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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B5_84_E5_88_86_E6_c33_645085.htm 一、K线理论 (一)K线

的画法和主要形状 K线又称为日本线，英文名称是蜡烛

线(candlestick)。起源于日本的米市。最初的K线理论被总结

成sakata5法。 K线是一条柱状的线条.由影线和实体组成。中

间的矩形部分是实体。实体的上下端为开盘价和收盘价，分

阴线和阳线，开盘价大于收盘价为阳线，反之为阴线。实体

上方的直线为上影线，上端点是最高价。实体下方的直线为

下影线，下端点是最低价。 一根K线记录的是证券在一个交

易单位时间内价格变动情况。将每个交易时间的K线按时间/

顷序排列在一起，就组成该证券价格的历史变动情况，叫

做K线图。 证券价格涉及4个：开盘价、最高价、最低价和收

盘价。 根据4个价格的特殊取值，K线一共有12种形状叫种没

有实体、2种没有上影线、2种没有下影线、2种上影线和下影

线都没有、2种上影线和下影线都有。 单根K线的含义。从单

独一根K线对多空双方优势进行衡量，主要依靠实体的长度

、阴阳和上下影线的长度。单独一根K线的含义与它所处的

位置有关。一般说来，上影线越长，下影线越短，阳线实体

越短，越有利于空方占优，不利于多方占优.上影线越短，下

影线越长，实体越长，越有利于多方占优，而不利于空方占

优。上影线和下影线相比的结果，也影响多方和空方取得优

势。上影线长于下影线，利于空方.反之，下影线长于上影线

，利于多方。 (二)组合形态 K线组合形态中所包含的K线可以

是单根的也可以是多根的。K线组合形态分为反转组合形态



和持续组合形态2种。 (三)应用K线理论应注意的问题 K线分

析的错误率是比较高的。K线分析方法只能作为战术手段，

不能作为战略手段，必须与其他方法结合。K线分析的结论

在空间和时间方面的影响力是不大的。根据实际情况，不断

“修改和调整”组合形态。 二、切线理论 (一)趋势分析。 1

、趋势的定义。趋势是价格的波动方向，或者说是证券市场

运动的方向。市场变动不是朝一个方向直来耳去，中间肯定

要出现曲折，从图形上看就是一条曲折蜿蜒的折线，每个折

点处就形成一个峰或谷。由这些峰和谷的相对高度，我们可

以看出趋势的方向。 2、趋势的方向。①上升方向.②下降方

向.③水平方向，也就是无趋势方向。如果后面的峰和谷都高

于前面的峰和谷，则趋势就是上升方向。‘如果后面的峰和

谷都低于前面的峰和谷，则趋势就是下降方向。如果后面的

峰和谷与前面的峰和谷相比，没有明显的高低之分，几乎呈

水平延伸。 3、趋势的类型。按道氏理论的分类，趋势分为3

种类型。主要趋势、次要趋势和短暂趋势。主要趋势是趋势

的主要方向，主要趋势是价格波动的大方向，一般持续的时

间比较长、幅度大。次要趋势是在进行主要趋势的过程中进

行的调整。短暂趋势是对次要趋势的过程中所进行的调整。

这3种类型的趋势的最大区别是时间的长短和波动幅度的大小

上的差异。以上3种划分可以解释绝大多数的行情。 (二)支撑

线和压力线。 1、支撑线和压力线的定义和作用。阻止价格

继续下跌或暂时阻止价格位置继续下跌的价位就是支撑线所

在的位置。阻止或暂时阻止价格继续上升的价格位置就是压

力线所在的位置。不要产生这样的误解，认为只有在下跌行

情中才有支撑线，只有在上升行情中才有压力线。常用的选



择支撑线和压力线的方法是前期的高点和低点、成交密集区

。 支撑线和压力线的作用就是阻止或暂时阻止价格向一个方

向继续运动。 支撑线和压力线有被突破的可能，同时，支撑

线和压力线又有彻底阻止价格按原方向变动的可能。 2、支

撑线和压力线的作用。一个支撑如果被突破，那么这个支撑

将成为今后的压力.同理，一个压力被突破，这个压力将成为

支撑。这说明支撑和压力的角色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是可

以改变的，条件是被有效的足够强大的价格变动所突破。怎

样才能算被突破呢?一般说来，穿过支撑线或压力线越远，突

破的结论越正确。 3、支撑线和压力线的相互转化。 4、支撑

线和压力线的确认和修正。 支撑线或压力线对当前时期影响

的重要性出于对3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价格在这个区域停留的

时间的长短.二是价格在这个区域伴随的成交量大小.三是这个

支撑区域或压力区域发生的时间距离当前这个时期的远近。

价格停留的时间越长，伴随的成交量越大，离现在越近，则

这个支撑或压力区域对当前的影响就越大.反之就越小。 (三)

