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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投机是一门有利可图的职业 

谷物市场概述：行之有效的谷物实用交易规则 

  1911 年我在股票和期货交易市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之后，

公众要求我写一本能成功交易的规则。这种要求已经在我的

《投机是一门有利可图的职业》一书中给予回答。随着时间的

推移，我在市场中获得了更多的经验，让我意识到应该写更多

的给予那些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写这本新规则教程是在1954年5月我快过76岁生日时候，

金钱对我已无丝毫意义。我的收入远远大于日常消费。因此写

本书的目的是将我在期货交易市场上 52 年的宝贵经验给予那

些在需要更多知识和帮助的人们。假如认真学习了本书所有规

则后，大家可以开一个小型资金帐户在市场上开始交易并会让

你赚钱。 

  我的经验证明，商品期货比股票市场更能让你赢利，因为

你用同样的资金和更小的风险能博取更大的利润。商品期货交

易与你平时生活中的交易无多大的区别。商品价格大多数时间

服从和遵循季节性的供需规律和状况。 

  当您学会规则并且遵循这些规则进行交易时，你必须抛弃

你对市场一厢情愿的看法和恐惧，因为你的赌性和臆测将会给

你的资金带来极大的风险。您必须遵循我给出的且已被当前市

场证明的数学规则。您必须亲自验证这些规则在市场上过去和

未来的运用。当您已经验证并且遵循规则进行交易，你将会在

这投机市场上获得成功。 



江恩核心期货教程   www.stock99.com 出品 

全书共 21 章 24 万字，详细赎买方式，请到 http://www.stock99.com  

如何进行有利可图的投机？ 

  如果你想做生意，投机或者投资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买卖！

但是在操作之前你必须认真学习和做好准备。任何猜测、跟随

内部消息、希望和恐惧都将导致你失败。你只有依靠正确的方

法并遵循它们方可成功。 

基本规则 

  将这些基本规则熟记在心。当市场趋势向上时，它将创出

更高的底部和更高的顶部。反之，市场将向下创出更低的顶部

和更低的底部。除此之外，价格可能会持续数周、数月甚至数

年的区间盘整。但是当经过长期震荡后，价格突破前期低点，

将预示着会出现新低，同理，当突破前期历史顶部后，将会创

历史新高。这就是你需要备有包含市场所有历史高低点的完整

数据图表的原因。 

需要准备的图表类型 

  中国有句古话：一图抵万言。因此在你确定交易前应该整

理和研究商品的各种图表。你应该搜集包含有年、月、周高低

点的周期图表。对于年高低点图表时，如果你能找到更远的数

据，你应该回顾 5、10、20 年的信息。对于月高低点图表，你

应该回顾至少 10 年的信息，而周高低点图表你至少采集 2、3

年的信息。当行情活跃时，你需要采集每天的高低点信息。当

行情发生巨大突破后，开始记录每天的图表。 

  年高低点：5，10，20 年甚至更远的信息。 

  月高低点：10 年的数据。 

  周高低点：2—3 年的数据。 



江恩核心期货教程   www.stock99.com 出品 

全书共 21 章 24 万字，详细赎买方式，请到 http://www.stock99.com  

  日高低点：几个月的数据。 

顺应主趋势 

  顺应大势操作你会在期货市场中不断获利。记住：只要趋

势向上，不要因为太高而不敢买，反之，只要趋势向下，也不

要因为太低而不敢卖。绝不因为价格太高或者你认为它已经涨

太高了而卖空。不能因为价格太高而获利卖出。买卖是依照明

确的规则来操作而不是你对市场的期望、恐惧或臆测。同时也

不能因为价格太低而买进。有充足的理由证明市场为什么会不

断创出新低。 

买卖规则 

  在接受这些规则前你首先记住必须永远要下“止损单”来

保护资金的安全。因为你可能会在交易中或者市场趋势改变时

犯错，所以在交易中要用“止损单”来保护和限制你的损失。

一次大的赢利抵得过一次或者几次小的损失，反之一次大的损

失再想打回来时则困难得多了。 

坚持验证过的正确方法 

  牢记《圣经》说这句话的深意。由于你坚持了正确的方法，

即便在常人眼中认为是错误的时候，坚决跟随市场趋势在创新

高后买进或在新低后卖出，由此获得了巨大利润，证明你获利

机会比一味臆测、希望和恐惧多得多。 

持久上涨的行情 

  大量的实践证明市场在结束一轮长期持久而又活跃的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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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后将紧跟一轮快速下跌或者短期内有一次比它上涨速度更

快的下跌，这就是为什么前面让你必须搜集活跃行情的周、日

线图表的原因，这样你才能在第一时间确定并跟随趋势的变化。 

短期暴跌 

  通常在一个持续一个月到七周时间的持续上涨行情后，短

期就会出现首次快速下跌的超买行为来调整，为中级上涨作好

准备。 

在这个快速而活跃的市场中，当你能在一个大周期循环结束后

抓住这个拐点，那么你可以在每年和每月中都能获取巨大的利

润。只要选择商品这个存在无数机会的大宗期货市场作为你的

主要投资方式，其赢利模式与你是否抓住关键顶部与底部是无

关的。 

以小风险换取大利润 

  假如你在做交易前应用所有的规则，在上涨或下跌趋势改

变中等待明确的进场机会，并用“止损单”进行保护，那么你

将会用较小的风险获得巨大的利润。 

不要固执已见 

  不要固执认为市场的价格会运行多高或多低。不要在你的

固定价格买入或卖出，因为你可能在希望或恐惧下交易，而未

遵循市场的规则和应用规则来确定趋势将何时改变。 

保护你的盈利 

  必须要象保护本金一样用“止损单”保护你的既得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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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你一旦获利，这些利润已经变成你的资本，所以必须要有

