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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规避交易中常犯的错误

第一次被“催保”
提要

提要

期货市场有太多成功者的
身影，也不缺乏成功的故事，不
过有时候也需要听一听失败的
故事。人的经验，一些来自于自
身的经历，而另外一些则来自于
学习。

交易这个行当是非常符合达
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如果你不
断去提高持续盈利所必需的素质
和能力，那么你将生存并发展下
去，反之你就会吞下失败的苦果，
简单概括来说，
就是适者生存。
不管你多么懂得交易的原
理，即便你已经掌握了全世界有
史以来最伟大的交易策略，即使
如此，如果你不能很好地控制自
己 的 情 绪 ，你 将 不 可 能 获 得 成
功。诚然没人能够完全置种种情
绪于身外，但我们可以做到理解
和实践“心无旁骛”的感觉。

□ 胡嘉佳

2007 年 9 月，我做了人生中第一笔期货交易——买入
白糖期货合约。当时国内期货市场可交易的品种有十多
个，但对于初入市场的我来说，哪一个品种都不熟悉。怎么
办呢？为了赚大钱当然要做波动最大的品种。当时属白糖
的波动最大，于是就自然选择了白糖。

□ Richard L. Muehlberg/文 刘杰/编译

在我的职业交易生涯刚开始的时候，曾有机会
与一位极其成功的投资家进行交流。我们讨论了交
易的很多层面，包括长线交易与短线交易的异同点
等，因为他是信奉长线投资而我则是追求短线交易
的。全部聊下来之后令我最受启发的居然是他提出
的一个问题。
他的问题是，
“ 当做了笔不错的交易后，你的感
觉是什么样子？”我之前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很诚
实地回答道：
“ 我不会感觉到任何不同。”他认为，我
回答得很好。在我们整个讨论过程中，我觉得最有
价值的一点是，在一笔交易中，无论是赚还是赔，都
不能感情用事。

交易中常见的陷阱
不论你的交易风格、分析方法、时间维度以及所
在的市场有多大的差异，有一些共同因素始终会干
扰你的交易结果。并不是说所有失败的交易都是由
以下的因素导致的，
但大多数却难出其右。
1.冲动交易倾向；
2.错失了入场点，
但追单介入；
3.不肯接受一定比例内的浮亏；
4.不会休息，
恋战倾向重。
以上这些缺陷通常会导致“交易综合征”，这一
般是指一个交易员在达到一个临界点前或许表现尚
可，在达到这个点后似乎总有种难以解释的力量在
压制着其账户资金的继续上升，这就是交易员成长
过程中的瓶颈期。
在此效应下，不管这个交易员盈利多少，后面基
本也都会吐出来，又或者是先大幅亏损，然后小幅回
补，反正就是账户很难持续增长。
然而，其实这个问题并不玄乎，问题就出在交易
员自身，只是其承不承认罢了。摆脱这一困境的第
一步就是需要交易员去认识到这一点，认识自己的
情绪是最大的弊病所在。

交易必须撇清情绪
当你盈利的时候你会比较开心，你感觉高兴、放
松。试想一下，如果你交易的时候非常在乎或者追
求这种心理上的愉悦感，那么负面效应也会很明显，

第一个错误：选择错误

即考虑一下当你做了一笔失败交易后的心理感觉，
你可能会尝试去忽视这种不好的感觉，但当你忽视
掉足够多的这种交易后，
你可能已经破产了。
当你高兴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很强大——不能否
认喜悦是一件好事，但问题在于，你的一笔或几笔交
易成功并不代表你对市场有控制力。感到自己有控
制力时会让你产生错觉，认为你的决策都是对的。
一笔交易失败可能跟你“控制力”强大的错觉不符，
但是你会尝试用你的“强大”去改变这笔失败的交
易，而不研究自己亏损的交易是非常遗憾的事实。
有时候即便你交易获利了你甚至也会觉得无
聊，这是正常的。交易其实是一辆情绪“过山车”，你
在激动和压抑中穿插，而无聊就是两个极端的一个
中间点。
精疲力竭是一笔赚钱的交易可能产生的另一种
情绪。因为在真实的交易中，你要么赚钱，要么亏
损，压力其实非常大。在做交易决策时使用的指标
有时候很令人困惑，正确地理顺这些指标需要很专
注和大量的投入，这也导致压力更大。有时候你甚
至因为害怕或逃避这些压力而找一些其他的理由来
拒绝交易。比如你选择轻仓交易，或者频繁轻易平
仓，如果你在清醒的状态下，这么做也许尚可，而如
果你是潜意识里这么去做的话，那问题就严重了。
疲劳、无聊、激动和兴奋其实都是你正处于情绪化交
易的标志。

解决之道
当我们讨论交易缺陷和情绪化交易的时候，往
往都是因为交易缺乏纪律性。对于自由随意的普通
交易者来说，遵守既定的、严格的交易纪律有很大难
度。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能去创建自己的纪律和原
则。最重要的原则是，你要记住就算是最完美的交
易系统也会有经历亏损的时候，每笔交易，无论是盈
利还是亏损，都需要去认真评估，吸取经验和教训。
为了解决情绪化交易的问题，你的目标现在是要将
情绪因素从你的交易纪律中剔除。
冲动是常见的交易陷阱，其实你自己也明白你
需要更多的交易提示，如更清楚的转折点出现，更明
朗的趋势显现。但不知为何你却不肯等待。例如，
你尝试在底部买，但过于冲动会导致你丧失主动权，

