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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趋势博弈交易策略是指通过捕获交易品种的趋势行情再结合相应的数学模

型进行交易的策略。该交易策略是通过智能分析V1系统的支持来实现的，它适

合中长线交易周期的操作，趋势博弈交易又称三法合一，是利用数学模型中的

赔率与概率的原理演变而来的。 

    主要适用周期：用于1小时周期； 

    主要适用品种：XAUUSD、GBPJPY等； 

 
趋势交易图 

关于趋势博弈策略介绍 



    下面我们来详细讲解趋势博弈交易策略在实战中如何进行交易的，要实现

趋势博弈交易需要确定三个重要因素它们分别是：确定开仓条件（又称开仓法） 

、确定开仓手数（又称仓位法）、确定预期目标（又称目标法）；在实战中要

想正确的使用趋势博弈交易策略就要严格按照这三个因素执行，这三个因素又

称为“三法合一”。 

三法合一 

确定开仓条件 

（开仓法） 

确定开仓手数 

（仓位法） 

确定预期目标 

（目标法） 

趋势博弈策略运行原理 



    趋势博弈交易策略首单开仓，就是通过智能分析V1系统开仓信号进行下单。 

遵循原理是：红色做多，绿色做空，黄色不做，变色平仓 

 

 

 

• 系统会出现红色字体提示做多，屏幕上会出现价位
提示线，指示开仓价位线，并且会带有声音报警 

趋势线红色做多 

• 系统会出现绿色字体提示做空，屏幕上会出现价位
提示线，指示开仓价位线，并且会带有声音报警 

趋势线绿色做空 

• 趋势线为黄色不做。趋势线红绿交替，变色平仓。 
趋势线黄色不做，变
色平仓 

如何确定开仓条件（开仓法） 



多空趋势强
弱，以及各
地时间 

举例：红色做多，以GBPJPY为例 

出现红色趋势线并
且红色彩带出现第
一个点的K线就是开

盘价也就是所谓的
进仓做多信号 



举例：绿色做空，以EURJPY为例 

出现绿色趋势线并且
绿色彩带出现第一个
点的K线就是开盘价

也就是所谓的进仓做
空信号 



举例：黄色不做，红绿交替变色止损，以GBPJPY为例 

文字提示 

出现黄色趋势线并且
黄色彩带出现第一个
点的K线，就是平仓
点位 



如何确定开仓手数（仓位法） 

         在知道如何确定开仓时间这个因素之后，我们还要明白趋势交易博弈策略

的第二个重要条件，就是确定开仓手数，开仓手数就是指在开仓的时候开多大

的仓位。 

         开仓手数（又称仓位法）遵循的原理是止损后加仓手数+1，盈利后减仓手

数—1，这其中就包含数学模型当中的赔率和概率。 

 

 
当趋势博弈交易
策略以亏损出场，
则加仓手数+1 

止损加
仓手数 

当趋势博弈交易
策略以盈利出场，
则减仓手数-1 

盈利减
仓手数 



举例说明： 

一抛硬币为例，（规则：正面盈利，背面亏损） 

第一次 反面：-1 第六次 正面：+2 

第二次 反面：-2 第七次 正面：+1 

第三次 反面：-3 第八次 反面：-1 

第四次 正面：+4 第九次 反面：-2 

第五次 正面：+3 第十次 正面：+3 

统计的计算结果：盈4+3+2+1+3=13:；亏1+2+3+1+2=9 
盈利13-亏损9=4 



当趋势博弈在此阶
段处做单，止损后，
就需要在原来的手
数基础上+1 

举例：以XUDUSD 1 小时为例 

当趋势博弈在此阶段
处做单，盈利后，就
需要在原来的手数基
础上-1 



    在知道趋势博弈交易策略的前两项重要做单条件确定开仓条件（又称开仓

法）和确定开仓手数（又称仓位法）之后 。我们还要明白趋势博弈交易策略的

第三个重要条件，就是确定预期目标，确定预期目标是指开仓之后预期的盈利

目标是多少。 

    所谓的预期盈利目标就是根据订单中上一单亏损的点数变为下一单止盈点

数，直到盈利点数大于等于亏损点数，这一组交易链结束。 

 

 

 

 

如何确定预期目标（目标法） 



盈利单-1；亏损单+1 预期止盈点 止损点 获利点 

0.1 按照信号 -25 

0.2 25 -60 

0.3 85 -50 

0.4 135 -60 

0.5 195 +70 

0.4 125 -30 

0.5 155 +155 

   本组总亏损=-25-120-150-240-120=-655$ 
   本族总盈利=350+775=1125$ 
   本组净盈利=1125-655=470$ 

举例说明 



举例：XUDUSD 1 小时为例 

根据图表所示，在
第一根趋势线绿色
做空单，手数0.1，

但是没有盈利，止
损50点。 

第二单在红色趋势线开盘
价做多单，开仓手数为
0.2，第二单的止盈点数
就是前一单的亏损点数50

点。依旧没有盈利，止损
30点 

结果统计： 
第一单亏损：50；第二单亏损：60； 
第三单亏损：150；第四单盈利：400 
400-50-60-150=140 
四单总体盈利140，所以这一组交易
链代表结束。 

