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金价格技术面分析 

技术分析概述 

士兵要想在战争中获得胜利，除了要配备精良的武器以外，还要

练就一身过硬的杀敌本领。同样，投资者在进行黄金交易时，除了要

有准确的信息来源以外，还要掌握技术分析这个有利武器。技术分析

起源于统计学，它可帮助我们在市场上寻求最佳的介入价格，与基本

分析相辅相成，都是不可缺少的分析工具。 

技术分析是通过对市场上每日价格的波动，包括每日的开市价、

收市价、最高价、最低价、成交量等数字资料，透过图表将这些数据

加以表达，从而预测未来价格的走向。每种分析方法都不会是十全十

美的。我们即不能对技术分析过分的依赖，也不能偏向于基本分析。

从理论上来讲，在通过基本分析以后，可以运用技术分析来捕捉每一

个金市的上升浪和下跌浪，低买高卖，以赚取更大利润。而且，技术

分析是以数学统计方程式为基础的一种客观分析方法，有极强的逻辑

性，它把投资者的主观见解进行过滤，要比凭借个人感觉的分析者稳

当得多。 

技术分析研究以往价格和交易量数据，进而预测未来的价格走

向。此类型分析侧重于图表与公式的构成，以捕获主要和次要的趋势，

并通过估测市场周期长短，识别买入/卖出机会。根据您选择的时间

跨度，您可以使用日内（每 5分钟、每 15分钟、每小时）技术分析，

也可使用每周或每月技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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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分析的基本理论 

1、道琼斯理论 

基本要点： 

道氏理论主要应用与股票市场，但与其他的技术分析理论一样，

也可以根据不同市场的不同特性，适当调整后应用于各个投资市场。 

根据道氏理论，股票价格运动有三种趋势，其中最主要的是股票

的基本趋势，即股价广泛或全面性上升或下降的变动情形。这种变动

持续的时间通常为一年或一年以上，股价总升（降）的幅度超过 20%。

对投资者来说，基本趋势持续上升就形成了多头市场，持续下降就形

成了空头市场。 

股价运动的第二种趋势称为股价的次级趋势。因为次级趋势经常

与基本趋势的运动方向相反，并对其产生一定的牵制作用，因而也称

为股价的修正趋势。这种趋势持续的时间从 3周至数月不等，其股价

上升或下降的幅度一般为股价基本趋势的 1/3或 2/3。股价运动的第

三种趋势称为短期趋势，反映了股价在几天之内的变动情况。修正趋

势通常由 3个或 3个以上的短期趋势所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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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种趋势中，长期投资者最关心的是股价的基本趋势，其目的

是想尽可能地在多头市场上买入股票，而在空头市场形成前及时地卖

出股票。投机者则对股价的修正趋势比较感兴趣。他们的目的是想从

中获取短期的利润。短期趋势的重要性较小，且易受人为操纵，因而

不便作为趋势分析的对象。人们一般无法操纵股价的基本趋势和修正

趋势，只有国家的财政部门才有可能进行有限的调节。 

 

基本趋势： 

即从大的角度来看的上涨和下跌的变动。其中，只要下一个上涨

的水准超过前一个高点。而每一个次级的下跌其波底都较前一个下跌

的波底高，那么，主要趋势是上升的。这被称为多头市场。相反地，

当每一个中级下跌将价位带至更低的水准，而接着的弹升不能将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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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至前面弹升的高点，主要趋势是下跌的，这称之为空头市场。通常

（至少理论上以此作为讨论的对象）主要趋势是长期投资人在三种趋

势中唯一考虑的目标，其做法是在多头市场中尽早买进股票，只要他

可以确定多头市场已经开始发动了，一直持有到确定空头市场已经形

成了。对于所有在整个大趋势中的次级下跌和短期变动，他们是不会

去理会的。当然，对于那些作经常性交易的人来说，次级变动是非常

重要的机会。 

次级趋势： 

它是主要趋势运动方向相反的一种逆动行情，干扰了主要趋势。

在多头市场里，它是中级的下跌或“调整”行情；在空头市场里，它

是中级的上升或反弹行情。通常，在多头市场里，它会跌落主要趋势

涨升部分的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三分之一到

三分之二的原则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只是机率的简单说明。大部分

的次级趋势的涨落幅度在这个范围里。它们之中的大部分停在非常接

近半途的位置。回落原先主要涨幅的 50%：这种回落达不到三分之一

者很少，同时也有一些是将前面的涨幅几乎都跌掉了。因此，我们有

两项判断一个次级趋势的标准，任何和主要趋势相反方向的行情，通

常情况下至少持续三个星期左右；回落主要趋势涨升的 1/3，然而，

除了这个标准外， 次级趋势通常是混淆不清的。它的确认，对它发

展的正确评价及它的进行的全过程的断定，始终是理论描述中的一个

难题。 

短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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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是短暂的波动。很少超过三个星期，通常少于六天。它们本

