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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拉诺夫
“双管枪” 

短线交易策略



交易策略收益率 (保守性资金管理)



演讲计划

1. 交易策略简介

2. 交易策略规则

a) 判断趋势方向

b) 投资工具日均波动幅度

c) 开仓及平仓规则

3. 资金管理

4. 交易策略绩效指数



1.分析方法(25%)

2.资金管理(25%)

3.交易心理(50%)

交易者成功要素



创建交易策略步骤

• 投资工具

• 分析方法

• 策略操作原则

• 交易时段

• 分析工具

• 策略交易规则

• 资金管理规则

• 策略绩效指标



投资工具

❖外汇

❖期货合同

❖股票



分析种类

❖基本面分析(FA)

❖技术面分析(TA)

❖定量分析(QA)



交易策略操作原则

❖趋势跟随策略

❖交易区间策略

❖其他交易策略



趋势跟随策略

做多 做空 无交易



“双管枪”交易策略

分析工具:

❖SMA(10m)200 

❖EMA(10m)200

❖EMA(10m)20

❖ADV(D)10



交易时段

分钟: 1m-2m-3m-4m-5m-6m-10m-12m-15m-20m-30m

小时: 1H-2H-3H-4H-6H-8H-12H

日: D

周: W

月: M

季: Q

年: Y



“双管枪” 交易策略 (MT4)



交易思路： 交易规则#1 

判断
当前市场趋势

方向



EUR/USD SMA(D)200+EMA(D)200



EUR/JPY SMA(H)200+EMA(H)200



BRENT SMA(10)200+EMA(10)200



GBP/USD SMA(1)200+EMA(1)200



移动平均线类型

❖SMA – 简单移动平均线

❖EMA – 指数平滑移动平均线

❖WMA – 加权移动平均线

❖DMA – 置换移动平均线

❖VMA – 变异移动平均线



“黄金交叉”信号



“死亡交叉”信号



虚假信号



下降趋势终结



上升趋势终结



上升趋势



下降趋势



非交易条件 – 侧向趋势



交易思路：规则#2 

开仓及平仓
规则



开仓及平仓规则

❖建立多头头寸

❖结清多头头寸

❖建立空头头寸

❖结清空头头寸



做多条件 (S&P 500)



做空条件(XAUUSD)



订单设置



一旦成交单设置 (MT4)



金融工具波动性



日均波动幅度 (ADV)

SMA(H-L)10H-L VMA(SMA10)5

A

D

V

ATR10
VMA(ATR10)5



日均波动幅度 (ADV)

工具 ADV 点差 对比
EURUSD 0.0100 0.0002 50

USDJPY 1.07 0.0002 50

GBPUSD 0.0108 0.0002 50

EURJPY 1.24 0.04 30

GBPJPY 1.70 0.05 40

XAUUSD 20.50 0.5 40

BRENT 2.30 0.05 50

S&P500(ES) 25.00 0.5 50

DJI(YM) 200 5 40



交易思路：规则#3

订单设置
规则



做多操作示意图

第1号情况 第2号情况 第3号情况



做空操作示意图

第1号情况 第2号情况 第3号情况



趋势终结基准

均线之间的空间大于 10% ADV = 趋势方向变化



头寸参数表格



开仓操作顺序

1. 确定投资工具当前日均波动幅度, ADV

2. 计算出 EMA20 及 MA200 均线之间的距离或 EMA200 及
SMA200 均线之间的距离 (最多10% ADV)

3. 计算出开仓价位, OPEN

4. 计算出止损价位, S/L

5. 计算出获利价位, T/P

6. 设置所有必要订单

7. 必要时对预设订单价格进行及时的调整



做空条件

卖出
订单

止盈订单

止损订单



做空条件

卖出
订单

止盈订单

止损订单



做空条件

卖出
订单

止损订单

止盈订单



做多条件

买入
订单

止盈订单

止损订单



做多条件

买入
订单

止损订单

止盈订单



做多条件

买入
订单

止盈订单

止损订单



交易思路：规则#4

资金管理
规则



长线和短线交易

交易次数大

盈利交易
百分比高

点数盈利低

点数盈利高

交易次数小

有利的
盈亏对比



推荐书籍



交易策略失败概率值集 (初始账户余额 $25k)

