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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解析：
当前情况看，IEA 水平上的顶部钝化过程仍在进行中，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如近期系统所提示的，大盘仍存在
惯性上行动力但这种惯性被破坏也非常容易，所以原则上目前是不推荐买入，近期保持只出不进是最理智的操
作，投资者应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如何操作，但有一点必须强调，那就是仍在交易的投资者需要保持
隔夜操作，尽可能不要维持一个交易日以上的持仓，且严格空仓必须维持。根据当日分析结果，整体趋势预期
并没有出现较大变动，系统目前仍以 65.08%置信度维持看空预期，但上行波段仍有维持 1-2.54 个交易日的
可能性，这就意味着短期场内仍有做多资金补充，虽然转空很容易，但在没有充分诱因的情况下这种转换较为
困难。正如校准信息所提示，目前的情况近似于局部逃顶，投资者不应随意认为个人有可能在最高点离场，这
并不切实际。另外，目前周级别和月级别继续维持看空预期，投资者需要密切注意短期的仓位情况，目前宜轻
不宜重，在风险消散前尽可能不再买入。

在操作原则上，目前维持不操作即可，即不买入，有离场机会的继续保持离场，短期应适当提高止损标准，避
免损失扩大。而在板块定位问题上，当日模糊匹配系统结果为：优先关注页岩气、油气设服、可燃冰、天然气
（注意短期能源板块机会）；而在高精度定位基础上，系统在给出模糊匹配结果的基础上继续给出当日模式定
位更新结果，今日无精确模式识别定位结果，投资者今日应该适当需要关注模式定位题材则有：ST 概念、水
利建设、上证 50_、食品安全、国产软件、次新股、黄金概念、基本金属、券商概念、超级品牌、国产芯片。
场内资金除了追逐短期消息面热点之外，仍在主推权重股，建议投资者注意短期不要轻易追逐热点，避免遭遇
年初热点过多、切换过快的问题。最后，如上面反复强调的，短期应注意不要买入。

*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简报正文，核心观点部分未囊括当日全部预测结果，预测及分析细节以正文为准
*提醒：部分内容由于逐日迭代更新，可能会出现忘记更新的情况，趋势分析应以正文前半部分及核心观点内
容为准

从今日 IEA 水平趋势看，目前 IEA 衰退趋势仍在维持之中，目前没有出现显著持续下调的主要原因在于场内仍有
大量资金做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获利盘离场的影响。但部分抵消并不代表全部抵消，从近期趋势变化看，这
种抵消获利盘离场影响的做多动力正出现越来越不充足的迹象。所以，原则上很容易理解，短期尽可能不要考虑买
入，目前因为盘面出于近似局部逃顶特征，短期持续冲高有可能成为诱多的一部分，执意追加仓位做多并不是理性
的操作。对于这种情况，深蓝超算在长时间的测试、研究中发现，对于任何一种趋势交易策略来说，如果没有基于
风险评判的仓位调节系统，类似阶段将是一轮交易中回撤程度最大的部分；所以，对于基于目标的量化交易体系来
说，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下一阶段布局有充足资金和尽可能少的套牢盘，目前错过部分小概率利润将换回后期对于
总资金的大概率利润，其中的数理关系非常清晰，而足够理想的策略往往也是反人性的，所以这里再次强调近期尽
可能不要买入，维持只出不进的操作。

周级别中长周期系统决策树预测：下跌
月级别大周期系统决策树预测：下跌
当前中短期盘面预判描述：大周期下行趋势，局部惯性下挫维持，短期调整无效；
战略布局建议：下行危险，优先清仓

当日情绪指数：46.3133；昨日情绪指数：54.7241
当日主力情绪指数：49.1062
当日散户情绪指数：46.3101
主散情绪指数分析提示：主力全力接盘，散户抛盘居多
情绪指数定位结果：相对位置方向匹配
历史匹配位置 5 个交易日指数波幅：48.59
历史匹配位置 5 个交易日指数涨跌比例：-0.0097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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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匹配位置 5 个交易日指数波动率：20.8262
情绪指数是否处于增压区：处于空头增压区
参照点指数反转 2%所需时间：51 个交易日
情绪指数历史参照次日涨概率为：0.34921；次日跌概率为：0.65079
专家系统自校准意见：专家系统需校准，大盘存在空头增压调整需要
操作建议校准：近日大盘将加速下行，优先逃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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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更新内容分析如下：
1、日级别当前以 65.08%置信度维持看空预期，系统给出日级别上行潜在维持周期修改为 1-2.54 个交易日，这里
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再次出现多头动力增加的情况，投资者应注意短线不要操作、中长线不要布局，如需要操作，
操作周期维持隔夜，且严格止损止盈必须坚持执行。
2、周级别预期维持看空，这与之前完全相同，其原因已经反复强调过了，目前调整浪随时会显著出现，而目前系
统延迟预估于下周发生。
3、月级别预期维持看空，该预期因为已经维持了较长周期，所以大家应该都有印象，这也说明因为目前本月月级
别修复预期极有可能兑现，而充分上涨后盘面存在大幅调整需要，投资者应予以重视。

信息就这么多，想必读者们都心里有数，后面应该怎么做，那趋势分析部分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如往常一样，我
们还是再来简单看看当日板块排位信息：