最终可能结果不会理想。你必须学会耐心，铭记机
会始终还会再来。耐心有助于保存实力，这样在决
策过程中，你只要等待进一步信号的出现，不会耗费
你更多精力，而且会让你在等待的过程中保持专
注。如果你错过了一个入场点，你应该去总结错过
的原因，而非追涨杀跌。
执行力差是许多交易者不能够很好遵从自己交
易系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其实并不信任自己
或自己的交易规则。这需要你去认真研究你的交易
规则中的进场原理，不是简简单单对点位的判断。
如果你见不得一点浮亏，你需要理解一定幅度内的
亏损对交易的重要性，你需要去总结过去的所有交
易记录，判断建仓伊始行情变化的幅度及方向等。
有志于成为职业交易员的投资者，需要将交易视为
一份职业。有时候学院派认为交易是不可能成为一
份事业的，因为随机性太大。其实这些观点无视了
市场上那些成功的投资家。市场上确实已经出现了
很多盈利如“探囊取物”般的基金经理、日内交易者
以及长线交易高手。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
学术派的观点却又是正确的，阴阳生两极，毕竟没有
一个交易策略是可以全市场、全天候、全维度适用
的。就像其他职业一样，交易人有时候也希望能够
少劳多得，尤其是在我们获得阶段性的、较大的成功
之后那段时间。
如果你目前做得不错，不要轻易“大跃进”或者
变懒。你需要始终明白在你赚钱时少赚的一根 Tick
和你亏钱时多亏的一根 Tick，本质上是可以划等号
的。就像在体育竞技的比赛中，你需要给自己留好
后路，不要轻易进入背水一战的境地。如果你的持
仓上限是 X 份合约，那么你需要将自己的头寸限制
在 X—Y 份合约，这样的话你的抗风险能力会大大提
高。如果你已经无可避免地要犯情绪化交易的错
误，那么尽量轻仓，或者持有现金，直到你的意志力
重新崛起。
交易的道路上其实也是一个达尔文自然选择的
过程。这一点对那些不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交易者
来说更加有意义，尽量在你步入歧途之前学会控制
情绪。如果可以将自己的情绪因素和交易逻辑区分
得很清楚，那么你已经在成为一名更好的、成功的交
易者的道路上成功了至少一半。
（本文编译自 www.futuresmag.com）

我的期货江湖梦
□ 余毅伟
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一个梦，一个属于自己的江
湖梦。
从小到大，受金庸武侠小说的影响，我心中便一
直有一个挥之不去的英雄梦——执一柄剑驰骋于天
地之间，抚一把琴笑傲于天涯海角。
金庸道：
“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小时候总是幻
想着长大后能成为一个身怀绝世武功的侠客，坦坦
荡荡地行走江湖，做一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惩恶扬
善，行侠仗义，
让恶人闻风丧胆。
长大工作后才发现，原来现实的江湖与武侠小
说中的江湖相差甚远。现实中，我既没有超凡的武
功，也没学到“为国为民”的本领，只是在期货行业中
苦苦挣扎的无名小卒。
从踏入期货市场那日起，我就已经成了一名地
地道道的江湖人士。从此领略江湖的刀光剑影和血
雨腥风，要么功成名就，鹏程万里，尽享人间富贵；要
么一败涂地，众叛亲离，上无瓦片，下无寸土。我不
知道在这条路上能走多远，但我必须走下去。无它，
那是我的梦。
在期货江湖里，盈利、扬名、归隐，直到最后在江

湖中留下传说，这大概是所有期货人的梦想。要说
实现这个梦想有多难，江湖以外的人是无法理解的，
只有真正做过交易的人才能解“个中味”。
当初之所以喜欢期货，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公平
的战场，无需坚盾利刃，只要一台连接互联网的计算
机即可投入战斗。从盘前的策略研究，到盘中的多
空厮杀，再到盘后的交易总结，每一根 K 线都是搏杀
后留下的痕迹。成交量能的激增，那是高手过招时
扑面而来的真气；持仓曲线的起伏振荡，那是深厚内
功真金白银的不断倾注；一根根迎头而上的均线，那
是用无数尸骨堆起的大势……所有的这一切，都是
那么令人心潮澎湃！
还记得，大学毕业以后，是在朋友的介绍之下，
热血沸腾地踏入了期货江湖。割过肉、爆过仓后才
认识到江湖的血雨腥风。之后便下定决心要好好学
习。于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总是喜欢往人多的
地方“扎”。期货公司大大小小的沙龙或报告会，无
不参加。无它，因为肚子里无货，哪怕是听别人胡
侃，也多少能让自己学点东西。
一年后，自认为时机成熟了，就又东拼西凑地搞
了一部分资金重新杀入市场。但由于没有严守操作
纪律，缺乏有效的执行力，在明明看多的情况下，为