交易策略破产余额 $12k 初始余额 $25k 交易策略成功余额 $50k



决定着交易策略效率因素

2. 盈利交易% 

长/中线交易

30-50%

短线交易

60-70%

1.盈亏对比

长/中线交易

2:1 or 3:1

短线交易

⅔ :1 或 ¾ :1

3.交易资本充足性



资金管理 (保守性)

初始账户余额, M=$3000 

❖ 投资组合中持有头寸最大数 – 3

❖ 每笔交易风险限额 , R=2% 

❖ 每笔交易风险金额 , R=$3000*0.02=$60 

❖ 风险大小(S/L), L = ¼ ~ ½ ADV, L= ½*0.0100 = 0.005(50点)

❖ L=开仓价格 – 止损价格(多头) 或 L=止损价格 – 开仓价格 (空头)

❖ 交易数额, Q=R/L=60/0.005=12000

杠杆比率:

12000 货币单位 / $3000 = 4 (4:1, 如果建立 1 个头寸)

3*12000 货币单位 / $3000 = 12 (12:1, 如果建立 3 个头寸)



资金管理 (进攻式)



原始版本马丁格尔方法

轮盘赌策略

盈亏对比 – 1:1, 盈亏概率 – 50:50

1. 赌注金额 $10

结果 →亏损 ($10)

2. 赌注金额 $20

结果 →亏损 ($20, 总金额 = -10-20=-$30)

3. 赌注金额 $40

结果 →亏损 ($40, 总金额 = -10-20-40=-$70)

4. 赌注金额 $80

结果 →亏损 ($80, 总金额 = -10-20-40-80=-$150)

5. 赌注金额 $160

结果 →利润 ($160, 总金额 = 160-150=$10)



“双管枪”策略变形版本马丁格尔

“双管枪”交易策略

盈亏对比- 33:45, 盈亏概率 – 60:40

1.手数 = $100*100=10000=0.1手

利润 (33点*$1= $33)

2.手数 = $100*100=10000=0.1手

亏损 (45点*$1=$45)

3.手数 = $200*100=20000=0.2手

利润 (33点*$2=$66, 总金额 =66-45= $21)

4.手数 = $100*100=10000=0.1手

利润 (33点*$1=$33)



“双管枪”策略变形版本马丁格尔

“双管枪”交易策略

盈亏对比- 33:45, 盈亏概率 – 60:40

1.手数 = $100*100=10000=0.1手

利润 (33点*$1= $33)

2.手数 = $100*100=10000=0.1手

亏损 (45点*$1=$45)

3.手数 = $200*100=20000=0.2手

亏损 (45点*$2=$90, 总金额 =-45-90=-$135)

4.手数 = $100*100=10000

利润 (33点*$1= $33)



资金管理 (进攻式)

初始账户余额, M=$3000 

❖ 投资组合中持有头寸最大数 – 3

❖ 每笔交易风险限额, R=2% or 4%

❖ 每笔交易风险金额, R=$3000*0.02=$60 或 $3000*0.04=$120

❖ 风险大小(S/L), L = ¼ ~ ½ ADV, L= ½*0.0100 = 0.005(50点)

❖ L =开仓价格 – 止损价格(多头) 或 L =止损价格 – 开仓价格 (空头)

❖ 交易数额, Q=$60/0.005=12000 或 $120/0.005=24000

交易杠杆:

12000 货币单位 / $3000 = 4 或 24000 / $3000 = 8 (4:1 或 8:1, 如果 1 个头寸)

(2*12000 货币单位 + 1*24000 货币单位)/ $3000 = 16 (16:1, 如果 3 个头寸, 2+1)

(1*12000 货币单位 + 2*24000 货币单位)/ $3000 = 20 (20:1, 如果 3 个头寸, 1+2)



交易策略
效率指数

总结



交易策略效率指数

 累积利润 GROSS PROFIT

 累积亏损 GROSS LOSS

 净利润 NET PROFIT 

 最大盈利交易 MAX PROFIT

 最大亏损交易 MAX LOSS

 平均利润 AVERAGE PROFIT

 平均亏损 AVERAGE LOSS

 连续亏损交易最大次数 MAX NUMBER PROFIT TRADES IN A ROW 

 连续盈利交易最大次数 MAX NUMBER LOSS TRADES IN A ROW

 最大累计亏损 MIDD-MAX INTRADAY DRAWDAWN

 利润因子 PROFIT FACTOR

 实际利润因子 ACTUAL PROFIT FACTOR

 恢复因子 RECOVERY FACTOR



交易策略收益率 (保守性资金管理)



