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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烛玄机 
吃庄家的肉赚庄家的钱 

 
   以大资金的运作的立场和视角 以人性弱点本性的利用和控制来看待对手 一切市场

行为的本质就洞若观火 玄机必露 庄家和跟风盘是市场行为的主张 他们在根本利益上

互为对手和存在的前提 彼此如何战胜对方就成为获得投资最后成功的关键  

    不论市场行情如何波动 庄家和跟风盘进入市场投资的根本动机和目的是完全一样

的 均是为了获利避险 为达到这一目的庄家和跟风盘采用的手法可能千变万化 但是其

基本行为模式却是能够穷尽的 可谓万变不离其宗 庄家成功完成一轮资金进场和出局工

作将经历建仓 拉高和出货的必然阶段 其中可能交织着为更好达成这一根本目的的试

盘 洗盘行为 并且期间掺杂多次上述行为的反复 下面的内容将详尽披露庄家坐庄行为

的本质含义 为我们跟风盘利用庄家 彻底战胜庄家 走向投资的最后成功打下坚实的技

术基础  

 

一 试盘 
一 试盘的目的和作用 庄家通过漫长的耐心等待以后 在各种市场环境初步准备发动

行情的条件下 通过制定严密的坐庄资金运作计划准备进庄 对某目标股只进行价量的控

制 将本身不能确定的股价走势在确定的时间和价格范围进行控制 以达到自己操纵股

价 获取较大利润的目的 正如打仗 知已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一样 在真正进庄该股之

