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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亿美元. 

                  📕 关于本书  📕
多年之前，当 iPhone 还是乔布斯脑中的概念
时，我们就已经开始了货币交易的工作. 随着
工作的进行，我们很快发现，初学者们想要找
到有用的信息可谓是难上加难. 😤 通用信息
的缺失已让人十分头疼，但在需要寻找关于外
汇的特定信息时，情况则更加糟糕. 😔

当我们找到一些有用的东西时，此类与外汇有
关的材料却缺乏深度，而且通常还散落在网络
各处。如果您想要深入了解关于杠杆的知识，
那么可能网站 A 就足够了；但关于外汇的一
些基础知识，则可能需要前往网站 B 去寻找；
如果想获取一些实用建议的话，则又需要前往
网站 C. 😢😠

很显然外汇交易的学习存在更好的方式.
所以我们构建了这个东西.  💪 🏆

我们进行了研究 🏆 以帮助您找出 2020 
年的最佳外汇经纪商.🏆 我们对比了损
益率、佣金、社交交易功能、客户服务以及几
乎各个方面的信息。我们深入了其中，这样
您就不需要这样做了.

 本书的唯一目的就是提供值得信赖的、一
针见血的学习资源，您可以借助它来学习外
汇交易的一切基本知识，无需无休止地在网
络上进行检索. 🙌

当然，我们并不会声称本书中有一些关于外
汇交易的神奇技巧。这里不会有任何人会声
称您“可在一周内赚到一万亿美元”，或者“
下个月您就能买下自己的. 私人小岛”。恰恰
相反，本书为新手交易员提供了一个“避风
港”.

我们承诺，这里不会传授所谓的“暴富技巧”
，这里只有实用的建议，只有组织良好、语
言简洁的内容，它们将帮助您尽可能地了解
外汇交易这一行业.✌

在向某种事物投入金钱之前，记得投入时间去了解它 /沃
伦. 巴菲特

 /沃伦. 巴菲特/

您现在看到的就是一本“外汇交易初学者指
南. 👏  在本书中，您将找到能够助您上手货
币交易的一切信息. 💵

      实时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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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人们 ♥ 外汇?

仅需 100 美元
直到二十一世纪早期，人们还无法凭借低于 
10,000 美元的资金来加入外汇市场。与其他金
融市场不同，您只需要 100 美元就可以交易外
汇了.💸 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进入外汇市场，所以
您就可以利用自己手头的资产来从外汇市场的
波动中获利了.

躺在床上也能工作
这是实话，就算是躺在床上喝着可乐，您也可以
进行外汇交易. 加入其中的唯一所需就只是一
些资金、一台设备（电脑、笔记本或智能手机 📱 
）以及互联网连接就足够了.您可以自行决定工
作时间.

即便是出现了金融危机，您仍然可以从外汇交
易中获利. 通过做多或做空操作，无论货币价值
如何震荡，您都可以利用此类波动来赚取收益. 
无论牛市 或熊市， 您都可以交易股票或金融工
具的方式，来对外汇进行交易.

在社交媒体交易功能中，您可关注专业交易员的
动态，看看他们是如何交易的.💸 社交媒体交易
功能让您可以  💸“复制”其他交易员的策略，这
对于初学者来说十分利好，有助于降低学习难度. 
过去的交易员们十分依赖基本面和技术面分析，
但在社交媒体交易功能的帮助下，您可以从成功
的交易员身上获得提示，进而从外汇市场中获利. 
✌

与其他金融市场相比，外汇市场可以说是十分
简单明了了。股票市场的交易员必须分析 公
司报表，然后从成百上千家公司中选择自己想
要投资的对象。外汇市场则围绕八种货币展
开，这些货币被称为主要货币。简单地说，一个
国家的经济情况越好，其货币的前景也就越
好。

没有危机

借助社交媒体交易功能学习专业经验

简单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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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时间并不充裕，该如何交易 🏃

1  选择一个平台
就算您是外汇交易的新手，也可以选择那些对于
初学者十分友好的平台，比如 👉 eToro 👈 就提
供了非常有趣的机会 - 您可以关注最优秀的交易
员并复制他们的交易方式. 👍

2 跟随顶级交易员
发现您感兴趣的交易员并将他们 添加至您的关
注列表中. 查看其过往业绩数据，了解其策略的状
态更新情况，分析结果 并与他们进行沟通.

