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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前言 

您好，我是 Pro-indicator 的中文板块的管理员冰可乐。感谢您对 Pro-indicator的支持。 

进一步介绍 Pro-indicator 社群前，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三年前，我在朋友的推荐下，我

购买了比特币，但是我对交易完全不懂。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 YouTube上发现了 Phil的教

学视频。看了几个 Phil的教学视频后，我决定跟他学习，因为我感觉他和其他的老师非常不

一样。其他的老师总是会展示他今天赚了多少钱、买了什么豪车，穿着新买的奢侈品。而

Phil 说的最多的就是市场很危险，不要做蠢事。“Do not do fucking stupid things” 

能够认识 Phil是我的幸运。他引导我走上了一条正确的学习道路，一条艰难但是回报丰厚的

路。虽然，有 Phil 的指标和教育内容帮助，但我并没有魔法般短时间内就掌握交易的窍门快

速盈利。我花了半年的时间学习 Phil 的指标和教学内容，又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开发一套适合

我自己的交易策略。今年是我交易的第三个年，我已经能够在市场上稳定盈利。为了表达对

Phil 的感谢，我有幸成为了 Phil的团队一员，来帮助他构建 Pro-indicator 中文社区，帮助

中文粉丝学习交易之道。 

Phil 提供两种服务，付费指标和免费教育内容。指标虽然是付费的，但是绝对不是你所理解

的那种简单的买入/卖出指标。市场上有大量的公开指标和收费指标。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

你，Phil提供的指标和他们不一样。Phil 的指标更像是一个能应对复杂市场噪音的过滤器，

帮你过滤掉 80%的无效市场波动，让你能够抓住真正有价值的交易机会。 

所有的教育内容都会发布在 Youtube，并且是免费的。Phil每天早上会发布市场分析视频，分

析标的包含美股、外汇和数字货币，帮助你快速了解市场动向。同时，在 Discord 群组里, 

Phil 还会定期做教学直播，回答粉丝问题。我强烈推荐你参与直播，问问题。 

最后，再次欢迎你加入 Pro-indicator社群。希望你尊重网友，理性发言。让我们一期让

Pro-indicator变得更好。 

冰可乐 

05/07/2021 

 

 

 

 

 

 

 

 

 



序言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想先做一个小小的介绍。感谢您对我的工具感兴趣，接着我将介绍一下这

个疯狂的 PRO 指标项目是什么，然后会讨论如何学习交易投机！ 

老实说，目前许多人对金融世界越来越感兴趣，并且各种各样的原因促使他们进行金融投机，

但是这是一条非常棘手的道路，人们通常会因为同样的错误而失败！直接面对围绕市场的永久

性怀疑是你将与你最大的敌人——你自己做的战斗。 

试图了解市场可能是最常见的错误。面对市场的不确定性，你可能会尽可能地通过让混乱变得

有意义，来与这种感觉作斗争(我知道，因为很明显，我和其他人一样也是受害者)。交易不是

理解混乱，而是接受混乱...这需要时间，无谓地反抗只会浪费时间。 

除了创伤性压力之外，心理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是人类可能面临的最常见的压力。 

这意味着，即使你的生活一切顺利，市场的不确定性仍将是非理性压力的来

源。原因很简单，你正在尝试着把你的收入(你生活的主要支柱之一)建立在

市场波动上，而市场是纯粹的混乱。谁会疯狂到选择一种永远充满不确定和

压力的生活？就像我说的，这些都不是真的，这是一种可以解决的非理性压

力,如果你只是简单地接受，不是尝试着与你无法控制的市场进行斗争，那么

这就是一种可以解决的非理性压力。我记得几年前的自己就像你现在一样，

认为交易者应该是“了解”市场的人…我想立刻摧毁你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你既不能控制也

不能预测市场！当你真正明白这一点时，你反而变得能更加自如应对市场。 

我之所以用这个作为这本手册的开始，是因为你需要理解，交易除了技术部分，还有心理部分

。当然，这是最难的事情之一，因为塑造你的交易心理需要几年时间，仓促行事是没有价值的

。 

这本手册会详尽解释关于交易技术部分的问题，而交易心理部分的将通过 YouTube 频道上的教

育节目提供。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想提醒你另外一个很浪费时间的行为。寻找完美的系统，完美的策略，

完美的指标...(我经历过，这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如果你走上这条路，也会浪费很多时间……) 

指标仅仅是一个配合策略的工具。就像医生做手术用的工具一样。手术刀是连接医生和病人

的工具，在交易中指标将是市场和你策略的纽带。浪费时间寻找最好但却不会用的手术刀是

愚蠢的，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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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策略基础 

引言 

策略交易与“直觉交易”完全相反。策略是让你对抗永久不确定性的东西。这意味着你可以在

晚上睡觉的同时,接受行情一切皆有可能的事实。在混乱的二级市场你唯一能依赖的是统计数

据。因为即使混乱也会有规律，识别它们会给你提供一个很小的统计优势，来让你把交易和赌

博区分开来。赌徒是拥抱混乱的人，交易者是在混乱中成功的人，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在统计学中，期望有点像掷骰子....从数学的角度来看，它可以落在任何一边，但是理论上，

它可以连续无数次落在同一边。然而，在现实中，如果你扔了很多次，它必然将或多或少地落

在每个面!我知道这听起来多么小的慰藉！但这就是你睡觉时要想的全部。任何一笔交易都可

能是混乱的，但成百上千次的交易是有迹可循的。 

如果你对概率没有概念，请移步 Youtube 观看李永乐老师 “输了就加倍下注，能赚钱吗？股

票下跌就补仓？李永乐老师讲赌徒谬误” 

简单来说好的策略就是通过统计优势使收益最大化，仅此而已！就

像投骰子总是随机地落在一面一样，市场可能随时改变方向。但从

长远来看，那些管理风险的人将有“相对多”的机会能赚得比他们

失去的更多！因此，任何不针对这一目标的策略都是另一种妄想，

试图将市场“概念化”，往往只是在浪费时间。 

没错...因为有多少交易者就有多少策略！有些是浪费时间，而有些

是值得的。所以让我们回答正确的问题:风险管理真正意味着什么

？风险管理只是通过统计优势使收益最大化。 

这实际上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定义了走向某一方或另一方的几率。如果骰子得到 6 的数学概率

总是一样的(1/6)。实际上，在掷了 10 次 6 之后，你再掷出一个 6 的可能性会稍微小一些……

只有非常小的概率。就像投掷 100 次而没有掷出 6，概率会稍微增加!为什么呢？简单地说，

我们掷骰子次数越多，最终的结果会“均值回归” 

策略的主要目标是帮助做出合理的决定，尽可能避免陷入混乱。在我们的 6 面骰子实验中，统

计分布是简单的，但是当要把它应用到市场上时，这就有点棘手了！理论上市场可以随时改变

方向。当一个过程看起来太复杂时，通常有必要将其分解成更小段，逐个解决。为了过滤/识

别市场的无效波动，我们将采取以下步骤: 

1. 确定有效价格波动区间 
这听起来可能违背直觉，但事实上 80%的价格波动都是无效的...观察并交易它们都是非

常愚蠢的决定。过滤掉无效波动区间对于减少统计分布是必要的。 

2. 等待指标信号 
指标筛选出的有效价格波动区间称之为值得交易的区域。有了值得值得交易的区域，



我们还需要等待技术信号。技术信号帮我们筛选更加值得交易的区域，换句话说，进

一步降低了交易者的风险。 

3. 定义适当的“资金管理” 
资金管理是指仓位与风险相匹配。指标不仅可以帮你理性判断价格走势，同时指标还

提供不同级别有效性的信号，而信号有效性越强，交易胜算就越大。 

4. 持仓风险管理 
会开单不等于就是一个交易员。你必须学会如何管理持仓，也就是说当你开单了，你

必须重复第 1 步和第 2 步，并确定在什么情况下有必要获利止盈(部分或全部)，或简单

调整止损。 

 

我们将深入研究以上每一个“步骤”，因为它们是构成策略的组成部分

。你必须学习它的本质，并最终根据你的个人经验来加以应用。你需要

记住关键的一点我们只是要利用统计来平衡风险和优化长期收益。混乱

只存在于一笔交易中，但不存在于一百笔交易中。 

 

 

第 2章价格噪音过滤 

引言 

 

价格噪音过滤是交易中必不可少的一步。优秀的统计学家都会告诉你在处理任何类型的数据之

前，总是有必要从过滤，限制“噪音”开始。 

正如我刚才所说，超过 80%的价格走势在统计意义上是“不可靠”的。我想警告你:跳过这一

步，只观察指标信号 (下一步)的人将会爆仓，因为你不在具有统计优势。一步登天是行不通

的！  

 

1. Pro 专家框架（PRO FRAMEWORK） 

 

噪音过滤将通过一个我研发的图形/形态分析指标工具来完成。这意味着指标会引导你，帮你

建立噪音价格过滤思路。让我们从分析这个指标的组成部分开始，然后我们将讨论“如何”使

用。你可能会觉得组成部分太多。不要担心，它不是那么复杂，大多数情况下你会学会的! 



a. 环境通道（CONTEXT CHANNEL） 

 

市场环境通道是最重要的。第一个策略的基本规则:只在

环境通道中交易。你必须把市场想象成多层时间框

架:m1-m2-m5-m15-m30-H1-H2-H4-H8-D1-W1-M1. 

*M=分钟、H=小时、D=天、W=周、M=月 

环境通道由灰色条框的“压力环境通道”和“支撑环境通道”

组成，而上下环境通道中间区域的价格是没有吸引力的

，因为压力环境和支撑势均力敌。当价格接触到其中一

个环境通道就意味着价格平衡正在转移。在压力环境通

道里，多方不再买入，卖方则在寻找潜在的卖出机会。

如果价格突破环境通道意味着更大程度地改变了多空平

衡，增加了整体行情走势改变的可能性。 

如果你明白以上的解释，环境通道将让你快速知道一个特定的时间框架是否提供了有吸引力的

价格走势（值得交易的机会）！如果价格不在环境通道之内或越过了环境通道...那么这个时间

窗口就不适合交易...换下一个时间窗口！你可以随时切换时间窗口寻找更具有统计优势的时间

窗口。时间窗口越短，信号就越强烈。剧烈波动意味着你将承担更多的风险，但你也将得到一

个更好的入场价格。这两种选择的平衡将取决于你的交易策略。稍后我们会更具体聊聊! 