前 庄爱必须对它的基本情况进行正确的了解 我们这里只讲技术面的图表表现 这就是

庄家进庄前展开的试探动作 试盘 通过试盘动作庄家可以了解  

 1 该只股票是否有别的庄家已经潜伏在内 如果有别的庄家已经潜伏在内则该股的筹码

吐纳将体现出非散户持有的特色 新进庄家必须采取较为稳妥的办法进行解决 换庄 抢

庄 联庄 助庄 跟庄 放弃  

 2 该只股票的筹码分布情况 在该试盘价格范围内庄根据上档筹码的抛压的轻重 下档

买盘的支撑力度 明确将可能有多少筹码会吐出 能够被他吸纳 以便制定正确的建仓计

划和采用的具体后续建仓措施  

 3 庄家通过试盘买进的部分筹码可以用于今后正式建仓时做空打压股价使用 以便在较

低的价位买进建仓需要的更多廉价筹码 这也就是试盘时 K线图表上表现出成交量突然放

大的根本原因  

 4 庄家通过仔细的试探 最后确定是按原计划真正进庄控制操纵该股还是放弃对该股坐

庄 以便回避盲目勉强进庄带来的因不可控制因素而造成资金的巨大风险  

二 试盘动作展开的大盘阶段和个股位置 聪明的庄家总是选择大盘市场背景将要兴奋

发动行情的时候进庄 以便借大势向好之利 乘风破浪 乘胜前进 也就是说庄家进庄的

最好时机就是大盘经长期下跌已经见底或就在见底的时候 具体表现在图表上就是30日均

线经历长时间的大幅下调将要走平或开始走平的时候 这一现象说明市场的总体做空能量

基本得到释放 此时个股的循环位置只要处于下跌阶段的末期就初步具备庄家对个股进庄

的市场基础 这在96年初的市场中得到了彻底的体现 打开沪深股市的图表我们可以发现

当时集团大资金集体大规模进庄建仓各自目标股票的壮观情景 以此拉开96 97两年大牛

市的精彩序幕  

三 试盘的方式 庄家为了彻底了解市场对该股的筹码锁定程度和该股本身是否已有庄

家潜伏 还有别的庄家对它是否也有所图 必须采用试盘的战术对其进行了解 具体地说

就是  



 1 庄家为了了解该股的筹码锁定程度必须在风平浪静时出其不意地猛然将该股的股价作

大幅的拉升然后让其自然回落以便测试盘中筹码的抛压情况 如果拉升时有大量的抛盘涌

出说明在该价位以下庄家可以展开打压建仓动作 如果拉升时抛盘稀少说明该股在该价位

以下收集到筹码有困难 必须考虑以更高的成本价格进行拉高收集才能完成建仓任务 具

体表现在 K线图表上就是在风平浪静中猛然出现一根长长的上影线 这叫向上试盘 目的

是测试盘中抛压大小 辩明建仓难易 见图一中视股份附图说明  

    图中所指均为控盘庄家为了正确掌握盘资金和筹码情况展开的精彩试盘动作 从该股

反复多次的上下试盘战术动作中我们可以明确的感觉到该股庄家操盘手法非常稳健细腻

控盘风格不急不燥 深具大家风范 我们对它的未来未来走势可以大胆乐观  
 

 2 庄家为了了解市场对该股筹码的买进兴趣 在有准备的情况下将用手中的少量筹码出

其不意地将该股的股价突然大幅打低 以便观察有多少恐慌抛盘吐出或有多少场外买盘对

它的低价位感兴趣而去展开买进动作 以此了解打压该股的下档支撑极限 如果打压超过

该极限打压出去的筹码就可能无法再次买回 其具体表现在图表上就是在风平浪静中突然

出现一根长长的下影线 这叫向下试盘 目的是测试场外买盘力度 界定打压极限 见图

二东方明珠 附图说明  



    图中箭头所指的连续两日向下试盘战术动作中极为充分的说明了控盘庄家急于摸清盘

中筹码情况的急切心理 从试盘表现出的成交量特征上看 盘中筹码锁定情况很牢 庄家

在未来的建仓动作中必须想尽各种办法才能完成建仓任务  

三 试盘动作的动态盘面特征 在大盘或个股走势风平浪静的时候 个股分时走势图中

股价被莫名其妙地突然大幅拉高或大幅打压 这种异常现象说明有庄家对该股票感兴趣在

进行试盘了 此时我们对该股的异常现象应引起注意 今后严密关注它的后续走势的演

变 以利于我们在最好的时机展开跟庄动作  

 

二 建仓 

 
一 建仓的数量和价格要求 庄家只有通过对目标股只的在外流通筹码的控制才能对该

股的价格波动方式进行控制 庄家只有把自己大量的资金转换为筹码才能在股票的拉高阶

段打开出货获利空间的实战操作中达到自己控制股价走势的目的 因此庄家决定进庄该股

后首先必须完成的任务就是建立必要的仓位 这是庄家坐庄成功的第一步 而且庄家希望

以尽可能最低的价格吃进较多的筹码完成建仓的任务 以利于今后获取巨大的利润 当然

由于市场的筹码分布结构处于不同的价格阶段 因而庄家必须运用各种手法迷惑 恐吓

欺骗股票持有者抛出持股 以便自己在不同阶段大量吃进筹码 同时这也对应着庄家的不

同建仓价位 庄家若想要彻底控制一只股票的价格走势和成交量变化 一般均需持有该股

60 以上的在外流通筹码 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大黑马走势或长庄股走势 中线庄家或普通

黑马股一般也要掌握该股30 以上的流通筹码 这样才会使该股的价量走势变的有序 超

级短线庄家一般只需控制10 的筹码就行了  

 