身尽管是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使得主要趋势的发展全过程富于了神秘

多变的色彩。通常，不管是次级趋势或两个次级趋势所夹的主要趋势

部分都是由一连串的三个或更多可区分的短期变动所组成。由这些短

期变化所得出的推论很容易导至错误的方向。在一个无论成熟与否的

股市中，短期变动都是唯一可以被“操纵”的。而主要趋势和次要趋

势却是无法被操纵的。 

上述股票市场波动的三种趋势，与海浪的波动极其相似。在股票

市场里，主要趋势就像海潮的每一次涨（落）的整个过程。其中，多

头市场好比涨潮，一个接一个的海浪不断地涌来拍打海岸，直到最后

到达标示的最高点。而后逐渐退去。逐渐退去的落潮可以和空头市场

相比较。在涨潮期间，每个接下来的波浪其水位都比前一波涨升的多

而退的却比前一波要少，尽而使水位逐渐升高。在退潮期间，每个接

下来的波浪比先前的更低，后一波者不能恢复前一波所达到的高度。

涨潮（退潮）期的这些波浪就好比是次级趋势。同样，海水的表面被

微波涟漪所覆盖，这和市场的短期变动相比较它们是不重要的日常变

动。潮汐，波浪，涟漪代表着市场的主要趋势，次级趋势，短期变动。 

2、艾略特波浪理论  

艾略特派学者以固定波状模式将价格走向分类。这些模式能够表

示未来的指标与逆转。与趋势同向移动的波被称为推动波，而与趋势

反向移动的波被称为修正波。艾略特波浪理论分别将推动波和修正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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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 5种和 3种主要走向。这 8种走向组成一个完整的波周期。时间

跨度可从 15分钟至数十年不等。  

艾略特波浪理论具有挑战性的部分在于，1个波周期可用 8个子

波周期组成，而这些波又可被进一步分成推动和修正波。因此，艾略

特波浪理论的关键是能够识别特定波所处的环境。艾略特派也使用斐

波纳契反驰现象来预测未来波周期的峰顶与谷底。 

同任何一个技术分析工具一样，波浪理论需要结合其他分析工具

做相互的验证。例如分析基本面以判断长期趋势，趋势可能的延续周

期。在黄金市场上，根据我们的经验，波浪理论在长期趋势的运用中

的有效性要强于短期趋势。基本上我们认为用波浪理论分析短期趋

势，例如小时图周期，并无多大意义。下面我们就黄金的历史走势，

用波浪理论做一分析，以供投资者参考。 

下图是我们在 06年七月中旬时所做的分析图表。熟悉黄金历史

走势的人都会知道，当代首次黄金大牛市开始于 1968年，金价从 35

美元涨到 1980年的 850美元，长达 12年的时间，期间投资黄金每年

有 30％的收益率。此轮的大牛市，作为更大级别的超级大牛市的大

一浪上涨。 

自 1980年 1月 21日金价创出历史最高价 850美元以来，价值回

归和央行抛售等原因促使金价经历了长达 20年的大熊市，最低跌至

1999年 8月 25日的 252美元/盎司。此轮的大熊市，作为上一轮大

牛市的大二浪调整（图中用Ⅱ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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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目前金价正处在自 1999年 252美元以来的大三浪上涨之中，

未来至少 10年的时间，黄金市场都将延续这次大级别的牛市，1980

年 850美元/盎司的历史最高价，将轻而易举地被超越，金价将涨至

多数人难以预料的高位。2001年低点 252美元到 2006年 5月高点 730

美元这轮上涨趋势，做为大三浪（图中用Ⅲ表示）上涨中，（1）上

涨浪的 1上涨浪，内部运行为完整的 5浪结构。 

 

 

 

 

图形分析 

1、K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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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Ｋ线又称阴阳线、棒线、红黑线或蜡烛线，最早起源于日本德川

幕府时代的米市交易，经过二百多年的演进，现已广泛应用于证券市

场的技术分析中，成为技术分析中的最基本的方法之一，从而形成了

现在具有完整形式和分析理论的一种技术分析方法。 

Ｋ线根据计算单位的不同，一般分为：日Ｋ线、周Ｋ线、月Ｋ线

与分钟Ｋ线。它的形成取决于每一计算单位中的四个数据，即：开盘

价、最高价、最低价、收盘价。当开盘价低于收盘价时，Ｋ线为阳线

（一般用红色表示）；当开盘价高于收盘价时，Ｋ线为阴线；当开盘

价等于收盘价时，Ｋ线称为十字星。当Ｋ线为阳线时，最高价与收盘

价之间的细线部分称为上影线，最低价与开盘价之间的细线部分称为

下影线，开盘价与收盘价之间的柱状称为实体。 

由于Ｋ线的画法包括了四个最基本的数据，所以我们可以从Ｋ线

的型态可判断出交易时间内的多、空情况。当开盘价等于最低价，收

盘价等于最高价时，Ｋ线称为光头光脚的大阳线，表示涨势强烈；当

开盘价等于最高价，收盘价等于最低价时，Ｋ线称为大阴线，表示汇

价大跌；当开盘价等于收盘价时，且上影线与下影线相当时，Ｋ线称

为大十字星，表示多空激烈交战，势均力敌，后市往往会有所变化，

当十字星出现在Ｋ线图的相对高位时，该十字星称为暮星；当十字星

出现在Ｋ线图的相对低位时，该十字星称为晨星。综合Ｋ线型态，其

代表多空力量有大小之差别，以十字星为均衡点，阳线为多方占优势，

大阳线为多方力量最强，阴线为空方占优势，大阴线为空方力量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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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注意的是，投资者在看Ｋ线时，单个Ｋ线的意义不大，而应与以

前的Ｋ线作比较才有意义。 

反转型态（中长期型态）: 

单个Ｋ线可反映出单日的价格强弱变化，但它不能准确地反映出

价格在一段时间内的变化趋势。那么，对于一段时间的价格变化，我

们不再利用Ｋ线的阴、阳、上、下影线进行判断，而利用Ｋ线连接后

所形成的中长期型态再加以判断。Ｋ线的中长期基本型态有：头肩型

（头肩顶、头肩底）；双重顶（Ｍ头）；双重底（Ｗ底），圆弧底(顶)

形态等。 

 