 

b. 趋势通道（TREND CHANNEL） 

 

趋势通道只在特定的行情下有用。它用于识别环境

通道、验证市场是否处于趋势行情。或者说《50% 

Trend》趋势通道的中线比趋势压力通道和趋势支撑

通道更加有用。这条线是策略的第二个基本规则: 

永远不再 50%线以下卖出 

同样的，我们永远不再 50%线以上买入！尊重这条

规则能更准确地过滤价格噪音，获得更好的买入，

卖出位置。 

如果看不起图片，放大 PDF！ 



 

c. 《价格 ok》提醒（PRICE OK） 

 

价格 OK 标签是策略的另一种展现形式，表明价格是

否在值得做交易的区域附近。请记住，只要这个信号

没有出现，就不要再费心看了！关注别的时间窗口！ 

 

 

d.  斐波那契回撤（FIBONACCI 

RETRACEMENT） 
 

尽管在趋势行情的结构中毫无用处，但它

在投机/波段交易中是绝对必要工具。具体

之后的章节详细阐述。 

 

 

 

 

e. 突破（Breakout） 
 

标准突破（Standard Breakout）也是策略

的环境一环，图表中用×表示。它们被

用于准确计算目标价格的风险管理。有

三种突破，每种都有不同的含义。“标

准突破”让值得交易的区间更值得关注

。但是，只有出现在环境通道里或超越

环境通道的标准突破信号才值得关注。

最后请注意，40 到 50 根蜡烛后的标准突

破信号不再有效 

钻石信号（TRENDING RANGE）代表“趋

势震荡行情”(震荡行情孕育趋势行情，

我们稍后会给出更多细节)。这些信号不

是用来交易的，它们只是用来识别“趋

势震荡行情”。当此反转目标信号低于

当前价格出现增加了出现震荡下跌的几



率，而高于这个价格的反转目标则相反。 

震荡区间突破（RANGE BREAKOUT）是市场活跃的标志（噪音很多），震荡行情正在形成。如

果价格在震荡区间快速上下波动并出现 2 个与价格相反方向的震荡区间突破信号，则表明震荡

行情接近尾声。 

 
注:最近的更新引入了“趋势突破”信号(图表上的灰色三角形)。我还在测试这个功能，要想使他们合适，将需要几个月的优化；) 

 

f. 确认三角形 
 

确认三角形是算法在验证潜在“值得交

易”区域是否成立，信号出现在《价格

ok》提醒之后。这绝对不是独立的交易信

号，我们将在后面讨论。实际上，这个信

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警告，这也将在后面

更详细地解释。 

如果你觉得你在现在一脸懵逼，这是完全

正常的。我们必须首先制定基本规则，然

后在此基础上再接再厉。之后你就您应该

会明白您为什么必须首先学习这些。 

2. 确认市场环境 
 

交易策略最常见的错误之一是缺乏适应性。市场有点像一只卑鄙的野兽，竭尽全力隐藏自己留

下的足迹。为了避免这一常见错误并正确过滤价格，我们首先需要考虑我们面临的是哪种“价

格结构”。是市场噪音很大的静态镜头(震荡)，还是线性结构(趋势)，还是抛物线结构(膨胀/泡

沫)？对于每个结构，将应用不同的过滤价格方法。为了定义我们所关注的“价格结构”，我

们将使用 PRO 专家框架(PRO FRAMEWORK)指标来判断市场环境。依靠指标帮助你做出决定，

避免个人偏见。 

a. 震荡区间 

 

我们从人们最讨厌的开始，而这个碰巧也是最容易处理的市场结构之一，至少按照我的策略是

这样的。(等等，你一定是在开玩笑，震荡区间简单吗？)实际上，我的策略是基于一个非常简

单的观察，“震荡区间”是一个不可预测的结构，其大部分运动都是市场噪音。我们的目标是

使用我们的统计优势来消除噪音。  

为了筛选噪音价格，我们将简单地使用非常严格的过滤条件！不要忘记，当你“趋势”和“震

荡区间”之间徘徊的时候，选择“震荡区间”！ 

 

原因很简单，策略的“震荡区间”噪音价格过滤是最精确的，风险也是最好控制的。我们来仔

细讨论下噪音过滤规则: 



1. 我们总是等待最佳风险/回报比(最简单的方法是在至少接近或超过黄金分割 76.4%地方交

易)。这个过滤器将做大部分过滤工作，因为大多数情况，价格走势都会接近震荡区间

50%的地方。如果是趋势震荡行情，那么 61.8%黄金分割回撤位作为入场点，但前提是

震荡行情发生在趋势行情中，或者你之前有一个反转突破目标信号(钻石信号)。 

2. 我们总是等待价格突破环境通道 ( 当价格在环境通道里时可以做“趋势震荡行情”短线

，但是初学者在真正掌握策略之前不能交易这些信号。风险较高的信号以后再考虑)。

结合 1 和 2 两个规则，至少已经过滤掉 80%的价格噪音了！ 

3. 我们总是等待一个确认三角形再开仓(当然，你需要保证算法也提供一个交易信号!)。确

认三角形是为了确保该开仓的价格上会真的逆转 
*逆转在这里很有歧义，实际上是说价格正在按照确认三角形的方向走 

4. 当心三次行情通道回调/反弹后的趋势行情(当价格碰到行情通道且三次回调后，趋势突破

的风险/可能性会增加。因此，与其冒险逆趋势交易，不如在三次回调后，开始寻找早

期趋势结构入场，做趋势交易(我们将稍后看到)。 
*译者注：这里的三次回调是说价格在宽幅震荡碰到行情通道来回三次。 

 

NO 注:我们将区分 2 种震荡，“普通震荡”和“趋势震荡”，它们入场条件

略有不同。为了避免两者之间的任何混淆，初学者必须将所有“震荡”视

为普通震荡。有了更多的策略经验，你将能够使用“趋势震荡”。不要忘记

，在学习交易时，耐心是一种美德。 

 

 

 

 

 

 

让我们用第一个例子将“震荡区间”策略付诸实践。下午我圈出了所有价格突破“环境通道条

框”的地方: 



1-  (蓝色或红色阴影代表斐波那契回撤区域)圈 1 价格在“环境通道边框”之下，在蓝色区域之下，还有一个确认

三角形，价格运动一切正常。 

2- 圈 2 情况一样。市场短暂向下突破了“环境通道边框”(长阴影的蜡烛)，但这仍然在策略应用规则内。价格打

达了蓝色阴影下方且出现了一个确认三角形。 

3- 这个算是一次失败的第一条规则应用 (未到达黄金分割区域)。 

4- 价格还差一点到达红色黄金分割阴影，好在只差一点，算法还给出了一个确认三角形，算合格。 

5- 价格走势满足震荡区间噪音过滤的前三个规则 ，但是失败了(交易信号应引起谨慎！稍后解释)。 

6- 成功。 

7- 步骤 1 失败。 

8- 步骤 1 失败。 

9- 成功 

10- 步骤 1 失败。 

11- 步骤 1 失败。 

12- 成功 

13- 价格走势满足震荡区间噪音过滤的前三个规则，但我们必须停止交易，因为规则 4……(因为这是第四次价格在

环境通道边框反弹了，也就是说，震荡区间行情可能接近尾声，之后可能会出现趋势行情。 

总结一下吧！在这里，我们只用了 4 条规则就消除了所有的噪音，并分离出非常值得做交易的

价格区域。1、2、4、6、9、12 是合格能赚钱风险小入场点位。任何违反上述价格过滤规则都

会降低噪音价格过滤效果...震荡区间的大部分价格都是无意义的，这意味着做震荡区间的单子

需要很大的耐心…… 

*如果你没有看懂上图实例解析，请再次学习确认市场环境-震荡区间四个规则。 

b. 趋势 
 

我们将先尝试从非主观的角度定义什么是趋势市场。其次，趋势行情处于哪个阶段？（酝酿-

爆发-衰竭） 



让我们从一个基本规则开始:我们永远不会从牛市直接走向熊市。当我们开始交易时，我们通

常这样希望事情就能迅速发生。初学者倾向于认为市场正处于在从黑到白的转换中。在现实中

，价格总是会花很多时间在灰色地带（震荡）。让我们来看看价格形态的组成部分，它们可以

验证市场是否验证了某种趋势。 

 

1- 预测趋势的第一步从寻找一个“震荡区间”开始！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钻石信号，它告诉了我们这个震荡行情有

熊市突破的可能性。 

a. 如果你没看懂，请复习三种突破信号。 

2- 市场第一次试图突破“环境边框”，但失败了。但是触发了另一个震荡区间突破信号(方块)，这告诉我们市场

越发看跌，但仍然动力不足。此时做趋势单是不合适的，做短线投机可以 (小头寸规模)。 

3- 当价格在测试趋势通道时触发了看跌确认三角形信号，并且下方的量能指标也出现了看跌信号（红色 Bear）。

此时，我们可以说市场下跌的概率在增加，而这一段的震荡行情称之为单边行情之前的蓄势待发（



Accumulation）。当然，现在说市场会 100%走趋势下跌还太早，初级交易员必须要谨慎管理仓位，而激进的交

易员可以甚至可以加仓了 

4- 价格跌到趋势通道后，现在又回到了环境支撑通道。目前的市场下跌趋势还不够成熟，只有当价格先后突破趋

势通道和环境通道后我们才能说单边市场逻辑成立，会进一步下跌。通常这种情况下，我们会看到交易量激增

，有时，算法会在放量突破的那跟蜡烛上标识灰色箭头(您可以在这里看到一个，在 4 左边)。现在下跌行情确

认，交易者可以增加空头寸规模以从趋势中获利，止损点将被设置在开仓前高的位置或者下跌突破时的高点。

动量指标通常会触发一些超卖信号，但是它们在趋势中出现是绝对正常的，你不应该把它们当作看涨信号。它

们更像是熊市趋势的健康迹象。 

5- 价格又一次反弹到了趋势通道上边沿，算法给看跌确认三角形，而后继续顺势下跌。熊市完全控制了局面，这

种趋势只会继续下去。 

6- 只要价格不放缓，你只需要顺势而为。换句话说价格放缓的迹象是出现价格与动量背离-趋势的衰竭的迹象。我

在图表和量能指标标识出背离形态，突破策略交易者应该获利止盈，但趋势仍远未结束！建议交易者获利止盈(

至少 50%)，不推荐空仓全平。 

7- 第七点和第五点有些许差别，第七点的价格反弹更多，到了环境通道上半部分。下跌趋势仍在继续，但是量能

在减弱。我们称第七点反弹阶段为“反抽”。 

8- 行情出现转换苗头，多头开始占优，但仍然很弱。这时候，市场很可能出现最终一击的行情（Final Excess），

迅速下跌，然后快速反弹并开始震荡整理。在这个阶段，Pro 专家框架出现一些突破信号(十字和方块)是绝对正

常的，它们表明趋势量能衰竭，需要震荡整理。 

9- Pro 专家框架触发了一个反转看涨信号（钻石信号，和第一点一样），表明趋势下跌量能进一步衰竭，价格可

能会进一步突破至环境通道上半部分。 

如果这些让你觉得太复杂了，这是非常正常的。你在期待什么？如果这很容易，每个人都会这

么做！但是你会发现，通过一些练习，你完全可以自动反应够来目前行情在哪里。你以前在学

校学习的课程，比这要难得多，而你当时做到了!所以你现在没有理由恐慌!你可能一开始就忘

记了一些规则，而市场很可能会因此惩罚你，我们往往是在错误中成长起来的!所以当他们发

生的时候，不要责怪自己，这是不可避免的，你所要做的就是向前走，避免重复同样的错误! 