二 完成建仓任务的阶段 由于目标股只的筹码分布于不同的价格区间 因而庄家的建

仓计划也就只能分不同的阶段来完成  

 1 原始仓位的建立 庄家试盘后买进的筹码部分用来展开打压 以连续下跌阴线的方式

引发长线盘恐慌出局 这种打压动作一般在试盘接近方向下压的30日均线附近展开 由于

该股已经长期下跌其获利盘 止损盘 部分套牢盘已基本出局 剩余的基本是持股决心较



为坚定的长线盘 因而在这一打压下跌过程中成交量无法放大 庄家短时间无法收集到大

量筹码 因此庄家在打压触及买盘支撑位后必须以相当的耐心作上下限价的夹板进行横向

窄幅波动 以便使没有耐心的持股者和短线客终于无法忍耐无利可图的局面而抛出筹码

这时往往对应着30日均线由下跌开始走平 这也就是庄家在进行原始仓位的收集 这部分

低廉筹码对庄家极为珍贵 是庄家今后获取巨额利润的源泉 一般对应于庄家全部仓位的

40 一旦庄家在某一天放量扫盘突破30日均线就说明庄家最为珍贵的原始仓位的建立已

经完成 其对应的原始仓位的成本也就是30日均价 这就是常说的庄家低位建仓 这阶段

庄家最大的困难 任务 是要确保能够收集到足够的筹码 其对应的庄家欺骗手法往往是

故意打破重要技术和心理关口 制造虚假的图表技术暗示和疲软走势气氛误导持股者抛出

筹码 见图三  

    图中箭头所指的横线框定范围内 进庄该股的庄家采用建仓战术动作中的几乎所有手

法对该股进行原始仓位的建立 它们分别是打压建仓 横盘震荡建仓和拉高建仓 庄家在

短时间内采用组合手法 一方面说明庄家操水平高超 另一方面说明庄家希望建仓迅速完

成的急切心态 在大盘凄风苦雨敢于如此建仓必怀鬼胎  

 2 中级仓位的建立 庄家在完成原始仓位的建立以后 为了今后更好地控盘就要展开收

集第二梯队更多筹码的工作 这就是放量突破30日均线的第一次拉高 通过该次短暂的拉

高动作庄家收集的筹码一般可达到总体目标仓位数量的30 其表现为 K线图表上成交量

根本性成倍放大的质变和股价成本趋势的明确向上 这就是庄家中级仓位的建立 同时也

就说明该股发动上涨行情的物质条件已经初步具备 股价不断上涨将成为今后该股票价格

波动行情的主旋律 见图四  

 3 最后仓位的建立 庄家在今后不断拉高股价打开出货空间的操作过程中还将吃进30

左右的筹码进行高抛低吸滚动吐纳的战术操作 通过不断的高抛低吸将股价推升到出货目

标价位 这也叫拉高滚动仓位 其特征是庄家不断在筹码和资金间进行频繁转换操纵以拉

高股价和获取频繁的小额差价利润 此仓位的变化对应于庄家实战中展开的拉高和洗盘战

术行为 其 K线图表特征表现为成交量规则性缩小放大 总体价格推升表现为一波高于一

波  

 



