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友使用大智慧 TopView(赢富)心得（收集） 
 
 
 
网友“永远跟庄走”的 ddx 和 topview（赢富）数据的心得（发表于 2007-11-8 16:15） 

虽然说赢富数据有延迟性，但是真正使用起来，还是需要操作方法的。 
以 ddx 为例，ddx 数据应该不存在延迟的。但是，真正使用 ddx 数据时，并不是仅仅注意收

盘后的那个 ddx 排名。早盘开盘时，打开 ddx 排名，注意那些高 ddx 但是涨幅不大的股票。

比如 6 号的 600803 早盘涨幅 2.5%，ddx0.6，这个时候杀入，后边的 7%是白赚的（600803
因重大事项停牌）。还有 8 月 6 日的 600830，午盘过后，涨幅 1.3% ，ddx0.8 以上 当时大

胆杀入不到 20 分钟，一张单子顶上涨停板停牌。复牌后开始大牛股走势。最后股价翻倍而

盘后的 ddx 排名在使用时，你一定要注意他 ddc 的数值。总体上来说，ddc 数值在 3-6 之间，

第二天的涨幅会非常让人满意的。 
赢富数据：赢富数据的滞后性是很多朋友面对的难题，3 天时间足够庄家出货了，所以运用

这个数据时也一定要借鉴 ddx 数据以及其他数据，当你拿到赢富之后，要密切关注延迟的几

天中量能的变化，以及 ddx 数据，看庄家是否有出货的迹象。注意股价与均线的差价，如果

超过 10 日均线 8%左右，一般会进行震仓的。这个时候就需要你的判断力了，如何正确判

断是震仓还是出货，完全看你的盘口感觉。 庄家视散户为敌人，他们会不惜任何手段来骗

取你手中的筹码，以 600644 为例 赢富数据散户减仓严重，ddx 从 10 月 16 日起连续翻红，

当股价达到 9 月 17 日高点时 股价下挫，进行洗盘震仓，10 月 25 日拉出一条穿头破脚长下

影线，股价最低为 ma10 附近，第二天继续阴线，股价最低依然是 ma10 日附近，这时 ma10
就已经是一个理想化的买点。同时，虽然连续三条阴线，但是 ddx 依然翻红，10 月 26 日开

盘价位于 ma10 附近，随后放量拉升，连续走高。 
 
 
网友“fanstone”的 topview 机构持仓、散户帐户数量、分类持仓比例结合 DDX 选股心得！（发

表于 2007-11-6 21:46 ） 
一看机构持仓曲线 
机构持仓曲线由平（或下）转为向上，表明机构（D 类、F 类帐号）开始增仓，如果伴随散

户线向下，则更加确定机构增仓行为！ 
二看散户帐户数量曲线 
散户线弯头向下，表明有大资金开始建仓（排除散户帐户积极补仓的行为），这时的机构持

仓应该向上，如果不是，则就的怀疑是否是私募或是游资增仓的行为（此类股票会急涨急跌，

注意风险）； 
三看集中度，如果集中度高（持续两条以上红柱较高），表明股价向上的可能较大，结合前

面的两条曲线； 
四看分类持仓图形中的大户和机构的持仓比例（还包括量区间帐户分布）！ 
在仔细观察以上 topview 曲线图形后，最后结合 DDX 翻红和 DDX1、DDX2、DDX3 三线的

图形排列，如果三线连续两天以上呈现多头排列，成交量持续放大，则需引起足够的重视！ 
 
网友“zonestar”总结的 DDX 的使用技巧（发表于 2007-11-7 22:17） 
1、首先观察 DDX 在什么位置，在 0 以上还是以下得分清楚，0 下说明主力至少在 DDX 指

标做出来第一天到现在大部分时期是做空的，这个是个关键问题，连续牛奔的个股很少有 0
下的，所以 0 下的 DDX 连续走强，一般涨上 1、2 个大阳就得撤退，主力不是以拉升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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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的，而是利用拉升将自己筹码高位派发的。 
2、DDX 最近 10 日内红绿数值的比例，也是辅助功能的选股方式。长期小绿突然反向超大

红柱，有着一定异动，很多都可以反过来看，只要没有连续 2、3 天的话，反向作用反而更

加明显。感觉主力操之过急或者说他是强弩之末都是可以理解的。 
3、DDX 排序后，高数值的 DDX 个股很多都是涨停的，但是有些是微涨的这些也是不错的

个股，但当日换手率须超过 5%的才能够确认，要成一定比例才有一定价值，DDX 连增连红，

排列 5、6 天的个股，只要没大幅涨起的也应该留意 
 
 
网友“lonmen”总结的用 dde 和 top 结合选黑马的方法：（发表于 2007-11-7 22:07 ） 
黑马之所以黑，是一般人看不见的，背后有利好或有阴谋的；一般都是没有暴炒过的，冷门

