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需要专业，交易需要训练，赢家教育助力每一位投资者成为市场永续赢家！

十年赢家教育 朱显东



朱显东

• 资管网特邀嘉宾

• 和讯财经特邀嘉宾

• 深圳赢家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创始合伙人（赢家教育）

• 上海赢家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创始合伙人

• 深圳十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合伙人（十年赢家网）

• 上海赢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创始合伙人

• 上海十年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创始合伙人

拥有多年的股票期货投资经历，曾历任多家金融公司高管，完整学习完李尧老

师的《知行合一投资赢家》系列课程，是李尧老师第16期《知行合一投资智慧》

学员，是第26届《知行合一投资赢家》毕业学员，是第三届《知行合一投资教练》

毕业学 员。



每一个为梦想努力的人，都值得认真

对待......
——向我们的职业交易员致敬!



学习的目的
交易的核心是人，是你的交易能力

在金融投资市场，面对同样的涨跌，有人发家致富，有人

倾家荡产，区别是什么？

是投资能力，或者说交易能力的差别！！

提升交易能力

打造自身优势



1，不止损

2，逆势

3，高杠杆（破产三宝）

4，预测

5，不臣服 敬畏心，我很渺小

6，没有活在当下（活在过去产将来）

7，频繁过度交易 想扳回成本、成本太高

8，和别人比

接受市场不确定性：人性，确定风险，不确定收益

赢家
观念

1

2

3 定位：我要赚什么钱。

坦然接受损失：交易成本 业务费用、先付出

输家
特征



投资市场的优势是什么?

认知？
消息？
学历？
技术？

能力和智慧才是真正的优势



规则 规律 中国股市：牛市 熊市 震荡市 轮回市

• 中国A股体制、机制问题
• 1，国有股的解困、解持
• 2，大小非解禁，最后套现
• 3，新股发行（IPO)

• 成交量（中国股市资金推动）
• 2007年6124点日成交量 2千 亿
• 2015年5178点日成交量 1万 亿
• 2020年？点日成交量 2-3万 亿



股 票 是因为它上涨才值得我们去买，而不是我买了等着它上涨？

股票的核心在于模式：赢家系统总结股票赚钱五大模式！

赢家赚钱五大模式成功概率取决于：市场环境！

唯一可以让我持股的理由：股票在上涨趋势！



基本面 技术面 资金面

天时 地利 人和

焦点 方向 动能



定位：我们要赚什么钱？

• 遵循市场规律的钱！

• 跟随市场趋势的钱！

• 股票只赚上涨趋势的钱！

方法：如何才能赚到我想要的钱？



什么是交易系统

投资者在市场中能实现稳定赢利的一套规则，包括

有效的分析技术、科学的资金管理、良好的风险控

制。

在于帮助投资者克服人性的弱点与长期的执行。

简单、一致的规则，加上长期、严格的执行！

实现稳定赢利。交易系统四个特征：清晰、简单、

完整、灵活（可有可无）量化 。

交易
系统

定义

作用

目的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定义：投资者在市场中能实现稳定赢利的一套规则，包括有效的分析技术、科学的资金管理、良好的风险控制。交易系统作用：在于帮助投资者克服人性的弱点与长期的执行。 简单、一致的规则，加上长期、严格的执行！ 交易系统的最终目的：实现稳定赢利。  交易系统四个特征：清晰 简单  完整  灵活（可有可无）  量化 。



股票资金管理

月、周、日三大周期方向一致出现做多信号时（八成以上资金《月线级别可以融资》

日线进，日线出 匹配周期进出很重要。
01

仅仅日线出现做多信号，日线时，小时出（敏感度永远都是降一档）匹配资金五至

六成。
02

月、周、日不支持做多，仅有小时级别或30m级别出现多头时，快进快出，匹配两

至三成资金。
03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1、月、周、日三大周期方向一致出现做多信号时（八成以上资金《月线级别可以融资》日线进，日线出 匹配周期进出很重要。2、仅仅日线出现做多信号，日线时，小时出（敏感度永远都是降一档）匹配资金五至六成。3、月、周、日不支持做多，仅有小时级别或30m级别出现多头时，快进快出，匹配两至三成资金