止损意识。最危险的事是你后面开始逆势交易进而造成利润回

吐。因为“止损单”能始终保护你的利润，在你止损出场时依

然有本金让你有机会再次进场。记住，当你呆在市场外面时你

唯一的损失只是失去或错过机会。我的 52 年经验告诉我很多人

由于在市场已经发生转势时依然不清仓而导致破产。同时由于

赚了些小钱不敢继续持有而太早离开市场而犯了大错。当然在

你发现已经犯错时要马上设定“止损单”自动离场。 

勿失良机 

  进场太快或出场太慢将导致你亏损或者错过不少机会。当

你看到市场发出了明确的信号或在一定时间内趋势如果未发生

明显变化时不要再次错过。一直等到有绝佳的明确信号出现时

才进行买卖。遵循我的《如何在商品市场中获利》一书中的所

有规则。我的那本《如何在商品期货交易中获利》中的不少规

则是这本教程所没有的，结合所有的规则你将会赚取更多的利

润。 

期望和恐惧 

  我之所以反复声明这些规则是因为我看到不少人在期望与

恐惧交易中而破产。当你期望市场按你的意愿上涨或者下跌时

绝不会成功的。同时当你对市场怀有恐惧心理而去交易时也不

会成功。对市场异想天开和毫无依据的期望，最终将会毁灭你。

“对市场的敬畏是智慧起点”，经常对市场怀有敬畏之心那么你

在犯错时却能及时挽救你。通过深入研究市场之道将帮助你获

得成功。不断研究市场过去的走势能帮你确定市场未来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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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一厢情愿 

  你要明白你不能左右市场，所以你必须不断学习来顺应市

场，跟随趋势。那些在生活中惯于发号施令并让别人强行执行

他们指令的人在进入市场时，尤其是初次进入市场时经常希望

市场遵循他们的指令或按照他们的愿望改变。他们必须认识到

市场是不可能按照他们意图运行的。他们必须遵从市场规则所

显示的趋势并且通过设置止损来保护资金和利润。犯一些错误

以及蒙受一点亏损是没有害处的，因为少量的亏损是一个成功

投机者的学费。如果你打算进入这个有利可图的投机领域，你

必须学会所有的规则并且应用这些规则去确定趋势。专业人员，

就像律师，医生，会计以及工程师一样花费多年时间和大量金

钱去学习怎样在自己选择的职业中获得成功。你必须花费时间

和金钱去学此专业从而变成一个成功的投机者或投资人。 

如何在最短时间内赚到大钱？ 

  多数人希望快速致富，这就是他们亏损的原因。他们在没

有做好初步准备或者没有经过交易培训的情况下开始投机或投

资。他们没有从事交易所需要的知识，其结果就是造成严重的

亏损，如果你拥有了知识并且做好了准备，你可以在最短的时

间内赚到大钱。你必须学会遵从我制定并且已经被很多事实证

明过的规则，这样当你身处目前快速上涨或快速下跌的市场时，

短时间内便能赚到大钱。 

  自己不要试图主导市场或操控市场。遵从由市场主力操控

的市场趋势，那些人赚到大钱后且你也将随之获利。当市场大

庄家已经准备好在价格上快速拉升时买入，在快速打压时卖出，

这样你就会在短期内获得很大的利润。只有当市场显示一个明

确的趋势时进行交易，并且根据明确的规则进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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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真研究 1953 年以及 1954 年的大豆的图表和我给你们的

例子，像我曾经建议的那样设置“止损单”，你在市场不赚钱都

不行。 

  从 1954 年 3 月 8 日到 1954 年 5 月 27 日，大豆期货从

343-1/2 美分涨到了 422 美分，在 50 个自然日计 35 个交易日

内就有 78-1/2 美分/蒲式耳的利润，这样 10000 蒲式耳将获得

7800 美元的收益。假设你在 1953 年 8 月从最低点开始上涨的

1.05 美元/蒲式耳处开始买进大豆，在经过证明的牛市后期你

可以在新高位买进并且在一个短时间内获得较大利润。这就是

不用臆测而是遵从规则，当主力买的时候买，当然你也要在顺

应庄家趋势的前提下。 

  参考我在 5 月黑麦上的交易例子，你就会看到为什么在这

波从一个相对高点急跌到一个相对低点的空头行情中短期内就

赚取了大量利润。 

为什么市场中大多数人赔钱？ 

  我在书中已经陈述了在大多数时间内由于人性的弱点而不

是市场的过错导致你的损失。一般人通常都想买在最低卖在最

高。农民却在想它种的农产品要卖个高价而低价购买它所需要

的东西。工人一辈子都在想高工资而在吃穿上低消费。这些都

违背了经济规律的基本原理。要想投机成功，你不能时时期望

买在最低卖在最高。当你与那些自认为做对市场而造成失败和

损失的人反向正确操作时，你才会赚钱。 
  当你学习了高买低卖这一部分内容后你会获利。你必须要

学会跟随价格的趋势，只要趋势向上就不要担心价格太高而不

敢买，同时只要趋势向下时也不要担心价格太低而不敢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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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内一种品种上涨而另一个却下跌 