①头肩型 

Ｋ线在经过一段时日聚集后，在某一价位区域内，会出现三个顶

点或底点，但其中第二个顶点或底点较其它两个顶点或底点更高或更

低的型态，这种型态称为头肩型。其中一顶二肩的为头肩顶；一底二

肩的为头肩底型。然而，有时也可能出现三个以上的顶点或底点，若

出现一个或二个头部（或底部），两个左肩与右肩，称为复合型头肩

顶（或复合型头肩底）。 

点评：由于黄金市场规模较小，波动性大，不管是在长周期（月，

周），还是短周期（日线图）出现头肩型形态的机率都比较小，而构

建形态所需要的时间也不需要太长，往往一到两个月的时间即可。如

下图所示金价在 2006年 9月中旬到 10月底，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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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了一头肩底反转形态，从而扭转了自 5月 730高点以来的中期下跌

趋势。  

 

 

 

②Ｗ底形态 

Ｗ底形态是形态学中一个重要的形态，其走势外观如英文字母

“Ｗ”。Ｗ底形态属于一种中期底部形态，一般发生于波段跌势的末

期，一般不会出现在行情趋势的中途，一段中期空头市场，必须会以

一段中期底部与其相对应，也就是说，一个Ｗ底所酝酿的时间，有其

最少的周期规则，所以Ｗ底的形态周期是判断该形态真伪的必要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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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底的构成要素，有以下两大条件： 

⒈Ｗ底第一个低点与第二个低点之间，两者至少必须有比较长距

离，市场中有时候会出现短期的双底走势，这不能算作Ｗ底，只能算

是小行情的反弹底，且常为一种诱多陷阱。 

⒉第一个低点的成交比较活跃，第二个低点的成交却异常沉闷，

并且，第二个低点的外观，通常略呈圆弧形。所以说，Ｗ底形态有左

尖右圆的特征。 

Ｗ底形态的形成是由于价格长期下跌后，一些看好后市的投资者

认为价格已很低，具有投资价值，期待性买盘积极，价格自然回升，

但是这样会影响大型投资机构吸纳低价筹码，所以在大型投资机构的

打压下，价格又回到了第一个低点的位置，形成支撑。这一次的回落，

打伤了投资者的积极性，形态而呈圆弧状。Ｗ底形态内有两个低点和

两次回升，从第一个高点可绘制出一条水平颈线压力，价格再次向上

突破时，必须要伴随活跃的成交，Ｗ底才算正式成立。如果向上突破

不成功，则汇价要继续横向整理。汇价在突破颈线后，颈线压力变为

颈线支撑，汇价在此时会出现回抽，汇价暂时回档至颈线为附近，回

抽结束，汇价则开始波段上涨。 

一般来说，Ｗ底形态的第二个低点最好比第一个低点低，这样可

制造破底气氛，让散户出局，从而形成一个筹码相对集中的底部，以

利于大型投资机构的拉抬。 

点评：复杂而周期长的 K线形态往往需要对应的市场规模，相对

其他大容量的市场，金市上的 W形态形成的时间也相对较短，也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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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规则，有时也作为中继形态，而非反转形态。如下图所示，2006

年 2月初至 3月底，金价在 40美元左右的区间内，两个月的时间构

建了一个 W底形态，但却是上涨中继形态。 

 

 

 

③圆弧底形态 

圆弧底形态属于一种盘整形态，多出现在价格底部区域，是极弱

势行情的典型特征。其形态表现在Ｋ线图中宛如锅底状。 

圆弧底形态的形成是由于价格经过长期下跌之后，卖方的抛压逐

渐消失，空方的能量基本上已释放完毕，许多的高位深度套牢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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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跌幅太大，只好改变操作策略，继续长期持仓不动。但由于短时

间内买方也难以汇集买气，价格无法上涨，加之此时价格元气大伤，

价格只有停留在底部长期休整，以恢复元气，行情呈极弱势。持仓人

不愿割肉，多头也不愿意介入，价格陷入胶着，震幅小的可怜，此时，

价格便会形成圆弧底形态，该形态也被称之为价格“休眠期”。 

在圆弧底形态中，由于多空双方皆不愿意积极参与，价格显得异

常沉闷，这段时间也显得漫长，在形态内成交量极小。圆弧底形态通

常是大型投资机构吸货区域，由于其炒作周期长，故在完成圆弧底形

态后，其涨升的幅度也是惊人的。投资者如在圆弧底形态内买进，则

要注意大型投资机构在启动价格前在平台上的震仓。价格在完成圆弧

底形态后，在向上挺升初期，会吸引大量散户买盘，给大型投资机构

后期拉抬增加负担，故大型投资机构会让价格再度盘整，而形成平台

整理，清扫出局一批浮动筹码与短线客，然后再大幅拉抬价格。在价

格上涨途中，大型投资机构不断地利用旗形与楔形调整上升角度，延

续涨升幅度。所以，圆弧底形态从某种角度上也可谓黎明前的黑暗。

在形态内，价格貌似平静如水，实际上是在酝酿着一波汹涌的滔天大

浪。 

点评：圆弧底形态通常是在超级周期趋势的转换之间出现，如下

图所示，金价在 1996年 2月到 2005年初，长达 9年的时间构建的一

圆弧底形态，在 2005下半年回抽确认突破有效后，就发动了一波快

速上涨的趋势。由于圆弧底形态的有效性，再加上它的长周期，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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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由相信这是 1980-2000长达 20年的大熊市的趋势转折，其后将

有相对应周期的大牛市。 

 

 

 

2、中继形态（短中期基本型态）: 

①三角形形态: 

在技术分析领域中，形态学派中经常会用到几何中“三角形”的

概念。从Ｋ线图中，典型的三角形形态一般会出现正三角形、上升三

角形、下降三角形三种。形态学派技术分析人士经常会利用三角形的

形态来判断和预测后市。三角形的形成一般是由价格发展至某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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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会出现价格反复或者停滞的现象，价格震幅会越来越小，Ｋ线