 

c. 泡沫/膨胀行情 

 

让我们放松一下，我把最有趣的部分留到了现在!这也是最容易识别

的一种行情。因为泡沫总是会在趋势失去控制的时候发生。有意思

的是，孕育泡沫的过程实际上与孕育趋势的过程是相同的。只是孕

育泡沫的过程中，价格会突然呈现出一种奇怪的形态，一个不寻常

的形态，然后突然加速。延伸行情后价格会引发投机性崩盘（大量

短线投机者跑路），然后价格出现各种不可预测的形态来“消化”

非理性定价。无论如何，在泡沫行情，你应该非常小心，因为处理

这种行情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而初学者不应该在这种行情里交易

… 

如何使用 PRO Framework 识别“泡沫/膨胀行情”的技术特征： 

 当环境通道的“边框”不在互相接触时，代表着市场膨胀行情出现，然后价格会迅速

上涨，甚至支撑环境通道都与价格产生背离，支撑通道边框相互脱离。也就是说，组



成环境通道的压力边框和支撑框边出现背离，中断，不连贯。还有一点，泡沫/膨胀行

情的行情不仅需要技术面的推动，同时也需要市场情绪的推动。 

 趋势行情与泡沫/膨胀行情的区别，泡沫行情总的价格走势为抛物线结构，而膨胀行情

是价格快速波动同时出现爆量。 

出于安全考虑，我建议你在交易泡沫/膨胀行情结构之前问我或者在Discord寻求其他人的帮

助。而我也不会在本手册中提及交易泡沫/膨胀行情结构时必须遵循的方法和风险管理。 

 

只要记住，如果你在趋势中开仓，看到结构变成泡沫/膨胀行情，不要妄想做超短线或者逆势

单。你只需要设定 “追随止损”订单，然后看看行情到底会怎样走，请千万不要做预判，否则

可能会出现无效亏损（止损后行情又朝着既定方向走）。 

 

现在我们来举两个泡沫和膨胀行情的例子，这样就可以看出两者的区别了。在这两种情况下，

你会发现在趋势上涨中，想要准确高位卖出是非常困难的，但如果你有一些经验，也不是不可

能的。 

这是做本手册时的 S&P500 图表，很难预测当你看到本手册时候价格会是多少。美国政策牛市

的推动下 S&P500 一直在上涨，而 Pro 专家框架显示市场的泡沫结构已经持续很久。 

以下是一步一步解读市场的方法: 



1- 方框 1，市场正在构建趋势行情，价格一直沿着趋势通道上涨，数次突破压力环境通道的边框，触发了突

破目标信号（×），并最终先后突破了趋势通道与环境通道。这些迹象表明市场的单边上涨行情正占据统

计地位。 

2- 方框 2，可以看到支撑环境通道边框逐渐收敛/分离（压扁），而压力环境边框却没有（还是灰色方格）。

目前还不是膨胀行情的行情。但是，通过已知的条件判断现阶段趋势动能逐渐衰竭，价格与环境通道背离

，回撤可能紧随其后。换句话说，此时最明智的做法是做多止盈，然后静观后市发展。 

3- 方框 3，价格如期所致在窄幅震荡后回撤到达环境支撑通道。然后，反弹的波峰和回撤的波谷分别触发了

两个震荡突破信号（灰色方块），表明此次回撤后的震荡行情接近尾声。纵观全局，我们依旧处于趋势上

涨行情，并且膨胀行情行情还没有出现，让我们拭目以待。 

a. 如果没看懂，请复习突破信号类型 3 震荡突破信号（Range Breakout） 

4- 方框 4，单边趋势行情如期所致，价格再次触及压力环境通道，通常表明膨胀行情会紧随其后。此时，趋

势交易者应该止盈，而短线投机者会搏接针。 

5- 方框 5，行情失控性加速上涨，价格呈抛物曲线形态，环境支撑与压力通道边框收敛（分离/变窄），不要

怀疑，此刻就是膨胀行情。 

6- 方框 6，价格剧烈回撤至环境支撑通道。正如我们之前所说，膨胀行情紧随震荡突破行情，而后趋势行情

完结，随之而来的是震荡整理，甚至可能发生反转，而灰色钻石信号（Trending Range）也证明了这一点。

方框 6 行情这对于普通交易者来说非常难处理；而富有经验的交易员或许能抓住这种波动。 

 



 

 

为了市场进一步了解泡沫结构会发生什么，我们来看看比特币！您将清楚地看到与前面膨胀示

例的区别: 

1- 方框 1，环境支撑和压力边框开始收敛/分离/变扁。无法解释为什么价格上涨如此之快。现阶段价格还没

有出现像样抛物线价格，趋势还未衰竭，还不能称之为泡沫，更像是膨胀行情。 

2- 方框 2，像大多数膨胀行情一样，回撤紧随其后。（就像上例第二步一样） 

3- 方框 3，从方框 2 的高点出现多达 40%的回踩，市场横盘整理后先后突破了趋势通道与环境通道，势头异

常凶猛，如入无人之境。 

4- 方框 4，再一次的深度回踩，方框 1 与方框 2 的最高点成为有效支撑。 

5- 方框 5，抛物形态上升不期而遇，成交量与价格结构严重背离。只要买入就赚钱，不需要任何策略。庞氏

骗局达到顶峰，投机崩盘将随之而来，没有经验的投机者横尸遍野，。 

 

请注意，膨胀和泡沫行情属于黑天鹅事件 (< 5%) 

 

泡沫行情是非常容易亏钱的，请不要到处寻找泡沫行情，如果

想交易泡沫行情，请先咨询有经验的人！ 

当你刚开始学习策略的时候，你的心理还不够强大，知识储备

不够多。所以，我必须告诉你要躲开风险较大的行情，否则你

大概了会亏钱，  

 

 

 

 

因此，既然你知道如何识别“震荡区间”和“趋势”，我们就可以进入任何交易策略的另一个主

要话题，即交易信号。 

 

 

 

 

 

 

 



 

 

 

 

 

 

 

 

 

 

 

 

第 3 章：交易信号 
 

引言 

 

知道 PRO 策略的信号是非常简单的。所有的分析框架已经写成代码，机器人

将监控价格运动轨迹，并提供良好的风险管理使你更加理性，不再有主观分析

。这一章会详细阐述 Pro 策略是如何帮你检测出值得交易的机会。 

在开始之前，让先思考一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是交易信号，它在策略中的作

用是什么？我将解释其背后的逻辑，为何在一个值得交易的价格区域，等待信号是多么重要! 

 

交易信号是降低风险重要一步。我们之前所讲第一步是通过环境通道过滤掉无关紧要的价格区

域。其次，你需要考虑价格运动（量能）。市场大多数交易者都用 RSI 来分析价格量能，但是

RSI 实在太老了，我们需要反应更快，噪音更小的工具-容许我给大家介绍，价格运动周期理

论。 

1. 价格周期 
 



这里我们不过多解释价格周期以及实现逻辑，大家可以简单把它理解成一种更加复杂，反应更

快的 MACD。（这一块内容对初学者非常不友好，如需了解更多详情，请自行百度） 

d. 平均周期 

 

平均周期是指价格走完一轮涨跌的平均时间，如图所示，13.4 意味着价格平均为 13 到 14 支蜡

烛来完成一个周期。举例来说，看涨周期的行情 60%是上升和 40%的回撤，这可斐波那契额回

撤 0.618 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一块内容对初学者非常不友好，如需了解更多详情，请自行百

度） 

e. 正弦曲线 

 



正弦信号代表了价格在一个周期中当前位置。值在100和-100

之间为值得关注区域，80和-80作为触发区间，高于80意味着

看涨的波涨正在衰竭，涨在跟涨涨涨已晚；如果想做空，涨

等待量能涨一步衰竭。（涨一涨内容涨初学者非常不友好，

如需了解更多涨情，涨自行百度） 

 

2. 量能 
 

让我们简单点。请忘记你以前对于量能的一切认知，大部分人都是不懂装懂还要宣扬奇怪量能

理涨的蠢涨。量能仅仅是价格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理解量能会给你一个从不同角度理解价格。 

这是 Pro量能指标的样子 

 

a. 量能线 

 

量能线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价格运动《角度》。值得关注的量能意味着价格正在快速上涨，想

象一下就像从一个底部到顶部画一条直线，线越垂直，量能值就越高。同时，你还必须明白实

际上有不止一个量能！量能只是只是一个代称，以下这些指标都是量能指标(RSI, TSI, CCI, CMO, 

MACD 和许多其他的…)。RSI 的噪声过多，不适用于描述价格形态。MACD 简单易懂，但太滞后

。这就是为什么我研发了一些介于两者之间的量能线。 

 

f. 跟踪线（点状线） 

 

跟踪线重要性排第二。因为追踪线只适用于趋势行情。当价格从跟踪支撑线上反弹

时，这可能意味着多头在控制行情（反之亦然），尤其是当价格处于看涨趋势时。

就像我之前说的，跟踪线重要性排第二。如果你不想用，你可以在设置中禁用这个

功能。 

 

3. 理解算法本质 

 



有些人会决定直接跟随量能信号……忽略我们之前谈到的噪音过滤步骤(环境通道和价格形态过

滤)。请不要这样做…你必须确保你用 Pro 抓夹框架过滤了噪音。信号只是机器人给你提供的完

全中立的结果，多一层的风险管理，如果你错误应用信号，你最终会失去策略的统计优势。 

对交易信号的另一个常见误解是非黑即白地理解信号。一旦你这样做，交易与赌博无异。记住

交易就像人一样，没有绝对好人和坏人，大部分都是处于灰色地带！每笔交易的风险都是独特

的，而 PRO 量能指标将提供不同类型的信号来帮助您评估不同行情的风险。 

（为何有些交易员能给做到一根均线行天下，或者说裸 K 交易，为什么还需要一个算法呢？）嗯，与任何人都

一样，我并不完美，有了算法的帮助，我就像系上了安全带。确保我没有遗漏什么。但更重要

的是，信号的警报功能，这样我不必费神费力时刻盯盘。 

 

并不是我喜欢算法，只是在某些任涨上，它涨比我涨更有效率。涨在的涨涨并不像你想象的

那么复涨。。。我学涨个是因涨我需要更有效地涨抗市涨涨来的焦涨。我找到了一种达到目涨

的方法!我确实……制定一个涨找涨涨涨涨的策略，避免冒不必要的涨涨(但还是要冒一些风

涨，否涨就没有回涨，生活就会毫无意涨)。 

 

不管怎样，涨涨上在后台帮你做客观判断的是大量的代码，涨出具有涨涨涨涨的信号（涨涨涨

涨指至少有上百次成功案例），而你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理解 Pro 量能信号如何与 Pro 专家框

架相结合，过滤噪音，限制风险，能让自己真的在市场长期盈利。这也就是我的工具为何有别

于市场上的其他工具。 

 网络上大多数机器人逻辑很简单，很难提供超过 60%的成功率(仍然优于 50-50！)——

原因很简单，信号过滤流程越简单，信号越多，成功率就越低(噪音信号很多)。另一种

选择是增加条件的数量来降低信号的频率。换句话说，信号更少，但质量更好。(但是

一个月一次的信号...那又毫无意义)  

 大多数信号指示器只采用一个数据源来发出信号，或者它们会分析“相关的”信号源

。一个典型的错误是同时分析 RSI和 SRSI……或者 MACD……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这

些都是动量指标……换句话说，总结这些来源并没有让信号变得更好，只是让它变得

更复杂了一点！就像看着同一个东西，只是角度略有不同。 



 大多数机器人只提供出买卖信号，这是最愚蠢的方式交易方式。或黑或白很容易理解

，但市场却不是这样的。我们将在接下来关于风

险管理和资金管理的章节中看到更多细节。该指

标旨在让初学者理解复杂和专业的信号。在没有

主观性判断的情况下了解风险，所以你将学会根

据潜在的风险做出不同的反应，而不是像一个二

元的傻瓜一样交易。你会慢慢习惯于表现得像一

个真正的专业人士，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提高

你的技能和心理！这可能听起来过于复杂，但让

我们再次诚实地说，如果交易很容易，每个人都

会这么做... 

