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富共赢  相伴金生 

地址：广西南宁市青秀区桃源路 39 号 3 楼    邮编：530022   Tel： 4008-933-588 

 

 

黄金 K 线理论 
第一章 Ｋ线概述 

Ｋ线又称阴阳线或阴阳烛，它能将每一个交易期间的开盘与收盘

的涨跌以实体的阴阳线表现出来，并将交易中曾出现的最高价及最低

价以上影线和下影线的形式直观地反映出来。从而对变化多端的市场

行情有一种一目了然的直接感受。Ｋ线最大的优点是简单易懂而且运

用灵活，最大的特点在于忽略了市场价格在变动过程中的各种纷繁复

杂的因素。而将其基本特征展现在您的面前。（如下图） 

   

（图一） 

Ｋ线从时间上分为日Ｋ线、周Ｋ线、月Ｋ线、年Ｋ线，以及将一

日内交易时间分成若干等分，如５分钟Ｋ线、15分钟Ｋ线、30分钟

Ｋ线、60分钟Ｋ线等。这些Ｋ线各有不同的作用。周Ｋ线、月Ｋ线、

年Ｋ线反映的是市场价格中长期趋势。5分钟Ｋ线、15分钟Ｋ线、30

分钟Ｋ线、60分钟Ｋ线反映的是市场价格超短期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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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Ｋ线所包含的信息是极为丰富的。以单根Ｋ线而言，一般上影线

和阴线的实体表示市场价格的下压力量，下影线和阳线的实体表示市

场价格的上升力量；上影线和阴线实体比较长就说明市场价格的下跌

动能比较大，下影线和阳线实体较长则说明市场价格的扬升动力比较

强。如果将多根Ｋ线按不同规则组合在一直，又会形成不同的Ｋ线组

合。这样的Ｋ线形态所包含的信息就更丰富。如：在涨势中出现乌云

盖顶就说明可能升势巳尽，多头就尽早离场；在跌势中出现曙光初现

Ｋ线组合，说明市场价格可能见底回升，可逢低建多仓头寸。 

 

第二章  Ｋ线理论 

第一节 上升形态和见底形态的Ｋ线和Ｋ线组合 

 

早晨十字星 

图形特征： 

（１）出现在下跌途中； 

（２）由３根Ｋ线组成。第一根是阴线、

第二根是十字线，第三根是阳线。第三根Ｋ线

实体深入到第一根Ｋ线实体之内。 

技术含义：见底信号，后市看涨。 

 

早晨之星 

图形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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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早晨十字星相似，区别在于早晨十字星的第二根Ｋ线是十字线，

而早晨之星的第二根是小阴线或者小阳线 

技术含义：见底信号，后市看涨。 

注：信号不如早晨十字星强 

 

好友反攻 

图形特征： 

（１）出现在下跌行情中； 

（２）由一阴一阳２根Ｋ线组成； 

（３）先是一根大阴线，接着是跳低开盘，

结果收了一根中阳线或大阳线，并且收在前一

根Ｋ线收盘价相同或者相近的地方 

技术含义：见底信号，后市看涨。 

注：转势信号不如曙光初现强。 

 

曙光初现 

图形特征： 

（１）出现在下跌途中； 

（２）由一阴一阳２根Ｋ线组成； 

（３）先是一根大阴线或中阴线，接着

出现一根大阳线或中阳线，阳线的实体深入

到阴线的二分之一以上处。 

技术含义：见底信号，后市看涨。 

 

旭日东升 

  图形特征： 

（１）出现在下跌途中； 

（２）由一阴一阳２根Ｋ线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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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先是一根大阴线或中阴线，接着出现一根高开的大阳线或

中阳线，阳线的收盘价巳高于前一根阴线的开盘价 

技术含义：见底信号，后市看涨。 

注：见底信号，强于曙光初现；阳线实体高出阴线实体部分越多，

转势信号越强。 

 

倒转锤头 

 图形特征： 

（１）出现在下跌途中； 

（２）阳线（亦可是阴线）实体很小，

上影线大于或等于实体的两倍； 

（３）一般无下影线，少数会略有一点

下影线。 

技术含义：见底信号，后市看涨。 

注：实体与上影线比例越悬殊，信号越有参考价值。如倒锤头与

早晨之星同时出现，见底信号则更加可靠。 

 

