部分的价格

波动。这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它缺少布林线所拥有的一个关键性优

势：由于布林线以标准差为基础，因此将根据近期价格所表现出的波

动水平围绕移动平均值拉宽和收窄。这意味着近期的价格波动性越

低，布 林线就越窄。近期波动性越高，布林线覆盖的区间就越宽。

只需看看 布林线，我们就有可能完全了解您正在考虑的金融产品近

期的交易 状况。

如何运用布林线进行交易

既然我们已经了解了标准差的组成部分，现在可以去了解布林线本身以

及如何将布林线运用于您的交易。

图2是一个典型的布林线图表。

布林线由三根围绕价格波动的曲线表示。中轨是20期移动平均值，这

是中轨的默认值。上轨是移动平均值加两个标准差，而下轨是移动平均

值减2个标准差。您会看到上轨和下轨之间的地带在大多数时间覆盖了

价格波动。对于运用布林线进行交易的交易者而言，最感兴趣的时机是

价格突破布林线的时候，因为这在统计上是重大的事件。当布林线发生

变化时，您的回应一定要进行相应调整。

图2 布林线根据变化的市场条件调整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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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价格突破布林线是重大的统计事件。 

图3更深入地展现了图2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您会看到，当价格开始

快速波动时，它跳出了布林线的界限。布林线的方向和宽度也据此快

速调整。

一般而言，当金融产品波动加剧，则布林线的区间加宽。这是因为标准

差的值增加了。当价格持续向一个方向前进时，那么移动平均值会逐

渐调整，朝着同样的方向前进。因此，价格通常不会长期处于布林线之

外，因为布林线会做出调整，使价格处于其区间内。 

W形

在本指南中，我们主要讨论布林线的一种使用方法。然而，为了更好地

阐述布林线的作用，我们需要阐述另一种方法的基本运用，这种方法可

用于布林线被突破的时候。Kirkpatrick和Dahlquist写的《技术分析》是

关于布林线的书籍之一， 作者使用以下段落展开讨论：

  根据追随趋势的基本理念，布林线及其区间用于释放信号，显示趋势变化已经

出现，也可用于减少窄幅交易区间中出现的洗盘。当观察图中的布林线区间或

布林线时，我们可能会认为最佳的利用方式是从其中的上轨到下轨进行交易，

然后调转回去。然而与其他矩形模式的策略一样，运用布林线交易也是有困难

的。首先从定义上看，除了固定的区间外，布林线会在横盘走向、低成交量走

势时收窄，交易者难以找到有交易成本效益的获利机会。其次，当价格突然朝

着一个新的趋势前进时，它通常会根据趋势方向与布林线保持近距离，因此会

释放许多错误的退出信号。第三，当布林线加宽时，代表波动性已增加，通常

是因为在新趋势初期，之前因期待低波动率而建立的仓位会快速止损退出。

在这种情况下，其他数据指标会显示您的金融产品出现超买或超卖，

您不能以同样的方法来运用布林线。这些布林线表示新趋势可能在何

时形成，因此通常您应当避免根据价格最初突破方向的相反方向进

行 交易（无论是突破上轨或下轨）。一些交易者会关注这种突破型交

易，在价格上破时做多或做空，在价格下破时做空。在价格接近两个

标准差直线间的移动平均线远端之前，维持当前仓位。

我们希望讨论的主要布林线交易法是约翰•布林在2002年的《布林论布 

林线》一书中描述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您希望看到的形状称为W

形。布林在书中描述了多个不同的W形变形形态，但是我们选择总体 

讨论W形。W形这个名称就可以让我们了解这种价格形态的形状：W。

但是 您要考虑的是如何把这种形态与布林线相结合。

十月 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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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交易形态的初期 

与许多形态一样，W形也可用于做多和做空交易。以下的所有例子都是

反之亦然，您可在相反的最初形态中进行相反的交易，具体取决于您最

初看到的是涨势还是跌势。

在第一个例子中，我们先不显示布林线，这样您就能了解要观察的基本 

形态是明显的涨势还是跌势。图4显示的是跌势。

图5中，箭头指示的点是第一个低点。此处的重要信息是，W形中

第一个低谷中的低点处于布林线区间外（这个点也可以与布林线重

合）。正如上文讨论的，这是一个重大事件，因为大部分的价格行

为都处于两个标准差区间之内。您可以看到第二个低谷处于布林线

区间内。布林线显示的信息是，第一个低谷与移动平均值存在高统

图4中的圆圈部分突出显示了W形态。在这个趋势中，首先是探底，之

后是短期反弹，接着是重新探底，这就构成了我们讨论的这个形态。右

边的低点可以高于、等于或低于先前的低点。在下一张图中，我们会看

到同样的形态，但是会加入布林线图，因为这样我们能衡量价格走势的

极端程度。

计方差，而第二个低谷（处于布林线区间内）不存在。对于只关注

价格的交易者而言，市场此时仍然疲弱无力。然而，运用布林线的

交易者获得了一个信号：当前趋势正失去势头。势头的改变通常在

趋势的改变之前发生，如果运用得当，可作为一个有用的工具，用

于在早期发现新的趋势。

图5 将形态与布林线一起显示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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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第二个低谷的形成是关键信号。 

一旦形态中出现第二个低谷（见图6），那么您可以入场建仓。当金融

产品的交易价格高于最低点所在蜡烛的最高点（即低谷中的最低点），

图7用实例显示了可能触发做空机会的一个交易。这个是M形形态。交

易者无需寻找完美的M形态。两个峰值可以是高低相错的，第二个峰值

可以小幅高于或低于第一个峰值。要注意的是，第一个峰值价格已经跳

那么这表示低谷已经形成。这时，您应当等待当前交易价格的形态在此

位置固定后，再确认W形态的形成，之后再进场交易。

出了布林线区间，第二个仍然在区间内。这表明平均值的偏差减弱，尽

管第二个峰值显然高于第一个。

对于广泛市场和时间段而言，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交易形态。

图7 这个形态的逆转是很好的做空机会。 

七月 八月 九月

买入 

W形的第二个低谷。请注意，蜡烛线低点位
于布林线下轨上方，被两个相对较高的低点
点位包围。 

4月30日 5月7日 5月14日 5月21日 5月28日 6月4日 6月11日 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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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在观察到逆转形态出现时的第一个位置，下达止损单。 

在图8的例子中，您的第一个止损点位应当高于M形中第二个峰值。

理由很简单：如果价格突破峰值，这个形态就不复存在，那么您就没

有理由保持交易。一些交易者可能允许价格略高于峰值，以避免由于

虚假的阻力位突破而退出交易。当价格持续朝着对您有利的方向前进

时，您可能会下调止损点位，借机锁定任何潜在的盈利。您在图中可

以看到，其中一种方式是将止损单设置在高于下行趋势中形成的每个

新修正性峰值的上方。 

结论

•  现在，您应该能理解标准差的含义，以及如何在布林线中运用标准

差。

•  您应该能寻找交易形态，能确定什么形态合适，什么不合适。

•  您应该能通过运用合理的止损策略有效管理您的风险。 

布林线和止损订单 

在任何交易中，您都应该清楚了解要在哪个点位设定止损订单。对于没

有制定风险管理策略的交易者而言，在交易时会很紧张。理性的交易者

会在交易前知道自己的止损点位，并且清楚自己承担的风险有多大，而

不是临时制定策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进入交易

第1个止损点位

第2个止损点位

最后的止损点位 

退出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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