 

 (问：这么专业的工具，对我来说会不会太复杂？

)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录制数百个视频，并写下这

个 PDF手册，而且还要每天花几个小时来教你如何正确使用它们。教你这个非常复杂的工作不可能

在短短几页内完成。你必须明白，简单的交易解决方案在复杂的市场根本不起作用（比如一根均线

行天下的鼓吹者），无论是谁用简单的方法来教你交易……他都不是一个交易者。因为每个交易者

都知道学会这个有多难。  

 

但是，这些工具确实不是为初学者准备的。如果你在几周前才知道什么是蜡烛图，那么你应该

考虑几个月后再来找我!如果以上知识对你来说这听起来太复杂，我没有生气，而且我完全理

解。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小心被骗，有很多好的“教练”可以帮助初学者。市场上有非常多教

你如何快速致富，一步登天的神棍！请离这些家伙远点，他们不是交易员。请记住，如果你花

钱去学习别人的策略，你已经被骗了……它一文不值。策略只是一套帮助限制风险的规则！ 

让我们看看 Pro 专家框架与 Pro 量能信号在 K 线中的样子 



算法帮助你处理一部分的工作，而当算法的效率不高涨(评估灰色阴影区域的价格走势)需要你

做剩下的工作。涨叫半自涨化交易算法。涨涨地涨，机器人并不做涨涨的决定，只提供涨你具

有涨涨涨涨的信号，避免你做出有偏见的决定或直觉交易...但无论如何，你永涨是决策者。 

半自动交易算法有利有弊。 

 最大的缺点是它会让你变得懒惰，你会认为这个算法非常棒，你不需要再思考了，你

会跳过噪音过滤步骤，甚至盲目根据信号开单。试试吧，你会发现现实有多么蠢……

我的指标是帮助你更有效地使用我的策略的工具，当然不只是策略本身。 

 最显而易见的优点是，它可以让您快速识别某个资产标的是否需要特别关注。一眨眼

的功夫，你就会轻易地忽略那些毫无交易价值的标的……在这个例子中，价格确定+正

弦波确定+动量确定...这个标的值得进一步研究，看看是否有符合入场交易的条件。

您将不得不借助 Pro专家框架，并查看这个价格区域是否通过了筛选过程。如果它通

过了，那么你将根据 PRO动量的信号定义你交易的资金管理，我们稍后再讨论这个问

题！ 

4. 设置与个性化: 

 

Pro 量能的灵敏度可以通涨参数(X)设置，但正如 RSI 默认是参数14一样。建议我的所有指标都保

持“默涨涨置”，但我涨是敞开大门…涨低的涨当然会使它在信号反涨更快，而涨高的涨会明涨

涨来一点延涨。在 Pro 量能里可以涨用 RSI, CCI, STOCH, TSI。即便调用了以上几种指标，算法内

核涨是会涨涨市涨的量能信号。 

振荡指标比率参数会增加或减少振荡器的振幅(默认禁用值为0)。这个振荡器就像 MACD 的振荡

器一涨工作，在 Pro 量能指标里。你们也可以涨置。 

如果您想要看到量能的值超过100和-100以上，可以禁用“ceil 值到100”。为了方便演示，

默认设置没有超过这个值。如果你需要，可以取消。 

最后，您可以在此窗口的 Style选项卡中定制所有线条的颜色和宽度。 

 

The sinusoid (Sinewave Line)默认是禁用的。如果想要显示

它，您需要激活它。激进的交易者选择第一种（Sinewave），

新手交易者优先选择第二种（Trend Sinewave）。 

 

 

 

 

 



提示：对于那些喜欢使用深色背景的朋友，可以点击屏幕左上

角菜单，选择暗色主题。 

 

 

 

 

 

 

 

第 4 章：资金管理 
 

引言 

前几章是你真正需要掌握的东西。但是，从长远来看，前几章是最简单的部分!你只需学习和

应用它!本手册的其余章节将涵盖交易的其他方面，特别是资金管理(包括风险管理)最复杂的。

所以，如果一开始就做错了，请不要责怪自己，只要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然后继续前进。 

一个好的资金管理只是意味着最好地适应当前的市场环境，其中最重要的是

如何适当地接受风险。设置止损稍微大一些，这样可以避免被扫出局，但也

不要太大，因为这将迫使你减少持仓规模，从而降低潜在收益。最终的目标

是寻求良好的持仓-风险-收益平衡。最后也要理解，在资金管理方面从来没有

一条适用于所有人的规则。 

 

投机交易者与趋势交易者： 
(说实话，我还是觉得挺失落的。我看到每个人都在过热的市场上获利，而你告诉我不要交易它们...大多数在线教练告诉我，我应

该避免波段/震荡区间交易...而你却告诉我完全相反的...关于趋势:我总是不清楚到底什么时候是趋势...我可能遗漏了一些东西…) 

这些问题都是相关的，让我们一步步分解它们: 

 膨胀行情，我们在社交/电视网络上随处可见，这通常会导致一种不可抗拒的“害怕错

过”的感觉。完全可以理解，因为那时你觉得别人越来越有钱，而你没有。这意味着

你会觉得不交易它们很愚蠢…你听到的越多，非理性的压力就会越大，最终迫使你做

出最愚蠢的决定，没有计划就交易...当你按下按钮时可能会感到兴奋…但另一方面，理

性的人……可能已经知道大多数人都会亏损(这是事实，因为经纪商公开他们客户的亏

损...平均 80%的个人交易者都在亏损...大约有 10%是对冲基金，只有不到 10%的人赚

钱）。盲目跟风，嗯……试试看，你会得到一个深刻的教训。你可能听说过这句名言

“市场保持非理性状态的时间可能比你保持不破产的时间更长”。这里的要点是，愚

蠢没有极限，试图面对这一点很可能会促使你做出不理智的决定……这正是你需要避

免的。 



 震荡行情，它极其复杂又非常简单。我告诉过你，4 条规则可以轻易地过滤掉 90%以上

的震荡行情价格噪音，这并没有让震荡区间交易变得简单，只你在震荡区间的交易观

念有所改变。关于震荡的主要误解是人们想要完全掌控他……另一方面，专业人士知

道它们是复杂的，他们要么不交易，要么设法过滤掉大部分噪音波动! 但交易它们意味

着更多的收益。 

 趋势行情，老实说，单凭主观判断很难确定我们是否处于趋势行情。所以，我们借助

Pro 专家框架的突破信号来验证趋势真假。在有明确的突破信号后赌趋势突破实际上是

风险低，收益低（因为止损是突破位）的一种交易方法。但是，如果你沉迷于赌突破

会让你做出一个非常危险的决定，因为你既想获得更大收益，又想降低风险...你可能会

被诱惑使用杠杆来增加你的收益。这个策略的逻辑让接近 50%的交易者出局。为了获得

更多的收益，你应该学习如何管理更大的风险，而不是简单地以为赌突破属于低风险

策略就提高你的头寸规模。 

 

总结一下: 

 在膨胀行情中，输家多于赢家……所以，要避免参与膨胀行情。 

 几乎 80%的价格走势都是波段，忽略它们将减少你的收益。 

 趋势是罕见的，当趋势来时，你要把你以前的所有波段收益重仓做趋势，以便能够在

不使用杠杆的情况下最大化你的头寸规模。 

 
 (这个东西很有道理！好的，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你交易波段是为了最大化趋势利润...与低风险策略相比，它提供

了更高的回报...为什么我觉得这好得难以置信？要么你隐瞒了什么，要么有不好的一面) 

 

承担更多风险比使用杠杆更安全，但也有不利的一面。 

你将不得不管理更多的风险，风险会增加精神压力。有时候，这会使你变得情绪化，做出愚蠢

的决定，听起来杠杆就像情绪，对不对？增加杠杆和风险管理之间的唯一区别是，你可以学习

风险管理，对冲增加的风险，但你不能对冲杠杆... 

 

还需要注意一点，你交易的资产标的必须有足够的市场流动性，以确保你可以随时买卖。你必

须避免非常小的市值资产标的(仅仅几笔交易就可以改变价格！)。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必须有

足够长的历史数据指标才可以进行分析！你至少需要 250 根蜡烛图才能让 Pro 专家框架正常工

作。 

 

1. 不同信号 
 

确定价格所处的环境通道并应用价格过滤规则确保你处于低风险值得交易的

区域后，你将必须等待信号再入场。在这里，我们再增加另一层风险过滤方

法，为每笔交易定义一个特定的风险水平。在 Pro 量能指标您可以看到 TP

（止盈）、DIV（背离）、EXIT（出场）。这些不同的信号代表不同的风险水

平，适用于不同的风险管理，从而帮助你区分趋势和震荡信号。 

 



g. 止盈（TP） 

止盈 TP 信号是出现频率最高的

信号，有效性一般，并不是说

出现 TP 后价格就会反转，有时

价格稍作停顿，继续前进。当

您看到此信号，请先查看目前

价格是否处于前高或者前低的

位置。如果是，请务必部分止

盈；如果信号出现在不上不下

的中间区域，请忽略它；如果

行情处于强势单边，也请忽略

它；如果出现止盈 TP 信号的位

置同时出现小三形，那么止盈

TP 信号就更加有效。 

*两幅图为 TP 实例，请仔细观察出现 TP 止盈信号后盘面在短期后是如何反应的。 

 

h.  超载-灰色点（Overload-grey dot） 
 

超载信号是指当前行情处于极度超买或者超卖。超载信号和 TP 止盈信号使用方法相同点是当

信号出现，请先查看目前价格是否处于前高或者前低的位置；如果是，请务必部分止盈；如果

出现超载信号的位置同时出现小三角形，那么此超载信号就更加有效。TP 止盈信号和超载信

号的区别是当使用超载信号，止损可以设置更小（换句话说，如果信号有效，那么盘面会立刻

发生反应，而 TP 止盈信号需要等待几根蜡烛） 

 

i. 背离（DIV） 
 



背离……有太多人自以为是的人以为懂得背离逻辑，并且赋予了根本不存在的用法。在这里，

我从算法设计的角度告诉大家什么是背离”，背离分几种？ 

 首先，背离不单是量能问题。背离是指标与价格方向出现分歧。任何指标都可以有背

离功能。Pro 专家框架的设计逻辑也加入的背离。 

 其次，实际背离有两种，标准背离和隐藏背离。隐藏背离的意义要大于标准背离；隐

藏背离多出现趋势行情中（80%行情都是震荡行情）。 

标准背离在指标中显示为灰色。它的应用方法类似于 TP 止盈和超载信号，当信号出现时，请

先查看目前价格是否处于前高或者前低的位置；如果是，请部分止盈；如果信号出现在新高或

新低的位置，那么请慎用此信号。 

隐藏背离在指标中显示为红色或蓝色！隐藏背离通常是趋势的标志，如果它们在趋势中出现，

将是很好地加仓机会。当它出现在震荡区间行情快结束时，市场近期可能会突破。当这些信号

出现无序震荡或窄幅震荡时，那么您应该考虑避免交易或者放大您的止损线。 

 