排位 当日分析板块重排 当日板块自动评分 十日统计频次 较昨日变动
1
2
3
4
5
6
7
8
9

10

互联金融
北斗导航
大飞机

粤港自贸
触摸屏

国产软件
航母概念
债转股

3D 玻璃
冷链物流

6.6483
6.0845
5.3916
4.8164
4.4683
4.4253
4.0651
3.9865
3.7548
2.6724

1
1
2
1
4
1
1
1
8
1

新进
新进
新进
新进
重现
新进
新进
新进
重现
新进

目前大盘方向修改为负且不稳定，目前请勿买入，尤其在周内逢高不要追逐！这个问题上面也提过，深蓝超算在这
里仅作二次提醒，下面不再赘述。我们再看看 5 个交易日的板块定位情况：



深蓝超算研究中心出品

4

历史数据匹配结果不需要深蓝超算做过多解释，目前大盘指数目前处于负向趋势不稳定阶段，当前请保持离场状态。
这里短期特别建议投资者优先关注的目标为：页岩气、油气设服、可燃冰、天然气。

我们现在就仔细看看 apriori 分时模式识别程序的分析结果（目前模式识别算法正在原算法基础上修改为大幅提高
模式挖掘能力的浮动双向识别算法[原触发模式识别基础上，不再固定分析区间，而浮动穷举所有符合条件区间，
从中发掘不同周期的强预测目标]）：

单元匹配板块为：ST 概念；五日单元匹配概率为：21.05%；该匹配板块在未来第 3 天出现的条件概率超过 50%。
单元匹配板块为：水利建设；五日单元匹配概率为：14.33%；该匹配板块在未来第 3 天出现的条件概率超过 50%。
单元匹配板块为：上证 50_；五日单元匹配概率为：14.35%；该匹配板块在未来第 3 天出现的条件概率超过 50%。
单元匹配板块为：食品安全；五日单元匹配概率为：13.87%；该匹配板块在未来第 3 天出现的条件概率超过 50%。
单元匹配板块为：国产软件；五日单元匹配概率为：13.49%；该匹配板块在未来第 3 天出现的条件概率超过 50%。
多元匹配板块为：次新股；五日多元匹配概率为：5.84%。
多元匹配板块为：黄金概念；五日多元匹配概率为：18.68%。
多元匹配板块为：基本金属；五日多元匹配概率为：21.84%。
多元匹配板块为：券商概念；五日多元匹配概率为：6.74%。
多元匹配板块为：超级品牌；五日多元匹配概率为：7.96%。
多元匹配板块为：国产芯片；五日多元匹配概率为：13.10%。
置信度较弱的匹配板块：
无匹配板块
置信度较高的匹配板块：
无匹配板块

近 5 个交易日预测定位的概念板块 预测频次
移动支付
页岩气
油气设服
石墨烯
智能电视
王亚伟系
蓝宝石
智能家居
燃料电池
氟化工
在线旅游
超级电容
赛马概念
5G 概念
人工智能
可燃冰
新零售
乡村振兴
天然气
单抗概念

1
1
1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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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模式识别程序定位中，今日无较高置信度的题材，投资者今日适当需要关注模式定位题材则有：ST 概念、水
利建设、上证 50_、食品安全、国产软件、次新股、黄金概念、基本金属、券商概念、超级品牌、国产芯片。
目前不建议买入，其他问题不再提醒。

到这里，今日的简报就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来补充一下今日的备选池：

备选池类型 机筛结果（已剔除停牌和 ST 股）
底部类型 无
中继类型 川恒股份、新宙邦、华域汽车、正泰电器

进攻类型
森特股份、紫光学大、诺德股份、东方证券、航天彩虹、汇金股份、神马股份、上海沪工、应流股
份、云南城投……

备选池类型 机筛结果（已剔除停牌和 ST 股）
超级绩优 上汽集团、美的集团、保利地产、贵州茅台、大秦铁路、中国国旅

当日精选 风格精选（已剔除停牌和 ST 股）
策略目标推荐 诺德股份、航天彩虹、上海沪工、应流股份……
*注意：为适应市场风格变化需求，新增超级绩优题材，所选题材均根据财务数据筛选，所以每季度做一次变更，
可参考按需寻找长线机会。
*注意：IEA 风格类型与每日精选标的合并，每日精选标的采用 IEA 风格预测选取，不存在技术形态上的共通点，
算法仅通过计算未来趋势寻找最有可能盈利的标的，每日仅节选几只提供，每周不会提供该部分的备选池标的展示
*注意：超级绩优及廉价小盘标的选取条件已更改，之前所选标的将继续维持，直到不再符合基本条件为止，请注
意！
*今日进攻类型标的数量（63 只）过多，仅选择其中涨势最佳（或跌幅最小）的前十个标的进行展示。
*当日全标的精选展示如下，不同于以往，深蓝超算决定对每次提供的全池进行节选，因为下一步深蓝超算将逐步
开始对标的池自动管理系统开发投入更多精力，这里每种标的仅按照一定的原则提供部分标的，深蓝超算开发工作
较多，每周做一次备选池的删减工作将改为每月进行一次。
*全池节选

由于深蓝超算主要使用棘轮策略操作，具体操作原则每期简报都有提醒，该部分从今日开始删除具体操作原则部分：
大盘趋势展望

方向 IEA 时间窗口度量

指数中期趋势（月级别） 看空
出现时间：2 月？

返回主升区间需：不明确
指数短中期趋势（周级别） 周级别看空 出现时间：下周
指数超短期趋势（日级别） 日级别看空 上行最大持续周期：1-2.54 个交易日

今日简报到此就告一段落了，相信上面给出的信息应该可以提供充分信息作出阶段性操作计划。简报每日都将视情
况增减内容，希望这些内容对大家能有帮助。今日简报到此结束，明日同一时间我们再见，祝各位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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