锤头线 

  图形特征： 

（１）出现在下跌途中； 

（２）阳线（亦可是阴线）实体很小，

下影线大于或等于实体的两倍； 

（3）一般无上影线，少数会略有一点上

影线； 

技术含义：见底信号，后市看涨。 

注：锤头实体与下影线比例越悬殊，越有参考价值。如锤头与早

晨之星同时出现，见底信号就更加可靠。 

 

平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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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形特征： 

（１）在下跌趋势中出现； 

（２）由 2 根或 2根以上的Ｋ线组成； 

（3）最低价处在同一水平位置上； 

技术含义：见底信号，后市看涨。 

 

 

塔形底 

  图形特征： 

（１）在下跌趋势中出现； 

（２）先是一根大阴线或中阴线，

后为一连串的小阴小阳线，最后出现一

根大阳线或中阳线； 

技术含义：见底信号，后市看涨。 

 

圆底 

  图形特征： 

（１）在下跌趋势中出现； 

（２）Ｋ线以小阴小阳形成一个圆

弧底，最后以向上跳空缺口来确认圆底

形态成立； 

技术含义：见底信号，后市看涨。 

注：与技术图形的圆底的特征有一定区别，技术图形圆底见后面

的趋势分析技术说明。 

低位并排阳线 

  图形特征： 

（1）在下跌趋势中出现； 

（2）由 2根阳线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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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一根阳线跳空低开，其收盘时在前一根Ｋ线下方留下一

个缺口，后面一根阳线 与第一根阳线并肩而立。 

技术含义：见底信号，后市看涨。 

 

低档五阳线 

  图形特征： 

（１）在下跌行情中出现； 

（２）连续拉出 5根阳线，多为小

阳线； 

技术含义：见底信号，后市看涨。 

注：低档五阳线不一定是 5根。有时也可能是 6根 7根阳线。 

 

连续跳空三阴线 

  图形特征： 

（１）在下跌行情中出现； 

（２）连续出现 3根向下跳空低开的阴线； 

技术含义：见底信号，后市看涨。 

注：如在市场价格巳有大幅下挫的情况下

出现，见底可能性更大。 

 

红三兵 

  图形特征： 

（１）出现在上涨行情初期； 

（２）由3根连续创新高的小阳线组成； 

技术含义：买进信号，后市看涨。 

注：当３根小阳线收于最高或接近最高

点时，称为 3个白武士，3个白武士的作用要

强于普通的红三兵，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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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缓上升形 

  图形特征： 

（１）多数出现在涨势初期； 

（２）先连续出现几根小阳线，然后才

拉出中大阳线； 

技术含义：买进信号，后市看涨。 

 

 

冉冉上升形 

  图形特征： 

（１）在盘整后期出现； 

（２）由若干根小Ｋ线组成（一般不

少于 8根），其中以小阳线居多，中间也可以夹着小阴线、十字线； 

（3）整个Ｋ线排列呈略微向上倾斜状； 

技术含义：买进信号，后市看涨。 

注：该Ｋ线组合犹如冉冉升起的旭日，升幅虽然不大，但它往往

是大涨的前兆，如成交量能同步放大，这种可能性就越大。 

 

稳步上涨形 

  图形特征： 

（１）出现在上涨行情中； 

（２）众多阳线中夹着的小阴线，

整个Ｋ线排列呈向上倾斜状； 

技术含义：买进信号，后市看涨。 

注：后面的阳线对插入的阴线覆盖的速度越快越有力，上升的潜

力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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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抵抗形 

  图形特征： 

（１）在上涨途中出现； 

（２）由若干根Ｋ线组成； 

（３）连续跳高开盘，即使中间收出阴

线，但收价也要比前一根Ｋ线的收盘价高； 

技术含义：买进信号，后市看涨。 

 

弧形线 

  图形特征： 

（１）出现在涨势初期； 

（２）由若干根Ｋ线组成； 

（３）Ｋ线走势是一具向上的抛物

线； 

技术含义：买进信号，后市看涨。 

注：一旦弧形线为市场认可，上涨周期就很长。 

 

下探上涨形 

  图形特征： 

在上涨途中，突然跳低开盘，后以

涨势盘收出一根大阳线； 

技术含义：买进信号，后市看涨。 

注：多数空方刻意打压，一般后市

将有较大升势。 

 

 

上涨两颗星 

  图形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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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在涨势初期、中期内出现； 