小技巧：当你在趋势行情

中发现隐藏背离时，趋势

量能在衰竭，因为隐藏背

离孕育止盈 TP 或者出场

EXIT 信号。 

 

右图的例子中，我们可以

看到左下角的蓝色隐藏背

离信号。展示的例子是一

个非常常见的设置，您将

会在后期趋势环境中遇到

它。隐藏背离出现趋势通

道的支撑位上，然后价格

突破压力环境通道开始持

续上涨。 

 



j. 出场（EXIT） 
 

出场 EXIT 信号在指标中是深灰色。相比于 TP 止盈信号， 出场 EXIT 信号非常稀少，但是有效性比止盈

TP 大的多。首先，出场 EXIT 信号适用更加广泛。当信号出现时并不需要查看目前价格是否处于前高或

者前低的位置（止盈 TP 信号需要）。其次，无论价格是否新高或者新低，出场 EXIT 信号都适用 (当然

这是高度投机的，还是要注意管理仓位)。再次，如果在趋势行中出现此信号，尤其是在泡沫行情和膨

胀行情，请务必减仓 50%，因为出场 EXIT 信号通常意味着趋势可能出现反转或者行情接近尾声。 

 

 

k. 超买/超卖（蓝点/红点） 

 

超买/超卖信号就像背离信号一样，很多人根本不理解其真实逻辑，一直在错误地应用。所以

让我们从头再来，重新打造坚实的基础！ 

让我们来看看三种不同行情下的超买/超卖如何应用： 
 

 纯趋势行情中，量能“充裕”。只要趋势还未见颓势，这个信号就必须忽略。超买状

况实际上是持续看涨趋势中健康状况良好的标志。就像超卖的情况在熊市趋势中是正

常的一样。交易这样的信号肯定会失败。当你在没有理解的情况下就行动，你只是在

玩负赔率，有正赔率的交易者赚你的钱只是时间问题。 

 在趋势衰竭时，量能会惯性低突破很多技术形态（回光返照），打损很多人后（微笑

脸），立刻反转。这种行情的超买/超卖效果奇佳，它通常意味着趋势阶段性结束(至少

是暂停或者说要开始震荡)。看涨趋势中的红点是逆势短线信号的标志(新手禁止这种类

型的交易)。处理这种信号需要多年的交易经验，能够清晰分辨趋势行情是否已经处于

末期并应用这类低风险的交易信号。 
 



 量能在震荡行情衰竭（价格越过环境通道边框），在这种情况下，震荡策略要求你等

待一个确认三角形 (如果你忘记了规则，不要担心...我将在本手册后面的组织图中为您

提供所有基本核心规则的概要。）这是一个低风险的信号，可以做超短线。 

 

小技巧:99%的情况下，如果过去 100 根蜡烛创出新高，你大概了会看到超买信号。如果没有，

那么在行情次高时出现超买信号，可能预示着下跌趋势(尤其是这种情况一个震荡收敛行情里)

。但是就像我说的，不要一直寻找这种特殊的行情..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但是当你在重要的价

格区域看到这个信号时(就是说你通过了价格过滤那 4 个步骤)。我会建议也再等待一个确认三

角形再交易，以将风险限制在最低限度。 

 



l. 看多/看空（BULL/BEAR） 

 

首先，这些信号最有可能出现在趋势行情中

，其次，在趋势衰竭时，我们忽略这些信号

。再次，当震荡行情时，这些信号更需要被

忽略。但是，当在震荡收敛行情看到这个信

号，你就需要多加留意了，因为这可能是一

个潜在行情蓄势待发突破的迹象。 

 

m. 收敛（SQUEEZ） 
 

“收敛”不是信号，而是提醒。收敛意味着

行情量能缩小，而后会突然爆发，但是方向

不确定。在使用时候有必要区分几种情况: 
 

 

 

 当收敛出现在趋势行情中，记住那

句老话 “趋势是你的朋友”，富有经

验的交易者可以顺势加仓。但是，当

收敛信号在衰竭的趋势行情中出现，

我们忽略需要此信号，风险极高。提

醒:一个趋势需要已经有两个顶部和

底部朝向同一个方向（如图）。 

 

 如果你有持仓，并且在接近

你的开仓价格时出现收敛信号，你必

须立即将止损扩大一倍（你没看错，

放宽止损，否则可能会被插针扫出局

），或者减少头寸规模。而放宽止损

与减少头寸是资金管理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初学者最终以忽略的部分。 

 最后，如果你没有持仓，行情也不是趋势，那就无视这个信号。收敛预示价格会产生

不确定的波动，交易它们可能会让你产生怀疑和非理性压力。 
 



n. 环境（CONTEXT） 
 

此环境一个提醒性质信号(黄色/橙色)，它位于 K 线右侧区(如右上

图所示)。它只是提醒你，价格目前正在进入更高时间窗口的环境

通道。这意味着，为了正确识别环境，有必要看一看更高的时间

窗口。这样做，你就会有一个更广阔的视野，能更好地理解到底

发生了什么...对于新手来说，这个信号意味着你不应该在当前时间

内交易...转到下一个…如果也显示同意信号，再换一次，直到你找

到一个合适的时间窗口! 对于更有经验的交易者，你可以随意选择

。时间窗口越小，风险越大。但价格当然会更好，因为 1 小时很

可能会比 4 小时蜡烛更快地触发信号。下表是 Pro 专家框架所有的

对应时间列表。我会更深入地向你解释一些重要的事情，如果你

切换更高一级时间窗口，你会发现之前的趋势通道变成了环境通

道！现在记住第一个核心规则：永远只在环境通道的里做交易。也就是说：如果你看到一个图

表，价格在趋势通道附近，那么切换到更小的时间窗口，价格就会在环境通道内（满足核心规

则 1） 
 

当前时

间窗口 m1 m2 m3 m5 m15 m30 H1 H2 H4 D1 W1 M1 

      

更高

的时

间窗

口 

m5 m10 m15 m30 H1 H2 H4 H8 D1 W1 M1 M3 

 

 

2. 定义你的交易心理 

 
每个人资金管理的方法都不一样，这里讨论资金管理两个决定性因素 

 
 你的心理概况，也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即使我们说你必须调整你对

压力的反应，你也不可能改变你自己。因此，我们将区分三种主要的

心理特征: 
 

o 主导者：深入细节是没有用的；我们都应该很容易想象

出这一幕。在日常社会关系中有主导行为的人在交易时

通常会冒更大的风险。切记，这是一种自然的偏见，这

使得我们很难与之抗争。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相当健康的，但在更激进的情

况下却极其危险。因此，风险厌恶情绪过于强烈的人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

要迫使自己永远不要违反资金管理的规则。他们会受到强烈的诱惑，贪婪(不恰

当的头寸规模)或拒绝被证明是错误的(删除止损)。交易中的主导者往往学习得

更快，但他们也会死得更快，因为他们没有耐心。 

o 顺从者:没有必要再详细说明了，这是相反的行为。描述处于社会服从地位的人，这

将遭受两种不同的自然偏见:恐惧和怀疑。在大多数情况下，偏差很小，不会对交易

应用造成任何影响。这种人会自然而然地转向一种不那么激进的理财方式，并学会



通过使用警报来避免不停地查看图表来消除疑虑。但在更为激进的顺从案例中，这

种偏见可能成为交易的真正障碍。太多的恐惧会让你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无法交易

。摆脱恐惧的简单方法是跟随别人的信号，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第二个自然的偏

见是无法处理不确定性和怀疑。有些人会睡不着觉，甚至更糟...在这种情况下，必

须制定策略，让你回到可以接受的压力水平。心理学的教育视频将在 YouTube 频道

上更详细地谈论这个话题。 

o 自信:这种人格是最不常见的(不到 10%)，它是前两者的混合体。自信的人通常

被定义为独立的人格，根据他们的生活环境，既可以扮演主导角色，也可以扮

演顺从角色。像变色龙一样。这种双重性使得自信的人不太可能在交易中走向

极端。他们会经历顺从者和主导者的问题，但没有那么深入。因为自信的人有

一种“回归中庸”的自然倾向，永远不会因让自己走得太远而采取极端的主导

或顺从的行为。自信的人在学习交易时会有天生的优势，因为他们天生倾向于

平衡事情。他们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但他们应该更容易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 
 

 

 资金规模也很重要。事实上，人们通常有一种天生的能力来想象他们赚

更多的钱，但很少有人愿意忍受必然随之而来的潜在损失。冒险会增加收

益，如果你能承受风险，它也会增加潜在的损失。损失有一个明显的上限

……如果你损失的比你拥有的多，你就出局了...游戏结束...为了避免这

种情况，有必要保持安全距离。所以，与其开始幻想你的潜在收入，不如

问问自己，在不把自己置于致命的压力的情况下，你能承受什么样的损失

。按照一下三种资金量: 

 

o 资本少于$10,000: 没有人愿意为了几分钱而全职工作，所以你别无选择，只能冒险...你

必须每年产生超过 100%的收益...只有两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不适当的杠杆(这只是

那些梦想超出自己实际能力的人的陷阱)，或者非常激进的交易(如果你是初学者，这当

然是不合适的，但是如果你安全地一次爬一级楼梯来处理激进的交易管理，这条路至少

需要 1-2 年)  

o 在 $10,000 和 $100,000 之间: 这是一个很大的范围，我们可以考虑每$10,000 作为一个中

间级。现在想象每升一级，你得一分。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在两个选项之间分配每个

点数: 

 风险（在不使用杠杆的情况下实现利润最大化） 

 安全性（你不会那么有侵略性，但风险越小回报越少） 

o $100,000 及以上 :有了更加充裕的资本，冒险真的是一个糟糕的选择；大胆的冒险会给

交易者每月带来将近 8000 美元(不包括税金)。当然，你可能认为你会喜欢赚得更多……

但拥有一个更加荣誉资本基本上是一个优势。你最好用它来减少冒险，选择一个更温和

的风险模式。 

 

通过结合心理和你的交易资金这两个因素，你将定义风险状况。这里重要的是要明白有很多可

能的组合，但有些组合是不可能的。例如，一个非常顺从的交易者，如果少于 1 万美元，很可

能会面临死胡同。这个人将无法处理激进的冒险行为（太多的怀疑），恐惧会阻止他们使用杠

杆。只有两种理性的选择会占上风，一种是和专业人士（心理医生）一起解决你的顺从问题，

或者是耐心地逐步增加你的资本。 
 

资本规模小而主导者的心理状态会带来另一个问题。非理性冒险的厄运。因为显性特征的定义

是高度自尊，这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症状，比如自恋等等。这些人很难接受收入微薄（他/她

的工作价值高于此），再加上资金过小的障碍，将起到凿子的作用。这种类型的交易者会很自

然地采取激进的杠杆的杠杆来弥补。这将破坏该策略的统计优势(例如，每笔交易冒 10%的风



险将使你在 10 个损失中摆脱痛苦…你可能认为你太好了，以至于不会让这种事发生，那么让

我告诉你……这迟早会发生的……你会爆仓，不管你以前赚了多少……你还是会以同样的方式

结束，悲惨出局)。心里和资本规模如果处理不当，很少能在市场长期存活。从长远考虑...即使

听起来很愚蠢，你确定 10 年内不会连续失败 10 次？你很可能会，失败一次就足以结束游戏。 
 

 