的高点与高点相连，低点与低点相连并延伸至交点，此时会发现价格

运行在一个三角形之中，这种形态又以正三角形为典型代表。此形态

的出现，投资者不要急于动手，必须等待市场完成其固定的周期形态，

并且正式朝一定方向突破后，才能正确判断其未来走势。 

A.正三角形形态: 

a.确认正三角形形态: 

正三角形又被称为“敏感三角形”，不易判断未来走势，从Ｋ线

图中确认正三角形主要要注意以下条件： 

⒈三角形价格变动区域从左至右由大变小，由宽变窄，且一个高

点比一个高点低，一个低点比一个低点低。 

2.当正三角形发展至形态的尾端时，其价格波动幅度显得异常萎

缩及平静，但这种平静不久便会被打破，价格将会发生变化。 

3.当正三角形上下两条斜边，各由两个或多个转折点所相连而

成，这上下点包含着“涨→跌→涨→跌”，每一次涨势的顶点出现后，

立刻引发下一波跌势，而每一次跌势的低点出现后，又立刻引发下一

波涨势，而价格的波动范围会越来越小。 

b.一般操作策略 

由于正三角形的形成是由多空双方逐渐占领对方空间，且力量均

衡，所以从某种角度说，此形态为盘整形态，无明显的价格走向。在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om.cn

http://www.fineprint.com.cn


此期间，由于价格波动越来越小，技术指标在此区域也不易给出正确

指示。故投资者应随市场而行，离场观望。 

价格在正三角形中运行，如果价格发展到正三角形尾端才突破斜

边，则其突破后的涨跌力道会大打折扣，会相对减弱。这是由于多空

双方长时间对峙，双方消耗大，故在三角形尾端短兵相接时，双方力

量均不足以做大波浮动。一般来说，价格在三角形斜边的三份之二处

突破时，涨跌力度会最大。 

三角形在向上突破斜边后，价格往往会出现短暂性的“回抽”，

其回抽的终点，大致会在三角形尾部的尖端上，这里是多空双方力量

的凝聚点。多方占优，后市将有一段不俗的涨幅。 

在经过大跌后出现正三角形形态，一般只是空方稍作休息，不久

又会开始新一轮的跌势，此三角形也可称“逃命三角形”，投资者在

此应密切注意。 

综所上述，投资者在对待正三角形形态时，少动多看，待价格正

式有效突破后，再伺机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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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上升三角形形态: 

所有三角形形态中最显著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价格波动的幅度从

左至右逐步减小，多空双方的防线逐步靠近，直至双方接火，形成价

格的突破。 

上升三角形顾名思义，其趋势为上升势态，从形态上看，多方占

优，空方较弱，多方的强大买盘逐步将价格的底部抬高，而空方能量

不足，只是在一水平颈线位做抵抗。从Ｋ线图中可绘制低点与低点相

连，出现由左至右上方倾斜的支撑线，而高点与高点相连，基本呈水

平位置。单纯从图形看，让人感觉价格随时会向上突破，形成一波涨

势。但技术分析不能带有单一性，一般形态派人士将价格形态作为一

个重点，但他也不会忽视形态内成交量的变化。在上升三角形形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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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交量也是从左至右呈递减状态，但当它向上突破水平颈线时的那

一刻，必须要有大成交量的配合，否则成交量太小的话，价格将会出

现盘整的格局，从图形上走出失败形态。如果在上升三角形形态内的

成交量呈不规则分布，则维持盘整的机率要大。 

由于上升三角形属于强势整理，价格的底部在逐步抬高，多头买

盘踊跃，上升三角形突破成功的话，突破位为最佳买点，后市则会有

一波不俗的涨幅。如果上升三角形突破失败的话，则会承接形态内的

强势整理而出现矩形整理，形成头部形态的机率也不会太大。 

点评：黄金市场中，上升三角形不但做为中继形态经常出现，而

且有时也经常成为一个中期顶部或底部的反转形态，从出现的概率来

看，此形态应为金市投资者重点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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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下降三角形形态： 

下降三角形同上升三角形一样属于正三角形的变形，只是多空双

方的能量与防线位置不同。下降三角形属于弱势盘整，卖方显得较积

极，抛出意愿强烈，不断将价格压低，从图形上造成压力颈线从左向

右下方倾斜，买方只是将买单挂在一定的价格，造成在水平支撑线抵

抗，从而在Ｋ线图中形成下降三角形形态。 

在下降三角形形态内，许多投资者在未跌破水平支撑位时，会以

为其水平支撑为有效强支撑，而当作底部形态认可，其实这种形态不

可贸然确认底部。 

在其它三角形形态中，如果价格发展到三角形的尾端仍无法有效

突破颈线时，其多空力道均已消耗完，形态会失去原有意义。但下降

三角形是个例外。当价格发展至下降三角形尾端时，价格仍会下跌。 

在下降三角形形态被突破后，其价格也会有“回抽”的过程，回

抽的高度一般也就在水平颈线附近。这是由于价格向下突破，原水平

支撑而被变为水平压力，在此位置，获利盘与逃命盘的涌出，价格将

会继续大幅下跌。 

所以在下降三角形形态出现时，投资者不可贸然将支撑线当作底

部区域，更不可贸然吃货，要等待真正底部出现时再进场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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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旗形形态 