3 差价
在外汇交易中，经纪人会针对货币对出价，同时
还会询问要价.“出价”是指经纪人能够售出基本
货币的价格，“要价”则是他们购买基本货币的价
格.“差价”就是指的这两种价格之间的差异. 此
外，这也是那些“不收佣金”的经纪人-即不就交易
员交易另收费用的经纪人-赚钱的方式.4 学习并获利

现在您就可以放松一下，让经验丰富的交易员来
帮助您了. 您的任务就是仔细分析他们的表现数
据，同时尽可能地从其交易方式中学习.社交媒体
交易的终极目标是通过最优秀的交易员来构建自
己的产品组合.在您关注的交易员中一定要有偏
好不同风险类型、交易不同货币的人.

‼ 看看最受关注的交易员列表吧，就在这里‼  

👉如果您的时间并不充裕，以至无法时刻监控图表的话，其实可以试试一种更轻松、更
节省时间的外汇交易方式。社交媒体交易能将您同经验丰富的交易员联系起来，查看他
们的业绩数据，讨论他们的交易理念，同时从他们的错误中学习或者是复制他们的成功

策略. 从本质上讲，这就是一种让专业人士为您“服务”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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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杠杆、点与差价 🤓

 ‼ 根据最新的 ESMA 干预措施，杠杆率只能
 介于 2:1 与 30:1 之间，具体依特定工具而定.‼

        ▶ 在这里查看我们关于 ESMA 的文章 ◀

1  杠杆
杠杆，代表着保证金交易比率，让交易员能够借到一些钱来以更大的体量进行交易.此
外，杠杆还让人们可以使用多于其账户余额的资金. 这样您就可以将自己账户的余
额“撬动”至足够进行更大额交易的地步. 货币汇率的变化非常缓慢. 这就使得小额交
易难以盛行，因为在此类交易中，点差变化只能带来小额的利润与损失. 所以，杠杆操
作能够帮助交易员进行更大规模的交易，从而成倍放大其中的潜在利润与损失.

2 Pip
点（Price Interest Point）代表了货币对价格变化的最小单位. 通常情况下，它指的
是小数点后的第四位，不过也有许多经纪人会使用第五位小数来报价. 不过第五位
小数并不会对价格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因为它变化得太快了.
包含美元的货币对，点为 1/10,000 美元；当货币对包含日元时，一个点就是 1/100 
日元，因为日元的价值更接近其他主要货币的 1/100.

3 差价
在外汇交易中，经纪人会针对货币对出价，同时还会询问要价.“出价”是指经纪人能
够售出基本货币的价格，“要价”则是他们购买基本货币的价格.“差价”就是指的这两
种价格之间的差异. 此外，这也是那些“不收佣金”的经纪人-即不就交易员交易另收
费用的经纪人-赚钱的方式.
 差价以点来衡量. 大部分的货币对-即基本货币与二级货币-的点值都是 0.0001.比如
下面的这个报价：EUR/USD = 1.1051/1.1053，差价就是 0.0002，即 2 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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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外汇？在这里寻找答案!👇

ℹ 外汇市场每天的交易额达到了 
5.3 万亿美元，这也是世界上规模最
大的、流动性最高的市场.

ℹ   外汇交易发生于两种货币之间，因为
在购买一种货币的同时，总会有另一种货
币被售出.

👉 点（Pip）

 小数点后的第四位，即交易
费率的最小单位

👉 差价

卖出与买入报价之间的价格
差（单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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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读取货币对？ 🔊
货币是成对交易的，因为一种货币的价值是相对于另一种价值的. 在下达订单的过程
中，前一个货币可被视为是控制货币. 比如您看到的是 EUR/USD，那这就意味着您买
入或卖出的是第一种货币（EUR，欧元），其价值由第二种货币（USD，美元）体现. 

主要货币，无论是初学者还是专业人士都会广泛
地交易这些货币对. 这是因为这些货币对拥有最
好的流动性、最低的差价与最广的变化范围。与其
他小规模的货币不同，主要货币通常而言是比较
稳定的. 与其他国家相比，此类货币归属国家的经
济和政治机构通常是长期存续的，其行为也更容
易预测.