无论发生什么，投机性损失绝不能超过你总资本

的 5%，即使是最激进的交易...此外，在最少 6 个

月的时间里，我建议你将最大损失保持在 1-2%的

水平...即使对“主导者”来说...在一笔交易上冒

更多的风险，将扼杀我们试图从中获益的任何统

计优势。要明白，唯一能让你在统计上有优势的

是你掷更多次数的骰子。你冒险过多实际就是在

限制你投骰子的字数。贪婪是一种罪恶，这种罪

恶真的会让你不得翻身。 

永远牢记，在 5%的风险下，连续 20 次失败会让

你出局……这听起来可能不太可能，但在 10 年

的时间里，这也不是不可能发生。想想市场上的

黑天鹅，没人看到它们来了，但它们还是时不时

地发生！所以最好做好准备。 

 

 

 

 

 

 

 

 

 

 

 

 

 

 



 

 

第 5 章: 仓位风险管理 
 

1. 管理投机交易 

 

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在震荡行情里策略提供

非常多的交易机会。这些交易被称为“投机”

交易。学习如何管理投机交易来最大化你的盈

利潜力将是至关重要的。以下是投机交易四个

主要步骤:  

 有效性验证（Validation）是指价格进入

可以投机的区域。策略应用中，当价

格触及趋势通道的相反边界时，信号

有效。比如，在做多时，如果价格触

及趋势通道的上部(趋势阻力)， 

 确认（confirmation）是指价格收盘价

越过 50%环境通道中线(支持和压力环

境通道的中间值)。在趋势震荡行情，

价格收盘价低于 50%环境通道中线。

这时候投机交易就要等价格 

 无效（Invalidation）是指如果价格先后突破趋势通道和环境通道，并且收盘价高于环境

通道，那么这个地方就不适合做投机做空。 

 界限（The Limit）是指最大目标位（价格从环境压力通道到环境支撑通道）。一旦到达

，立刻止盈，不需要其他理由。在震荡行情，目标位是最高点的斐波那契 76%回撤位

。在趋势震荡行情，回撤可能会更多，但在斐波那契 76%回撤位置上部分止盈仍然是

明智的。 

为了避免任何直觉和非理性的决策，你需要使用 Pro 专家框架内设置警报协助交易。具体方法

请参照风险与止盈列表 

概况 低风险 中度风险 激进 非常激进 

Validation 

验证 

TP50% + SL paid* 
 

TP25% + SL paid 
 

SL BE** NOTHING 
 

Confirmation 

确认 

SL BE TP25% + SL BE TP50% TP25% + SL BE 

Invalidation 

无效 

TP50% + TP BE*** TP BE TP BE NOTHING 
 

Limit 

限制 

TP100% TP100% TP100% TP100%+Reverse 
 

 



*SL Paid: 保本止损。假设你的仓位获利 10 个点，止损 50%，你获得了 5 点的收益。此时你用这 5 点收益调整新止损位，那么即便

行情出现反复，你也不会有任何损失。你将使止损点比进场价格低 5 点。这种仓位管理方法对于管理你的心理状态非常有用，因

为不会有不确定性而产生非理性的压力。 

**SL BE：盈亏平衡。在有前期止盈情况下，讲止损位设为平均入场价格位。 

***TP BE：盈亏平衡。价格脱离信号有区域时的浮亏持仓应该尽快止损。如果能在开仓位置附

近止损更佳。 

有时价格到达目标点（LIMIT）没能来得及止盈，就很快逆转，

因为此时此位置入场的人不多，流动性很低，不需要很多人入场

就能逆转走势。为了避免这些情况，你可以使用限价单功能，只

要价格达到你的目标就自动止盈。 

 

2. 趋势交易准则 

 

趋势交易准则与投机交易准则大同小异，区别在于

趋势阶段以及您的交易风格是激进还是稳妥。 

 蓄势待发（The accumulation）发生在震荡区间

尾声(价格已经在震荡区间内碰触四次趋势通道边

界)，就像本例中的点(1)。你会看到价格走势遵

循一种模式，即从环境通道(2)到环境通道(4)，并

在两者之间触及趋势通道(3)。每当你看到这种模

式，突破的概率就会显著增加。 

 突破（The Breakout）蓄势待发后就是突破行情

。突破行情通常会先后突破趋势通道和行情通道

。此时，Pro 专家框架可能会出现一个突破目标

位(图表上的 X)。当价格越过突破目标位后，突

破行情得到确认。有时 Pro 专家框架不会检测到

突破目标，那么你可以利用量能信号的超买/卖出

信号来确认趋势。 

 背离（The Divergence）(有时它不会被算法检测到，但形态清晰可见)。突破和价格运动

方向所造成的不平衡通常会有利于标准差的出现(可能是连续出现几个)。此刻反映出趋势

正处于中等成熟水平。价格正在失去量能，因为突破性交易者逐步获利止盈(但相对于他

们承担的极低风险来说，收益很小)。 

 回调（The Pullback）通常是指趋势跟踪的信号，例如隐藏背离信号或牛市/熊市。这些

信号只有在价格回到趋势通道后，并且至少有 23%的回撤(38%对新手来说会更谨慎的选

择)和一个确认三角形时才值得交易。在这种情况下，激进的交易者可以加仓。 



 膨胀行情（The Excess）通常发生在端在回调行情之后，Pro 专家框架会通过突破信号来

标识这一新趋势(十字或方形)。这种突破的含义是尽管突破走势耗费了一些量能，但是市

场走势却在加速。此刻 Pro 量能指标出现的任何信号都值得关注（如图最右边画圈中的

超买信号）。在这个阶段，只有傻瓜才会跟风追涨/杀跌，聪明人只会简单的锁定收益，

然后等待(震荡行情)。激进的交易者甚至会做投机交易，试图捕捉后续的震荡行情。  

 

 

PROFILE 

概况 

Low Risk 

低风险 

 Moderate risk  

中度风险 

Aggressive 

侵略性的 

Very Aggressive 

非常有侵略性的 

Accumulation 

积累 

Waiting 

等待 

Reinforce+25%* 

加固+25%* 

Reinforce +50% 

加固+50% 

Reinforce +100% 

加固+100% 

Breakout 

突破 

Entry 100% 

进入 100% 

Reinforce +100% 

加固+100% 

Reinforce +150% 

加固 +150% 

Reinforce +200% 

加固+200% 

Divergence  

分歧 

TP50% + SL BE** TP25% + SL BE TP25% TP25% 

Pull-Back 

回调 

NOTHING 

无 

NOTHING 

无 

Reinforce +50% 

加固+50% 

Reinforce +100% 

加固+100% 

Final Excess 

最终超额 

TP 100% TP100% TP100% TP + Reverse 

TP + 回撤 

 



* 加仓+% 这看起来可能很复杂，但其实不然! 考虑到 100%是指对特定资产用适当杠杆进行低风险的交易。资产波动性越大，头寸

规模就会越低。150%意味着你比低风险交易者多 50%的杠杆。请记住，冒险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震荡区间的收益进行再投资，使

趋势阶段的收益最大化。因此，非常激进的交易者将使用平均比低风险交易者高 3 倍的杠杆，并可能将所有过去的收益进行再投

资...如果趋势不是真的，就有失去一切的危险...这有时会不幸发生。 

 

**SL BE : BE 是盈亏平衡，这意味着你将把止损点放在入场价格上，确保这单保本。 

有了这张表，你应该很容易理解为何激进的交易者会比低风险的交易者有更高的收益。他们的头寸

规模会更大，但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更大的头寸也意味着需要处理更多非理性的情绪，有引发非

理性压力……贪婪在交易中是非常不好的，承担太多风险会成比例地增加潜在损失。在激进的交易

中，最微小的错误都可能是昂贵的，尤其是小资本的投资者来说。请注意，对于激进交易的新手来

说，慢慢开始并逐渐提高杠杆才能走得更长远。别忘了贪婪和急躁是毁掉大部分投机新手的原因。 

 

3. 实例 
 

稍微练习一下，看看你是否掌握基础知识。分析已经发生的行情太容易了，所以让我们把注意

力放到未发生的事情上去...尽管这个练习有风险(记住我不是魔术师，每一笔交易都是 50% vs 

50%胜率，只有长期使用相同规则的交易才会带来积极的预期)。无论如何，在我写这本手册的

这段时间里，我也会选择最难处理的实例行情...我将在 2019 年初对 S&P500 进行分析，这是在

一个非常困难的基本背景下，全球未来增长和经济放缓的风险越来越大。 

首先，我们发现所有检测算法提示都是红色信号（右侧红字），所以此刻行情值得分析。不要

去分析价格本身，而是关注价格环境通道的行为。我们注意到横盘震荡一段时间后，价格已明

显跌破支撑环境通道。所以，这可能是趋势突破，但价格此时又明显高于趋势通道(记住，在



趋势中，价格通常沿着趋势通道运动）。所以这里不适合交易…目前，价格已回调 61%，并回

到阻力位。这可能是一个“趋势震荡”。趋势震荡行情通道对于初学者来说是不好理解的，只

有有经验的人才能在这种行情继续交易，其他人只会等待普通的震荡行情(价格至少 76%的回

撤) 

隐藏背离配合红色三角形确认信号可靠，有经验的交易者可以抓住这次交

易机会做空，其他人继续等待。对于激进的交易者，止损点应该设置为次

高上方（前一个趋势震荡突破，方块）；对于中等风险的交易者，最小止

损点是目前价格稍高的位置。如果价格先后反弹突破趋势通道和环境通道

那么信号不再有效。 

 

第 6 章：警报设置 
 

半自动策略的优势之一是 Trading view 的警报系统，警报允许您仅在必

要时查看图表。然后，当价格走势满足你设置条件时 Tradingview 会提

醒你。最棒的是你将有很多选择来触发你想要的任何提醒！因此，在

本章中，我将向您解释如何为每个指标创建您自己的自定义提醒，以

及如何使用我设计的内置提醒系统能更容易过滤价格噪音和选择入场

时机。 

 

1. 价格过滤警报 

 



当您观察特定的价格

区域时，您可能希望

创建警报。可以使用

Trading view 的“水平

警报”功能。当价格

达到目标时即触发警

报。您只需将光标移

到右边，您就会看到

一个小“+”号，点击

您就可以设置简单的

价格提醒。 

 

 

有时你可能想设置移动目标提醒，比如 Pro 专家框架指

标的环境通道!由于这个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我

们将无法设计简单的价格报警。为此，你必须点击报警

按钮(通过图表上方的菜单栏或按 ALT + A)。 

第一个条件，选择 SPX500(价格)，因为我们想知道价格

何时会超过环境通道。然后选择 PRO 专家框架作为第二

个输入。一旦您选择了框架，您应该会在它旁边看到一

个下拉列表，其中包含所有可用的警报选项。记住环境

指通道的英文名称！向上 UP 是通道的上部，Dn 向下是

通道的下部。 

假设当价格突破了环境通道的压力时，你想要一个范围类型的警报。因此选择“Context Res UP

”。这毕竟没那么复杂，不是吗? 