在极度强势的走势中，一般都要出现旗形整理，而此时是进货的

好机会，而不应该出货，后市将出继续走强。 

旗形属于形态分析的产物，是一种盘整态势，一般出现在极端行

情中。顾名思义，其形态表现在Ｋ线图中，好象一面挂在旗竿上的旗

子。不论多么强势的行情，价格不可能不停地上涨或下跌，都会有休

息的时候，休息好了后再继续朝原方向发展。在行情休息的时候，价

格形态上会走出旗形形态。旗形形态也可以说是多方或空方的加油

站，一般停留时间不长，一旦加满油，价格将再次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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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端多头市场中，价格大幅攀升至一处压力位，这一段涨幅被

称为“旗竿”，然后开始进行旗形整理，其图形会形成由左向右下方

倾斜的平行四边形，从某种角度又可以认为是一个短期内的下降通

道。在形态内的成交量呈递减，由于旗形属强势整理，所以成交量不

能过度萎缩，而要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但价格一旦完成旗形整理，向

上突破的那一刻，必然会伴随大的成交量，而后价格大幅涨升，其上

涨幅度将达到旗竿的价差，且涨升速度快，上涨角度接近垂直。一段

强势行情，其整理时间必定不会太长，如果整理时间太长，容易涣散

人气，其形态的力道也会逐渐消失，而不能在将它当旗形看待。 

在极端空头市场中，旗形为由左向右下方倾斜的平行四边形，也

可看作短期内的上行通道，但随时价格会在大成交量的伴随下突破颈

线，大幅滑落。所以在旗形中，投资者不要搏差价，应尽量出局，以

免汇价再次下跌后，形成“二度套牢”。 

一般来说，旗形在上升趋势中出现，会引发下一波的大涨。在下

跌趋势中出现旗，会引发下一波的大跌。旗形在这里起到了加速度的

作用。投资者在上升趋势中遇到旗形则应加码买进。在下跌趋势中则

应及时出局，以免套牢。 

点评：金市波动性大，容易出现快涨快跌的极端行情，因此旗形

形态出现的概率也很高，投资者应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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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楔形形态 

楔形形态与旗形形态相类似，都属于短期内的调整形态，其形成

原因皆为价格前期有一段“急行军”，价格波动幅度大，且角度接近

垂直，形成旗竿，多方或空方经过一段冲刺后，价格在短期内呈反向

小幅回调，而形成楔形或旗形。从形态上看，两种图形都象挂在旗竿

的旗子，只是旗形为平行四边形，而楔形则为上下两条颈线，会在短

期内交叉，形成一扁长的三角形，形如三角旗。在上升趋势中，楔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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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从左向右下方倾斜的三角形，在下跌趋势中，楔形为从左向右上方

倾斜的三角形。 

楔形形态内的成交量，也是由左向右递减的，但它的成交量不象

旗形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而是萎缩较快，其形态内的价格波动幅度，

也比旗形小的多。同样，楔形整理的时间不宜太长，时间太久的话，

形态力道将消失，也可能造成价格反转的格局。 

楔形与旗形还有一点不同的是，旗形整理突破后，价格加速上扬，

可以说是飙升，而楔形突破后，价格走势比较理性，呈温和上扬态势，

在气势上不如旗形突破后有震撼力，但价格未来走势易于把握。 

楔形与旗形的出现都是行情还未结束的表现，这两种形态都有价

格稍作休息，多方或空方暂作调整，以便继续有力量朝某一方向运动

的作用。同时，它们也起到了调整角度的作用。一般来说，价格不论

上涨还是下跌，其走势角度以４５度为基准线，当价格角度太陡，或

偏离４５度时，价格会产生向４５度修正的惯性，基于此，价格走势

呈旗竿时，其角度已偏离４５度，因此价格会利用楔形或旗形做横向

修正，以补给多方或空方后续攻击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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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箱形形态: 

箱形也被称为矩形，是一种标准的横向盘整形态。形成原因是由

于价格走势每一次上涨时，总是在同一位置遭到空方的抛压而回挡；

价格每一波回落时，也大约在同一位置获得多方的支撑而反弹，连接

每一次的反弹高点成一条水平压力颈线，连接每一次回挡低点而形成

一条水平支撑颈线，压力与支撑之间形成矩形，也就是箱形，价格在

一段时间内会在箱体中波动，而形成箱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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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形整理可能会发生在头部区域，也可能发生在底部区域，但是

一般都出现在价格上涨或下跌的途中。如果箱形形态出现在头部或底

部，且整理时间太长，则形态会有演变成圆弧顶或圆弧底的可能。 

箱形整理一般是由于多空双方都对未来走势充满信心，实力均

衡，各自坚守阵地，因而造成价格在箱体来回波动，无明显上涨或下

跌趋势。在形态内，多空双方你来我往，各不相让，形成长时间的拉

锯战。在形态形成的初期，由于多空双方信心十足，有力道，则形态

内初期的成交量较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多空双方消耗增大，战斗

力削弱，加之投资者对后市判断不明，导致人气涣散，纷纷离场观望，

所以箱形形态内的成交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呈递减状，但各自

的防线仍遥遥相望，呈均衡对峙。 

箱形整理时间一般较长，但价格总会有突破的时候。形态内多空

双方均多次互相突破未遂，到底哪次突破才会是真突破呢？判断突破

仍需要靠观察成交量的变化来判断。一般来说，不论价格向上或向下

突破，成交量激增都应视为突破的信号。价格突破后数天内，价格会

回抽至颈线压力或颈线支撑附近测试突破是否成功。如果箱形比较狭

长时，其突破后的回抽，价格会在颈线附近停留一段时间。 

在箱形整理期间，投资者如无把握则离场观望。如果是短线投机

高手的话，则可在箱体内来回博差价，在颈线支撑附近买进，在颈线

压力附近抛出，来回利用作用力与反作用力高抛低吸，实施箱形操作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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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趋势线 

