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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策略：制定交易计划 

良好的交易计划需要不断发展和变
化
开始投资时，交易计划有助于记录交易的各个方面。根据交易计划评审

及评估结果，您将能够确定投资策略的缺点。您可以使用该信息确定能

够加以改善的领域，并帮助您严控风险。 

轧平头寸时，您应尽量评审结果，这将使您能够跟踪投资绩效，识别形

态及相应调整策略。您应保留该信息，这样未来希望再次投资于同款产

品时，可再次对其进行评审。

证明交易计划的合理性
较有经验的投资者在每次交易前，总会完成准备阶段的工作。对于希望

更专注于其投资的投资者，以下是制定详细交易计划的要素。建立头寸

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该列表并不详尽，但可为您提供制定投资策略

交易？交易？

产品？ 产品？

价价

？ ？

突信号？ 突信号？

点？ 点？

性？ 性？

是是

交易？ 交易？

这是对赞成及反对该交易的主要观点的概述。每个头寸均有积极与消极

的方面，重要的是对自己诚实，将这些方面记录下来。

只有完成剩余的交易计划后，才能完成本部分内容。这将是对该问题的

最终评审，将决定是否进行该交易。

什么基本面目前正影响该金融产品？

即使您是技术分析师，基本面信息对您的决定也有一定影响。最好记录

您认为是最重要的最新动态。为何不观察之前的基本面及评审它们对产

品价格的影响，以更好了解最近发布的产品？

在投资期限内是否有未来的基本面风险—有哪些风险， 
何时出现？

若您在进行股票交易，您应该了解任何潜在的末期、中期或季度业

绩，交易数据公布，年度股东大会及除息日等。大多数公司在公布财

务数据前会发布通知，但一些消息会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发布。

同样重要的是了解一些全球待发的最重要的经济数据，包括通胀数据、

利率及非农就业人数与就业率数据等。这些经济数据的公布可能对目前

的未平仓头寸产生巨大影响，最好在消息发布前予以了解。若发布的重

要数据完全与您的观点背道而驰，并且市场朝着对您非常不利的方向运

动，那么您需要制定另一个计划。

最近的支撑位及阻力位是多少？此支撑位及阻力位与您
建议的入市价位比较有何改变？

大多数投资者选择等到交易价格运动到最近的显著支撑位或阻力位

（显著的高位或低位）附近或突破这两个价位，从而获得最佳的风

险回报率（投资与潜在回报的比率）。 

交易价格越远离这些潜在临界价位，潜在下行风险越大。

交易价格处在两个区间之间时较难处理。如果是这种情况，最好等待更

具战略意义的价位出现。换句话说，您可以减少头寸规模来予以抵消。 

您建议的止损位与初始目标价是多少？您使用的风险回
报率是多少？

最好确定上涨或下跌头寸的退出策略，不论是否对您有利。在没有适当

的风险管理的情况下投资是大有问题的，投资者可能面临不必要的、很

难证明其合理性的商业风险。 

许多投资者使用3:1的风险回报率。例如，每次交易的£1000风险资本

可能会要求£3000的潜在初始回报。可以使用止损位及套利订单设定适

当的风险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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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定止损位（通常与显著的支撑位或阻力位相差几个百分点）后，若希