交叉货币对是指不含 USD 的任何货币对，但其
中所蕴含的获利机会并不比主要货币少过多的美
元敞口或让您的交易走向过于单一，而在走向对
您不利时，这可能会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外来货币对的交易活跃程度较低，同时在买入和卖
出时的成本也更高. 但不要让较高的成本阻碍您的
脚步，因为有史以来最厉害的一些交易员都曾依靠
外来货币对赚得盆满钵满. 例如，最伟大的五位外
汇交易员之一的乔治·索罗斯，就曾在 1997 年亚洲
金融危机中通过抛售泰铢（THB）赚取了 8 亿美元
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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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汇交易中，杠杆的本质就是借入资本并将其投入到交易中.这些额外的资金来自经
纪人，他们就像是银行-样，能够借你-些钱来投资.在外汇行业中，投资就意味着购买货
币.

看看下面的例子：

🅰 杠杆率 1:20
🅱 杠杆率 1:200

杠杆的工作原理?🤔

A 选项的保证金交易比率（即杠杆
率）为 1:20，，这就意味着交易员可以
投入 100 美元来交易 2,000 美元的
产品. 此外，如果点值上涨了 0.0030
，那么交易员的利润就是 6 美元，其
账户余额就会上涨至 106 美元，ROI 
也就是 6%. 另一方面，B 选项允许
交易员交易 20,000 美元的产品，同
样情况下能获利 60 美元. 所以交易
员的账户期末余额为 160 美元，ROI 
达 60%. 这就意味着，您采用的杠杆
率越高，潜在的 ROI 也就越高.

‼ 使用杠杆的建议与警告‼

⚠ 确保损失处于您能够控制的范围内.专业的交易员建议，人们不应该在一次交易中投
入全部的资金. 除此之外，交易员应该将风险分散在多笔交易中，每笔交易大致占总存款
的 5%. 即便是出现了损失，这些损失的金额也不大，交易员也不会失去控制. 

⚠ 使用止损单以及其他策略性止损操作.止损单会建议经纪人在货币达到特定预设价格
时来卖出货币. 此类止损单会时刻保持运行，即便是您登出系统后，它们也会保护您的头
寸. 此外，策略性止损操作能够限制损失，同时保证利润. 

⚠  开始的时候慢慢来. 这有助于帮助新手交易员积攒经验，建立交易信心. 在了解了外
汇交易的方方面面之后，您就可以开始考虑提高杠杆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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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什么时候交易外汇? ⏰

虽然外汇市场每周 5 天 24 小时开放，但其却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处于活跃交易状态
的。就外汇交易而言，利润是在交易员出价以及市场处于活跃状态时最容易赚得的。
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您必须要了解外汇交易的关键时间段 ⌚，基本上就是交易员
最活跃的时间段.

外汇市场是一个全球性的市场，跨域
了多个时区. 因此，您应该知道三个
主要的外汇交易时段：东京（或亚洲）
时段，伦敦（或欧洲）时段，最后是纽约

（或美国）时段. 
 
 最繁忙的时间就是这些交易时段重
叠的时候，例如在伦敦的清晨时分，与
此同时东京的交易热度正在下降. 此
时欧洲交易员们正在上班路上，他们
会分析和吸收来自亚洲交易时段的信
息，所以 GMT 时间清晨 6 点就是进
行加以的绝佳时机 - 正如谚语有云，“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 下午的伦敦交易时段通常是最为活
跃的，因为此时会与纽约（或美国）的
交易时段重合，因此这将是很好的外汇
交易与获利机会.‼

经验丰富的交易员们认为 EST 时区早
上 10 点是交易外汇的最佳时机，因为此
时伦敦和欧洲的交易员们正准备关闭他
们的头寸，做着进入美国时段的准备。随
着关注重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这通常
会导致货币价格的大幅度摆动，带来许
多盈利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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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中最适合交易外汇的时间

研究发现，四个主要货币对会在周二和周三时出现最大程度的变动。这些货币对是 
EUR/USD、GBP/USD、USD/JPY 以及 USD/CHF. 因为在这两天时通常会发布与经
济相关的重要数据，所以会出现最大程度的变动.
 