趋势线和轨道线。 1、趋势线。趋势线是衡量价格的趋势的

，由趋势线的方向可以明确地看出价格的趋势。在上升趋势

中，将两个依次上升的低点连成一条直线，就得到上升趋势

线。在下降趋势中，将两个依次下降的高点连成一条直线，

就得到下降趋势线。上升趋势线起支撑作用，下降趋势线起

压力作用。 趋势线有两种作用：①对价格今后的变动起约束

作用。使价格总保持在这条趋势线的上方(上升趋势线)或下

方(下降趋势线)。②趋势线被突破后，趋势将反转。被突破

的趋势线将起相反的作用。 2、轨道线。又称通道线或管道

线，是基于趋势线的一种支撑压力线。在经得到趋势线后，



通过第一个峰和谷可以做出这条趋势线的平行线，这条平行

线就是轨道线。 与突破趋势线不同，对轨道线的突破并不是

趋势反向的开始，而是趋势加速的开始。轨道线的另一个作

用是发出趋势转向的预警。如果在一次波动中未触及到轨道

线，离得很远就开始掉头，这往往是趋势将要改变的信号。 (

四)黄金分割线和百分比线。 这两种切线是水平的直线。众多

水平切线中只有一条被确认为支撑线或压力线。 1、黄金分

割线。画黄金分割线的第一步是记住若干个特殊的数字：

0.191、0.382、0.5、0.618、0.809、1.618、2.00、2.618、4.236。 

其中，0.382、0.618、1.618、2.618最为重要，价格极容易在由

这四个数产生的黄金分割线处产生支撑和压力。 第二步找到

最高点或者最低点，分别乘以上面所列特殊数字就得到黄金

分割线。 2、百分比线。将某个趋势的最低点和最高点之间

的区域进行等分。等分的位置就是百分比线的位置，是未来

支撑位可能出现的位置。分位点的位置是下面的分数： 1/8

、1/4、3/8、1/2、5/8、3/4、7/8、1/3、2/3 其中，1/2、1/3

、2/3这三条线最为重要。 (五)应用切线理论应注意的问题。 

支撑线和压力线有突破和不突破两种可能。在实际应用中会

令人困惑。切线所提供了支撑线和压力线的位置是多样的，

具体使用的时候有选择的问题。 三、形态理论 价格在波动过

程中会留下移动的轨迹。形态理论正是通过研究价格所走过

的轨迹，分析和挖掘出曲线所体现的多空双方力量的对比。 (

一)价格移动的规律和两种形态类型。 1、价格移动规律：价

格的移动是由多空双方力量大小决定的。根据多空双方力量

对比可能发生的变化，可以知道价格的移动应该遵循这样的

规律：①价格应在多空双方取得均衡的位置上下来回波动.②



原有的平衡被打破后，价格将寻找新的平衡位置。即，持续

整理，保持平衡一打破平衡一寻找到新的平衡一再打破新的

平衡十再寻找更新的平衡。 2、价格移动的两种形态类型。

价格曲线的形态分成两个大的类型：①持续整理形态.②反转

突破形态。虽然对形态的类型进行了分类，但是这些形态中

有些是不容易区分其究竟属于哪一类的。 (二)反转突破形态 1

、头肩形态。头肩顶和头肩底一共出现三个顶或底，也就是

三个局部的高点或局部低点。中间的高点(低点)比另外两个

都高(低)，称为头，左右两个相对较低(高)的高点(低点)称为

肩。有颈线的概念。下跌的深度借助头肩顶形态的测算功能

进行预测。从突破点算起，价格将至少要跌到与形态高度相

等的距离。形态高度是从头到颈线的距离。 2、双重顶和双

重底。双重顶和双重底就是M头和W底，这种形态在实际中

出现得非常频繁。双重顶底一共出现两个顶和底，也就是两

个相同高度的高点和低点。M头形成以后，有两种可能的前

途：第一种前途是未突破颈线，演变成今后要介绍的矩形。

第二种前途是突破颈线的支撑位置继续向下，这种情况才是

真正出现的双重顶反转突破形态。 双重顶底形态一旦得到确

认，有测算功能，即：从突破点算起，价格将至少要跌到与

形态高度相等的距离。形态高度就是从顶点到颈线的垂直距

离。 3、三重顶(底)形态。它是由3个一样高或一样低的顶和

底组成。应用和识别三重顶底主要是用识别头肩形的方法。

4、圆弧形态。将价格在一段时间的顶部高点用折线连起来，

有时得到一条类似于圆弧的弧线，覆在价格之上。将每个局

部的低点连在一起也能得到一条弧线，托在价格之下。圆弧

形在实际中出现的机会较少，但是一旦出现则是绝好的机会



，它的反转深度和高度是不可测的。 5、喇叭形。 6、V形反

转。 它出现在剧烈的市场动荡之中，底和顶只出现一次。V

形没有试探顶和底的过程。V形反转事先没有征兆，在我国

大陆的股票市场，V形基本上是由于某些消息而引起的，而

这些消息我们是不可能都提前知道的。 (三)持续整理形态 1、

三角形态。 三角形态属于持续整理形态。三角形主要分为3

种对称三角形、上升三角形和下降三角形。后两种合称直角

三角形。对称三角形发生在一个大趋势进行的途中，它表示

原有的趋势暂时处于休整阶段，之后还要沿着原趋势的方向

继续行动。由此可见，见到对称三角形后，今后走向最大的