的，垃圾的股票。 
第一知道信息的就第一时间进入，大资金知道后就扫货建仓。dde 系统可以确切监测大资金

的建仓，特别是短期强行建仓的；top 可以查到筹码的变动等。 
主要体现在 dde 系统（不管股价涨还是跌）：1、ddx 连续红并增大或红多很大间隔绿很少且

很小 2、ddz 突然红且宽大 3、shbo b1 上穿 s1 并差值放大。ddy 作参考。 
体现在 top 系统（不管股价涨还是跌）：1、散户线快速下降或近期持续下降 2、集中度高 3、
量帐号超大户和大户比例快速增加.4、 动力线红大绿小 。机构线、量区间、分类持仓、top
营业部作参考。 
如找到同时俱备的股票，就是黑马!! 
 
 
网友“一剑封喉”的选股心得：（发表于 2007-10-10 21:37）  
TOP 数据的可靠性我们来看 600307，9.28 日已经提示，8 号开盘杀进，原因 2 个钢铁回调，

军工概念很强。买的不多，排名 11 名，10 月 8 号数据 12 名，9 号开盘就又杀进，有低点怕

了出了一点点，盘面看还算可以，日 K 线没走坏，9 号得到一个板 爽。今天又一个板。 
同样大家看看 6001398 工商银行，数据怎么走的。这里我把思路说下，第一思路要明确到尽

量选强试票、强板块，而且席位靠前一点的。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如果感觉不敢碰强票，那就

做做大盘票，稍微安全一点，即使赔也赔不了多少对不对? 从 TOP 数据来看，建议大家选

一些连续出现前列席位，而且没涨很多的票稍微安全一些，换手率我感觉要大与 7%为好说

明交易活跃，盘面散动筹码很多。还要考虑板块，因为防止冷板块资金进场还要洗盘，强板

块他不拉也不行对不对? 给朋友一个建议，少用网上乱七八糟的技术指标，如果大家对源代

码不能理解只能通过图来看指标那我建议还是别用。有些指标好他也是建立在他们源码之上 
表现出图来，你并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只能表面感觉，那样不利于做票。我的建议尤其在现

在的盘面上来看，大盘这个点位我是半舱操作。看看今天的 600961 大家再去看看我说的思

路，说明的是 TOP 数据带来了辅助效应 我们一切还是要遵从市场 OK！多了不说，大家慢

慢的就会发现 TOP 数据在市场中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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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papa1234”用 DDE 策略的心得：（发表于 2007-11-8 16:20） 
大智慧新一代的 DDE 不错，我已经用了一段时间 
第一点：选股首先要选某只股票的 K 线位置在那里，是不是在低位区，还是在拉升途中，

这个很重要。如果在高位区，DDX 出现大红柱就有可能是最后一波了。这是我们选股的前

提。注：再现在不稳定的行情里面，选抗跌品种是很重要的，比如金融股。同样的抄底不要

急，安全第一，就算是低位区，也不要在没有确认的情况下急着介入，这是炒股最容易犯的

错误。 
第二点：DDX 连红的天数很重要一般 3 天～5 天以上最佳，K 线小幅上扬。DDX 红柱的高

度也很重要（一般为 0.5 以上，三线均向上，黄色线 45 度角向上更佳）注：多关注一段时

间内，红绿柱的比例，红越多越好。 
第三点：股价低位 VOL 指标放量或温和放量也是我们要配合一起看的指标，这个很重要  
第四点：DDX 的排名个人觉得只能参考，不可全信。首先的还是要按照上面的几点来选股。 
第五点：在相对低位区股价向下，DDX 连续翻红（红柱越大越好），这种背离的股票是我们

的首选。 
第六点：DDX 看何时抛掉股票。股价已到相对高位时（或前期高位），小盘股一般 VOL 放

量，结合 K 线的基础知识，DDX 绿柱很大时，坚决走人。大盘股因为盘子比较大，只要

VOL 不发放量，在 1 元里面的打压一般是可以接受的，如果突然放量，坚决离场（注：大

盘股出货是需要花时间的，所以，他会反复的出货，拉升，来得到最大的利益，所以玩大盘

股一定要有很好的耐心，不要被洗除去了。） 
第七点：不要因为一天的 DDX 大红柱而心动，一定要结合 K 线的位置，VOL 的量，来判

断，基本面也是很重要的。 
本人指标只用 K 线，VOL，DDE 策略，龙虎看盘，别的指标一向不用。没有 DDE 的时候

只看 K 线和 VOL，K 线其实很简单，只要知道相对的高低位置，结合最近的走势，配合 VOL
的量的使用，所谓 1 跟 K 线定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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