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周大战略

学院活动

财经日历

本周话题





全球市场趋势
全面纵横解析



上周涨跌强弱排名

•CPI数据不利美元，上周美元指数回跌0.42%，纽元连续两周弱势！美国朝鲜酝酿军
事冲突避险系货币黄金日元瑞郎转强
•非美强弱不一对比明显，看多避险货币日元、欧元、看空商品货币纽元、加元
•交叉盘看多EURNZD，看空NZDJPY、GBPJPY、CADJPY



焦点关注：EURUSD

美国CPI数据好利多欧元，
上周精确预测欧元周线回测1.1690弹升。
守稳1.17可积极看多欧元



焦点关注：AUDUSD测试颈线回升

AUDUSD上周精确预测回测0.7840附近弹升
为绝佳做多位置
未来守住0.7835继续看多



焦点关注：NZDUSD双顶见双周转跌

NZDUSD前周双顶出现双周转跌，上周大跌最弱



周线微观反转指标

•关注黄金白银贵金属转涨
•关注英镑交叉盘全面转跌
•EURUSD、AUDUSD吊线看涨



焦点 关注：GBPUSD双周转跌

GBPUSD前周冲高无力转跌形成双周转跌
上方遇平行上轨阻力。短线形成楔形顶
1.2980失守可能大幅回落
关注英镑交叉盘全面弱势



焦点 关注EURJPY暮星转跌

EURJPY上周虽出现三K反转的黄昏之星形态
注意短线大幅回落



主要货币月周日趋势延续列表
• EURUSD月线5连涨，周线17连涨，日线刚转涨
• 美元指数月线5连跌，周线17连跌，日线刚转跌
• GBPUSD虽然月线周线连涨数K，但日线7连跌
• USDJPY月线刚转跌
• NZDUSD周线刚转跌
• 黄金白银月线刚转涨
• 原油月线连涨
• US30连10月连12周上涨，但是受美朝危机连跌三日



周线趋势延续指标

EURUSD连涨18周，AUDUSD连涨14周，AUDNZD连涨6周
USDCAD连涨3周，WTI原油连涨8周，EURCHF连涨10周，持续看涨
上周正确关注USDCAD，USDZAR转涨，
关注CAD交叉盘继续上行



周线趋势延续指标

美元指数USDX连跌18周
正确分析：USDJPY，GBPJPY周线4连跌。CADJPY，NZDJPY 前周转跌，上周大跌！
上周转跌：GBPUSD，NZDUSD，AUDJPY，EURJPY，NASDQ100
本周关注：JPY交叉盘继续下行



本周回顾：USDCAD双周转涨继续反弹

USDCAD前周重新站上1.2460去年低点形成2B双周转涨，上周继续反弹
长线寻求1.2950的做空机会



本周回顾：CADJPY周线反转下行

连续数周正确预测
CADJPY前周失去年高点88.80大跌
在酝酿形成长期头肩底前，
上周大幅回落



本周关注：GBPJPY跌破三角形

GBPJPY周线4连跌，跌穿三角形上升趋势线
关注持续下行



FXPLUS交易系统
绩效回顾与展望



上周Easy Gain系统回顾GBPNZD

上周GBPNZDEasyGain
成功获利5笔亏损2亏



上周Easy Gain系统回顾USDZAR

=

上周美元兑南非兰特EasyGain
成功获利5笔亏损2笔
累计五周29赚5亏



上周DFP系统回顾USDCAD

上周美元对加元DFP交易系统
成功获利三笔，累计六周连续十六笔交易成功获利
本周谨慎继续做多



上周DFP系统回顾AUDUSD

上周澳元元对美元DFP交易系统
成功做空获利三笔，
累计四周获利12笔
本周DFP应该以做多为主



上周DFP系统回顾GBPUSD

上周澳元元对美元DFP交易系统
成功做空获利三笔，

上周GBPUSDDFP交易系统
成功获利三笔，累计五周连续十三笔交易成功获利



上周Profit Maker轨道系统回顾USDZAR

USDZAR上周ProfitMaker
6笔获利4笔亏损，
累计五周31赚12亏



上周Profit Maker轨道系统回顾GBPJPY

GBPJPY上周ProfitMaker
获利五笔没有亏损，
总计累计两周9赚1亏



本周FXPLUS交易系统展望焦点

 EasyGain可以关注
USDZAR、GBPNZD、EURNZD，EURUSD

 ProfitMaker
• 关注日元直盘叉盘做空机会：GBPJPY，NZDJPY
• 做多机会：EURNZD，AUDNZD
• 做空机会：USDJPY，USDZAR，USDNOK
• 原油做多，黄金做多