交易策略收益率 (进攻式资金管理)



推荐书籍



交易策略数学期望值

数学期望值公式

[1+(W/L)]*P-1

❖盈利交易概率，百分比 (P)

❖亏损交易概率

❖盈利交易平均大小，金额 (W)

❖亏损交易平均大小，金额 (L)



“轮盘”游戏数学期望值

❖盈利交易概率，百分比 (1/37 或 2.7%)

❖亏损交易概率

❖盈利交易平均大小，金额 ($35)

❖亏损交易平均大小，金额 ($1)

[1+(35/1)]*1/37-1=-0.027 



“双管枪”策略数学期望值

❖盈利交易概率，百分比 (65%)

❖亏损交易概率

❖盈利交易平均大小，金额 ($33)

❖亏损交易平均大小，金额 ($45)

[1+(33/45)]*0.65-1=0.127



标准偏差



提高交易策略效率(1)

盈利交易% 

长线/中线操作

30-50%

短线操作

60-70%→65-75%



金融工具技术参数总览表



金融工具技术参数总览表

❖ LTS –专有长线交易策略“周轨道线”

❖MTS –专有中线交易策略“多时段策略（MTFS）”

❖ STS –专有短线交易策略“双管枪”

❖ SCP –专有超级短线交易策略“手里捡”

❖ ETC – 金融工具其它技术性参数

❖ BAL – 在选定策略内市场参与者力量平衡

❖ SENTIMENT – 在选定三个策略内市场参与者力量平衡

❖黄色 –对金融工具的中立情绪/非交易条件

❖绿色 –对金融工具的看涨情绪/多头头寸

❖红色 –对金融工具的看跌情绪/空头头寸



专有的市场情绪指标



市场参与者力量平衡图

❖ LTS –长线交易策略

❖MTS – 中线交易策略

❖ STS – 短线交易策略

❖黄色 – 中立情绪

❖绿色 – 看涨情绪

❖红色 – 看跌情绪

❖粗字体 – 对选定工具的情绪更明显

❖ ALL –对所有工具的整体情绪

❖W&L – 最强/最弱工具



订阅（投资工具情绪分析）

❖ FOREX – 主要货币对 (USD/EUR/JPY/GBP/CHF/AUD/CAD/NZD)

❖ FOREX – 交叉货币对 (USD/EUR/JPY/GBP/CHF/AUD/CAD/NZD)

❖ 能源市场 (布伦特原油/WTI原油/天然气/取暖油/汽油)

❖ 贵金属(黄金/白银/铂金/钯)

❖ 美国股票指数 (道琼斯, 标准普尔500, 纳斯达克, 罗素2000)

❖ FOREX – 发展中国家的货币 (CNY, BRL, INR, RUB, KRW, MXN, TRY, PLN, 

ZAR)

❖ 美国国债 (30YB,10YB, 5YN, 2YN)

❖ 工业金属 (铜, 铝, 镍, 锌, 铅, 锡)

❖ 粮食(大豆, 小麦, 玉米, 大米, 燕麦)

❖ 牲畜 (活牛, 肉食牛, 瘦肉猪)

❖ 美国股票



提高交易策略效率(2)

盈亏对比

长线/中线操作

2:1 或 3:1

短线操作

⅔ :1 或 ¾ :1→1:1



风险揭示

DISCLAIMER: This presentation and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here should not be 

relied upon as a substitute for extensive independent research before making your 

investment decisions. GMT Partner Ltd is merely providing this presentation for your 

general information. This presentation and its information does not take into account

any particular individual's investment objectives, financial situation, or needs. All 

investors should obtain advice based on their unique situation before making any 

investment decision based upon this forum or any information contained within. In 

addition, any projections or views of the market provided by the author may not 

prove to be accurate. GMT Partner Ltd and Anatoly Bulanov will not be responsible 

for any losses incurred on investments made by readers and clients as a result of any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column. GMT Partner Ltd and Anatoly Bulanov do not 

render investment, legal, accounting, tax or other professional advice. If such advice 

is sought, or other expert assistance is required, the services of a competent 

professional should be sought.



互联网官方网站

www.gmtpartner.cn



感谢收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