三 庄家常用的建仓方式和价量图表特征 所有坐庄行为中庄家必须遵循的两大定理

为  

 1 以时间换空间 通过快速的 深幅的打压 套牢持股者使他产生经济上的亏损 以惨

淡下跌气氛的恐惧或疯狂拉高的动作吓出跟风盘抛出持股以便在较短的时间内收集到足够

的筹码完成自己的建仓任务 此时临盘体现出的建仓方式为打压建仓或拔高建仓 其实质

是从物质经济利益上对跟风盘进行打击摧毁 另一方面庄家通过快速的拉高股价使长期套

牢的持股者由于终于得到解放 同时又因为不明拉高股价的真相 害怕股价被打回原形再

次遭受套牢的恐惧而不假思索地赶快抛出持股 正好便于庄家大量收集筹码完成建仓任

务 此时临盘体现出的建仓方式为拔高建仓 其实质是以小的利益对持股者进行诱骗和恐

吓 并让他们成为今后因过早抛出筹码推动大的利润而后悔导致心态不平衡后悔 让他在

最不该改正错误时去改正原先卖出的持股的后悔错误 成为高位追涨自己曾经拥有心爱股

票的成员 庄家以小的差价利益作为诱骗 让他为早期卖出该股失去以后大涨带来的巨大

利润而追悔 对他的贪婪之心进行最为彻底的精神心理打击 摧毁他的理智  

 2 以空间换时间 通过漫长的下跌或横盘 庄家以始终不提供获利机会的沉闷股价波动

方式 从精神心理上消磨持股者的信心 让跟风盘从灵魂深处绝望而抛出筹码以达成自己

的建仓任务 此时临盘体现出的建仓方式为横盘建仓 其实质是从精神 心理上对跟风盘

的耐心和信心进行彻底的打击 摧毁  

 3 原始建仓的建立过程往往对应着该股股价的盘底区域 其技术图表上表现为成交连续

地量和价格形态的小阴小阳 K线 其市场含义为抛盘枯竭 短线客无差价可做  

 4 无论庄家采用什么样的手法 其最终都必须买进一定的数量的筹码 这是庄家建仓行

为本质 这是庄家无法改变的真实情况 因此这也决定了庄家在建仓行为中打压抛出的筹

码一定是少数 是为了在更低的价位买进更多的筹码 所以实质上的买进才是庄家建仓操

作行为的真正主旋律 一切手法均是为达到这一目的而施展  

 5 注意 以上建仓行为必须发生在股价循环运动的第一阶段 盘底阶段 即30日均线

经大幅下跌后已经走平或将要走平 否则可能是庄家构筑的技术骗线 形态骗线  

四 时间因素对建仓方式的限制 庄家投入股市的资金所能允许使用的时间长短直接限

制关庄家的整个坐庄行为的方式  

 1 如果庄家投入股市的资金使用时间较短 那么庄家在建仓动作中一般就表现为快速拉

高建仓的临盘操作方式 以横一切抛盘的气势果断迅速收集大量筹码完成建仓任务 这会

极大地提高庄家的持仓成本 情非得已不会采用 同时这也体现出一种发动行情的急燥或

该股有重大利好将要爆发的个股题材背景 庄家运用的是时间换空间原理 这在 K线图表

成交量上表现为连续台阶工放量 股价上表现为连续中大阳线  

 2 如果庄家投入股市的资金使用时间较长 那么庄家在建仓动作中一般就表现为横盘建

仓的临盘操作方式 以漫长的吸货建仓时间来压制行情的展开 以此彻底拖垮 摧毁持股

者的信心 庄家通过缓慢收集筹码完成建仓任务 以上可以确保庄家在低位吃进大量廉价

筹码 同时也体现出庄家志在长远的计划和决心 临盘庄家运用的是时间换空间原理 在

K线图表成交量上表现为连续微小成交地量  

 3 有一种凶狠的庄家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将综合采用时间换空间原理和空间换时间原

理 在临盘操作上综合表现为凶狠打压 恐吓持股者抛出持股以捞取廉价筹码 同时以长

时间的窄幅横盘消磨持股者的耐心 最后采取果断拉高的方式轧空场外资金 在 K线图表

上表现为价格成交量的复合式特征 这样的庄实力凶悍 操作水平高超 往往制造短线超

级大黑马和长线翻番大牛股  

 

三 拉高 

 
一 拉高的目的 庄家在投入资金完成筹码仓位的建立后 为了获利只有向上拉升股

价 因此庄家建仓完毕后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将该股股价与自己的仓位成本之间尽快拉开

足够的距离 以便今后顺利完成出货工作 当然也有庄家向下打压股价赚取低位筹码

这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 时间上大盘背景平静或上涨是庄家展开拉高动作的良机 为了

完成拉高任务庄家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操作方法  



 1 初级拉高 庄家在原始仓位建立完成后在大盘背景平静的市场环境下将展开第一次拉

高动作 其目的一方面为完成剩余仓位的建立 同时也将股价迅速拉离自己的原始成本

区 以免大盘突然向下变化使自己的操作受到伤害 通过初次拉高动作同时也将图表的日

线形态和指标作为完美的修复 其具体表现为 K线图表上成交量突然连续放大 30日均线

方向由走平改变为初步上扬 这表明庄家彻底做盘的决心已经下定 同时也表明经历长期

的下跌通道折磨 许多原来套牢的持股者在获得解放后争先恐后逃命的事实 这正好为庄

家轻易收集筹码大开方便之门 见图四沧州化工  

    图中箭头所指的斜线框定范围内 控盘庄家综合运用拉高 洗盘战术动作 按进庄时

就制定好的计划义无反顾地向着即定的拉高目标位迈进 从图中成交量吞吐的情况看 该

庄家已经完全控盘 所有的拉高动作施展起来均非常的轻松 而且其股价走势敢于与大盘

走势完全错位 这绝非等闲之辈可为  

 2 中继拉高 在经历初次拉高后庄家对盘中的抛压和买盘情况都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了

解而且对是否有较大资金在跟庄或助庄也有明确的判定 这就为庄家自己今后制定精确的

细节提供了必要的情报 经历了初次的拉高后 市场中部分对该股看好的投资者和稍懂技

术分析的人士在庄家放量突破重要技术关口的时候进行了跟风 庄家不能使这部分人在庄

家后续的拉高运作中获取巨大的利润 因此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将他们赶下车去 在有可能