 周五通常也很繁忙，但通常仅持续到中午 12 点.在周五下午，大型银行、对冲基金和
金融机构会处于周末的安全考虑而关闭一些头寸，因此经常会出现无法预测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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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节假日

⛔ 周五下午和周末

⛔ 十二月底

⛔ 在您愤怒或沮丧时

⛔  亚洲交易时段

⛔ 新闻发布时

⛔ 收市时间

⛔ 过夜交易

C  不要在什么时候交易外汇?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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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外汇的牛市与熊市？ 🐻

当您认为某个货币的价值会下跌时
 您会卖出该货币
 您就建立了空头头寸

当您认为货币价格会上涨时
 您会买入该货币
 您就建立了多头头寸

买入时，您就是看涨（牛）的卖出时，您就是看跌（熊）的

                                          💵 在外汇市场中，您可以卖出或买入货币  💵

          熊市蜡烛图         牛市蜡烛图

         熊市趋势         牛市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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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读取外汇图表? 📈 

让我们来看看三种最为流行的外汇图表：折线图、条形图和蜡烛图. 

1 折线图
这是所有外汇图表中最基本的一个.只需简
单地将数据点用线段连接起来即可，每段线
段描述的就是一段时间内的收盘价格.虽然
折线图中不包括开盘价、最高价和最低价，但
其也可以让交易员了解货币价格在特定时间
范围内的变化情况. 折线图可准确地反映收
盘价格的情况.

3 蜡烛图
这是最受外汇交易员欢迎的图表. 此类图表
类似于条形图，但会以一种较为美观的图形
格式呈现价格信息. 蜡烛图还更关注交易时
段的开盘价和收盘价.
 此外，与显示收盘价的折线图不同的是，蜡
烛图使用了“蜡烛”来展示各时段货币对的
开盘价、最高价、最低价和收盘价. 蜡烛的高
度描述了时段的最高和最低价，其矩形的长
度则代表开盘价和收盘价.

2  条形图
与折线图不同，条形图不仅会展示收盘价，还
展示了某一时段的开盘价、最高价和最低价. 
该图由左右两个短划线组成，分别表示收盘
价和开盘价，此外还以垂直的条形展示了货
币的最低价和最高价（交易区间）.它们也被
称为 OHLC 图表，因为展示了货币的开盘价

（Open）、最高价（High）、最低价（Low）和收
盘价（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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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获得最佳的风险回报率，建议投资至少 300 美元
 
 ** 由于从 2018 年 8 月 1 日起欧洲生效实施了新的法规，所以欧洲经纪商需要展示
其客户的损失百分比是多少。
 
 ** 经纪商会每 3 个月更新一次损失率信息。如需了解最新信息，请查看我们定期更
新的文章：https://financeillustrated.com/trending-forex/best-forex-brokers/

 

经纪商
最低
存款* 最大

社交媒体
 交易

$200 1:30 ✅
  

  访问

$100 1:30 ❎

 
$100 1:30 ❎

$100 1:30 ✅

$500 1:500 ❎

损失率
12 个月 **

66.5%

80%

77%

82%

我们的
 视频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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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交易中的 20 大术语 🏅

👉 货币昵称 👈

✔ Single Currency - EUR（欧元）
✔ Loonie - CAD（加元）
✔ Swissie - CHF（瑞士法郎)
✔ Aussie - AUD（澳元）
✔ Kiwi - NZD（新西兰元）
✔ Greenback, Buck - USD（美元）
✔ Sterling, Pound sterling - GBP（英镑）

👉 货币对 👈
✔ Cable - GBP/USD（英镑/美元)
✔ Ninja - USD/JPY（美元/日元）
✔ Fiber - EUR/USD（欧元/美元）
✔ Chunnel - EUR/GBP（欧元/英镑）
✔ Yuppy - EUR/JPY（欧元/日元）
✔ Barnie - USD/RUB（美元/俄罗斯卢布）

    👉 热门短语 👈

✔ Going Long - 多头，建立看涨（买入）交易
✔ Going Short - 空头，建立看跌（卖出）交
易
✔ Cutting Short - 提早平掉损失的仓位
✔ Plunging - 相较于之前价格出现了下跌
的价格
✔ Currency rallying - 出现了一段时间下
跌后的价格反弹
✔ Position Trading - 头寸交易，使用巨额
止损进行数月甚至数年的交易，不会过于关
注资产价格的短期波动

👉 彭博新闻实例 👈
✔ USD/CAD - 鸽派加拿大央行损害加元 - 
加拿大央行报告称将进行降息，所以加元兑
美元出现贬值.
✔ AUD/USD - 就业报告止住反弹 - 关于澳
大利亚就业情况的不良报使得近期 AUD/
USD 的上扬趋势被抑制.
✔ NZD/USD - 新西兰元出现复苏迹象 - 在
长久的汇率下跌后，新西兰元兑美元的汇率
开始出现恢复