  1953 年－1954 年 5 月大豆期货与 5 月黑麦期货比较 

  1946 年 5 月 7 日，5 月黑麦涨到历史最高点 286.5。许多

人都记得这个高价并随跌势一路买下来而不是卖。为什么他们

要买？5 月黑麦相对 2 美元的价格是比较便宜的，所以他们就

买了。在 150 美分时看起来依然便宜，所以他们就一直买，但

是这时趋势已经开始向下了并且价格持续走低。由于供大于求

或者卖价高于买价而使得大势向下，一直跌到更低的 125 美分。 

  5 月大豆期货从 1947 年 10 月的 334 美分涨到 1948 年的

436.75 美分，然后趋势开始反转向下走低，在短短不到一个月

的时间里，5 月大豆跌到 320-1/2，之后三个月价格又攀升至

425。这样的大幅度波动是买卖的结果。太多人因为太晚发现牛

市而买晚了，以至于价格下跌 1 美元/蒲式耳，他们就感到后悔

莫及。于是他们又开始卖出，而价格却又开始回升了。 

  1953 年 8 月 20 日，5月大豆期货低至 239 美分。1953 年 4

月售价为 309 美分。当 5月大豆突然拉升到达 270 美分的时候，

人们都认为价格太高而决定卖空。而明智的人知道现在趋势向

上，他们选择买入。1953 年 12 月当 5 月大豆攀升至 1953 年 4

月的那个历史高点 311 美分时大部分人认为价格已经足够高

了，因为从 8 月到现在的四个月以来，大豆上涨 70 美分/蒲式

耳，于是他们开始满仓卖空，等待低点买入。 

  1953 年 12 月 17 日 5 月大豆跌至 295.75 并创出底部，然

后又上扬到 310，在 1953 年 12 月的顶部盘整。大部分人认为

价格到顶而卖空，少数明智的人按照我的规则买入，因为趋势

一直是向上的。 

  1954 年 4 月 27 日 5 月大豆售价为 422，在 8个月零 7 天的

日子里，上涨了 1.82 美元/蒲式耳。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涨幅，

也是最大的振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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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5 月大豆突破 4美元/蒲式耳的迅速上扬趋势中，许多散

户，甚至拥有百万投资的大户纷纷抛出手中的期货，而后他们

又惊惶失措不计损失的反手买回他们卖空出去的期货，并期望

价格上扬到 5 美元/蒲式耳，而从中获得利润。有种舆论说供给

短缺，这种舆论使人们陷入了惊惶失措的购买狂潮中。 

  4 月 26 日收市时，5月和 7 月合约触及涨停板，当天上涨

了 10 美分/蒲式耳。报纸报道，当天期货市场无量涨停。看空

以及卖空者在市场下跌了 50—70 美分/蒲式耳的时候开始胆战

心惊的买入，期望价格会升高。 

  这一现象说明空头已失去希望并且希望已经变成绝望以至

于他们开始空头回补或者买入。4月 27 日，5月大豆以 422 开

盘，411 收盘，比 26 日无量收盘时价格还低。同日，7 月大豆

415 开盘，405 收盘，比昨日无量收盘时候低了 4美分。行情突

如其来的变化。从 240 上涨就买入的明智的买家现在变成了卖

家，他们已经在上涨的趋势中获利，现在他们准备在下跌的中

赚钱，开始在新的价格反手卖出。 

  价格在 4 月 30 日反弹，但是没有到达 4 月 27 日的高点。

在 5 月 3 日，真正的卖方市场出现了，价格下跌了 10 美分/蒲

式耳，5 月合约以 400-5/8 的跌停板收盘，7 月合约以 398-1/8

的跌停板收盘，一天跌了 10 美分。为何价格会如此下跌？这是

因为明智的投资者在 4 月 20 日价格突破新低的时候卖出，并

且他们将在价格一路走低的时候卖出，而此时那些期望低买高

卖的投资者将在一路走跌的情况下买入以至于导致亏损。当大

豆跌至 350 美分，250 美分甚至在 2 美元以下时，它们看上去

就像廉价的货物，这时候那些投机商将想起 1954 年 4 月 27 日

的 422 和 415 高点，进而买入，希望价格可以上涨到从前的高

点水平。或许会出现那样的结果，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他们损失了大量的资金，而那些跟着趋势卖空的人在卖

在新低却获得丰厚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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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利润的方法就是顺应市场，而不是企盼市场顺应你。

应用我的《如何在商品期货中获利》一书中所有的法则，跟随

市场的主趋势，在趋势向下的时候无论价格多低都要卖出，在

趋势向上的时候无论价格多高始终买入。这样你才能使投机成

为一个有利可图的职业，你才能获利而非赔本。 

商品交易规则 

  规则 1：在新高或者老顶部位买入。 

  规则 2：当价格上涨至历史低点水平上方时买入。 

  规则 3：当价格下跌到老顶部或高点水平下方时卖出。 

  规则 4：在价格创新低时卖出。作为一个一般规则，应该

等到价格上涨到至少超过前期高点 2 美分才比较安全，更重要

的是在买入之前要等待收盘价超过前期价格。同样，等待价格

跌至前期价位 1/2 美分以下才算比较安全，因此在做交易之前

等待收盘价低于前期价位才算更加安全。 

  规则 5：收盘价。当市场处于非常活跃并且快速变化的阶

段时，等收盘价在日、周图表上显示高于前期高位或低于前期

低位时才进行买卖。利用日高低图点表及超过前期高位的收盘

价或低于前期低位的收盘价就显得非常重要。当天价格可能快

速拉升，但是在临近收盘时那些价格可能会下行几美分，然后

比上一交易日更低的价格收盘。同时如果有一个急剧的下挫，

价格可能会运行到前一天低位的下面，但是却收在上一交易日

高点附近。因此收盘价格是非常重要的。在日、周、月、年表

中价格超过历史的高点或突破历史低点的时间越长，趋势越会

向上或向下发生巨大的变化。记住这条规则，当价格上涨到一

个新高位时，通常要回调到前期历史高点，这是一个安全买点；

当跌破历史低点时，通常要反弹到前期历史低点，这是一个安

全卖点。同时要用“止损单”进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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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则 6：设立止损单。当你进行交易时，无论何时都必须