的情况下还想让他们成为今后高位追涨的有生力量 达成这一目的的战术动作就是洗盘抖

码 在每次完成洗盘 盘中浮码得到清理 跟风盘平均持股成本趋于一致后 庄家将展开

预定中的多次反复拉高动作 使股价朝着预定的目标迈进 拉高一次洗盘一次 复合操

作 并且庄家还故意制造一种股价操作和价格波动运行方式 使跟风盘自以为已经摸到了

该股股价运行的规律 让他们形成一种先入为主的固定认识 为今后庄家出其不意打破该

定式施展反市场操作出货动作时彻底套牢该批自以为是的跟风盘埋下伏笔 其具体表现为

K线图表上成交量温和放大或缩量上攻 表明庄家对该股流通筹码已进行了彻底的控制

其股价均线系统的30日线保持较好角度的健康上扬态势表明长线筹码并未离场改变市场平

均成本  

 3 在经历了多次的中继拉高和最后洗盘后庄家将展开最后的拉高操作动作 为自己即将

开始的艰难出货做最后的准备和掩护 这时庄家用最快的速度迅猛而坚决的加速拉升股

价 让场外跟风盘观望犹豫的不认同受到彻底的摧毁 利用在上涨中怕回档的散户心态弱



点让他们承受不了庄家充满信心的拉升 拉升 就是不回档 再拉升的气势如虹感染诱惑

下 冲垮他们忍耐克制的心理极限 让他们痛苦感觉自己失去巨大获利机会而忍无可忍

不能控制自己 在最后的时刻心理控制的极限崩溃而疯狂地冲动买进 在最后拉升的尾段

庄家已通过盘中的上下震荡隐蔽地展开部分仓位的出货工作 关键是庄家在这一阶段必须

通过自己坚定果断的大幅拉高行为无可抗拒地诱惑场外跟风盘 彻底摧毁他们的忍耐意

志 让他们失去理智 让贪心的魔鬼主宰他们的行为 其 K线图表上表现为成交量大幅放

大 让跟风盘感觉该股价量配合成交活跃前景看好决定买入 同时也为自己后续大量出货

放出烟幕弹 麻弊跟风盘 其价格均线系统的30日线远离股价且角度变陡后无法再次加

大 庄家在拉升巨量的掩护下开始隐蔽地分批出货 由于前期的巨量现象掩护因而一般人

很难辨别庄家隐蔽出货的玄机 并且还沉浸在自以为抓住庄家操盘规律将要获取巨大利润

的梦境之中 在欢乐中不知不觉走向死亡 庄家最后加速拉升的尾声表现为成交量巨放而

股价不涨的盘中或 K线组合的上下震荡 以方向不明的震荡来蒙骗迷惑决大多数的跟风

盘 使其对股价的后续走势无法着定 其特征表现为巨量拉升的疯狂 其 K线图表上表现

为带巨量的阴阳十字星和股价远离均线系统的一种孤单和悲哀 见图五东方明珠  

    在图中箭头指的斜线框定范围内 控盘庄家展开初次拉高战术行为 其目的一方面是

为了继续吸货建仓 另一方面是为了将股价迅速拉离自己的原始仓位成本14区域 其手法

彪悍果决  

 