①什么是趋势线 

所谓趋势线就是上涨行情中两个以上的低点的连线以及下跌行

情中两个以上高点的连线，前者被称为上升趋势线，后者被称为下降

趋势线。上升趋势线的功能在于能够显示出价格上升的支撑位，一旦

价格在波动过程中跌破此线，就意味着行情可能出现反转，由涨转跌；

下降趋势线的功能在于能够显示出价格下跌过程中回升的阻力，一旦

价格在波动中向上突破此线，就意味着价格可能会止跌回涨。 

投资者在画趋势线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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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趋势线根据价格波动时间的长短分为长期趋势线、中期趋势线

和短期趋势线，时间周期越长，趋势线的有效性就越高。 

2) 趋势线连接的高点或低点的数量越多，有效性就越强 

3) 对趋势线的短暂突破不被认为价格将改变运行的轨迹 

4)趋势线不应过于陡峭，否则很容易被横向整理突破，失去分析

意义。 

②趋势线使用技巧和方法: 

以从切线理论角度看，趋势线是其中的一部分，它是将波动运行

的价格的低点和低点连接或高点和高点连接而形成的直线。如果价格

是按一个低点比一个低点高的运行方式来运行，所画出来的趋势线就

是上升趋势线；如果价格是按一个高点比一个高点低的运行方式来运

行，所画出来的趋势线就是下降趋势线。还有一种是价格的低点和高

点横向延伸，没有明显的上升和下降趋势，这就是横盘整理或称为箱

形整理。 

趋势线可以分成支撑线和压力线，将价格波段运行的低点和低点

连接成一条直线，就是支撑线；将价格波段运行的高点和高点连接成

一条直线，就是压力线。趋势线的长短与其重要性成正比，长期趋势

线和中期趋势线第一点和第二点的距离不应太近，如距离过近，所形

成的趋势线的重要性将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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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线的角度至关重要，过于平缓的角度显示出力度不够，不容

易马上产生大行情；过于陡峭的趋势线则不能持久，往往容易很快转

变趋势。 

著名角度线大师江恩认为：４５度角的趋势线非常可靠，也就是

江恩所说的１×１角度线。 

确立趋势线对于操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顺势而为”就是其

中的精华。 

支撑线和压力线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当价格从上向下突破一条支

撑线后，原有的支撑线将可能转变为压力线；而当价格从下向上突破

一条压力线后，原有的压力线也将可能转变为支撑线。在某些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价格运行在两条相互平行的趋势线之间，上面的线为

压力线，下面的线为支撑线。两条趋势线就构成了通道或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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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移动平均线－MA (Moving Average) 

在技术分析领域中，移动平均线是必不可少的指标工具。移动平

均线利用统计学上的“移动平均”原理，将每天的市场价格进行移动

平均计算，求出一个趋势值，用来作为价格走势的研判工具。  

计算公式： MA = (C1+C2+C3+C4+C5+....+Cn)/n C 为收盘价，n 

为移动平均周期数例如，现货黄金的 5 日移动平均价格计算方法为： 

MA 5 = （前四天收盘价+前三天收盘价+前天收盘价+昨天收盘价+今

天收盘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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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平均线依时间长短可分为三种，即短期移动平均线，中期移

动平均线，长期移动平均线。短期移动平均线一般以 5日或 10日为

计算期间，中期移动平均线大多以 30日、60日为计算期间；长期移

动平均线大多以 100天和 200天为计算期间。 

移动平均线的基本应用方法：葛兰碧的八大法则（见图 3-1）： 

1. MA 从下降逐渐走平，而价格从 MA 的下方突破 MA 时，是买

进信号。  

2. 价格虽然跌至 MA 下方，但 MA 在上扬，不久价格又回到 MA 

上的时候为买进信号。 

3. 价格走在 MA 之上并且下跌，但未跌破 MA，价格又上升时可

以加码买进。 

4. 价格低于 MA 并突然暴跌，远离 MA 之时，极可能再度趋向 

MA，是买进时机。 

5. MA 从上升逐渐走平，而价格从 MA 的上方往下跌破 MA 时，

是卖出信号。 

6. 价格向上突破 MA，但又立刻回到 MA 之下，而且 MA 仍在继

续下跌时，是卖出时机。 

7. 价格在 MA 之下并上涨，但未突破 MA 又告回落，是卖出时

机。 

8. 价格在上升过程中并走在 MA 之上，突然暴涨并远离 MA，很

可能再度趋向 MA，是卖出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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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现货黄金日线图（2005年 9月末至 2006年 9月 17日） 

 

 

 

5、平滑异同移动平均线－MACD (Moving Average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MACD 是根据移动平均线的优点所发展出来的技术工具, 主要是

利用长短期二条平滑平均线，计算两者之间的差离值。该指标可以去

除掉简单移动平均线经常出现的假信号，又保留了移动平均线的优

点。但由于 MACD 指标对价格变动的灵敏度不高，属于中长线指标，

因此在盘整行情中的使用效果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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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公式： 

MACD 指标由正负差 (DIFF) 和异同平均数 (DEA) 两部分组成，

前者是指标的核心，DEA是辅助。DIFF是快速平滑移动平均线与慢速

平滑移动平均线的差，其正负差的名称由此而来。快速和慢速的区别

是进行指数平滑时采用的参数大小不同，快速是短期的，慢速是长期

的。以现在常用的参数 12和 26为例： 

（1）快速平滑移动移动线（EMA）是 12日的，计算公式为： 今

日 EMA (12) = 2/(12+1)×今日收盘价 + 11/(12+1) × 昨日 EMA (12)  