 

如果我们想在震荡行情的底部买入（设置警报），机械地选择«Context Res DN»。 

 

 

2. 确认警报 
 



由于确认三角形与价格无关，所以我们将直接选

择 PRO 专家框架作为输入。然后从右边的下拉列

表中选择所需的输出:“熊市确认”。由于该输出

是二进制的(如果出现三角形则为 1，否则为 0)，

因此我们将使用一个简单的触发条件，当值将大

于 0，则警报出现。 

这种类型的提醒可以用于 Pro 专家框架中的其他

每一个“二进制”的信号 (例如:环境通道警报标

签或价格 OK 标签)。您只需在右侧的下拉菜单中

选择警报选项，始终选择“大于”作为条件，选

择“0.0”作为值即可。 

*环境通道警报标签=Context alert label 

*价格 OK 标签=The PRICE OK labe 

 

3. 信号提醒 

 
 

在不同的行情，您可能需要出发不同的警报。此时

，我们将选择 Pro 专家量能指标，右侧的下拉列表

将没有用处(除了特殊情况)。直接从下面的下拉列

表中选择所需的提醒。PRO 动量，你会发现两个额

外的选择，“熊市 OK”和“牛市 OK”。当动量显

示双动量正常+正弦波正常信号时，将触发这两个

提醒。 

 

 

4. 内置环境行情警报 
 

为了帮助新手安全地交易，并能更好进行风

险管理。对抗不确定性和不耐烦肯定是初学

者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摆脱这两者是一个

漫长的过程，但我仍然认为算法可以提供一

些可靠的帮助，使学习过程更快一点。您仍

然需要学习识别环境，但是一旦完成了这些

工作，您就能够为这个特定的环境设置提醒

，等待警报触发。这样会大大减轻你的工作

量，不会让你在盯着毫无意义的图表或者过

度交易。 



当然，想让算法做到完美无缺是不可能的，因此您是重要把持最后的验证环节。这个算法

存在的唯一原因是它是其内置的“筛选器”功能。它既可实时识别值得交易区域，也可回顾

历史行情，帮助您边界发现之前的价格供需和需求区域。历史检测功能默认情况下是关闭

的（为了防止您偷懒！您需要学习如何自己识别环境信号，而不是等待算法完成工作）。

您可以在指标设置页面打开它。深灰色方块用于震荡环境信号（浅灰色是趋势震荡）。蓝

色/红色代表趋势（深色代表逆趋势，浅色代表趋势跟踪）。 

 

 

 

5. 内置交易管理警报 
 

----仍在测试中(即将推出)---- 

我希望尽可能完善半自动算法的功能。我非常了解新人交易员遇到的种种问题，相信我，我也

遇到过。我希望半自动算法能通过警报以及我教授给的行情模板让很多繁琐的判断流程简单机

械可重复，这样你就不会在被情绪所困扰，或者整天盯着盘面（说实话这没什么意义），甚至

高杠杆过度交易。 

 

 

 

第 7 章：循序渐进 
 

1. 制定现实点的目标 

 

(你的故事里似乎有些矛盾……你说一个非常有进取心的交易者比低风险的交易者多赚三倍，

但你为什么不把头寸扩大三倍，进行低风险交易呢?) 如果你的目标是提高盈利能力，杠杆和冒

险是你仅有的两个选择。杠杆是一个诱人的朋友，因为它意味着在不改变策略的情况下获得更

多的回报。但杠杆的主要作用是放大你账户的波动性。因为它会增加利润和亏损。账户波动的

主要副作用是随之而来的情绪波动。强烈的情绪可能只会让你手足无措。...所以杠杆实际上是



你学习时最大的敌人......所以请忘记贪婪，努力生存足够长的时间来安全进步...根据你的经验

和心理状况，我建议你遵循以下途径: 
 
心理： 主导 自信 顺从 

初学者（-1 年） 激进+小杠杆 适度+最小杠杆 低风险+最小杠杆 

学徒（-3 年） 激进+低杠杆 适度+低杠杆 低风险+低杠杆 

经验丰富 激进+正常杠杆 适度+正常杠杆 低风险+正常杠杆 

专家 非常激进+正常杠杆 激进+正常杠杆 适度+正常杠杆 

 

激进、适度、低风险是不同的风险管理方式。更激进意味着更严格的止损，因此头寸规模会更

大，收益也会更大……但更多的回报总是意味着更多的风险，因为更严格的止损会给价格留下

更小的波动空间(再次提醒，行情大多数是无意义且混乱的……)。另一方面，杠杆作用。它必

须逐渐提高，它对你在市场生存是绝对必要的。任何一步登天的想法都会受到惩罚，并失去宝

贵信心。记住，80%的人会失败，所以实际的目标是冲过终点线，而不是尽可能快地完成!永远

不要忘记，在交易中你会和自己作对。从尽可能小的杠杆开始也是减少压力触发水平的必要条

件。我很理解你想尽快得到……但我的经验告诉我，那些在交易中取得成功的人，并不是那些

意志最坚强的人，而是那些在没有因为贪婪、急躁或鲁莽情况下活得足够久的人。 

 

2. 选择适合你的时间窗口 

 

这一点可能看起来很明显，但很多初学者仍然不知道怎么选择。因此，在详细介绍选择时间窗

口要采用的最佳方法之前，让我们先谈谈典型的错误： 

 “我们短线交易越多，赢的越多”(等一下，很明显，如果你短线交易，你交易的就越

多，所以你赢的越多)。是的，但是现实更为复杂...更多的收获意味着更多的风险...而很

多人错误的地方在于，他们低估了很多短期内隐藏的风险。我只要记住，容易赚的钱

是不存在的。你可能在短期内很容易赢，但是隐藏的风险会让你在未来跌倒……所以

很多人在交易中失败是因为他们低估了风险，如果你忽视它们会变得更糟糕。 

 “长期交易需要对宏观经济学有更加深入了解”(我不能让你说这是假的……不考虑宏

观因素的交易无异于自杀)。再说一遍，这是真的，只是比那更复

杂!市场不跟随宏观市场预期，市场参与宏观市场…所以，是的，

这两者之间显然有联系!但是宏观不能帮助你做短线投机交易，它

们更适合突破性交易。如果你记得你 80%的价格波动是在震荡区

间，因此宏观可能没有你想的那么重要…它通常将作为一个确认

工具而不是一个决定性工具。 

 

交易的时间窗口选择非常重要，如何选择是根据你是否有充裕的

交易时间。短期交易越多，人会越累。这将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到

交易中去。而这也带来了副作用，时间越短，你就越能感觉到一

个快速决策的紧迫性…导致压力和非理性决策。所以 80%的人失

败了。忘记网上的神棍给你说的简单的解决方案，可以在几个星

期到几个月内让你能稳定盈利都是骗子。 



 

相反，当你开始进行长线交易会有另一种压力，等待。这里的最好办法是慢慢寻找自

己的最佳位置。从 5 分钟蜡烛到周线蜡烛之间，有非常多的可选择性。我会根据你的

交易能力给你一些建议。 

 如果你是一个上班族，每天空闲时间有限，请选择 H1 和 D1 之间的时间段。每天只需

要抽 30 分钟时间分析行情，设置好警报，然后耐心等待就可以了。H1 等小时级别的时

间窗口不需要您立刻做判断。 

 如果你有一份责任重大的工作或者一份需要你全神贯注的工作，那么您最好选择日线

时间窗口，设置好提醒，然后等待即可。日线交易频率低，所以交易者需要关注更多

资产标的，设置更多的警报。 

 如果你失业或在家工作，您可以选择 1 小时，30 分钟或者 15 分钟时间窗口，但是绝对

不要低于 15 分钟。 

 最后，如果你失业了，你就能全神贯注交易，这显然是更快学习最方便的解决方法，

但其也会带来负面的作用。专注会给人这样的印象:你分析得越多，学得就越多（实际

上不是）。这通常会导致过度交易的问题。记住，在交易中，数量并不意味着质量。

分析无关紧要的东西只会导致错误的决定……你比其他人多拥有的唯一优势是你的时

间，这将允许你观察 15m 以下的时间窗口。但不幸的是，现实是，甚至是 1m……通常

情况下，你每天只能对一个资产标的进行 5 到 10 笔交易……因此，活跃的交易每天需

要的时间将少于 2h，你的分析时间应该在 2h 以下，这意味着你将有足够的时间。学习

交易通常是一种煎熬，甚至会导致赌博之类的问题。别忘了剩下的时间绝对不能花在

看图表上…设置警报，然后离开电脑…不要打开图表，否则即使你不该看，你可能也

会看到它。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其他事情上……运动、视频、阅读、爱好等等……你

在交易中付出的努力越多，效果就越差……记住，你的时间是你的优势，但是如果你

对交易着迷，你会把它变成你最大的敌人。 

 

另一个共同的问题是围绕着那些没有其他收入的失业者。如今的生活伴随着每月的花呗账

单。记住，你的交易在 8-12 个月内是无法实现稳定收益的。随着你的学习，你的交易收入

将变得更加稳定和持久，但在一开始你将不得不使用最低限度的杠杆，因此收益非常小，

这意味着在这段时间你必须有能力支付你的账单…如果你没有能力支付，那么我建议你去

做一份兼职，你需要现实一点，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可能在某个时候会需要钱，解决它最

简单的方法就是增加杠杆或承担更大风险。没有准备的话，你只会让失败来得更快。学习

在交易中做出理性的决定意味着你也将必须在人生中做出理性的决定! 

3. 控制你的策略 
 

现在我们已经有 40 多页的内容了，我非常理解你们觉得细节太多了。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这是

很正常的，而且也是故意的。(什么?别告诉我是故意把这个东西弄得这么复杂的吧?)不好意思

，但是神经学研究证明，你掌握的细节越多，就越容易总结和记忆。时间会让你忘记无关的细

节，锁定核心信息。(这太愚蠢了，把它复杂化只会让我更难理解……)简单点说，你的大脑建

立的联系越多，以后就越容易记住这些信息。了解某一主题的细节有利于建立联系……所以当

我故意讲太多细节的时候，是因为我不关心你当下的感受，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做会更有

效果!我也坚持这个策略的逻辑结构来帮助你的大脑处理它!因为即使你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有逻

辑的人，你的大脑也全是逻辑!(哦，该死，这太复杂了……你确定你不是一个转行做交易的令

人失望的心理学家吗?)不，我只是对交易很有热情。 



话虽如此，我会更进一步地帮助你总结。带有 PRO 策略决策过程的组织图。我真诚地邀请您打

印以下页面，并将其固定在您的计算机屏幕旁边。请确保您在按下单之前已经查看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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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震荡
(TO FAVORISE IN CASE OF DOUBT)

信号有效

> 在趋势通道内来回震荡（收盘价
于通道内）

信号确认

>到达行情通道中线50%（收盘价
小于中线）

回撤确认

> 76,4% 回撤

信号无效

> 价格在趋势通道内加速上涨/下
跌

趋势震荡

信号有效

> >在趋势通道内来回震荡（收盘
价于通道内）

确认

> 来回在行情通道内震荡（收盘价
位于通道内）

目标位1

> 到达环境通道即为到达目标1

信号无效

> 价格跌破趋势通道支撑/压力
（也就是本来看涨，跌破趋势通

道）

趋势

蓄势待发

> 震荡收敛 + 趋势通道压力 + 38-
61%回撤

突破

> 突破收敛
+ 爆量 + 目标位 (十字形)