 DFP可以继续关注EURUSD，USDCAD，AUDUSD等所有主要
货币市场

以上交易方向只是建议较大概率的方向
交易方向精确上还是应该以系统规则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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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 整理编辑

Fxplus 分析师

2017年 8 月 15 日

美元反弹仍遭投资者大举看空 股市欢庆地缘风险消退但警报仍未解除

上周，因美国与朝鲜之间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引发市场避险情绪升温，瑞郎单周上涨1.1%，美元/日元亦下挫至四个月以来低
点。而因周末美国官员表示美方在寻求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上以外交手段为主导，并正在取得外交成果，市场对于局势紧张的担
忧在消退，周一瑞郎和日元等避险货币均回撤走软，美元温和反弹，美元/瑞郎一度上涨1%，刷新8月9日以来新高。

美联储三号人物、纽约联储主席杜德利周二凌晨表示，目前通胀略低于目标水平，预计美国通胀将有所上升；而市场预期美联储
9月缩表并非毫无道理，重申美联储宣布缩表的时间会相对较快。他指出，若经济如期发展，将支持美联储2017年再次加息。在
杜德利讲话后，美元指数一度刷新日高，联邦基金期货显示，交易商预计美联储12月加息的概率为41%；降息的概率约为2%，
为3月以来首次出现降息概率。

金融时报援引ANZ策略师Irene Cheung的发言称，表现不佳的美国CPI和PPI数据在上周触发了大量的美元抛售，其中投资者特
别看空美元/欧元。各类基金将欧元净多头增仓23亿美元至36亿美元，为2014年5月以来最大。此外，交易商们继续囤积加元和
澳元等商品货币，其中各类基金增仓9亿美元的净多头加币至37亿美元；增仓8亿美元的净多头澳币至57亿美元。

在硬分叉危机化解后，比特币近日连连上涨，并于周一晚创下了28000元的国内历史新高，而以美元计价的比特币周一接连突破
4200、4300美元关口，比特币交易所Bitstamp数据显示，周一比特币最高触及4328美元，涨幅一度逼近7%。

特朗普周内连续三天对朝鲜发出强硬的警告，指出朝鲜最好不要再威胁美国，否则将会招致前所未有的暴怒与打击，甚至表示军
事解决冲突的方案已经完全到位，不过特朗普也表明了这是他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特朗普对朝态度的强硬，反而引发朝鲜方面的
强烈反击，朝鲜公开表示将会在8月中旬完成打击关岛的军事方案，一旦其领导人金正恩下令将会采取行动。这也使全球的地缘
政治风险迅速升温，黄金、日元攀升，瑞郎也完成了由跌转涨的大跳跃。虽然，美国总统和国防部长都在针对朝鲜问题放狠话，
朝鲜方面也不甘示弱，不过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则要清醒很多，他表示当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朝鲜半岛的核问题发生了急剧变化。
虽然双方都有激烈的言语交锋，但是这并不代表要诉诸武力。在朝鲜5月中旬试射火星12导弹过程中，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曾对其
发出了强烈抨击，最终这一问题不了了之。目前双方的强硬言论并不意味着开战在即，不过剑拔弩张的态度确实会影响区域性的
和平，另外接下来如何收场也更受关注。