要用“止损单”随时保护你的资金及利润。 

  规则 7：必要的资金。首先确定你在任何一个交易上能够

承受多大的风险，最重要的是永远不要亏损你的本金。当你进

行一个交易时，你所冒的风险永远不能超过本金的 10%。如果

你已经有一到两次的损失，就要减少交易量。 

  对于黑麦及大豆期货的交易，你应该至少能有 1500 美元来

交易 5000 蒲式耳。假定在每个交易中你冒 3 美分/蒲式耳的风

险，连续十次这样的损失才会亏损完本金。你猜测，可能会连

续亏损，但是遵守规则，损失全部本金则是不可能的。对于大

豆的交易，特别是在较高的价位，你应该至少有 3000 美元交易

5000 蒲式耳，因为必须要有冒损失 5 美分/蒲式耳的风险，但

是利润却是比交易其它品种大很多。 

  当然你也可以从 500 美元的资金开始 1000 蒲式耳或者

2000 蒲式耳的小额交易，并遵循规则限定损失不超过 3 美分/

蒲式耳。在大多数情况下，你的风险不能超过 1 美分/蒲式耳。

本规则同样适用于小麦、玉米及猪油品种。 

  燕麦的行情波动比较小，因此需要黑麦或小麦交易的一半

资金就行了。 

  规则 8：买入和卖出规则。当价格下跌至前期最高点的 50%

时买入，同时在前期底部下面 3 美分处设置“止损单”。另一

个较强买入点是最高点和最低点之间的 50%处。例如：黑麦的

一个历史最高价是 286-1/2 美分，286-1/2 的 50%就是 143-1/2

美分，当该价格被跌破超过 3 美分时，它就处于一个非常弱势

的趋势中。黑麦最低跌到过 30 美分/蒲式耳，286-1/2 美分和

30 美分之间的 50%就是 158-1/4 美分。现货交易的黑麦历史最

高价格是 335 美分，它的 50%就是 167-1/2。我们曾经举过这样

的例子：当黑麦或其它农产品跌破了 167.5 美分，158.25 美分，

143.5 美分时将会出现什么样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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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价位 

  当价格在远低于 50%点的价位上升并首次触及该点时，这

是一个卖出点或者短期卖出点，同时设置一个不要超过该 50%

价位的 3 美分止损单。 

  例如：假设黑麦期货首次上升触及 143-1/2 美分，如果日

线图表显示它正做头，那是个短期卖出价位，止损单下在

146-1/2 美分处。下一个点位是 158-1/4 美分，即 30 美分及

286-1/2 美分之间的 50%价位就是 158-1/4 美分，当价格上升到

此价位，你应该观察此时的阻力位并短期卖出，在 161-1/2 美

分设置止损位。此后是下一个卖出价位 167-1/2 美分，或者说

是 335 美分的 50%。再下一个区间是 30 美分与 335-1/2 美分之

间的 50%，即 182-1/2 美分，该价位将是最强的阻力也是最重

要的卖出点，同时在 185-1/2 美分设置止损点。 

  当你开始交易时确定你知道所有的规则并遵循它们，确定

你设定一个“止损单”。 

止损点位 

  你一定要在摆动低点下面设置止损点，当然并非只针对日

线图表中的低点下面。止损必须设定在周及月图表中高于前期

顶部或者低于前期底部。因为你是根据趋势的变化将止损位设

定在日或周线图表中低于收盘价的位置，因而显得更加安全，

触及的可能性较小。在日线图表或周线图表高于收盘价位设置

止损点位将比在低于日线图表底部或高于顶部以下设置止损位

触及的次数要多一些。市场中的价格波动或行情反转就是因为

大众的这一止损方式或者其它方式造成的。知道在哪里能正确

地设置一个止损位是非常重要的。售价低于 1 美元/蒲式耳的谷

物，把低于底部价格 1美分特别是低于收盘价 1 美分或者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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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收盘价 1美分设置止损位作为一个安全而减少触及次数的规

则。当价格从 1 美元/蒲式耳上升到了 2 美元/蒲式耳时，止损

点至少应该在 2 美分上下或收盘价的 2 美分上下设置止损。 

  价格从 2 美元升至 3美元时，在此区间内至少应该在上下

3 美分处设置止损。 

  价格从 3 美元/蒲式耳上升至 4美元/蒲式耳时，在此高价

区间内，价格大幅快速波动，所以为了安全，止损位必须设置

的更远一点，要在高低处至少 4-5 美分/蒲式耳。在一个明确的

趋势改变来临前，只要你的资金安全且止损未被触及，在哪里

设置止损位都无区别。在高价区的最后阶段，在从 3.5 上涨到

4 美分/蒲式耳的极小情况下，止损位可以设置在低于日收盘价

1 到 2 美分或者高于日收盘价 1 到 2 美分的位置。在一个顶部

价位时，你必须根据已被周高低点图表中价格变化来确认日高

低图表是否已经显示趋势首次转变的信号。 

  当售价在顶部高位时，遵从我的《如何在商品交易中获利》

书中的所有规则，并且如果你已经拥有我的高级预测教程，也

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应用“大周期循环”的原则。 

  学无止境。继续研究并学习更多的知识今后能给你带来财

富。 

交易前的功课 

  检查所有价格的记录，包括每年每月每周每日的记录，同

时记录所有的时间周期，记下价格接近最近数周或数年内的一

些历史高点或一些历史低位的时间。然后计算在你进行交易前

和交易后所能承爱的风险，在你犯错时设置止损单保护你的资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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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高低点图表 