第三单在绿色趋势线开
盘价做空单，开仓手数
为0.3，止盈点数就是

前两单的亏损点数之和
80。第三单没有盈利，
止损50点 

第四单在绿色趋势线开
盘价做空单，开仓手数
为0.4，止盈点数就是前

三单的亏损点数之和
130。但是在第四单盈
利100点。 



趋势博弈交易策略参数设置 

 

如何使用趋势博弈策略EA 



    参数设置共分八个部分：交易时段设置、先锋交易设置、主力交易设置、风控交易设

置、信号参数设置、交易参数设置、辅助参数设置，再加上屏幕右上角的“先锋设置”，

共八个部分。 

一、交易时段设置 

图表周期：  

    预设为1 Hour（时间）, 所选择的图表周期必须与此参数一致，EA才能正常工作。 

时间限制： 

    选择false，指任何时间都可以下单；选择true，指在下面设置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

间之内是可以下单的。 

“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指下单开始的时间和下单结束的时间。 

主要参数详解 



二、先锋交易设置 

先锋交易模式： 

    二选一：模拟交易/真实交易。 

    选模拟交易时，并不真实开仓，但会显示模拟交易情况；选择真实交易时，就是真实

开仓，显示做单交易情况。无论模拟交易还是真实交易，其交易数据都会成为主力交易和

风控交易启动的依据。 

先锋智能复位（可以双击下拉选项）： 

    三选一：不复位/依风控复位/依主力和风控复位。 

不复位，就是完全依靠自身交易链完成交易直至胜出； 

按风控复位，就是风控交易链启动并胜出后，先锋交易链清零，从头开始做； 

按主力和风控复位，就是主力和风控交易链同时胜出后，先锋交易链清零，从头开始做。 

先锋开仓手数： 

    就是指资金和仓位的合理配比手数。一般10000美元，设置0.02手。 

 



“先锋亏损后加仓手数”和“先锋盈利后减仓手数”： 

    先锋亏损后加仓手数，指先锋交易链订单以亏损出场时，下次交易时的手数就会加上

本项的设置的手数。     

    先锋盈利后减仓手数，指先锋交易链订单以盈利出场时，下次交易时的手数就会减掉

本项的设置的手数。 

例如： 

 

 

 

    第一单开仓手数0.02，第一单以亏损出场，订单第二次入场的时候手数就要加上止损
加仓手数0.02，手数就变成0.02+0.02=0.04；如果第二单盈利，则第三单入场的手数就要
减掉盈利后减仓手数0.02，手数就变成0.04-0.02=0.02手数。 

先锋最大手数： 

    指连续亏损加仓的最大开仓手数，当先锋交易链订单手数达到这个手数后手数将不再

增加。 

 

 



三、主力交易设置 
开启主力交易： 

    为true时，先锋交易链达到一定条件时开启，否则不开启；为false时表示关闭，但是如果

主力交易已经开启了，并且已经出现了亏损点数，那在中途改成关闭状态的话是还会继续加仓进

场做单的，只有等待亏损和盈利成正比之后，才会关闭不在交易。 

主力开仓点数： 

    小于0时有效，指当先锋交易链亏损点数达到这个数目时，主力交易链才能启动。 

主力开仓手数： 

    指当先锋交易链订单手数达到设置的这个数时，主力交易链才能启动，直至交易链胜出。 

（如果设置了主力开仓点数和主力开仓手数，两个条件就必须都达到了才能开仓。） 

“主力最大手数”、“主力亏损后加仓手数”和“主力盈利后减仓手数”： 

    与先锋交易对应参数类似。 

四、风控交易设置 

    与主力交易设置类似，都是以先锋交易链数据为启动依据。 

 
 
 
 

 



五、信号参数设置 

信号标准： 

    指做单按照信号的选择标准，四选一：正向双信号/正向三信号/反向双信号/反向三

信号。 

    选择正向三信号就是趋势博弈发中开仓法的法则，根据趋势线的提示红色做多，绿色
做空，黄色不做，变色平仓；选择反向三信号就是完全相反，红色做空，绿色做多，黄色
不做，变色平仓。 
    择正向双信号就是根据红色做多，绿色做空，变色平仓的原理进行开仓；选择反向双
信号就是完全相反，红色做空，绿色做多，变色平仓原理。 
 
 
 
 
 
 
   “步长”、“最大值”，“均线周期一”，“均线周期二”等都是开仓信号的指标参
数，建议采用预设值即可。专业人士，可以依据自己的交易经验调节参数，可得到不同的
效果。 