四 洗盘 

 
一 洗盘的目的 庄家为了减轻后续拉升过程中的获利抛盘压力 必须分时段地对盘中

筹码进行不断的清洗 并且通过多次洗盘的操作定式造成一种有规律的操作行为假像 以

便庄家自己在今后的出货动作中进行打破前期操作定式的反向利用 诱杀自以为聪明的跟

风盘 为了达成这一目的 庄家根据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手法以迷惑跟风盘  

二 洗盘的时机 只要庄家拉升股价达到一定的幅度洗盘动作将随时可能展开 如下条

件出现时庄家将进行洗盘 短期乘离偏大说明跟风盘获利丰厚 庄家进洗盘 成交量持续

放大说明跟风盘太多 游码过重庄家进行洗盘  



三 洗盘的方式 庄家常用的洗盘方式分为如下几种  

 1 打压洗盘 庄家在经历一定的拉升后由于跟风盘普遍获利庄家为了今后的拉升轻松必

须展开洗盘动作 向下打压股价的方式最能达到清洗获利浮码的目的 庄家向下打压股

价 使跟风盘感觉已经到手的利润将要失去 由于恐惧利润的消失甚至反遭套牢亏损而抛

出持有筹码 庄家利用人性对不利情况的恐惧心理达到清洗浮码的目的 该方式一般用于

初次拉高 庄家控盘能力较弱或庄家坐庄时间不充裕的情况下 其 K线图表上表现为高开

低走的中大阴线或跳空低开的中大阳线 成交量上呈现规则性三角形萎缩 股价震荡幅度

越来越小 短线客无利可图的市场特征 这也叫震仓 向下震仓和上拉震仓 共同心理意

义都是让跟风盘害怕  

 2 震荡洗盘 庄家对股价拉升到一定程度后展开横向持续震荡不再进行拉升 由于跟风

盘对股价横向震荡后的走势方向 结果和持续时间无法把握 由于跟风盘自己对自己感到

无能为力有获利的想先落袋为安 无获利的想小亏出局而抛出持有筹码 庄家利用人们对

无知的恐惧和对即得利益的贪婪达到洗盘的目的 该方式一般用于该股市属性较好 庄家

不敢向下打压股价怕打压的筹码收不回来 或大盘走势极强或庄家时间急迫或庄家实力强

大的情况之下 其 K线图表上表现为股价震荡幅度越来越小 小阴小阳 K线相间 成交量

出现三角形规则萎缩的有计划控盘特征  

 3 向上洗盘 庄家由于控筹不足或实力超强或行情发动的时间非常急迫情况下将采取该

种特殊方式 以向上震荡的波动形态展开洗盘动作 庄家利用每天盘中的大幅上下震荡吓

出部分胆小的持股者 同时庄家利用底部不断抬高的阴阳相间 K线组合震荡吓出另一部分

胆量稍大的持股者达到边拉升边洗盘边建仓的目的 其 K线图表上表现为均线系统不断向

上多头发散 K线组合阴阳交错 成交量规则缩放的图表特征  

四 所有洗盘方式的根本特征  

 1 庄家洗盘的任何方式最终都必须达到成交量萎缩的第一特征 这也是庄洗盘的目的

它表明为场中抛盘枯竭 获利盘 套牢盘 止损盘 买盘均全部离场出局 不坚定的浮动

筹码基本被清洗干净  

 2 短期均线系统趋于横向粘合 它表明市场总体成本趋于一致 场中既无获利盘也无亏

损套牢盘 因而杀跌和追涨动力均出现不足 市场暂处于观望中的平衡状态  

 3 盘中股价波动幅度越来越小已经无法产生获利空间和获利机会 促使短线客  因无利

可图而远离市场  

五 洗盘行为与后续出货行为区别  

 1 所有洗盘行为必定发生在股价循环运动第二阶段的上涨过程中 股价运行第三阶段的

盘头和第四阶段的下跌过程中绝对不会出现洗盘行为 也就是说洗盘过程中 K线图表的30

日均线的方向必须处于向上 反过来说也就是只要30日均线的方向朝上则该股盘中的震荡

行为或 K线组合的震荡行为就是洗盘 中长线投资者就可以坚决持股待涨获取后续更大的

利润 不必为该股洗盘中的短线上下震荡所恐惧  

 2 所有洗盘行为中的成交量必须呈现出一种规则性萎缩的特征 他表明该种市场行为中

并无巨量筹码暗地出逃 成交量表现为规则性萎缩行为只是庄家有计划的控制内动作 这

表明这一过程中庄家并未慌不择路的了货溃逃  

 3 所有洗盘行为从股价波动幅度上体现出越来越小的趋势 表明控盘庄家不愿提供差价

机会给短线客去赚取利润 不希望有不断的买盘出现来干扰自己的洗盘计划  

六 洗盘结束的标志  

 1 成交量大幅萎缩表明抛盘枯竭 获利盘 套牢盘 斩仓盘 场外买盘全部出局浮动筹

码基本清除干净 留下的都是意志坚定的持股者 他们不会为各种震荡致亏的可能所吓倒

和为获取到手的绳头小利所诱惑 无奈 庄家只有奖励他们 让他们在今后的行情中赚到