赢家思维 技术框架 操作细节

一中 二基

三匹 三质 三狠 三战 三结 三敬

四滤 四模 四绝

六素 六定

七刀 九出 开锁八比

五不

三合

马路 一块

功夫 本质















每年有400-600只新股上市，资金都会阶段性的炒作次新股





股票五大赚钱模式

平台突破斜率涨

打板有鬼抢反弹



期货与股票的焦点是不一样的，股票的焦点在于模式，期货的焦点在于风控 因此资金管理方面期货

会更加严密。

股票的模式

1
平台突破模式
（股票不是因为你买了再涨，而是它涨了我们再买）战略性机会，周线级别突破符合我们的模式（结合大盘，
股票永远是先大盘后个股）

2 斜率上涨模式
（常规战法，可以找回落支撑点做多，每逢高点守低点。）

3
次新打板模式
（符合条件1，上证最低消费日线级别上涨 2，次新版块日线级别上涨趋势 3，退出机制完善（负5%原则出
场 推荐）

4
抢反弹模式
（T+1交易体制有局限性，关注个股爆发力，对投资经验及时间资源、可承受风险能力有要求，先训练能力，
有了能力再操作此种模式）

5 有鬼模式
（深度洗盘后的急涨急跌，控制仓位，制定交易计划）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1，平台突破模式（股票不是因为你买了再涨，而是它涨了我们再买）战略性机会，周线级别突破符合我们的模式（结合大盘，股票永远是先大盘后个股）   2，斜率上涨模式（常规战法，可以找回落支撑点做多，每逢高点守低点。）   3，次新打板模式（符合条件1，上证最低消费小时级别上涨 2，次新版块小时级别上涨趋势 3，退出机制完善（负5%原则出场 推荐）   4，抢反弹模式  （T+1交易体制有局限性，关注个股爆发力，对投资经验及时间资源、可承受风险能力有要求，先训练能力，有了能力再操作此种模式）    5，有鬼模式    （深度洗盘后的急涨急跌，控制仓位，制定交易计划）



天山股份一、平台突破模式

（股票不是因为你买了再涨，而是它涨了我们再买）
战略性机会，周线级别突破符合我们的模式
（结合大盘，股票永远是先大盘后个股）



天山股份一、平台突破模式



天山股份一、平台突破模式



天山股份一、平台突破模式



天山股份一、平台突破模式



天山股份一、平台突破模式



天山股份一、平台突破模式



天山股份一、平台突破模式



天山股份一、平台突破模式



平台突破模式之 甘肃电投 一涨一跌之市场规律



沃森生物 平台突破+斜率上涨 有策略停顿与衔接





天山股份二、斜率上涨模式

常规战法，可以找回落支撑点做多，每逢高点守低点



天山股份



天山股份三、股票有鬼模式



天山股份四、股票抢反弹模式

要考虑T+1机制的风险，
要考虑停牌的风险，
下午收盘前半小时介入机会较好。



天山股份五、次新股--（1）打板模式

1，大盘安全日线多头趋势。
2，次新股指数至少日线级别以上多头确认
3，T字买入，分时图早盘封涨停的
4，出场，-5%出场，或是上涨时回落后-5%出场
5，资金管理，单品种仓位2成左右



2017年初次新板块启动的龙头股：张家港行！



次新打板模式：澄天伟业8月21日启动



次新打板模式：中科信息8月14日启动



天山股份五、次新股--（2）解放军模式

建科院8月14日启动

价格创历史新高的股票（解放所有高点）



次新解放军模式：朗新科技8月15日启动



该支次新股连续一字涨停后打开，
没有涨过并连续下跌构筑整理平台，
再平台突破后的股票模式。

五、次新股--（3）打折促销模式



天山股份



次新打折促销模式：金龙羽8月24日启动



次新打折促销模式：元隆雅图8月23日启动



天山股份宁波”敢死队”打板模式

a，大盘日线以上级别多头
b，早盘涨停的股票（跳空高开涨停优先）
c，第二天开盘在涨幅5%左右的股票最佳
d，结合该支股票形态，做好形态过滤，股票筛选到1-2支左右
e，负五出场原则，结合九大出场模式。