望在将来变更止损位，必须十分谨慎。变更止损位可能令您的潜在亏

损增加。常见的错误是，头寸开始以不利的方向运动时，通过变更止损 

位限制亏损。 

您是否查看了常用的技术指标？是否有任何冲突信号？

建议收集进一步的技术证据，来支持您对该产品潜在移动方向的看法—

应记得查看是否有偏离（即技术指标的运动方向与价格的运动方向相

反）。

许多投资者在建立头寸前，喜欢查看21及55期简单移动平均线

（SMA）、相对强弱指标（RSI）、平滑异同移动平均线（MACD）及

慢随机指数（Slow Stochastic）。结合使用斐波纳奇回调线也有助于您

确定额外的潜在显著价位。 

拥有的技术证据越多，您对自己建立的头寸信心越大。冲突信号是商

业风险，会对头寸规模产生影响。 

是否有过去的历史数据可以支持您的观点？

统计数据可能对您的交易计划产生进一步的重大影响。寻找保持完整的

现有趋势或显著价位来支持您的观点。

例如，如果您正在观察欧元/美元的双重顶（经典的技术分析形态），

何不回到几年前，查看过去出现了多少次双重顶形态，以及导致趋势逆

转 的双重顶形态占多大比例？ 

您正在寻找能支持您的思维方式的证据。若缺乏证据，您应考虑减少

交易规模。

是否有任何相关因素，例如指数、美元汇价或大宗商品
焦点可能影响您的观点？？ 

如果您打算投资于英国的矿业股，您还应该观察UK100指数，了解其趋

势是否支持您对该股票的看法。显然， 大宗商品价格会对矿业股产生

影响，因此您也可以检验它们的趋势是否支持同一观点。下一步，由于

大部分大宗商品以美元计价，美元的强势会对大宗商品价格产生直接影

响，这是否会影响您的交易计划？ 

可能有负面的相关因素需要了解，例如西得克萨斯原油价格上涨可能对

航空股构成负面影响—您应该经常考虑外力因素。 

您有多大比例的总资本投资于该头寸？是否可以证明这
样做的合理性？？

将您的大部分资本放在任何一个头寸上，或投资于密切相关的多种产

品，从来就不是一个好办法—如果一个产品的价值降低，其他的都有

可能下降。 

风险资本占您的总资本的比例与您的交易计划的优势直接相关，但请记

住，不能保证市场会按人们所预期的运转。

此外要考虑不可预见的基本面事件。例如9/11恐怖袭击就是对市场产生

重大影响的不可预见事件。此类事件的发生很少会有先兆；想想您 会

作何反应。

您计划将多少资本作为该头寸的保证金，占您的总账户
余额的比例是多少？

大多数投资者尽量将不超过20%的总账户余额作为任何一个头寸的保

证金。随着交易的展开，投资者可能会停止使用这种谨慎的做法，而

动用保留的额外资本，用于其他投资机会。进行长期投资时，建议减

少融资及增加保证金（这可能有助于将融资成本维持于低位）。对于

短期交易，例如短于一周的交易，利用更大的融资可能有所帮助，因

为您有更多可动用资本来建立长期的高保证金头寸。 

总括上文：交易计划的一个示例
产品名称：US30 

日期：2/12/XX 

您为何要进行这项交易？在您整理好所有数据后，请记
得在最后完成本部分内容。。

似乎有支撑该指数的良好基本面（盈利强劲，非农就业数据非常利好，

失业率在下降），并且技术因素匹配（不错的上升趋势及良好的入市价

位）。似乎有可能实现较高的风险回报率，尽管只是略好。由于市场处

于超买，短期内可能会有一定的回落，但我对其他资本配置较满意。 

什么基本面目前正影响该产品？

今日公布的非农就业人数达12万，好于市场预期的8万，似乎表明美国

经济在复苏。   迄今，78%的公司报告的盈利高于预测值，两家主要公

司今日下午报告了重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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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资期限内是否有未来的基本面风险？有哪些风险，
何时出现？ 

其他6家主要公司下周发布盈利数据，其中3家于下周五发布。预计这

些公司发布的数据好于分析师的预期。美国贸易差额数据将于周三发

布，预计将有一些该进。 

最近的支撑位及阻力位是多少？ 此支撑位及阻力位与您
建议的入市价位比较有何改变？ 

支撑位、阻力位、入市价位分别为12900.00、13321.00及12970.00，

做多。

您建议的止损位与初始目标价是多少？ 您使用的风险回
报率是多少？ 

止损位及目标价分别为12850.00及13320.00，使用2.7:1的风险回报率。

是否查看了常用的技术指标？是否有任何冲 突信号？

55期简单移动平均线似乎提供支撑。由于US30呈现波动趋势，因此我

使用平滑异同移动平均线，几乎能够给出看涨交叉信号。使用斐波纳奇

回调线时，阻力位的波动上限似乎为38.2%。相对强弱指标及慢随机指

数均处在区间中部，但实际上，升市或跌市时不常使用这两个指标。

是否有过去的历史数据可以支持您的观点？

US30具有跟随明显趋势的历史（平均长度为5个月）。上升趋势目前已

持续3个月，过去6个月中，US30已反弹出55期移动平均线6次。

是否有任何相关因素，例如指数、美元汇价或大宗商品
焦点可能影响您的观点？？ 

大多数全球指标的运动方向跟我的趋势方向相同。随着投资者寻求更高

回报，远离避险产品，黄金价格正在下跌。美国原油价格上涨，表明全

球经济在复苏。 

您的总交易账户余额中有多大比例投资于该交易？是否
可以证明这样做的合理性？？ 

在该交易中，若我止损离场，我只亏损5%的总交易资本。我对这一亏

损额感到满意。 

您计划将多少资本作为该头寸的保证金，占您的总账户

余额的比例是多少？

我计划将可用余额的20%作为我的头寸的保证金，因此我依然有额外资

金，可以用于其他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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