  周高低点图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指引。当价格上涨连

续超过数周的高点或低点，或者连续下跌超过数周的低位时，

这是一个重要的指示，它预示可能会出现持续许多周的更大趋

势改变。 

月度高低点图表 

  当价格上涨到超过或下跌到低于那些在过去许多月份中曾

出现过的价位时，这就意味着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将有更大的趋

势转变。 

年度高低点图表 

  当价格上涨超过或下跌低于在过去几年中所出现的价位

时，几乎毫无例外可以确定这是将持续大幅运行一个很长时间

周期的可靠信号，或者在一个短期内至少有一个更大的上涨或

下跌。当历史高点被突破或者历史底部被击穿时，通常观察返

回到历史高点或低点附近时的价格反应，在它们被突破后，预

期市场信心将再上升到历史高点以上或者下跌到历史底部以

下。 

  研究年度高低点图表你将发现涨跌的依据。记住，当越长

的时间周期被超越时，后市的上涨或下跌空间就越大。 

  我们将通过 3000 美元的资金依据上述规则用于黑麦期货

的交易并以此来证明这些规则。首先，在我们将做 5 月黑麦的

交易之前先必须知道关于黑麦的历史运行情况。 

  1951 年 7 月 23 日，价格跌至 169 美分，在 50%价位上面

1-1/2 美分处站稳，指明了多方力量以及不错的买点，因为它

们在 8 月 20 日的最低价 169 一线上做了两个支撑。我们现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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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美分买入 10,000 蒲式耳，并且在 165-1/2 设置止损点或在

50%位下面 2美分处设置止损点。 

  市场随后开始上涨，9 月 20 日，因为它超过了两个顶部或

者高点，所以我们在 181 美分又买入 10,000 蒲式耳。1951 年

11 月我们在 210 美分买入 10,000 蒲式耳，因为该价格超过了

1951 年 4 月 3 日的历史顶部。1951 年 12 月 10 日以及 12 日出

现倚靠 218 美分的高点的 221-1/2 以及 221 美分的高点。我们

已经分别在 169 美分、181 美分、210 美分价格处各买入了 10

手。所以在 219 美分卖出所有的黑麦并获得 94 美分/蒲式耳或

者说 9,400 美元的总利润。现在我们提出 3,000 美元的本金，

仅用赚取的利润去交易。 

  1951 年 12 月 12 日我们在 218 美分卖出 20,000 蒲式耳，

并且设置止损点为 223-1/2 美分。1952 年 1 月在 204 美分卖出

20,000 蒲式耳，并将止损下移到 208 美分。2 月 5 日、11 日、

27 日以及 3月 4 日的低位分别为 194、192-1/2、193-1/2 和 193

美分。我们在 195 美分空头回补并买入 40,000 蒲式耳，将止损

设在 190 美分。此时的交易利润是 8,200 美元，加上上次利润

是 17,600 美元。 

  1952 年 3 月高点 211 美分，是一个更低的顶部。我们在 207

美分卖空 40,000 蒲式耳。 

  5 月 1 日低点 193 美分，与 3 月 4 日的低点相同。我们在

194美分空头回补并赚取13美分/蒲式，价值5200美元的利润。

加上 17,600 美元共 22,800 美元的资金。因为到 5 月 20 日合约

即将到期，所以我们停止了交易。当时虽然可以交易 7 月，9

月，11 月合约，但是我们等到 1953 年 5 月黑麦合约的上市并

出现趋势时，然后我们再次开始交易。 

  1952年7月23日高点218-1/2美分，低于历史顶部221-1/2

美分。7 月 19 日下跌到 207 美分，8月 14 日上升到 219 美分，

是仅低于 1951 年高点的第二个高点。我们在 218 美分卖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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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蒲式耳并将止损设在 222-1/2 美分。趋势向下移动。8

月 18，19，29 日以及 9月 20 日的价格分别是 196-1/2 美分、

195-1/2 美分，和 1952 年 5 月相同。因为我们知道季节性的趋

势变化通常使价格在 8月的后半月以及 9 月初比较低。我们在

197 美分平掉了 50,000 蒲式耳的空单，又在 197 美分买入

50,000 蒲式耳多单，并在 194 美分处设止损。11 月 13 日高点

213-3/4 美分比 8 月 14 日的顶部更低，但是我们一直等到一个

明确指示出现时再卖。我们将止损提高到 203 美分，在 11 月

24 日，28 日出现低点 204 美分，触及了止损点，因此我们在

203 美分平掉了 5,000 蒲式耳的多单并卖空 5000 蒲式耳，我们

赚取了共 263,000 美元的周转资金。后面在 203 美分卖空 5000

蒲式耳，将止损位提高到 209 美分。 

  12 月市场突破了历史低点 195 美分，我们在 193 美分又卖

出 25,000 蒲式耳，并在 196 美分设置了 75,000 蒲式耳的止损，

1953年 1月价格下跌到190美分并突破了1952年 7月的低位。

我们在 188 美分卖空 25,000 蒲式耳，在 193 美分设置 100,000

蒲式耳的止损。 

  1953 年 1 月 12 日低点 180 美分，1 月 18 日高点 187 美分，

将 100,000 蒲式耳的止损降低到 189-1/2 美分。 

  2 月 13 日低点 171 美分，3 月 3日高点 182-1/2 美分，将

止损降至 186 美分。 

  在后来的三月份，价格向下击穿171美分。当价格击穿1927

年 7 月 21 日的低点 169 美分时我们又在 166 美分卖出 25,000

蒲式耳，这时价格已经击穿了 335-1/2 美分的 50%，也就是

167-1/4 美分，随着大势的下降，市场这时处于一个非常微弱

的情形中。 

  5 月 11 日低点 154 美分。 

  3 月高点在 182-1/2 美分，止损移动到 186 美分。 

  3 月后半月价格击穿 171 低点。价格突破 1951 年 7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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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低点 169 美分，在跌破 335-1/2 的 50%即 167-3/4 美分时，