解码外汇交易中最常使用的术语，加深您对于货币行业的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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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对 👈

👉 彭博新闻实例 👈

是什么在驱动着外汇市场? 🤔

   政治       经济            央行 自然灾害

👉 公开声明
👉 官员变更
👉 政府稳定性

👉 GDP、通货膨胀、债务
👉 销售额
👉 投资者兴趣

👉 金融流通情况
👉 利率
👉 强制储备金

👉 飓风
👉 地震
👉 洪水

💸 在下面的图表中，您可以看到英镑是如何因为英国脱欧相关事件而出现下跌的. 这曾是绝佳的
做空英镑（就是赌资产价格会下跌）的机会. 💸

即使您没有时间整天盯着图表，也可以通过查看每天的新闻和经济日历来识别重大的
交易机会. 换句话说，您可以进行基本面分析. 基本上而言，所有的基本面信息都是指
示投资者资金投入计划与哪些货币会受到影响的指标. 
 
 我们可以将所有的驱动因素划分为 4 个大类：央行、国家经济、政治稳定性和自然灾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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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是国家汇率的主要
决定因素之一，其定义是商品和服务的
一般价格水平.

‼ 高于预期的通货膨胀率通常对于相
关的货币而言是负面因素，因为其价格
水平相比其他国家而言会更高，从而稀
释其价值. ‼

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与其货币的购买力
成反比，其中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意味着
较高的购买力.
 
 两种货币的通货膨胀率差异被称为通
胀差异，如果差异开始扩大，那么您就应
该购买通胀率较低的货币，同时出售通
胀率较高的货币.
 
 了解通货膨胀的主要数据来源是消费
者价格指数（CPI），这是经济健康状况
的强力指标之一.高通胀不利于投资，它
会降低消费者的购买力，使得规划工作
变得更加困难.
 
 相反，较低的、稳定的通胀则有利于投
资，因为这样消费者的购买力将得到保
障，企业也能更好地做出规划.

同样的，经济体的就业情况也是国家汇
率的一个决定因素，因为经济活动可以
从就业和失业的角度来进行确定.
 
 大众是拥有技能、知识和经验的，这样
的人力资源可以用于生产更多商品、提
供更多服务中，从而提升生产力. 所以
就业的人口越多，其经济产出就越多. 
因此，就业数据的公布会对汇率产生重
大影响. 

‼ 高于预期的就业率会提振相关货
币，低于预期的就业率则会降低该货
币的价值. ‼

失业率的情况则恰恰相反，高于预期的
失业率会使得人们担忧起相关货币的
价值.
 
 外汇市场上最重要的就业数据是美国
非农就业数据. 其他的一些重要数据是
失业率、参与率和其他劳动力市场的统
计数据，所有这些数据都会对汇率产生
中等或较大程度的影响.

2 就业情况

6 大外汇市场推动力 💸

1  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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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贸易平衡

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是大多数经济体的
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贸易平衡可以影响
货币的价值.

‼ 如果一个国家出口的商品和服务越
来越多，那么这将增加对其货币的需
求，从而增加其价格. 相反的，如果
一个经济体开始越来越多地进口商品
和服务，那这会增加该货币的卖出压
力，其价值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
降.‼

简单来说，贸易平衡就是国家的出口与
进口体量之比. 如果出口高于进口，那
么该国有具备贸易顺差 - 表明该经济
体商品和服务及其货币的需求很强劲.
 
 但是，如果进口高于出口，那么该国存
在贸易逆差 - 表明对该国货物、服务和
货币的需求并不那么强烈.
 
 与其他指标一样，贸易平衡数据通常
每月都会公布一次，并会对汇率产生中
等程度的影响。超出预期的贸易平衡情
况会给货币带来积极的影响，从而使其
升值；低于预期的贸易平衡情况则会产
生相反的效果.

量化宽松是一种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工
具，用于扩大央行的资产负债表. 通常
此类方式可被视为是增印钞票，因为它
增加了基础货币的供应.
 
 货币供应和通货膨胀是挂钩的，其中较
高的货币供应基本意味着更高的通胀率
和购买力的下降.美国、欧元区、日本和
英国都实践过量化宽松政策，其中欧元
区的政策是最为激进的.此外，其量化宽
松计划的实施时机也有所不同.

