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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标

明确趋势是任何交易计划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投资者力图通过各种投资策略从升市或跌市中获利。我 
们的设想是，在新趋势开始时进入市场，然后持有头寸，直到有迹象显示该趋势即将结束。

技术分析师使用一套工具帮助他们进行这一过程的分析。一些工具可用于了解目前的趋势，其他工具则可以
帮助确定目前的趋势是否会发生变化。这些工具包括价格形态，以及指标与研究。不过，为了有效使用这些 
工具，首先要了解什么是趋势。

趋势到底是什么？
简单来说，趋势就是价格变动的大方向。技术分析采用更严格的定义。只需回顾历史价格，就可以轻松看出价格的大方向，但要了解其对当前市

场状况的影响并非易事。。使用严格的定义对此有所帮助。

上升趋势 

上升趋势在价格伴随一系列较高的高位（或峰值）及较高的低位（或谷值 ）时出现。有关理论解释，请参见图1.1。若价格相对于上升趋势下

跌，并维持在比之前下跌时更高的水平，则视为完整的上升趋势。

图1.3显示了这种情况的实例，其中上升趋势呈现出较高的高位及较高的低位的稳定演变。在图表的结尾，可以在技术上得出结论：该上升趋势

是完整的。

下降趋势 

下降趋势在价格伴随一系列较低的高位（或峰值）及较低的低位（或谷值）时出现。有关理论解释，请参见图1.2。若价格相对于当时的下降趋

势反弹（上涨），并维持在比之前上涨时更低的水平，则视为完整的下降趋势，如图1.2所示。 

图1.4中的图表依次显示了跌市及升市。趋势并非永恒不变，若市场价格走势表明趋势在变化，则必须使用不同的方法。

图1.2 —下降趋势中的峰值及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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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 —上升趋势中的峰值及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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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下降趋势中的峰值及谷值 

支撑位及阻力位 
趋势线的谷值及峰值亦分别称为支撑位及阻力位。确定这些价位是技术分析中最重要的技巧之一。

顾名思义，支撑位是指在该图表上低于当前市价的一个价格水平或区域。在当前市价下，买盘兴趣足够强劲，可以克服沽压。因此，价格停止下

跌，再次回升。 

阻力位与支撑位正好相反。阻力位是指高于当前市价的一个价格水平或区域。在当前市价下，沽压可能压倒买压，导致价格相对于上升趋势回

落。需要强调的是，现有的前期高位不意味着随后反弹一定会精确落在该高位或以下，在一般区域会期望遇到一些阻力。

寻找支撑位及阻力位的实际规则

寻找支撑位及阻力位时，需要确定哪些临界价格对趋势（或区间）起决定作用，并且比其他价格更重要。我们采用适当的指南及规则确定价位的

合理性及强劲程度，不论其是支撑位或阻力位。包括：

—若一个价位或附近被“试探”（交易）数次，市场参与者很容易记住该价位。例如，交易者可能不会逢低或逢低谷卖出，如果过去经验

做不明智的话。

根据上述观点，若在特定价位或附近的成交量很大，市场参与者往往也会考虑并注意到这点。

易易—以特定价位交易的时间距离现在越近，该价位与市价分析的相关性越大。

于更多心理方面的原因，交易者(及一般大众)往往记住“整数”。

支撑位及阻力位的一些示例如图2.3所示。

图1.4 —下降趋势出现逆转，然后呈现持续上升趋势 

图2.2 —下降趋势中的支撑位及阻力位 

图1.3 —上升趋势 

图2.1 —上升趋势中的支撑位及阻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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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支撑位及阻力位的交易策略