我们又在 166 美分额外卖出 25,000 蒲式耳，下跌趋势已经非常

的疲软。 

  因为 5月份的合约即将在 5 月 20 日到期交割，我们在 156

美分平掉 125,000 蒲式耳。我们目前共有资金 69,550 美元用来

操作，所以现在就可以安全操作 100,000 蒲式耳了，这将获得

70 美分/蒲式耳的利润，按亏损 3 美分计算，100,000 蒲式耳的

损失只是 3000 美元，假如我们连续 10 次损失我们将仍然有原

来一半以上的资金去交易，这就显得极其安全。 

  我们将等 1953 年 5 月黑麦交割后，观察其给我们未来交易

给出下步操作指示。 

  1953 年 7 月 6 日，该合约以新低点 153 美分开盘。7 月 7

日上涨的高点为 156 美分，当它击穿了 153 美分时我们在 152

美分卖出 100,000 蒲式耳，止损位 157 美分。随后行情暴跌，

于是我们又在 140 美分售出 25,000 蒲式耳，因为它低于

286-1/2 美分的 50%的 3.5 美分，该价位 143-1/2 也是 1946 年

5 月 7 日的高位。我们等待价格跌至此价位 3 美分下面，在短

期走强之前，此价位使市场处于非常疲软的境地。 

  1953年7月28日低点133-1/2美分，8月6日高点140-3/4

美分与 140 美分；我们将 125,000 蒲式耳的止损点设在 145 美

分，下跌持续并且突破了低点 133-1/2 美分。我们继续在

131-1/2 美分卖出 25,000 蒲式耳，止损位 142-1/2 美分。 

  8 月 13 日低点 121 美分，8 月 17 日高点 135-1/2 美分，将

止损位降到 137 美分。8月 28 日以及 9 月 15 日 9 月 23 日低点

分别为 116-1/2 美分，114-1/2 美分，115 美分。我们知道季节

性低点常常产生在 8、9月份，并且趋势也在这里发生转折。因

此我们将短期止损点设在 121 美分。目前共有资金 127,500 美

元，于是在 121 美分买入了 100,000 蒲式耳，止损位 114 美分。 

  11月2日高点134美分，12月17日以及30日低点1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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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分，我们在 120-1/2 美分设置止损点。12 月 14 日出现比顶

部略低一些的 133-1/2 美分高点，于是我们将止损位设在 129

美分。价格触及止损点后，我们在 129 美分卖出了 100,000 蒲

式耳，并且已获利 8-1/2 美分，这时我们共有 135,500 美元的

资金。我们在 129 美分卖空 100,000 蒲式耳，并将止损点设在

136 美分。12 月 23 日低位 120 美分。 

  1954年1月3日和14日低点在比底部价格稍高的120-1/2

和 12-3/4 美分。我们在 124 美分买入 100,000 蒲式耳获利 5

美分后资金变成 140,500 美元。继续在 124 美分买入 100,000

蒲式耳。 

  1954 年 1月 3日到 27日涨到比前期顶部稍低的128美分。

将止损提高到 124 美分。止损触发时我们损失的仅仅是佣金。 

  在 124 美分卖空 100,000 蒲式耳，止损 125。3 月 29 低点

101-1/2 美分，4 月 2 日高点 110-1/2 美分，我们将止损降到

112-1/2 美分。4 月 19 日高点 108-3/4 美分，止损降到 110-3/4

美分。大势一直向下，4 月 30 日低点 93-1/2 美分，我们将止

损设在104-1/2美分或3月29的那个低点101-1/2上面3美分

处继续卖空。假定我们已经在 96 美分处平掉空单，这将使资金

从 3000 美元的本金在 33 个月内达到 173,700 美元。假如资金

缩水到 50%，那么也是 86,850 美元。这就是你不用猜测，遵守

前面的规则以较小的风险而获得巨大利润的证明。 

  这就证明了不管价格走多低你都能通过卖空获得巨大利

润，不管其走多高只要你都跟随涨跌趋势你都赚钱。问题自然

就出现了，为什么大多数人在市场中赚不了钱？答案就是因为

人性的弱点。他们在希望、恐惧中交易，都明白价格低买高卖，

在实时交易时却不根据规则的指引来操作，但是要明白赚钱的

总是市场的主力，他们才不管价格多高或者多低，所以赢利才

是这种人。杰西·利莫佛尔曾经在市场中赚了差不多

15,000,000 美元。象克劳福德博士这样有胆量敢在下跌趋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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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极端的顶部与极端底部买卖而赢利数百万的人太少，当人