‼ 因此，您可以根据这些政策来在外
汇市场上进行交易. 例如，在美国开始
放松量化宽松政策后，欧元区就会准备
进一步加紧量化宽松.您可以选择在长
期角度上售出 EUR-USD 货币对，以利
用这一发展过程.  ‼

此外，美联储最近表示可能需要进一步
进行量化宽松政策.如果方案落地，那么
就将出现做空 USD-ZAR 或 USD-MYR 
等货币对的好时机，因为南非和马来西
亚都是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无需实施量
化宽松政策.

4 量化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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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家政治 6 利率

国家的政治局势可能对其经济情况产生
重大影响. 新的总统或总理可能会在经
济方面做出根本性的改变. 在这一方面，
没有比美国的特朗普更好的例子了，他
提倡保护主义措施，通过提高针对其他
国家的关税从而引入了更多交易方面的
障碍.

‼ 同样，革命或政变会严重影响一国
货币，因为汇率通常基于人们对于经济
的看法. 如果人们觉得自己的钱在某个
国家中不安全，那他们机会出售该国货
币，并寻求不同的货币来避险. ‼

对于国家的稳定来说，政治因素也非常
重要。比如，中国正在执行一个百年计
划，因为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许多西方
国家的领导人甚至每四年或者五年就会
更换一次.
 
 相对的不稳定可能会对经济产生不利
影响，因为在解决上届政府的遗留问题
时，又会引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所以下
一届掌权政党必须要去应对. 

利率是央行的重要工具，可被用于影响借
贷、储蓄或者消费情况. 
 
 更高的利率会刺激投资和储蓄，因为人
们将从存款中获得更多的利息，也可以从
借贷给他人中收取更高的利息.
 
 相反的，较低的利率会刺激借款和消费，
因为借钱来买车或房屋会更加便宜.

‼ 利率也会对资金的跨境流动产生影
响. 例如，假设英国的利率是 2％，德国
是 5％. 那么在银行拥有储蓄的人便会将
资金转移到德国的银行以获得更高的利
率，实际上就是出售英镑然后购买欧元. 
所以，利率的变化对于汇率而言是一种
影响程度较高的因素. ‼ 

此外，货币政策公告将由大型央行定期发
布，如果您认为利率低于或高于预期，那
么就可以交易货币，并利用这些公告发布
之后的波动性.

      立即分享

http://financeillustrated.com/forex-trading-for-beginners-facebook/
https://financeillustrated.com/forex-trading-for-beginners-twitter


最有效的 3 大外汇策略 👍

1 支撑与阻力
该策略就是老生常谈的“低买高卖”了. 外汇交易员通过分析价格变化停止并转变方
向的区域来量化价格的低位和高位水平.
 
 支撑位是指价格走势在出现转向前鲜有下跌触及的水平. 此时买家数量会超过卖家
数量，从而导致价格上涨. 另一方面，阻力位是价格很少超过的水平. 此时卖家数量
超过买家数量，从而导致价格降低. 在这两种情形中，价格都会停止继续原来的变化
趋势并出现转向. 

⏰ 首选时间框架: 1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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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匹诺曹策略

匹诺曹条是一种实体很小，蜡烛芯（鼻子）很长的蜡烛条。其也被称为流星、上吊线和 
Gammer. 您可能有印象，匹诺曹的鼻子会在撒谎的时候变长。在这一策略中也有类
似的情况：当蜡烛芯比实体还长时，这就代表着市场在欺骗我们，我们就应该反其道
而行之.
 
 切入点的情况各不相同：一些交易员喜欢等到下一个蜡烛回撤至针形条的 50% 斐
波那契水平时，还有一些人则会选择在针形条形成时出手. 上影线较长表示存在强大
的卖出压力；下影线较长则表示买入力量较强。

⏰  首选时间框架：1h，4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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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双红策略
双红策略是基于价格行为与阻力位的短期反转体系. 您需要使用时间框架为 5 分钟
的图表，其信号就是在接近阻力位后出现两根看跌蜡烛时.
 
 如何获利？
 
 选择某个资产，关注市场的变化情况，知道您看到了第一个红条. 此时等待第二个红
条.
 如果第二个红条收于比第一个红条更低的位置，那您就中奖了.
 通常而言，第三个红条会比第二个更低. 这就是建立空头头寸的位置.
 