（２）由一大二小 3根Ｋ线组成； 

（３）在上涨时先出现一根大阳线或中阳线，随后就在这根阳线

的上方出现 2根小Ｋ线，既可以是小十字线，也可以是实体很小的阳

线、阴线； 

技术含义：继续看涨 

注：在少数情况下会在一根大阳线上方出现 3根烛小Ｋ线，这时

就称为上涨三颗星，上涨三颗星技术含义与上涨二颗星相同。 

 

跳空上扬形 

  图形特征： 

（１）出现在涨势中； 

（２）由 2根一阳一阴的Ｋ线组成； 

（３）先是拉出一根跳空上扬的阳线，

留下一个缺口，然后出现一根低收的阴线，

但它收在前一根阳线缺口上方附近； 

技术含义：继续看涨 

 

高位并排阳线 

  图形特征： 

（１）出现在涨势中； 

（２）由 2根Ｋ线组成； 

（３）第一根阳线跳空向上，其收盘时

在前一根Ｋ线上方留下一个缺口。第二根阳

线与之并排，开盘价与第一根阳线的开盘价

基本相同； 

技术含义：继续看涨 

注：这个向上跳空的缺口对日后趋势有的支撑作用，但如果发现

后市跌破这个缺口，走势就会转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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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空下跌三颗星 

  图形特征： 

（１）出现在连续下跌途中； 

（２）由 3根小阴线组成； 

（３）3根小阴线与上面一根Ｋ线有一个

明显的空白区域，即通常说的缺口； 

技术含义：见底信号。 

注：如果在 3根小阴线后出现一根大阳线，上涨的可能性就更大。 

 

 

上升三部曲 

  图形特征： 

（１）出现在上涨途中； 

（２）由大小不等的 5根Ｋ线组成；； 

（３）先拉出一根大阳线或中阳线，接

着连续出现 3根小阴线，但都没有跌破前面

阳线的开盘价，随后出现了一根大阳线或中

阳线，其趋势有点类似英文的“Ｎ”； 

技术含义：继续看涨 

 

多方尖兵 

  图形特征： 

（１）出现在上涨行情中； 

（２）由若干根Ｋ线组成； 

（３）在拉出一根大阳线或中阳线

时，留下了一根较长的上影线，然后回

落，不久又涨至上影线的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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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含义：继续看涨。 

注：走势图上出现这种Ｋ线形态，实际上是多方发动全面进攻的

一次试盘。 

 

两阳夹一阴 

图形特征： 

 （１）既可出现在涨势中，也可出现

在跌势中； 

（２）由 2根较长的阳线和一根较短的

阴线组成，阴线夹在阳线之中； 

技术含义：在涨势中出现，继续看涨；

在跌势中出现，是见底信号。 

 

 

 

第二节 下跌形态和滞涨形态的Ｋ线和Ｋ线组合 

 

黄昏十字星 

  图形特征： 

（１）出现在涨势中； 

（２）由３根Ｋ线组成。第一根是阳线、

第二根是十字线，第三根是阴线。第三根Ｋ

线实体深入到第一根Ｋ线实体之内。 

技术含义：见顶信号，后市看跌。 

 

黄昏之星 

  图形特征： 

和黄昏十字星类似，区别在于黄昏十字

星第二根Ｋ线是十字线，而黄昏之星第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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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线是小阴线或小阳线。 

技术含义：见顶信号，后市看跌。 

注：信号不如黄昏十字星强 

 

淡友反攻 

  图形特征： 

（1）出现在涨势中； 

（2）由一阳一阴 2根Ｋ线组成； 

（3）先是出现一根大阳线，接着跳高开

盘，结果拉出一根中阴线或大阴线，收在前

一根 K线收盘价相同或相近的位置上。 

技术含义：见顶信号，后市看跌。 

注：转势信号不如乌云盖顶强。 

 

乌云盖顶 

  图形特征： 

（１）出现在涨势中； 

（２）由一根中阳线或大阳线和一根中

阴线或大阴线组成。 

（3）阴线巳深入到阳线实体的二分之

一以下处。 

技术含义：见顶信号，后市看跌。 

注：阴线深入阳线实体部分越多，转势信号越强。 

 

倾盆大雨 

  图形特征： 

（１）出现在涨势中； 

（２）由一阳一阴 2根Ｋ线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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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先是一根大阳线或中阳线，接着出现一根低开的大阴线或