们在恐惧与期望里交易时勇气全无，他们不仅仅是错过赚大钱，

同时还亏损不小。如果你渴望成功，你就必须遵守规则，在你

自己通过亲自验证这些规则后，勇敢的去执行它们，赢利就指

日可待。 

5 月大豆高低点记录 

  参考图 1－1。大豆期货 1936 年 10 月 5 日开始上市交易，

当时 5 月大豆开盘为 120，后面一直涨到 1937 年 1 月的 164 高

点。 

  1938 年 10 月低点 69；1937 年 7 月 27 日低点 67。这是 5

月大豆的历史最低点。 

  1940 年 8 月低点 69。从这个价位涨到 1941 年 9 月 14 日到

达 202 高点。 

  10 月 19 日低点 154-1/2。 

  1942 年 1 月高点 203，仅仅超过 1941 年 9 月高点 1 美分。 

  12 月低点 166。 

  1943 年 1 月高点 186。之后的时间政府停止大豆期货交易，

直至 1947 年 10 月重新恢复交易。在 1947 年 10 月 5 月大豆从

334 开始上涨，这个点位超过从 1920 年 2 月高点 405 到目前的

所有顶部，因此你要在 334 或者 336 买入，因为它们处于新高

水平，这是一个买入的明确指示。 

  1948 年 1 月 15 日高点 436-3/4，这是历史上的最高价格。

在这个时候你必须备有一张日高低点图表和一张周高低点图

表，以便能获知何时趋势将改变以及清楚在何处设定止损和在

何处平多翻空。这个指标显示 1948 年 1 月 19 日你将做空。接

着大幅下跌到 1948 年 2 月 9 日，5 月大豆到达低点 320-1/2，

在这里日图表再次显示空头回补和买入。之后价格上涨到 1948



江恩核心期货教程   www.stock99.com 出品 

全书共 21 章 24 万字，详细赎买方式，请到 http://www.stock99.com  

年 5 月的 425。在 1948 年 10 月以 249 开盘并下跌到 239，这是

1932 年 12 月低点 44 美分到极限高点 436-3/4 的 50%，使之成

为以 236 止损保护的买入位。 

  1948 年 11 月高点 276-3/4。日和周高低点图表显示这是卖

出水平和平多翻空时机。接着大量的清算引起一次快速的下跌。 

  1949 年 2 月 14 日低点 201-1/2，下跌到 1941 的历史低点

水平，因为它恰好高于 2.00 美元/蒲式耳，使之成为一个买入

位。 

  1950 年 5 月高点 323-1/2。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打

响，战争始终引起商品上涨，因此，我们将寻找买入的有利时

机。随后开始大幅上涨，1950 年 7 月大多数合约价格超过 280。 

  1950 年 10 月 16 日 5 月大豆低点 232-1/2。接着由这价位

水平陡直上涨。 

  1951 年 2 月 8 日高点 344-1/2。在这个时期政府实际上将

5 月大豆包括其它合约的价格冻结在 333。这个时期 11 月大豆

从 334 的高点下跌到 7月到达 262。 

  1951 年 6 月，将于 1952 年交割的 5 月大豆开盘在 287。 

  1951 年 7 月 9 日低点 268-3/4。在 10 月价格到达 281 到

283，将把 3个月的高点踩在脚下。因为价格再次创新高，所以

这时你要基于规则在买入。 

  1952 年，在 3 月，4月和 5 月初价格到达低点 282。因为 3

个月都处在相同的低点水平，故买入。 

  1952 年 5 月高点 314，与 1951 年 12 月高点同高，一个卖

出水平。 

  1952 年 8 月，新合约的低点是 291，8 月末到达高点

314-3/4，3 个顶部处于同一水平上。在 317 设定止损保护卖出。 

  1952 年 10 月低点 298。 

  1952 年 12 月高点 311，这是个更低的顶部和卖出水平。 

  1953 年 2 月低点 282，未低过 1952 年 3 月，4月和 5 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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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 低点 3 美分，故在 279 设定止损保护买入。 

  1953 年 4 月高点 309，一个比 1952 年 12 月较低的顶部，

卖出。 

1953 年，5月合约下跌到 292。 

5 月大豆历史上的最大涨幅 

  我所陈述的巨幅上涨是指从任意价格的低点水平到高点水

平的最大幅度上涨。 

  5 月大豆的买入过程。我们从一个 3,000 美元的本金开始，

同时根据上述规则买入。1953 年 8 月 20 日，5 月大豆低点

239-1/2。我们在 240 买入 10,000 蒲式耳，只冒本金 10%即 300

美元的风险，将止损设定在 240 下面 3 美分处。 

  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买入？因为这是根据相同的数学规则以

及价格与 1948 年 10 月的低点相同。1932 年低点为 44 美分，

1948 年高点为 436-3/4，其 50%就是 240-3/8，当然是一个用止

损保护的明确买入位。 

  1954 年 5 月价格以 256 开盘，上涨到 259-3/4 之后下跌到

239-1/2。 

  1953 年 9 月 2 日，高点 263，当天收盘 259。而我们根据

现有的迹象表明价格将走得更高，但是根据收盘价格规则，在

收盘价格未超过合约的自上市后的历史价格 260 之前我们不会

加仓。 

  9 月 16 日，低点 248-3/4。我们把在 240 买入的头寸止损

提高 10 个点到 246-3/4。10 月 10 日当周 5 月大豆收盘在 261。

我们现在在 261 加仓买入，止损提高 10 个点到 255 或本周的最

低点下面 1美分处。 

  10 月 31 日当周上涨迅猛，收盘在 282，高过 1953 年 2 月

的历史低点 280。这是价格更高的迹象，这时我们赚取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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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在 282 买 5,000 蒲式耳，同时将止损提升到 275。翻查纪