 

⏰ 首选时间框架：5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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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识别外汇趋势？ 📉

如果您熟悉货币图表（也称“技术面分析”），那么您就能时常预测出货币对的未来走
势，甚至是其准确的价格行为发展情况.
 
交易员寻找的一个东西是资产趋势. 趋势可以是上扬、下跌或横盘整理.

上扬的趋势是指货币对的价格增加，其特点
就是更高的高价与低价. 处于上扬趋势中的
货币将呈现出一个峰值，然后回退至一个低
点并呈现平台形态，然后继续上扬至更高的
峰值，并回退至高一些的低点，以此往复. 通
过在峰值之后，货币正在建立高于旧低点的
新低点的过程中执行买入操作，您可以借助
上扬趋势获利.

下跌的趋势是指货币对的价格下降，其特点
就是更低的高价与低价.处于上扬趋势中的货
币将达到一个低值，然后返回至一个高点并
呈现平台形态，然后继续下跌至更低的值，并
返回至低一些的高点，以此往复.
 通过在高点之后，货币正在建立低于旧高点
的新高点的过程中执行卖出操作，您可以借
助下跌趋势获利.

如果一种货币处于水平趋势，此类情形也被
称为“横盘震荡”，因为此时货币价格会在一
个范围之间波动，并且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向上或向下移动. 峰谷值仍然会出现，但并
没有明显的模式，可能会是较高高点-较高低
点或较低高点-较低低点.
 如果您不十分熟悉外汇交易，那最好还是完
全避免在横盘阶段进行交易，因为您无法确
定货币价值会朝着哪个方向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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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趋势阶段  📊

在外汇交易中有三种不同类别的趋势：

1 短期趋势（几个小时）
2 中期趋势（2-3 周）
3 长期趋势（几个月）

‼ 如果违背趋势“倒行逆施”的话，从统计学上来看这比“随波逐流”更可能招致损
失.通过顺着趋势制订交易策略，您能乘着市场变化的波浪前进，让市场来帮助您赚
钱.
 
 因此，在分析货币对时，您可以通过寻找更高的高点和更高的低点来找到上扬趋势. 
寻找下一个较高低点会在什么地方，然后相应地进行买入. 或者如果您想看看下跌
趋势的话，那就找找较低的高点和较低的低点. 看看下一次较低的高点会出现在什
么地方，然后看准时机卖出吧. ‼

在货币兑换市场中，一次趋势可能会持
续好几十年.

💸 如果一名交易员在 1983 时
做空了 USD/JPY，当时可能
只需要花上 100 美元，但到了 
2011 时他就能赚到超过 260 
万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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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时间框架分析 📈

您可以在多种时间框架中来绘制货币对的图形，可以按分钟、小时、天、周或者
月来绘制自己需要的图表.通过对多种时间框架进行分析，您可以更深入、更详
细地了解货币，当然最为流行的一个组合便是周线图和日线图.
 
 周线图可用于识别趋势；日线图则可以用于寻找交易的介入点，以及最终确定
盈利多少的退出点.
 
 虽然不同的时间框架有时会给出相互矛盾的见解，但通常您都可以将其读数
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市场状况的详细概述.

因此，尽管单独看来前面的日线图
可能表明了上扬趋势的开始，但下
方的周线图则表明了下跌趋势正在
起作用.

如果不看周线图的话，您可能已经买
入了这一货币，并在长期持有的过程
中吃了亏.虽然如果考虑周线图的话，
您可能会得出“日线图只是展示了短
期波动”的结论，然后卖出了货币.

‼ 重要的是要记住，使用较长的时间框架（如月、周和日）的图表可用
于发现趋势，时间框架较短的图表则用于确定介入和退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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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交易 VS 大宗商品 🤑

货币与大宗商品之间的关系存在于整个金融市场中. 了解如何借助这些趋势进行交易.

原油 🆚 USD/CAD      原油 🆚 CAD/JPY

  黄金 🆚 AUD/USD   黄金 🆚 USD/CHF

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大约 45% 的美国原
油进口自加拿大. 所以从逻辑上讲，当原油
价格上涨时，美国对加元（CAD）的需求便
会增大.
 当原油价格上涨时，可以做空（卖出）USD/
CAD.从历史数据的角度来看，如果其他货
币影响因素均不参与作用，这一关联关系
的准确性高达 70%.