中阴线，阴线的收盘价巳低于前一根阳线的开盘价； 

技术含义：见顶信号，后市看跌。 

注：见顶信号强于乌云盖顶。阴线实体低于阳线实体部分越多，

转势信号越强。 

 

射击之星 

  图形特征： 

（１）出现在涨势中； 

（２）阳线（亦可是阴线）实体很小，

上影线大于或等于实体的两倍； 

（3）一般无下影线，少数会略有一点下

影线。 

技术含义：见顶信号，后市看跌。 

注：实体与上影线比例越悬殊，信号越有参考价值。如射击之星

与黄昏之星同时出现，见顶信号就更加可靠。 

 

吊颈线 

  图形特征： 

（１）出现在涨势中； 

（２）阳线（亦可是阴线）实体很小，

下影线大于或等于实体的两倍； 

（3）一般无上影线，少数会略有一点上

影线。 

技术含义：见顶信号，后市看跌。 

注：实体与下影线比例越悬殊，越有参考价值。如吊颈线与黄昏

之星同时出现，见顶信号就更加可靠。 

 

平顶 



                                                              财富共赢  相伴金生 

地址：广西南宁市青秀区桃源路 39 号 3 楼    邮编：530022   Tel： 4008-933-588 

  图形特征： 

图形特征： 

（１）在上涨趋势中出现； 

（２）由２根或２根以上的Ｋ线组成； 

（3）最高价处在同一水平位置上； 

技术含义：见顶信号，后市看跌。 

 

塔形顶 

  图形特征： 

（１）出现在涨势中； 

（２）先是一根大阳线或中阳线，后为

一连串的小阳小阴线，最后出现一根大阴线

或中阴线； 

技术含义：见顶信号，后市看跌。 

 

圆顶 

  图形特征： 

（１）出现在上涨趋势中； 

（２）Ｋ线形成一个圆弧顶 

（3）圆弧内的Ｋ线多为小阳小阴线，

最后以向下跳空缺口来确认圆顶形态成立； 

技术含义：见顶信号，后市看跌。 

注：与趋势技术分析有一定区别，将在趋势技术学习做进一步阐

述。 

 

双飞乌鸦 

  图形特征： 

（１）出现在上涨趋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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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由 2根一大一小阴线组成； 

（3）第一根阴线的收盘价高于前一根阳线的收盘价，且第二根

阴线完全包容了第一根阴线。 

技术含义：见顶信号，后市看跌。 

 

三只乌鸦 

  图形特征： 

（１）出现在上涨趋势中； 

（２）由 3根阴线组成，阴线多为大阴线或

中阴线； 

（3）每次均以跳高开盘，最后以下跌收盘； 

技术含义：见顶信号，后市看跌。 

 

高档五阴线 

  图形特征： 

（１）出现在上涨趋势中； 

（２）由 5根阴线组成，但多为小

阴线； 

（3）先是拉出一根较有力度的阳线，

接着连续出现多根并排阴线。 

注：高档五阴线不一定都是 5根阴线，有时也可能是 6根、7根。 

 

下降覆盖线 

  图形特征： 

（１）出现在上涨趋势中； 

（２）由四根 K线组成。前 2根 K线构

成一个穿头破脚形态，第三根 K线是一根中

阳线或小阳线，但阳线的实体通常比前一根

阴线要短，之后又出现一根中阴线或小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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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线实体深入到前一根阳线实体中。 

技术含义：见顶信号，后市看跌。 

注：见顶信号强于穿头破脚。 

 

 

低档盘旋形 

  图形特征： 

（1）出现在下跌途中； 

（2）由若干根小阴小阳线组成； 

（3）先是小阴小阳线的横盘，后来

出现一根跳空向下的阴线； 

技术含义：卖出信号，后市看跌。 

 

黑三兵 

  图形特征： 

（１）既可出现在涨势中，又可出现在跌势

中； 

（２）由 3根小阴线组成，最低价一根比一

根低； 

技术含义：卖出信号，后市看跌。 

 

 

绵绵阴跌形  

  图形特征： 

（１）在盘整后期出现； 

（２）由若干根小Ｋ线组成（一般

不少于 8根），其中以小阴线居多，中间

也可夹着一些小阳线，十字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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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整个Ｋ线排列呈略微向下倾斜状； 