录，留意新高与历史高点，我们将知道何时将会出现阻力。我

们找到 314-3/4，313-1/2，311，以及 309 这些高点。这些高

点曾经出现在 1952 和 1953 年，因此，我们预期会在这些价位

水平附近出现回调。 

  1953 年 12 月 2 日，高点 311-1/4，与 1952 年 12 月高点一

致。我们使用赚取的 12,300 美元利润和 3,000 美元的本金在

310卖出25,000蒲式耳，总共使用15,3000美元的资本来操作。

我们在 311 卖出 25,000 蒲式耳，将止损设在 316。尽管我们知

道趋势是上升的，但我们预期出现围绕这些历史高点水平的回

调。随后快速下跌到 12 月 17 日的 295-3/4，这是 1953 年 3 月，

4 月和 5 月这些历史低点水平位。我们在 297 平掉 25,000 蒲式

耳的头寸，赚了 13 美分的利润，使得流动资金增加到 18,800

美元。在这个价位我们能安全支付每蒲式耳 30%的保证金显得

绰绰有余了，或者为 10,000 蒲式耳支付 3,000 美元，也可以为

25,000 蒲式耳支付 7,500 美元。这还是保守的交易。 

  我们在 297 为多头帐户买入 25,000，止损设在 293。价格

从 12 月 17 日的低点开始创出更高底部和更高的顶部，表明趋

势向上。 

  我们遵循收盘价规则，即当收盘价格高于过去数月或数年

的历史顶部，那就预示价格将继续变得更高。 

  1954 年 1 月 19 日，高点 315-1/2，收盘 314-1/2，并未完

全超过历史高点。我们等待收盘价在 316-1/2 时才能买入。 

  1 月 22 日，收盘在 317。我们在 317 额外买入 25,000 蒲式

耳。 

  2 月 22 日，低点 309-1/4，下跌到 1953 年的最后顶部。我

们在 307 设止损。 

  从前期记录中我们知道下一个历史顶部是 1951 年 2 月的

344-1/4，因此预期这是下一个要留意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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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24 日和 25 日，高点为 340-1/2 和 342。由于三天的低

点价格都是 335-1/2，所以在价格未超过历史顶部 344-1/2 和

指标未显示更高的价格之前，我们将止损提高到 333-1/2。 

  3 月 4 日，高点 359-3/4，收盘在 359。3 月 5 日，低点 349，

3 月 8 日，低点 343-1/2，处在一个历史顶部水平位和买入位置。

我们在 345 另外买入 15,000 蒲式耳，将所有的多单止损提升到

341 上。 

  3 月 19 日，价格穿过 359-1/2 的前期高点，这是 3 月 4 日

的高点，表明后市会更高。3月19日我们在361另外买入15,000

蒲式耳。3 月 25 日，高点 371。4 月 1 日，低点 354-1/2，这是

个比 3 月 11 日和 16 日更高的底部。将所有的 5月大豆多单止

损线提升到 352。4 月 9 日，价格创出新高并以 375 收盘，表明

后市更高的价格。 

  4 月 13 日，高点 382-1/2，4 月 14 日，低点 376-1/2。把

止损提升到 373。4 月 15 日，高点 388，在 387-1/4 收盘。我

们在 387 另买入 10,000 蒲式耳。 

  4 月 20 日，高点 402，在 396 收盘。我们已知当收盘超过

4.00 美元时它将表明更高的价格。我们知道 1948 年 5 月最后

的高点是 425，因此预示 5 月大豆将到达这些历史顶部附近，

但是现在是保护利润的时候了，因为我们不能再继续买入。 

  4月27日，高点407-1/2，收盘402低于顶部但是超过4.00，

表明更高的价格。 

  4 月 23 日，低点 398-1/4，在 403-1/2 收盘。我们现在将

所有的多单提高到 395。 

  4 月 27 日，高点 422，以 3 美分之差未能超过 1948 年 5

月的高点 425。从 239-1/2 到 422。价格已经上涨了 182-1/2

美分，这是历史上最大的涨幅。 

  4 月 27 日，市场从 422 的高点迅速下跌并在当天以最低价

411 收盘。我们将止损设定低点下 5美分，即 406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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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8 日，低点 406-1/2，离止损点只有 1/2 美分。4 月

28日，29日和 30日，高点分别为417-1/2，415-1/2和 416-3/4。

当价格在4月30日到达316-3/4时，我们将止损提高到411-3/4

或者 5 美分/蒲式耳，因为这些价格开始创出更低的顶部，所以

我们必须通过将止损提高来保护积累的利润。 

  4 月 30 日，当天晚些时候，5 月大豆下跌到 410-1/4，止

损触发。我们在 411 卖完所有多单，在 8 个月内赚取了 92,6000

美元的总利润，后 10 天以本金 3,000 美元的交易非常谨慎并且

风险极低。 

  这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如果你遵循规则并且用止损单保护，

绝不会因为价格太高而不敢买入。当这些巨大的极端行情发生

时，具备胆量和知识并遵循规则的人才能创造财富。在这次行

情运动过程中我们并未猜测在哪里买入或者在哪里卖出。我们

只让市场证明自己。我们用明确的规则买入并且用明确的规则

设定止损以及用明确的规则在极限高点水平卖出，因为价格正

接近行情尾声或者时间到达我们不能再在这个合约上继续交易

的 5 月 1 日。大豆的巨大涨幅不是个特例。其它商品如咖啡，

可可粉，棉花，棉籽油，猪油，黑麦，小麦，玉米也同样出现。

如果你仅学会规则，那么当市场运行在这些极端水平时，不用

试图猜测顶部会到何处，只是简单的跟随趋势并移动提高止损，

当新高出现时不计价格地买入，你不可能不赚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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