加拿大是原油的净出口国，日本的原油需求
则有 99% 是依靠进口. 此外，日本还是第
四大原油消费国，因为原油为日本提供了近 
47% 的能源. 
 当原油价格上涨时，如果所有其他影响因素
均不参与作用，则可以做多（买入）CAD/JPY. 
请注意，由于该货币对通常具有较大的差价（
买入价和卖出价之间的差额），而且其交易量
也低于 USD/CAD 货币对，所以交易 CAD/
JPY 时的风险会更高. 

分析人士已经观察到 AUD/USD 货币对
与金价之间存在 89% 的关联性，当然依然
需要其他影响因素并不发挥作用.
 
 - 当 USD 价格下降时，对于黄金的需求会
增加.
 - 对于黄金的需求增加有利于澳大利亚的
出口与贸易平衡
 - 出口的增长将让澳元在面对美元时更加
强势
 - 其结果就是，澳元价格会随着金价的上
涨而上涨.

瑞士对于黄金的兴趣也十分浓厚，因为其 
25％ 的外汇储备都在黄金中. 正因为这样
的黄金储备，瑞士法郎的价值才会上涨. 
 记住，AUD/USD 货币对与金价成正相
关，USD/CHF 货币对则与金价成负相
关. 在这两种情形中，美元都呈现走弱趋
势. 不过在 USD/CHF 货币对中，美元是基
础货币. 所以在瑞士法郎逐渐强势的过程
中，USD/CHF 货币对将会出现下跌.

下载 The Trading Game 以了解更多
 获利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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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专业人士的 10 个建议  😎

1 慢慢上手
建议您先投入少量的资金，并慢慢建立自己
的投资产品组合. 此外还可以限制一下同时
建立的仓位数量. 仓位越多，您就越难仔细
地去权衡其中利害，也就更容易蒙受损失.

2 使用止损单
这可能是所有外汇交易专业人士在初学阶
段时都最希望听到的建议了. 无论您的策略
如何，不使用止损单就意味着您没有对损失
进行限制. 止损单能够帮助您限制损失的程
度，尤其是在利率出现意外变化时.

3 1/6原则
不要被交易冲昏头脑. 过度交易可不是什么
好主意. 专家建议您不要在投资时投入超过 
1/6 的闲置资本，尤其是在您并没有十足把
握时.

4 坚守自己的策略
优秀的交易员会有自己的规划，最优秀的交易员
会坚守自己的规划. 所以，您可以在纸上记录下
自己的计划，然后按照计划来逐步前进. 您可以
写下每次交易的价格，以及选择相关策略的原
因，以便稍后来对其进行分析.

5 不要过早退出
虽然我们建议初学者不要太贪心，但一些初
学者会太早退出交易，导致没有充分地从仓
位中赚取全部利润.

6 随波逐流
趋势表明了未来的市场变化情况. 这就是为
什么您应该避免“倒行逆施”. 此外，在大多
数情况下，反其道而行之会招致损失.在行
动之前记得分析趋势，找到最有利的位置！

7 研究外汇图表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所有国外市场都有不同
的追踪系统和图表. 除此之外，在每次交易
之前还要记得区分不同时间框架的信息，这
一点尤为重要. 例如，您可以通过查看日线
图或小时图来确定建仓和平仓的最佳时机. 
除此之外，周线图是观察趋势的理想之选.

8 趋势也是有动能的
追随趋势的交易员越多，趋势的发展速度也
就越快. 初学者应该时刻做好识别趋势开始
的准备，并充分利用这些机会.

9 总是仔细检查自己的过往
交易
您应该养成从过往交易记录中学习经验的
习惯. 这不仅能帮助您避免犯下相同的错
误，也能帮助您识别最好的交易位置.

10 平掉不成功的仓位
初学者倾向于一直持有那些不是太成功的
仓位，寄希望于某天这些仓位能转而盈利. 
然而，盈利的情形几乎不可能出现. 所以还
是尽早地关闭这些仓位吧. 这能让您更好地
专注于其他交易中的仓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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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最棒的外汇交易书籍 📗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 遴选了 7 本最优秀的
外汇交易书籍，如果您想成为专业人士的
话，那一定不要错过. 😎

             由 financeillustrated.com 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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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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