技术含义：卖出信号，后市看跌。 

注：绵绵阴跌，跌幅虽不大，但犹如黄梅天的阴雨下个不停，从

而延长了下跌的时间和拓展了下跌空间，可能就此长期走弱了。因此

对绵绵阴跌走势的图形，应及早做出停损离场的决断。 

 

徐缓下跌形 

  图形特征： 

（１）多数出现在跌势初期； 

（２）先接连出现几根小阴线，然后拉

出中大阴线； 

技术含义：卖出信号，后市看跌。 

 

下跌不止形 

  图形特征： 

（１）出现在下跌途中； 

（２）众多阴线中夹着较少的小阳线，

整个Ｋ线排列呈向下倾斜状； 

技术含义：卖出信号，后市看跌。 

 

下降抵抗形 

  图形特征： 

（１）出现在下跌途中； 

（２）由若干根阴线和阳线组成。但阴线

大大多于阳线； 

（3）连续跳低开盘，即使中间收出阳线，

但收盘价也要比前一根Ｋ线的收盘价低； 

技术含义：卖出信号，后市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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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开出逃形 

  图形特征： 

突然跳高开盘，然后一路下跌，最后收

出一根大阴线； 

技术含义：卖出信号，后市看跌。 

多数为多头拉高出货所致，一般后市将

有一段较大跌势。 

 

下跌三颗星 

    

图形特征： 

（１）在下跌行情初期、中期出现； 

（２）由一大三小 4根Ｋ线组成； 

（3）在下跌时，先出现一根大阴线或中阴线，

随后就在这根阴线的下方出现了 3根小Ｋ线（既可以是小十字线，也

可以是实体很小的阳线、阴线）；  

技术含义：卖出信号，后市看跌。 

注：在下跌途中出现下跌三颗星，表明市场买卖意愿不强，市场

将以盘跌为主。 

 

下降三部曲 

  图形特征： 

（１）出现在下降趋势中； 

（２）由５根大小不等的Ｋ线组成； 

（３）先出现一根大阴线或中阴线，接

着出现３根向上爬升的小阳线，但这３根小

阳线都没有冲破第一根阳线开盘价，最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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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大阴线或中阴线又一下子全部或者大部分吞吃了前面的３根小阳

线； 

技术含义：卖出信号，后市看跌。 

 

空方尖兵 

  图形特征： 

（１）出现在下跌行情中； 

（２）由若干根Ｋ线组成； 

（３）在拉出一根中阴线或大阴线

时，留下了一根较长的下影线，然后反

弹，但不久又跌至下影线下方； 

技术含义：卖出信号，后市看跌。 

注：走势图上出现这种Ｋ线形态，实际上是空方向多方进行全面

扫荡的一次试盘。 

 

倒三阳 

  图形特征： 

（１）出现在下跌初期； 

（２）由 3根阳线组成； 

（３）每日都是低开高走，第一根Ｋ线

以跌势收盘，后２根Ｋ线的收盘价低于或接

近前一天的阳线开盘价，因此虽然连收了３

根阳线，但图形上类似连续３根阴线的跌势。 

技术含义：卖出信号，后市看跌。 

注：出现这种Ｋ线图下跌概率较大，多方要趁早果断斩仓离场。 

 

连续跳空三阳线 

  图形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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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出现在上涨行情中； 

（２）连续出现３根向上跳空高开的阳线； 

技术含义：滞涨信号，后市看跌。 

 

 

 

升势受阻 

  图形特征： 

（１）出现在涨势中； 

（２）由３根阳线组成； 

（３）３根阳线实体越来越小，最后一根阳

线的上影线很长； 

技术含义：卖出信号，后市看跌。 

 

升势停顿 

  图形特征： 

（１）出现在涨势中； 

（２）由３根阳线组成； 

（３）上升时先拉出２根大阳线或中阳线、

第三根阳线实体很小，反映升势可能停顿。 

技术含义：滞涨信号，后市看跌。 

 

阳线跛脚形 

  图形特征： 

（１）出现在涨势中； 

（２）由３根以上（含３根）的阳线组成； 

（３）最后２根阳线 都是低开，且最后

一根阳线收盘价比前面阳线收盘价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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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含义：卖出信号，后市看跌。 

 

两阴夹一阳 

  图形特征： 

（１）既可出现在涨势中，也可出现在跌

势中； 

（２）由２根较长的阴线和一根较短的阳

线组成。阳线夹在阴线之中。 

技术含义：在涨势中出现，是见顶信号。

在跌势中出现，继续看跌。 

 