信心动摇的胆小鬼 叛逃分子赚不到的大钱  

 2 均线系统的短期均线由向下变为横向行走 它说明市场中短线持股者成本达到一致

后续发动行情过程中将无巨大获利盘短期急于出局带来抛压  

 3 在 30日均线仍然健康上扬的前提下 具备上述特征后的某日5日均线带量上扬 表明

庄家洗盘工作正式结束 该股上攻能量已再次具备 新的上涨行情又重新开始 此时成交

量越大越好 它表明了庄家再次投入巨资 横扫一切抛盘的向上做盘的坚定决心和不可阻



挡的大无畏气势 这是跟风盘千载难逢的绝好买进时机 该股未来的上扬空间再次打开

轻松获利的机会再次出现  

图中箭头所指横线框定的范围内 控盘庄家展开初次拉高后的洗盘动作 其目的一方

面是为了继续吸货建仓 另一方面是为了把跟风盘赶下车去 所用手法温和有度 显示出

庄家这次洗盘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继续建仓吸货 



在图中箭头所指斜线框定的范围内 控盘庄家展开坚决而彻底的打压洗盘战术动作

从洗盘前巨幅放大的成交量和目前成交量萎缩到极限看 该庄家已经彻底控盘 未来的拉

高空间已无法估计 这样的庄家虽然凶悍但也愚蠢 他们今后如何出货只有天才知道 目

前的价位坚决跟进吃他的肥肉 让他痛苦万分  

 

五 出货 
 

    这是庄家坐庄环节中唯一不能100 彻底控制的环节 理论上目前没有完美的方法能

确保出货100 成功 庄家只能利用跟风盘人性的弱点来使跟风盘自己失败 也就是说庄

家的成功是建立在别人的失败之上 而非自己战无不胜无坚不摧 庄家永远只能取得相对

的成功 如果跟风盘不自己失败庄家自己就会彻底失败 庄家是否成功具有极大的偶然

性 它不是必然肯定的成功 这也就是庄家最大的致命弱点 且通过庄家自己拼命努力也

无法根本克服  

一 出货的目的 只有达到成功的出货庄家才能将看起来丰厚的帐面利润转化为现实的

赢利 彻底完成资金为筹码再由筹码变为资金的循环过程 在没有成功出货以前无论庄家

试盘 建仓 拉高 洗盘的操作行为多么精彩 都不表示已经最后投资成功 庄爱今后面

临的巨大兑现风险并示摆脱 出货是庄家坐庄行为关键之关键 直接关系庄家坐庄投资行

为的最终成败  

二 实战出货操作难度 庄家坐庄一只股票从试盘 拉高 洗盘都可以从理论上达到必

然的成功 也就是说都可以完全为庄家自己所控制 这些事情庄家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等

可以做到 只有出货无法自己控制 因为跟风盘买不买进是他们的权利 跟风盘不买进庄

家就无法卖出 庄家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欺骗跟风盘 而人家上不上当是另一回事 庄家

无法强迫人家 所以出货是庄家坐庄行为中最为困难的环节 中国股市中大概有60 的庄

家都在出货的环节上招致惨重的失败 因不能兑现而痛苦万分 庄家炒技高绝对不是本

事 有许多庄家是蠢笨而痛苦万分的 如 阿城钢铁 康达尔等  

三 出货的时机  



 1 庄家在将目标股只的股价拉升到一定的获利高度后将展开预谋中的出局 由于庄家运

作大资金必须考虑成本 故庄家一般会将股价拉高30 以上才有获利空间  

 2 庄家在自身资金 时间条件或大盘 个股背景突变的情况下将展开应变式逃跑出局

这时庄家将采用快速打压出货的狠毒方式不顾一切甚至不计成本仓惶逃命弃庄离场 该方

式对跟风盘杀伤较大  

四 出货的方式和市场背景 一般情况下庄家都是选择大盘背景向好的情况下展开出局

动作 因为在这样的市场背景中跟风盘乐于也愿意买进股票 这正好为庄家顺利出局找到

大量对手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需要 庄家也会不顾一切坚决出货 根据不同情况庄家一般

采用如下几种方式进行出货  

 1 拉高出货 庄家在最后拉高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分批有计划的出货而且这种出货行为

具有极大欺骗性 这点务必要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庄家利用最后拉高时成交量巨幅放大