经过相对平淡但是跌宕起伏的一周之后，下周的焦点除了美国的零售销售数据之外，欧元区的GDP和通胀数据以及英国的通胀
表现都会对市场的走势形成一定的影响。另外，美国和朝鲜危机的进展也会对市场的避险情绪以及整体市场的走势形成影响。
美元指数延续了短线的反弹势头，非美货币出现了进一步的回调，这其中英镑、瑞郎短线的弱势持续，其它非美货币虽然也有回
调，受到中期强势的推动，短线回调的空间和幅度会受影响，预计周初回调获支撑延续各自中期的强势。

整体来看，下周周初受到避险情绪的推动黄金和日元突破各自的中期区间，展开进一步上涨的概率增大。两个商品货币澳元和加
元以及三个欧洲货币欧元、瑞郎和英镑在接下来一周的运行过程中则重点关注其调整过程中的力度和幅度，随着调整时间的延长
非美货币回调获支撑将会重新启动中期的升势。这其中，欧元近期回调的力度和幅度较为平缓，更有利于涨势的持续；澳元和加
元虽然回调的幅度有所加大，但是整体是对前期上涨的阶段性调整，也因此看涨思路不变；英镑和瑞郎受到近期调整过程中的幅
度较大的影响，未来很长时间内短线的动荡进一步加剧。



周一 2017年8月14日 国家 指标 前值 预测值

17:00 欧元区 欧元区6月工业产出月率 1.2% -0.5%

周二 2017年8月15日

14:00 德国 德国第二季度未季调GDP 年率初值 2.9% ---

16:30 英国 英国7月CPI月率 0% 0%

16:30 英国 英国7月零售物价指数月率 0.3% 0.1%

20:30 美国 美国7月零售销售月率 -0.2% 0.4%

20:30 美国 美国7月进口物价指数月率 -0.2% 0.1%

20:30 美国 美国8月纽约联储制造业指数 9.8 10

22:00 美国 美国8月NAHB 房产市场指数 64 65

22:00 美国 美国6月商业库存月率 0.3% 0.4%

数据公布时间为中国北京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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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2017年8月16日 国家 指标 前值 预测值

04:30 美国 美国至8月11日当周API原油库存(万桶) -783.9 ---

16:30 英国 英国7月失业率 2.3% ---

17:00 欧元区 欧元区第二季度GDP年率修正值 2.1% 2.1%

20:30 美国 美国7月新屋开工总数年化(万户) 121.5 122

22:30 美国 美国至8月11日当周EIA原油库存(万桶) -645.1 ---

周四 2017年8月17日

09:30 法国 澳大利亚7月季调后失业率 5.6% ---

13:30 法国 法国第二季度ILO失业率 9.6% ---

16:30 英国 英国7月季调后零售销售月率 0.6% 0.2%

17:00 欧元区 欧元区7月CPI年率终值 1.3% 1.3%

17:00 欧元区 欧元区7月CPI月率 0% -0.5%

20:30 美国 美国至8月12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万人) 24.4 24

20:30 美国 美国8月费城联储制造业指数 19.5 18

数据公布时间为中国北京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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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 2017年8月18日 国家 指标 前值 预测值

14:00 德国 德国7月PPI月率 0% ---

16:00 欧元区 欧元区6月季调后经常帐(亿欧元) 301 ---

22:00 加拿大 加拿大7月CPI月率 -0.1% 0.1%

数据公布时间为中国北京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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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时间 地区 事件

2017年8月14日
周一 07:35 澳大利亚 澳洲联储助理主席肯特(Christopher Kent)在穆迪一项论坛活动中发表讲话。

2017年8月15日
周二 09:30 澳大利亚 澳洲联储公布8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

2017年8月17日
周四 02:00 美国 美联储FOMC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

19:30 德国 欧洲央行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

2017年8月18日
周五 09:30 北京 国家统计局公布2017年7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

01:00 美国
2017年FOMC 票委、达拉斯联储主席卡普兰(Robert Kaplan) 出席德州大学阿灵顿分校一场活

动的问答环节。

22:15 美国
2017年FOMC 票委、达拉斯联储主席卡普兰(Robert Kaplan) 参加达拉斯县社区学院区会议日

的问答环节。

时间为中国北京时间



更多精彩关注在线学院网站 www.fxplus.com.au

在线学院网站主打服务：实战解盘天天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