 

 

第三节 既是上升形态又是下跌形态的Ｋ线和Ｋ线组合 

 

大阳线 

图形特征： 

（１）可出现在任何情况下 

（２）阳线实体较长，可略带上、下

影线 

技术含义：在上涨刚开始时，出现大阳线后市看涨；在上涨途中

出现大阳线，继续看涨；在连续加速上涨行情中出现大阳线，是见顶

信号。在连续下跌的行情中出现大阳线，有见底回升的意义。 

注：阳线实体越长，信号越可靠。 

 

大阴线 

  图形特征： 

（１）可出现在任何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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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阴线实体较长，可略带上、下影线 

技术含义：在涨势中出现大阴线，是见顶信号；在下跌刚开始时，

出现大阴线，后市看跌；在下跌途中出现大阴线，继续看跌；在连续

加速下跌行情中出现大阴线，有空头陷阱之嫌疑。 

 

小阳线 

图形特征： 

（１）在盘整行情中出现较多，也可在

上涨和下跌行情中出现； 

（２）Ｋ线实体很小，可略带上、下影

线 

技术含义：说明行情不明朗，多空双方小心接触，但多方略占上

风。 

注：单根小阳线研判意义不大，应结合其他Ｋ线形态一起研判。 

 

小阴线 

图形特征： 

（１）在盘整行情中出现较多，也可在

下跌和上涨行情中出现； 

（２）Ｋ线实体很小，可略带上、下影

线； 

技术含义：说明行情不明朗，多空双方小心接触，但空方略占上

风。 

注：单根小阴线研判意义不大，应结合其他Ｋ线形态一起研判。 

 

十字线 

图形特征： 

（１）既可出现在涨势中，也可出现在

跌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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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开盘价、收盘价相同，成为“一”字，但上、下影线较短； 

技术含义：在上涨趋势末端出现，是见顶信号；在下跌趋势末端

出现，是见底信号。在上涨途中出现，继续看涨；在下跌途中出现，

继续看跌。 

注：信号可靠性不强，应结合其他Ｋ线一起研判。 

 

长十字线 

图形特征： 

（１）既可出现在涨势中，也可跌势中； 

（２）开盘价、收盘价相同，成为“一”

字，但最高价与最低价拉得很开，因此上、

下影线都很长； 

技术含义：在上涨趋势末端出现，是见顶信号；在下跌趋势末端

出现，是见底信号。在上涨途中出现，继续看涨；在下跌途中出现，

继续看跌。 

注：虽然长十字线的技术含义与一般的十字线意义相同，但其信

号可靠程度要比后者高。因此，投资者可将它作为“逃顶”与“抄底”

的重要参考指标。 

 

螺旋桨 

图形特征： 

（１）既可出现在涨势中，也可跌势中； 

（２）开盘价、收盘价相近，Ｋ线实体

（可阳可阴）很小，但最高价与最低价拉得

很开，因此上、下影线都很长； 

技术含义：在涨势中出现，后市看涨。

在跌势中出现，继续看跌。在连续加速下跌行情中出现，有见底回升

的意义。 

注：转势信号比长十字星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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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线 

图形特征： 

（１）既可出现在涨势中，也可跌势中； 

（２）开盘价、收盘价、最高价、最低

价几乎相同成为“一”字； 

技术含义：在上涨趋势中出现，是买进

信号，在下跌趋势中出现，是卖出信号。 

注：在 24小时交易且无涨跌停板限制的汇市与金市 60分钟以上

周期图形中几乎见不到。 

 

Ｔ字线 

图形特征： 

开盘价、收盘价、最高价粘连在一起，

成为“一”字，但最低价与之有相当距离，

因而在Ｋ线上留下一下影线，构成“Ｔ”字

状图形 

技术含义：在上涨趋势末端出现，是卖

出信号；在下跌趋势末端出现，是买进信号。在上涨途中出现，继续

看涨；在下跌途中出现，继续看跌。 

注：Ｔ字线下影线越长，力度越大，信号越可靠。 

 

倒Ｔ字线 

图形特征： 

开盘价、收盘价、最低价粘连在一起，

成为“一”字，但最高价与之有相当距离，

因而在Ｋ线上留下一上影线，构成倒“Ｔ”