追涨气氛疯狂的市场条件 以盘中震荡为掩护采用卖出10万股买进5万股多出少进的方式

让跟风盘作冲锋维持股价继续大幅上涨 达到自己出脱大部分筹码的目的 其 K线图表上

表现为有下影线的中大阳线 成交量呈现阶梯式放大特征 其位置发生在中期乖离较大的

时候且均线系统角度无法伴随股价上涨而同步变大 这也叫初级出货 这种出货行为对小

资金跟风盘危险不大但一定要引起较大资金跟庄者注意 他至少表明该股向上攻击能力和

上升空间已经不大了 大资金应考虑区域性离场 庄家总是最好地利用跟风盘人性中对最

后丁点利润的贪婪和跟风盘自以为聪明的抢短线行为来得逞自己的出货目的  

 2 震荡出货 庄家在把股价拉升到相当的高度后 在时间和大盘背景允许的情况下 总

是希望将自己手中的筹码卖出在较高的价位以获得更多的利润 因此庄家就会把股价维持

在高位摆出以前震荡洗盘的架势 利用跟风盘对震荡行情最后走向的不确定认识和对股价

会再创新的幻想 分批缓慢出货 而且庄家为了吸引更多的场外资金进场会加大震荡幅度

提供获利机会勾引短线客进场以便自己抛出更多的筹码 直到自己基本完成出货任务 其

K线图表上表现为均线系统经历大幅上扬后横向走平 它表明上涨动力消失 股价震荡幅

度加大 K线阴阳交错而成交量无法萎缩 一切都表现出一种即将溃退逃跑前的混乱 这

也叫中级出货 这时由于对短线利润的贪婪 跟风盘进入市场将遭到巨大的后续资金损

失  

 3 打压出货 庄家在将股价拉升到足够的高度后为较快出清手中筹码会采用批发筹码的

方式快速出货 某日庄家将股价大幅高开就开始出货 只要盘口出现买盘 庄家就坚决对

准买盘进行果断打压 使最高价和市价之间产生较大的差距 如此持续数日 利用人们对

比最高价贪图便宜和抢反弹的心理 诱骗跟风盘买进以达到套牢跟风盘自己出货的目的

这种操作行为毒辣凶狠杀伤力极大  

 4 反弹出货 庄家在完成中级出货任务后手中筹码所剩无几 巨大的坐庄利润已经落袋

为安 这时庄家会利用手中最后的筹码迅速往下打压股价砸穿30日均线的重要技术支撑位

在高位套牢跟风盘 同时由于股价快速下跌短期乖离巨大 庄家就顺势在低位补进筹码做

反弹行情获取该股最后利润 彻底完成出货任务 其图表上表现为30日均线弯头向下发出

庄家彻底弃庄离场的逃命信号 股价毫无支撑跌破关键技术位置 股价大幅向下远离30日

均后具备产生反弹行情的乖离条件 庄家会再次进场补进筹码打扫战场赚取反弹利润 当

股价反弹触及下压的30日均线时庄家就离场出局对该股作最后的告别 从此该股失去父

母 股价运行将进入漫漫长夜中 一轮坐庄行为结束 生命的荣枯循环又新重新开始  

五 出货的根本特与洗盘的区别 

 1 出货行为必定发生在股价循环运动第三阶段的盘头过程中 股价运行第一阶段的盘底

和第二阶段的上涨过程初中期绝对不会出现出货行为 也就是说出货过程中 K线图表的30

日均线的方向一定由大幅上涨趋于走平 它表明股价的上涨攻击能力已经消失 反过来说

也就是只要30日均线的方向朝上则该股盘中的震荡行为或 K线组合的震荡行为就是洗盘而

不是出货 在30日均线走平庄家正式出货阶段中 长线投资者应该坚决出局离场保证安

全 而不必为该股出货过程中的短线上下震荡的差利润所诱惑  

 2 出货行为中的成交量必然呈现出一种不规则放大 萎缩的特征 它表明该种市场行为

中有巨量筹码暗地出逃 成交量不见规则性萎缩行为表明庄家已经失去对该股筹码的控

制 这显示庄家慌不择路出货溃逃时筹码的混乱  



 3 出货行为从股价波动幅度上看体现出震荡较大的混乱无序趋势 这表明控盘庄家希望

提供差价机会骗取短线客进场赚取差价利润 希望有不断的买盘出现来接走自己抛出的筹

码 这种特征与庄家洗盘时有根本的区别  
 

做庄行为全景图 

从左至右第一个箭头起该图展现了实力庄家坐庄行为全部过程 左起
第一个箭头为庄家试盘和建仓行为 第二个箭头为庄家凶狠拉高中建仓和部分
出货行为 第三个箭头为庄家耐心而坚决洗盘的行为 第四个箭头为庄家最后
大幅拉高和部分出货行为 第五个箭头为庄家正式出货行为 请大家仔细体会
各阶段的成交量情况及均线系统 股价与庄家战术行为的精细关系 本图堪称
超级大黑马经典图表 历史为明镜 凡超级大黑马操作手法均会雷同  
备注 极少人走向辉煌  有缘人才能飞跃颠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