背离

>量能指标显示标准背离

回撤

> 至少回撤23% or 38%
+ 价格到达趋势通道中线50% 

延伸行情

> 价格再次进入行情通道
+ 突破趋势通道+行情通道

膨胀行情 放弃交易
(或者你是经验丰富交易员))

入场条件 

> 最少回撤 76.4% 

> 超过行情通道 

> 信号+三角确认信号 

入场条件: 

>最小 23%回撤 

>接近趋势通道 

>背离+熊牛信号+确认三

角形 

 

如此条件： 

>最小 61%回撤 

>在环境通道 

>量能信号+确认三角

形 

 

先决条件： 

>足够的市场流动性？ 

>有足够的交易历史吗？ 

>有足够的波动性来交易吗？ 

>预计不会有黑天鹅？ 

 





随着时间的推移，熟悉如何应用指标后，你会发现甚至不需要再看图表了。在这一点上，你已

经完全掌握了策略(通常需要 3-6 个月)。跨越了一个重要的步骤，你可能会觉得工作已经完成

了!(让我猜猜…你会再次打破我的梦想…)不，这次不行！因为能够掌控一个策略真的是前进了

一大步，现阶段已经有一大半的候选人失败了！所以…干得好...但是...那些在长期交易中成功

的人约占尝试者的 5%。换句话说，你刚毕业，但离做交易员还很远！ 

  

4. 改善你的心理 

 

这部分是迄今为止最复杂的，因为每个人的思想都是独一

无二的。既屈从于我们自己的过去，也要面对我们未来的

不确定性...不管你有多努力，交易有多好，生活总是比交

易更重要，而且生活往往是导致某些重要职业意外结束的

原因。你的情绪平衡是做出理性决定的关键，如果有什么

事情让你无法控制，那么你必须暂停，有时甚至结束它。

如果这恰好是你的情况，要知道你在此期间学到的一切都

是无价的。交易中的自然选择是最残酷的...很少有人有机

会了解投机的奥义 

所以我想对你说实话，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成功将取决

于你在市场和生活中生存足够长时间的能力。学习策略可

能是是你经历各种事情中最容易面对的。交易的成就像生

活中的成熟，它永远不会结束，你永远不会停止学习。顺便说一下，如果有任何与学习交易相

关的比较，那就是人类生活本身。你刚开始像个婴儿，表现情绪，学会走路，开始发现世界的

奇迹和危险。然后你开始了解你是谁，你挖掘你的情绪并学会控制它们。你能想象一下以不同

的顺序跨过这些台阶吗？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忘记那些匆忙的事情，而是专注于你的下一步。

现在你应该明白为什么我告诉你“了解”交易并不是关键。没有人真正了解生命，即使是在几

代人之后。所以，不要再浪费时间去了解市场了，只要确保自己安全成长，并度过困难时期就

可以了。学习交易就像生活一样，它是一段旅程而不是终点。 

教交易就像养孩子。但是你应该做自己的尝试，最终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人。我的目标不是让

你成为我的复制品，只是让你进入正确的学习轨道，并避免各种可以避免的风险，加快你的学

习曲线。 

用一本 45 页多的书教一个孩子如何生活是愚蠢的。而这 PDF 手册实际上只是一个开始! 

 

 

 

 
 

 



感谢您的阅读 
 

在这个 PDF 中，我试图涵盖必要的基本知识，以使你在面对面前的巨大混乱时处于最佳的状态

。你必须时刻记住，成功应该是一个长期的目标，不要急于求成。你必须专注于引导你达到这

个目标的中间过程。本手册旨在以这种方式并运用一个明确的结构来帮助您清楚地识别这些步

骤并确定优先顺序。 

你的第一个目标是掌握你想使用的工具以及了解它们在策略中的作用。从评估价格过滤和环境

识别开始。掌握把风险看作是灰色阴影的规则。然后继续练习，更加熟悉交易警报，使策略半

自动化。(如果你想出于安全起见，现在你仍然可以在演示账户上交易)。 

然后你就得参与真正的游戏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必须将双脚都跳进去，实际上恰恰相反。在

开始的时候，你必须“踮起脚尖”并使用最低限度的可用杠杆。坚持本质:感受情绪。犯错是

不可避免的，但重要的是能够让自己从引发压力的极端情绪中成长起来。避免陷入贪婪或不耐

烦的境地，这是简单的解决办法，但却是最可贵的解决办法。 

慢慢地，你的感官会逐渐成熟，会更精确地评估阴影，塑造你的心理，以避免跳入之前陷入的

陷阱。在这个阶段，你的实际财务状况应该会有很大的改善。至此，你就进入了自己道路的最

后也是无尽的阶段——心理。为了帮助你建立职业心态，我将为你提供: 

 实时市场条件下的每日市场预测。我的日常任务，没有准备，没有剪辑，没有蒙太奇手

法或其他任何技巧。我只是分享我的知识和小技巧。因为我的目标是告诉你这份工作

是什么，而不是告诉你你想要它变成什么，也不是其他 youtube 用户让你怎么想。

youtube 用户中的大多数人是娱乐人士，而不是真正的交易员。 

 每月一次的 MCQ 技术和心理学测试，可以巩固你的知识，并找出你需要改进的地方。

如果你能回答所有的问题你就能免费试用算法...这意味着如果你掌握了这项工作，你就

不用再为工具付钱了! 

 多名日常在线用户)。它们帮助你解决共同的问题。目标很简单，快速学习的最好方法

就是把你所学的教给别人。这个过程是一个双赢的局面，这真的很令人耳目一新。 

 每月针对特定主题的现场直播问答环节。这些主题将由 discord 用户投票选出!这些课程

将被录制下来，之后可以在 Youtube 的“教育内容”播放列表中播放。 

这些所有内容都是免费共享的，而且将永远如此。我将以这句话结束我的演讲……记住，你永

远都不要为交易《方法》付钱……你最终能可以支付唯一的东西是服务，并且只有当你有明确

的证据证明它的价值时(至少是免费试用)。但是知识本身，是无价的…那些给它定价的人大多

都知道他们永远不会做交易，所以他们教授别人……这个 PDF 手册是我表达我每天与这些神棍

斗争的方式。 

 

 

 
 

 

非常感谢你对我的作品感兴趣。此外，感谢您花时

间读完本手册! 

Link to the Youtube Channel 

链接到 Youtube 频道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6O7FNj9NskCjRwCGEQp5hw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6O7FNj9NskCjRwCGEQp5hw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6O7FNj9NskCjRwCGEQp5hw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6O7FNj9NskCjRwCGEQp5hw


附录 1 : 基础知识储备 
 

在继续之前，您必须确保满足最低知识储备。也就是说能正确阅读指标并理解它们的含义。我

的指标比两条线交叉以给出“金叉/死叉”信号复杂得多。为确保你有扎实的基础，最简单的方法

是背诵关键知识。目标是能够 

 立刻反应信号作用 

 立刻想起信号含义 

 明确信号在整体策略中所承担的角色 

我们的大脑有两种记忆方式：“重复”或“联想”。                                                                         

我们将两者结合以求最大限度地使短期记忆变成长期记忆 

以下三步是训练您大脑的方法：打印以下页面，沿虚线裁剪并将把这些记忆卡分成 3 份（每列

都打开） 

第 1 步：取出所有带有“名称”的卡片，然后将它们随机叠在一起。然后取“功能”卡片并尝

试将它们与“名称”卡片配对。然后，同样的操作将“定义”卡片与名称和功能卡片配对。这

样锻炼模式的优点是大脑不会获得一个固定的记忆路径，每一次卡片的出现是随机的，能够强

迫大脑记忆。等到三组牌配对完成后和 PDF 对比。 

 

第 2 步：让我们稍微提高难度，将所有卡盘翻过来，背面向上。先洗“定义”组的牌，选择一

张，并尝试说出与对应的“名称”卡片。 （这可能看起来很蠢，但是反推逻辑学习实际是非常难

得！）这是只是一种简单的记忆技术，和第一步一样，只不过是反推逻辑（因为这次你必须通

过记忆来回忆，不是视觉）。 

如果您在第 2 步中犯了不止一个错误，最好不要勉强自己继续下去……重新学习不会的容易

忘记的卡片，稍作休整，或者做其他事情，明天重新开始（勉强自己记忆，只会增加你的短

期记忆，对长期记忆毫无帮助,同时你的自信也会受到打击）。给自己一些时间，最好做好准

备而不是急于求成！ 

第 3 步：最后，将整卡片洗在一起。根据您选择的卡片，您需要能够回忆起另外两个相应的

列。如果你能够轻松完成，恭喜你，你对所有卡片已经有了长期记忆！如果你对某个卡片有疑

问，停下来，不要偷懒重新学习！ 

 

 

 

 



我相信上面的记忆卡片大家在中学时期背诵概都用过，非常有用。但是，卡片并不方便随身携

带，这里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更加方便的方法，使用 ANKI 卡片记忆训练软件。 

1. https://apps.ankiweb.net 

(1) Anki 的官方网站 

(2)  

2. 下拉页面，选择你需要的版本。 

(1) Anki APP支持多平台，Windows、Mac、Linux、苹果手机/安卓手机 

(2)  

3. 安装完成后 

(1) 创建牌组，命名为 Pro-indicator 

(2) 点击添加，正面输入指标名称、反面输入指标定义或应用场景 

(3) 点击空格，再选择卡片记忆程度 

4. 更多详细使用方法，请移步知乎 

 

https://apps.ankiweb.net是anki的官网/


               

        

 

        



 

名称 定义 应用场景 

环境通道 代表一段时间的供给与需求区域 
研究通道变化 

定义市场处于在震荡还是趋势 

趋势通道 代表次一级时间窗口的环境通道 
允许我们在一个图表中查看两个

时间窗口 

突破目标 
代表价格运动速度发生改变 

（新的价格运动周期） 

允许我们定义可能的震荡边界或

趋势突破区域 

价格收敛 代表价格波动降低 

它告诉我们价格波动缺乏量能 

（交易者需要控制仓位，否则有

来回打损风险） 

斐波那契回撤 代表一个区间的风险与回报比 
允许我们过滤掉一个没有价值的

交易区域 

确认三角形 
代表价格在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

出现信号 

允许我们在进入市场之前确认信

号 

波动预警 
价格走势混乱的信号 

（大量噪音） 

它告诉我们价格波动剧烈 

（交易者需要控制仓位，否则有

来回打损风险） 

«量能正常» 代表量能处于活跃状态信号 告诉我们量能有利于交易 

« 正弦波正常 » 代表新一轮的价格周期 
告诉我们我们有值得交易的价格

周期（正弦波） 

« 价格正常 » 代表价格临近值得关注区域 

告诉我们，如果该区域的价格值

得交易，我们将有一个确认三角

形 

打印此页面并按照虚线将其切片。当然，您也可以考虑手写副本。 



APPENDIX 2 : THE PROCESS TO LEARN THE STRATEGY 
 

 



 



 

 

4/4 is the advanced stuff for those who want to dig deepe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