（2）慢速平滑移动平均线（EMA）是 26日的，计算公式为： 今

日 EMA (26) = 2/(26+1)×今日收盘价 + 25/(26+1) × 昨日 EMA (26)  

以上两个公式是指数平滑的公式，平滑因子分别为 2/13和 2/27。

如果选别的系数，也可照此法办理。 

DIFF = EMA(12) – EMA (26) 

有了 DIFF之后，MACD的核心就有了。单独的 DIFF 也可以进行

行情预测，但为了使信号更可靠，我们引入了另一个指标 DEA： 

DEA是 DIF的移动平均，也就是连续数日的 DIF的算术平均。这

样，DEA自己又有了一个参数，就是作算术平均的 DIFF 的个数。对

DIF作移动平均就像对收盘价作移动平均一样，是为了消除偶然因素

的影响，使结论更加可靠。此外，我们在使用 MACD 时还会用到柱状

线(BAR)： 

BAR = 2 × (DIF-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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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应用方法（见图 3-2）： 

1. MACD 金叉：DIFF 由下向上突破 DEA，为买入信号。 

2. MACD 死叉：DIFF 由上向下突破 DEA，为卖出信号。 

3. MACD 绿转红：MACD 值由负变正，市场由空头转为多头。 

4. MACD 红转绿：MACD 值由正变负，市场由多头转为空头。 

5. DIFF 与 DEA 均为正值，即都在零轴线以上时，大势属多头

市场，DIFF 向上突破 DEA，可作买。  

6. DIFF 与 DEA 均为负值，即都在零轴线以下时，大势属空头

市场，DIFF 向下跌破 DEA，可作卖。  

7. 当 DEA 线与 K 线趋势发生背离时为反转信号。 

8. DEA 在盘整局面时失误率较高，但如果配合 RSI 及 KD 指标

可适当弥补缺点。 

图 3-2：现货黄金日线图（2005年 7月初至 2006年 9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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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DIFF 参数默认值：9  快速 EMA 参数默认值：12  

慢速 EMA 参数默认值：26   

 

 

 

6、相对强弱指标－RSI (Relative Strength Index) 

RSI 是指固定期间内价格上涨总幅度平均数占总幅度平均值的

比例，从而探测出市场买、卖的意向和实力，进而做出未来市场的走

势判断。RSI 的原理是假设收盘价是买卖双方力量的最终体现，将收

盘上涨视为买方力量占优，将下跌视为卖方力量占优。简单来说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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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字计算的方法求出买卖双方的力量对比，比如有 100个人面对一

件商品，如果 50个人以上要买，则商品价格必然上涨。反之，如果

半数以上的人竞相卖出，则价格自然下跌。 

计算公式： RSI = 100-100/(1+RS) 其中 RS = n 日内收盘涨幅

合计/n 日内收盘跌幅合计  

常用的 RSI 计算期间长度为 9 日和 14 日 , 当然投资者也可

自己尝试换用其它不同的时间周期长度来衡量价格走势。从计算公式

可以看出，该指标在 0-100 区间内变化。RSI值大多处于 30-70 之

间，达到 70 或 80 时被认为已到达超买状态 (Overbought)，至此

市场价格可能会回落调整。当该指标跌至 30 或 20 以下即被认为是

超卖 (Oversold)，市价将出现回升。 

基本应用方法（见图 3-3）： 

1. RSI 金叉：快速 RSI 从下往上突破慢速 RSI 时，认为是买

进机会。 

2. RSI 死叉：快速 RSI 从上往下跌破慢速 RSI 时，认为是卖

出机会 

3. RSI<30 为超卖状态，若出现 Ｗ 底部形态，为买进机会。 

4. RSI>70 为超买状态，若出现 Ｍ 顶部形态，为卖出机会。 

图 3-3：现货黄金日线图（2005年 12月中至 2006年 9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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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技巧： 

1. 如果市场处于盘整阶段，而 RSI 一底比一底高，表示多头强

势，后市可能再涨一段。反之，一底比一底低是卖出信号。  

2. 如果市场处于盘整阶段，而 RSI 已经走出整理形态，则价格

有可能随之突破整理区域。  

3. RSI 处于高位并且一峰比一峰低，而此时市场价格却是一峰

比一峰高,这叫顶背离；反之，RSI 处于低位并且一底比一底高,而此

时市场价格一底比一底低，是为底背离。当 RSI 与 K 线出现背离时，

一般为转势的信号，此时应选择正确的买卖时机。我们可以结合 RSI 

的基本应用方法来确定买卖时机。RSI 处于 30 以下发出的买入信号

与 70 以上发出的卖出信号尤其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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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SI 图形的下降趋势线呈 15 度至 30 度时，技术上的压制

意义较强，如果趋势线的角度太陡，则可能会很快被突破，失去阻力

作用。反之，RSI 图形的上升趋势线呈负 15 度至负 30 度时最具支

撑意义，如果支撑线的角度太陡也将会很容易地被突破。 

5. RSI 在较高或较低位置形成头肩顶或头肩底等反转形态,是采

取行动的信号。但这些形态一定要出现在较高位置和较低位置，离 50 

越远越好。 

相对强弱指标的优点和缺点： 

RSI 反映了价格变动的四个因素：上涨的天数、下跌的天数、上

涨的幅度和下跌的幅度。由于它对价格的四个要素都加以考虑，因此

在市场走势预测方面的准确度较为可信。同时，我们通过 RSI 能够

较清楚地看出市场何时处于超买状态和超卖状态，从而较好地把握买

卖时机。 

不过，任何分析工具都有其局限性。我们在应用 RSI 的时候不

能掉进公式化、机械化的泥潭中，因为任何事物都有特殊情况，市场

在 RSI 超过 95 或低于 15 时没有出现反转的情况并不罕见，投资

者不能在指标一低于 30就买进，高于 70 就抛售，而应当结合其他

手段具体分析。 

RSI 参数默认值：快速 RSI 为 6，慢速 RSI 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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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布林带－BOLL (Bollinger Band)  