支撑位及阻力位的最佳用途之一是结合有效的风险管理策略建立及退出头寸。

一些实际用途包括：

• •  获利了结。获利了结。这是投资者的头寸获利了结的价格。也就是说，随着价格接近支撑位（从上方），卖空者的头寸获利了结。相反，随着价

格接近阻力位（从下方），买多者可以获利了结。

• • 新头寸。新头寸。在价格接近支撑位时，技术型投资者通常在确定的支撑位附近及上方提交限价买单，在阻力位附

交限价卖单。

• •  在一个价位被突破时建立新头寸。在一个价位被突破时建立新头寸。若根据技术分析，价格将达到下一个（较低）支撑位，则支撑位被突破时，投资者可能建立空头头

寸。相反，若市场预期价格将移动到下一个（较高）阻力位（如有），则阻力位被突破时，投资者可能补仓。

• • 定。定。价位突破亦可用于限制亏损。与其抓住支撑位及阻力位被突破的机会建立新头寸，不如使用止损位将亏损最小化。应立

损头寸。这样做的时机是支撑位及阻力位被突破时。

支撑位及阻力位被突破后，将互换角色。这是确定支撑位及阻力位的主要方面：一个价位（不论是支撑位或阻力位）被突破时，该价位的技术特

性将与之前相反。也就是说，被突破的支撑位现在成为阻力位，被突破的阻力位现在成为支撑位。这可从图2.4中看出。

图2.3 —支撑位及阻力位 

图2.4 —阻力位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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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位区间技术分析
最有用的技术形态之一是横盘趋势，或价位区间。横盘趋势允许遵循简单的机械性策略，详情如下。 

第一步是确定约束目前及最近观察的价格走势的支撑位及阻力位。

然后，理论上应分别在支撑位附近及上方，以及阻力位附近及略低于阻力位的价格，相应提交买单和卖单。 

然后，审慎的做法是对买单（或卖单）进行止损（即退出订单）。

举个例子： 

交易计划的基本示例，设定风险上限（即下单时与退出时之间的价格差额），从而获得预期回报。在该计划中，可采用两种潜在方案。

若使用图3.2所述的交易计划，并且建立了卖出头寸，则会发生两个事件之一。图3.3及3.4概述了这两个事件。 

图3.3显示了理想的方案。 在区间上限，高位及阻力位附近建立空头（卖出）头寸，止损位在阻力位的另一侧。 

从卖出的角度看，价格回落至区间下限，触发套利订单（支撑位附近），并且该头寸获利退出。

图3.4显示了需要避免但必须为之做准备的方案。在区间上限，高位及阻力位附近建立空头（卖出）头寸，止损位在阻力位的另一侧。从卖出的

角度看，价格回升至区间上限，并突破该上限，而非下跌。在此情况下，价格突破及触发止损位。因此，该头寸亏损退出。

附注附注：请注意，这是对潜在交易计划进行的非常基本的概述。您应在这一领域不断学习及实践。

图3.2 —支撑位及阻力位 

图3.4 —若已卖空，而价格上涨，会发生什么？ 图3.3 —若已卖空，而价格下跌，会发生什么？ 

图3.1 —一般“区间”价格形态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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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交易计划的一个理论示例，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

1) 确定支撑位及阻力位；

2) 根据第1)点建立买盘及卖盘；以及

3) 采取止损措施，以限制风险及保障业绩。 

以下是图3.3及3.4所示的方法用于实际（过去的）交易计划及市场。 

制定交易计划，示例： 

在该示例中，支撑位被突破，价格下跌至较低的水平。随着时间推移，价格回升至刚好低于旧的支撑位的水平。目前预计该支撑位会发生逆转，

成为阻力位。 

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在略低于阻力位的价格卖空，止损位在阻力位的另一侧，预计价格将下跌。第二个选择是，观察是否有技术突破

（价格突破阻力位），可在略 高于阻力位的价格建立买盘，并使止损位略低于旧的阻力位（现在预计该阻力位将成为支撑位）。

需要关注的一些额外的主要形态

图3.6的形态称为“双重顶”。这是一种震荡形态，首先是两次不同的阻力位试探，随后是价格回落至指定区间的支撑位，然后被突破。需要注意的

是，该形态的名称并没有如下事实重要：确定的关键价位（在此情况下是支撑位）被下调或被突破。 

下文阐述了此类形态。例如，若首先是三次不同的价位上限（或阻力位）试探，随后是价格下跌，实际上突破了区间的支撑位，则称为“三重顶”

。 

图3.5 —第一种选择：在价位被突破后卖空，止损位略高于旧的支撑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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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双重顶 

支撑位或阻力位被突破后，可“确定”是哪种形态。否则这仅是可能或临时的形态。

图3.7 —双重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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