次新打板 解放军 打折促销



合格交易六大要素

顺势
顺，顺应；势，趋势；赚钱之道，
首在顺势；顺势者，事半功倍；
逆天者，自取败亡。

止损
单笔风控，交易成本，策略的
停顿与衔接，掌握九大技术类
出场标准并灵活运用。

控仓
资金管理比买卖模式要重要的
多，关系到你的风险控制 如何
买 哪里买 买多少 哪里出

待机
正确的等待与忍耐，等待是市
场的机会，忍耐是我们的修为，
学会如何过滤行情是关键。

持盈
懂得亏小钱赚大钱，趋势不变
持仓不动，钱是坐着赚回来的。

纪律
不守纪律，没有执行力等于零，
知易行难，多训练养成好的交
易习惯很重要。

交易员应具备的六种交易能力，缺一不可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三、合格交易六大要素   一、顺势      <顺，顺应；势，趋势；赚钱之道，首在顺势；顺势者，事半功倍；逆天者，自取败亡。>二、待机      <正确的等待与忍耐，等待是市场的机会，忍耐是我们的修为，学会如何过滤行情是关键。>三、止损      <单笔风控，交易成本，策略的停顿与衔接，掌握九大技术类出场标准并灵活运用。>四、持盈      <懂得亏小钱赚大钱，趋势不变持仓不动，钱是坐着赚回来的。>五、控仓      <资金管理比买卖模式要重要的多，关系到你的风险控制 如何买 哪里买 买多少 哪里出>六、纪律      <不守纪律，没有执行力等于零，知易行难，多训练养成好的交易习惯很重要。>交易员应具备的六种交易能力，缺一不可。    检查你们的学习情况，每个人必须过





赢家思维：不管市场涨跌，只关注交易策略

因势而动，顺势而起

势起开仓，得势加仓
势在守仓，势弱减仓

势尽清仓，无势空仓



李尧

投资心学创立者
知行合一投资智慧系统创始人
深圳知行合一投资集团 董事长
北京智行合一经济研究院 院长
美国ACHE心理治疗师 静心禅修导师
26年金融证券专业投资经验；
4次破产又4次东山再起的传奇经历；
12年专心心灵成长训练；
央视财经栏目特邀嘉宾
8年来培养了一百多位专业私募基金经理；
训练出十几位股票期货实盘大赛冠军及优秀明星；
带领学员把握了2014年至2015年股市大牛市；
又完整回避了2015年615之后的1.0，2.0，3.0暴跌行情；
带领学员把握2016年期货大牛市；
获2015年中国经济人物评为"中国金融新领军人物及中国金

融十大创新人物"荣誉。











回避风险，带领学员躲过2015年大股灾

1.0时代
2.0时代 3.0时代





王清福

江西上饶企业家
2014年11月进
入知行合一课堂
学习

63





这是李尧老师的得意门生

这是最最真实的反馈

你想变得和他一样吗?



合一赢家10届师兄：雷文超



职业投资者

加入期货市场17个月，于2014年5月1日开始
至7月份参加国贸期货比赛，除了第一周三
第2名，其他时间都是第1名。

古力平

上饶市新隆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
2015年3月陈明管理的新隆胜1号基金延续出色表
现获得全国冠军，4月份又以101.91%的收益夺魁。
2015年以来，该账户更是以168.73%的收益位列期
货单账户全国第二。

陈明





只有学习

方有进步



用
纯 干 货

能用才是真正的能力

为什么知行合一体系能培养出这么多冠军高手？？？



成功

坚持到底

量变到质变

行是第二步

知是第一步

最终的结果

技术的提升是第一次飞跃

心理的成熟是第二次飞跃

训练，做到知行合一

学习，改变，成长

磨练人性，百炼成钢

投资赢家成长之路



借

练悟

资本市场成功秘诀



学习的速度决定了你成功的速度！！！

121期03月16-18日
上海站已报名68席（空余32席）

以上课程现场报名免收学费，仅收餐、费场
地费2980元、现场报名完款者仅前五名赠送：

“赢家网1800元在线直播课程抵扣券”
“2018年行业龙头票85只”

注：前3名送完为止！！！





来吧！加入我们的赢家大家庭

学习改变我们的思维，训练改变我们的行为，当内在和外在都改变了，人生结果也改变了。

 当人内心强大，修养足够时，赚钱只是顺带的事，成功

也只是优秀的产物。

 人的成长比赚钱更重要，人的成熟比成功更重要。

 做一个值钱的人比做一个有钱的人更重要！



1，十年赢家网线上直播答疑，微信群每天解惑答疑

2，帮助你建立正确的交易理念，获得投资的核心优势！

3，认识金融行业的精英，资源整合建立人脉，结交志同道合朋友

4，李尧导师帮你解决交易心态问题，学会在交易中的情绪管理

5，李尧导师帮你投资路上少走弯路，避免无谓的交易损失

6，请一位终生的投资导师李尧

7，诠释人生的哲学与真谛，学到大智慧，造福于自己、家人、朋友

报名学习《知行合一投资智慧》的收获？

获得赢家核心优势
现场报名只需
2980元

（包含三天+两晚+行政场地+餐费）



投资需要专业，交易需要训练，赢家教育助力每一位投资者成为市场永续赢家！



赢家之路没有终点，我们永远在路上....... 

祝大家投资永续赢利！喜悦、富足人生！

我们的投资理念：

知行合一、永续赢利！

朋友们期待我们的下次聚会！ 再见！！

投资需要专业，交易需要训练，赢家教育助力每一位投资者成为市场永续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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