可能是原有的趋势方向。对称三角形被突破有测算功能。上

升三角形。上升三角形有更强烈的上升意识。下降三角形同

上升三角形正好反向，是看跌的形态。 2、矩形 矩形是整理

形态。矩形在其形成的过程中极可能演变成三重顶底形态。 (

四)缺口 1、普通缺口 2、突破缺口 3、持续性缺口 4、消耗性

缺口 (五)应用形态理论应注意的问题。 同一个形态可以有不

同的解释。在进行实际操作的时候，形态理论要等到形态已

经完全明朗后才行动，得到的利益不充分。 四、波浪理论 (

一)波浪理论的形成历史及其基本思想。 1、波浪理论形成过

程。波浪理论最初是由艾略特首先发现并应用于证券市场

。20世纪70年代，柯林斯的专著《波浪理论》出版后，波浪

理论才得到广泛注意。 2、波浪理论的基本思想。艾略特最

初发明波浪理论是受到价格上涨下跌的现象的不断重复的启

发，以周期为基础的。把周期分成时间长短不同的各种周期

，指出，在一个大周期之中可能存在小的周期，而小的周期

又可以再细分成更小的周期。每个周期无论时间长与短，都



是以一种相同的模式进行。这个模式就是波浪理论的核心8浪

过程。每个周期都是由上升(或下降)的5个过程和下降(或上

升)的3个过程组成。这8个过程完结以后，才能说这个周期已

经结束。除了周期以外，还有道氏理论和弗波纳奇数列。在

艾略特的波浪理论中的大部分理论是与道氏理论相吻合的。

不过艾略特不仅找到了这些移动，而且还找到了这些移动发

生的时间和位置。艾略特波浪理论中所用到的数字都是来自

弗波纳奇数列。 (二)波浪理论的主要原理。 1、波浪理论考虑

的因素 三个方面：①价格走势所形成的形态.②价格走势图中

各个高点和低点所处的相对位置.③完成某个形态所经历的时

间长短。简单地概括为：形态、比例和时间。价格的形态是

最重要的。 2、波浪理论价格走势的基本形态结构 价格的上

下波动也是按照某种规律进行的。无论是上升还是下降，可

以分成8个小的过程，这8个小过程一结束，一次大的行动就

结束了，紧接着的是另一次大的行动。第一、第三和第五浪

称为上升主浪，而第二和第四浪是对第一和第三浪的调整浪

。上述5浪完成后，紧接着会出现一个3浪的向下调整。 波浪

理论的周期的规模大小和层次的区别。每个层次的不同取法

，可能会导致使用波浪理论发生混乱。 波浪理论考虑价格形

态的跨度是可以随意而不受限制的。在数8浪时，会涉及到将

一个大浪分成很多小浪和将很多小浪合并成一个大浪的问题

。处于层次较低的几个浪可以合并成一个层次较高的大浪，

而处于层次较高的一个浪又可以细分成几个层次较低的小浪

。 换句话说，如果这一浪的上升和下降方向与它上一层次的

浪的上升和下降方向相同，则分成5浪，如果不相同则分成3

浪。 (三)波浪理论的应用及其应注意问题 波浪理论最大的不



足是应用上的困难，也就是学习上和掌握上的困难。第二个

不足是面对同一个形态，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数法。波浪

理论忽视了成交量方面的影响。波浪理论从根本上说是一种

主观的分析工具。 五、量价关系理论 (一)古典量价关系理论

逆时钟曲线法 逆时针曲线将市场行为分为8个过程。可以用

一个正8边形来理解这8个过程。横坐标表示成交量，纵坐标

表示价格。随着价格和成交量的变化，投资者的行为将从买

人到观望，到卖出，到观望，回到买人。 (二)成交量和股价

趋势格兰比九大法则 (三)涨跌停板制度下量价关系分析。 涨

跌停板制度下，成交量得不到彻底地宣泄，量价关系有变化

。 1、涨停或跌停量小，将继续上扬或下降。 2、涨停或跌停

中途被打开的次数越多、时间越久，成交量越大，越有利于

反转。 3、涨停或跌停关门的时间越早，次日继续原来方向

的可能性越大。 4、封住涨停或跌停的成交量越大，继续原

来方向的概率越大。 此外，应该注意庄家借涨停板制度反向

操作。 六、其他技术分析理论 (一)随机漫步理论 证券价格的

波动是随机的，价格的下一步将走向哪里，是没有规律的。 (

二)循环周期理论 无论什么样的价格波动，都不会向一个方向

永远走下去。价格的波动过程必然产生局部的高点和低点，

这些高低点的出现，在时间上有一定的规律。循环周期理论

的重点是时间因素，而且注重长线投资。对价格和成交量考

虑得不够。 (三)相反理论 认为只有同大多数参与证券投资的

人持相反的行动才可能获得大的收益。证券市场本身并不创

造新的价值，尽管有一些分红和利息，但总的说来是没有增

值，甚至可以说是减值的。如果行动与大多数投资者的行动

相同那么一定不是获利最大的。编辑推荐： 好资料快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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