了蝇头小利反而在期价暴涨的情况下逆势操作。结
果可想而知，没多长时间资金就被吞噬殆尽。第二
次的折戟让我触动很大，心灰意冷之际，甚至萌生从
此不再碰期货的念头。直至 2007 年年末，有媒体刊
登了某期货公司的一名女客户，抓住了某一期货品
种波澜壮阔的上涨行情，短短半年时间资金从 5 万元
爆发性地增长到一千多万元的故事。当时，这个激
动人心的故事在坊间广为流传，激励了千千万万亏
得一塌糊涂却死活不肯离开期货市场的投资斗士。
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我。既然别人能够成功，为何我
不能？于是，我又重新燃烧起对期货的希望。
期货江湖，偌大。有 K 线的地方就有江湖，当踏
入江湖的那一刻就已深陷其中。经历几年的风风雨
雨，我发现：原来，我爱江湖，是因为喜欢每天能够战
斗的感觉；我恨江湖，因为江湖路总是如此险恶而残
酷无比；我陷江湖，固然明白一切都得靠自己去奋斗
和创造。所以，当一切化成一场空梦后，我便只能给
心中的江湖留下未知且依稀的两条路：
——要么，义无反顾，任一腔热血洒遍江山海
角处。
——要么，傲啸天涯，怀心中义胆撼九州日月
乾坤。

现在看来，这正是我进入期市所犯的第一个错误——
选择错误。在对于市场整体运作规律尚不熟悉的情况下，
选择波动最大、风险也最高的品种来操作实在不是一个好
的主意。在对整个交易流程不熟悉的情况下，选择玉米或
者小麦这类波动幅度相对较小的品种，更有利于生存下
来。不过，这是那些年许多新手都会犯的错误。后来很长
一段时间，我只要听到有人说自己主要做白糖，就立马得出
如下结论：此人若非高手即为新手。
由于当时对白糖的所有了解仅限于日常生活，因此只
有完全依赖技术分析来判断行情走势。买入以后的几个交
易日，郑糖一直上涨，在 4000 元/吨关口，我认为整数关
口不容易突破，于是在小有盈利的情况下平仓。初战
告捷。
第二个错误：转换了市场却没转换操作风格
但是上涨行情没有就此打住，反而继续拉升，这让我多
少有些恼羞成怒。人是很奇怪的动物，在某些情况下，不仅
会自我否定过去的观点，甚至会走向极端的另一面。于是
我调转了枪口，几乎满仓放空白糖。当时的想法是，这只是
一个盘整区间。况且股票市场已经走坏，整个金融市场应
该是一体相连，白糖没有理由不符合“潮流”而继续上涨。
但是糖价还是继续拉升了几天，杠杆作用下，让习惯于在股
票市场满仓操作的我很是难受。这是我犯的第二个错误：
转换了市场却没转换操作风格。
第三个错误：盈利加仓
所幸，糖价很快就急转直下，空单开始盈利，但是我并
没有就此走人。我认为白糖应该回到区间底部，而此刻离
底部明显还有很大一截距离。于是有了浮动盈利，我便立
即加仓，一直加满，一路使足了劲。这是我犯的第三个错
误：盈利加仓。糖价在回落了 200 点左右后，便开始振荡，
我安慰自己：天底下没有一口气吃成的胖子，要耐心。几天
的振荡反弹之后，价格再度向下，我觉得自己终于熬出了
头，继续加仓。此时账面的盈利在十倍的杠杆作用下，已经
显得比较可观。
被迫平仓
但是高兴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白糖价格便又重新涨
到了之前的高点。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感觉应该是
一次正常的反抽，只是过于凌厉，毕竟价格还在区间内，只
要坚持一下就可以了。此时，我接到了期货公司的追加保
证金电话。人生中第一次接到这种电话，我的内心紧张极
了，这该如何是好？如果选择平仓，不仅会失去之前的盈
利，还会倒亏一大笔钱。但如果不平仓，我就得追加保证
金，可我早已经满仓，此时又哪里凑得出维持仓位所需要的
保证金呢？
多方思量，我仍然选择了留仓隔夜。但夜里根本难以
入眠，这些天随着糖价不断上扬，我的神经已经紧绷到快要
崩溃。果然怕什么来什么，第二天糖价依然是以高开高走
的形式，再度敲击着我的本已脆弱的神经。终于，在账户大
面积亏损、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加之连日来的身心俱疲，我
选择了含泪平仓。
那年冬天，特别特别地冷。据说，正是因为冷，导致白
糖出现大面积的霜冻，从而引发了上涨行情。
其实，如今回过头来审视这笔交易，可以轻而易举地发
现许多致命的破绽，诸如满仓交易，抄顶等。最终爆仓的结
局也就并不意外。

高开高走，再也无以为
继，最终空单止损离场
随后强劲地继续拉升，
恼羞成怒之下放空白糖
前期高点，加
之整数关，多
单离场

伴随下跌一路浮盈加仓
此处第一次介入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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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弹初期较为温
和，不以为意，后随
行情加速，账目利润
迅速化为乌有，并接
到催保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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