 
 

 



六、交易参数设置 
下单类型： 

    三选一参数：多/空/自适应。指做单的方向。选择自适应表示完全由程序自己判断方
向；选择多单表示只会下多单；选择空单表示只是会下空单。 

获利规则： 

     二选一参数：按照亏损点数/按照信号。获利规则是指订单按照规则设定进行平仓。
如要选择按照亏损点数就根据趋势博弈法中的上一单的亏损点数就是这一单的盈利点数来
获利的；如要选择按照信号就完全是趋势中的信号获利的。 

不计交易链盈亏点数： 

    预设40点，指订单平仓后其盈亏点数不足这个数目时，不计入交易链总数，下一个订
单的手数将保持不变。 

获利点数： 

    是指定单从开始入场到出场所设定的获利点数。 

补偿点数： 

     预设值20点，是指补偿平台滑点造成的平仓误差。 

获利保护点数： 

     是指账户达到了设置的获利点数后启动平保机制，之后最坏的情况就是保本平仓。 

 



追踪止损点数： 
    是指账户达到了设置的获利点数后启动追踪止损机制，以保证尽可能多的获利。 
强制止损点数： 
    是指在行情走势和做单方向相反，并且完全达到设置的止损点数，就会强制平仓止损，
如要是不设置就完全获利规则设置进行平仓。 
滑点数： 
    预设30点，因市场行情价格是快速波动的，设置这个滑点数以让订单顺利执行。如果
设置成0的话，有时订单很难成交；但也不能设置太大，太大了对自己的交易不利。 
 

七、辅助参数设置 
 

标识编号： 
    为避免软件相互干扰，同一个账户挂不同的交易策略EA交易时，应设置不同的标识编
号加以区分。 
订单注释： 
    将在订单备注中显示此项设置，看交易记录时便于区分。 
识别码： 
    系统内定的特殊用途，通常用不到。 
 



八、交易链设置  

    这是较为专业的用法，有经验的人
士方可使用，其目的时使交易进入有利
于自己的状态。 

    在交易图表右上角有一按钮“交易
链设置(展开)”点击展开后可对交易链
现有状态数据进行设置，设置完后，点
“保存生效”后，左侧中部的交易莲数
据即被改变。 

 

 

 

 

 

 

 

 

 



一、一般原则 

 品种选择：XAUUSD、 GBPJPY 、EURUSD 等趋势强的品种为宜。 

 图表周期：建议一小时级别为宜。 

 资金配比比例：预设参数的手数、加仓、减仓手数，是10000美元账户比较保守
的设置。使用者可依据账户资金情况和自己的经验来调整这些参数，以获得满意
的风险回报比。 

 策略组合技巧：三个等级的交易以及各种参数的配置，可以形成多种多样的交易
策略和风格。 

二、参数设置及策略组合技巧举例 

1、预设参数配置策略： 

先锋交易模式=真实交易,不复位,开仓手数0.02，亏损加仓0.02，盈利减仓0.02，最
大0.3手； 

开启主力交易=true,开仓手数0.12，亏损加仓0.02，盈利减仓0.02，最大0.3手； 

开启风控交易=true,开仓手数0.20，亏损加仓0.02，盈利减仓0.02，最大0.3手。 

 

 

趋势博弈交易策略使用技巧 



    刚开始主力和风控交易并没有启动，当先锋交易连续6次以上亏损后，先锋
的交易单量到达了0.12手以上，此时主力交易被激活，也开始交易。因为先锋
都6次亏损，说明经过了一段较长时间的震荡，此时主力交易介入，加大了交易
单量比较容易抓住单边行情获利。 

    如果震荡时间继续延长，先锋交易继续亏损，单量达到了0.20手以上，风
控交易被激活，增加了更大的交易力度，就更容易扭亏为盈了。 

    由于采用加1或减1的加仓法，而不是马丁的翻倍加仓法，所以抵抗风险的
能力很强。 

 

2、先锋模拟交易策略： 

先锋交易模式=模拟交易,先锋智能复位=(任选),其他参数不限。 

利用先锋模拟交易提供的数据，来启动主力交易和风控交易，主抓震荡后的单
边行情。 

 



3、利用交易链设置按钮从交易链的中间介入的策略： 

    经过对行情的研判，已经有了比较长时间的震荡行情，即将出现单边行情
。若这个时候才启动EA，因为只有先锋交易启动,获利太少，那么可以直接设置
交易链数据，这样可以较快地或者立即激活主力交易，甚至激活风控交易，以
获得较大的回报。 

4、利用交易链设置按钮对所有交易链清零的策略： 

    有时先锋交易进入反复焦灼状态，时间太长，预计打不回来，想止损从头
开始交易，可以用此法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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