字状图形 

技术含义：在上涨趋势末端出现，是卖

出信号；在下跌趋势末端出现，是买进信号。在上涨途中出现，继续

看涨；在下跌途中出现，继续看跌。 

注：倒Ｔ字线上影线越长，力度越大，信号越可靠。在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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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出现的倒Ｔ字线，称为上档倒Ｔ字线，又称下跌转折线。 

 

搓揉线 

 图形特征： 

（１）多数出现在涨势中； 

（２）由一正一反两根Ｔ字线组成； 

技术含义：在上涨途中出现，继续

看涨，在上涨末端出现，是见顶信号。 

注：在上涨途中出现的搓 揉线以小Ｔ字线居多；在上涨末端出

现的搓揉线以大Ｔ字线居多。 

 

尽头线 

  图形特征： 

（１）既可出现在涨势中，也可跌

势中； 

（２）由２根一大一小Ｋ线组成； 

（３）出现在涨势中，第一根Ｋ线

为大阳线或中阳线，并留有一根上影线，

第二根为小十字线或小阳小阴线，依附

在第一根的上影线之内；. 

（４）出现在跌势中，第一根Ｋ线为大阴线或中阴线，并留有一

根下影线，第二根Ｋ线为小十字线或小阳小阴线，依附在第一根Ｋ线

的下影线之内； 

技术含义：出现在涨势中，是见顶信号；出现在跌势中，是见底

信号。 

注：尽头线的上影线或下影线的右方，带着的Ｋ线越小（如小十

字星），则信号越强。 

穿头破脚 

  图形特征： 

（１）既可出现在涨势中，也可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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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中； 

（２）由大小不等，阴、阳相反的２根Ｋ线组成； 

（３）在上涨趋势中出现，前一根为阳线，后一根为阴线，后者

将前者全部包容在内（不包括上、下影线）；. 

（４）在下跌趋势中出现，前一根为阴线； 

技术含义：２根Ｋ线的长短越悬殊，或一根长的Ｋ线包容前面的

Ｋ线越多，信号的参考价值就越大。 

 

身怀六甲 

  图形特征： 

（１）既可出现在涨势中，也可

跌势中； 

（２）由大小不等的２根Ｋ线组

成，２根Ｋ线可一阴一阳，亦可同是

两阳或两阴； 

（３）第一根Ｋ线实体要能完全包容第二根Ｋ线实体； 

（４）第二根可以是小阴、小阳线，亦可以是十字线； 

技术含义：出现在涨势中，是卖出信号；出现在跌势中，是买进

信号。 

注：若第二根Ｋ线为十字线，俗称“十字胎”，在身怀六甲中，

十字胎是力度最大的Ｋ线形态之一。 

 

镊子线 

  图形特征： 

（１）既可出现在涨势中，也可跌

势中； 

（２）由３根两大一小的Ｋ线组成； 

（３）３根Ｋ线的最高价几乎处在

同一水平位置上（从图上看就像有人拿着镊子夹着一块小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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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含义：在上涨时出现为头部信号；在下跌时出现为底部信号。 

 

上档盘旋形 

  图形特征： 

（１）出现在上涨途中； 

（２）由若干根或十几根Ｋ线组

成； 

（３）在上涨时拉出一根较有力

阳线后，就出现了阴阳交错、上下波动范围很小的横盘走势；. 

技术含义：上档盘旋时间在５－１４根线内，多数看涨，超过１

４天多数看跌。 

注：盘旋时间太久，说明多方上攻愿望不强，因而跌的可能性很

大。 

 

加速线 

     

图形特征： 

（１）出现在上涨途中； 

（２）上涨时出现加速线，表现为开始缓慢爬升，后来攀升速度

越来越快，接着连续拉出中阳线或大阳线； 

（３）下跌时出现加速线，表现为开始缓慢下跌，后来下跌速度

越来越快，接着连续拉出中阴线或大阴线； 

注：在上涨时出现为头部信号；在下跌时出现为底部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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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跌三连阴 

  图形特征： 

（１）出现在跌势中； 

（２）由３根阴线组成，阴线多为大阴线

或中阴线； 

（３）每根阴线都以最低价或次低价报收，

最后一根阴线往往是大阴线；. 

技术含义：在下跌初期出现，继续看跌。在下跌后期出现，是见

底信号。 

注：在连续阴跌不止情况下，特别是在已有较大跌幅后出现三连

阴，表明空方力量已经用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