布林带由布林格 (Bollinger) 发明，也叫布林通道，是各种投

资市场广泛运用的路径分析指标。一般价格的波动是在一定的区间内

的，区间的宽度代表价格的变动幅度，越宽表示价格变动幅度越大，

越窄表示价格变动幅度越小。布林带由支撑线(LOWER)、阻力线(UPER) 

和中线(MID) 三者组成，当价格突破阻力线（或支撑线）时，表示卖

出（或买入）时机。在布林格发明布林带之前，类似的路径分析指标

已经在金融市场中使用了，但后来布林格将这种方法加以改进并系统

化。布林格本人最重要的贡献可以说并不是其发明的布林带指标，而

是他在使用布林带指标时着重强调的相对高低概念，并在分析时贯彻

了这一思想。虽然此前已经有一些投资者意识到高低的位置都是相对

的，但很少有人笃信并认真实践这一思想。 

计算公式： MID = 收盘价的 n 个周期简单移动平均值 

TMP2 = 收盘价在 m 个周期内的标准差 

UPER = MID + P×TMP2  

LOWER = MID - P×TMP2 （注：P为变量） 

标准差的含义和计算公式在所有统计学教材和注册会计师的《财

务管理》教材中都有论述，有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查阅。 

布林带的基本应用方法（见图 3-4）： 

1. 价格向上穿越阻力线时将形成回档，为卖出时机。 

2. 价格向下穿越支撑线时将形成反弹，为买入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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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价格沿阻力线上升时，虽未突破但开始回头也是卖出时机。 

4. 当价格沿支撑线下降时，虽未突破但开始回头也是买入时机。 

5. 布林带的带宽非常狭窄时，是行情即将选择突破方向的信号。

在使用这一方法时务必谨慎，因为这时价格往往会出现假突破，投资

者要等突破方向明确，布林带的带宽放大时再介入。 

图 3-4：现货黄金日线图（2005年 12月初至 2006年 9月 22日） 

 

布林带在研判头肩顶（头肩底）形态的时候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

价值。一般来说，头肩顶的左肩和头部都会触及布林带的阻力线，而

右肩在未触及阻力线之前已显力量衰竭之势，从而发出市场即将反转

的信号。  

参数说明 

布林带天数参数默认值：20，P 决定布林带的宽度，默认值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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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随机指标－KDJ 

KDJ 是技术分析中最常用的指标之一，它综合了动量、相对强弱

和平均线的优点，在计算过程中主要研究最高价、最低价与收盘价之

间的关系，反映价格走势的相对强弱和超买超卖状态。 

计算公式： rsv =（收盘价 – n日内最低价）/（n日内最高价 

– n日内最低价）×100  

K = rsv 的 m 天移动平均值 

D = K的 m1 天的移动平均值  

J = 3K - 2D 

rsv: 未成熟随机值 

一般原则： 

1. D%>80，市场超买；D%<20，市场超卖。 

2. J%>100，市场超买；J%<10，市场超卖。 

3. KD金叉：K%上穿 D%，为买进信号。  

4. KD死叉：K%下破 D%，为卖出信号。 

KDJ 的基本应用方法（见图 3-5）： 

1. 当 Ｋ 值（短期平均值）大于 D值（长期平均值）时表明目

前市场处于强势状态，因此在图形上 K 线向上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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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 D 线时即为买进信号。 

2. 当 D 值大于 K 值时表明目前的趋势是向下跌落，因此在图

形上 K 线向下跌破 D 线为卖出时机。 

3. 当 D 值跌至 10-15 时是最佳买入时机，若高至 85-90时则

是卖出信号。  

4. K 线与 D 线在高档二次交叉则行情将大跌，在低档二次交叉

则行情将大涨。  

5. 与 RSI 指标相似，当价格与指标出现背离的时候说明市场即

将出现反转。 

图 3-5：现货黄金日线图（2005年 10月初至 2006年 9月 22日） 

 

J 线的参考意义不大，但可作为市场反转的警示。应当注意的是，

窄幅盘整行情不宜看 KDJ 指标，长期单边行情后也不宜看 KDJ，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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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时指标已经钝化。另外，KDJ 不适合作为研究长期走势的参考工

具。 

随机指标的优缺点： 

KDJ 指标比 RSI 准确率高，并且有明确的买卖信号出现，但 K、

D 线交叉时须注意“骗线”出现，因为该 

指标过于敏感。 

参数说明： 

rsv天数默认值：9， K 默认值：3， D默认值：3。 

技术指标小结 

许多投资者往往会在指标运用过程中产生这样的疑惑：有时指标

严重超买，价格却继续上涨；有时指标在超卖区钝化十几周而价格仍

未止跌企稳。实际上，投资者在这里混淆了指标与价格的关系。指标

不能决定市场的走向，价格本身才决定指标的运行状况。价格是因，

指标是果，由因可推出果，由果来溯因则是本末倒置。事实上，最能

有效体现市场行为的是形态，投资者首先应当从技术形态中分析市场

参与者的心理变化并服从市场。在涨跌趋势未改变之前，不要试图运

用指标的超买、超卖或钝化等来盲目断定市场该反弹、该回调了。我

们应当灵活地运用技术指标，充分发挥其辅助参考作用。 

国际、国内黄金行情实时走势图 

http://gold.money.hexun.com/dome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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