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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ACB、ACD 选股看盘战法

 扫单系统：月费 350 元，年费 2980 元。 需要自备官方 level2 账号才能使用

ACE 主动扫单系统 2022 年国庆节做了重大更新，新增 ACD 和 ACB 资金系统，补充了

ACE 资金做短线情绪股票的短板，但选股思路和方法还是以 ACE 主动扫单系统为核心，

股票上涨必须是 ACE 主动扫单才能涨上去，所以，ACD 和 ACB 资金只是作为辅助，短

线情绪股票看 ACB，共振看 ACE 和 ACD。

兔年春节同花顺大智慧扫单系统更新说明（23.1.28 更新）

大智慧重点：1，ACE 百万资金股票池；2，优化和增加了分时资金系统；3，增加了分笔单笔资金

预警系统；4，增加了成功率高的选股组合

同花顺重点：1，增加和优化分时资金系统；2，增加 7 个组合选股更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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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股战法总思路：1，“四要素”、 2，“八要七不要”、 3，低位连续飘红 、4，共振

选股方法总要点：
1,在全部 A 股里面找有资金流入的股票。

2，在主流板块里面找资金流入的股票  

3，具体方法是排序、用选股组合、用单一选股模块、用选股模块自定义组合。

4，结合“四要素和 8 要 7 不要”精选   

一，四要素：大盘、板块、资金、图形  （重点）

四要素首先看大盘，大盘是第一位，大盘下降通道最好休息，做股票不是天天有机会，休息也是一

种交易，不是天天买卖股票才叫炒股；第二是板块，现在股票太多，除非是超级大牛市所有股票才

普涨，从 2015 年开始都是结构性行情，板块轮动，一年涨的就几个主流板块，很多板块一年都没

有资金关照，选对板块才能赚钱，选错板块赚指数不赚钱。第三是资金，在主流板块里面选资金，

选 ACE 扫单资金持续流入的股票，最好和 ACD 同时流入共振的股票更准确。卖股票也是看板块，

板块如果放量滞涨，尤其板块龙头放量滞涨你的股票再好也的卖，不要侥幸。第四看图形，低位小

阳线多头排列最好，不能买下降通道的股票，横盘的股票也不要去潜伏。四要素是动态的，你持有

的股票如果不符合四要素就的卖出。再好的股票没资金进去炒作也不涨，有资金进去炒作也的等板

块风口来了才能涨，大盘单边下跌再好的股票也扛不住。几个要素要综合考虑才可以决策。资金只

是一个要素，图形服从资金，资金服从板块，板块服从大盘，图形再好也的看资金，资金再好也的

看板块，板块再好也的看大盘，严格执行四要素逻辑非常重要！

二，八要七不要

1，图形、基本面、资金八类股票（八要）

要至少符合以下 3 项或 3 项以上的股票才可以考虑加自选

（1）横盘突然有资金进入。股价底部区域横盘突然主动资金连续飘红的股票是最好的标的，这种股

票只要大盘没有系统风险就可以参与，观察一天即可。

（2）板块前排资金持续流入。资金和图形刚掉头走出多头排列的股票，这种股票要结合板块，板块

15 天涨幅和 7 天涨幅要在前 10 位，这种类型的股票主要是看板块决定买点，加自选观察 3 天，适

合做波段就根据板块情况买入，如果板块就几天热度，进去的大资金有可能跟着板块回落就跑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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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就放弃参与。如果板块涨幅能持续 15 天排名在板块涨幅前 10 位，反复活跃，该股票又有

主动资金持续买，这种股票观察 3 天也可以参与。

（3）上升趋势股票。一直走上升通道的趋势股票，这种股票可以在股价回调到上升趋势的下轨看主

动资金是不是持续流出，如果没有持续大幅流出，所在板块也没有出现大幅回调，这种情况可以做

5%战法，下轨买入涨 5%卖出，也可以跟着趋势和板块少量配置，等趋势走完，百万资金持续流出

或者板块开始掉头跌破短期上升趋势就卖出

（4）该跌不跌。大盘和同类板块都跌或利空公告该跌不跌。

（5）波段第二波。主动资金持续买入后股价涨了一个波段开始回调，股价回调下跌 20%左右，但

百万资金净流出很少，这个时候等股价企稳后看主动资金是不是又开始连续净流入，结合板块可以

做第二波，主力出货一定是百万资金线持续卖出，如果百万资金没有持续大幅流出，说明里面的大

资金没有跑路，回调到一定位置止跌企稳后主动资金连续飘红就可以参与

（6）独门基金。所有持续流入的股票都要结合 F10 基本资料仔细解读，最好找独门基金参与的股

票，十大流通股里面几个基金都是一个基金公司旗下的最好。

（7）成长性。主营收入和利润每年 50%以上增长，如股价没有透支可以重点关注，5%战法不需要

看成长性，看板块和资金两要素即可

（8）稀缺性。稀缺性也是股票高溢价属性，要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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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股不能选以下 7 类股票（7 不要）

只要有以下一项的股票就排除不再关注！

（1）高位的股票。涨了 50%以上的股票要排除（做波段），如果 5%战法就不需要排除高位股票，

赚 5%就卖。

（2）流通市值太小的小小票。流通市值小于 15 亿，或者每日成交小于 1 亿的股票也要排除，小票

大资金不进去炒作，因为进去出不来，进去的都是小格局资金，我们不建议参与这种小格局资金做

的小小票，他们拉一个涨停能用两个跌停出货，吃面的机会太大。

（3）没有百万资金持续买入的股票或百万资金很少。10 日内不足 1000 万元百万资金累计净流入，

或者总资金净额 10 日内净流入不足 2000 万元累计的也排除

（4）下降通道的股票。资金和图形必须都具备，坚决不做左侧下降通道的股票。

（5）看不懂的股票。比如主动资金一直净买入，股价不涨反跌的庄股要排除不能买。

（6）连续跌停的股票。这类型股票资金反着看，连续买入后一般没有人接力就跌停出货，这种股票

里面的大资金也是靠相互猜，有人接力继续涨，没人接力就想办法忽悠小散接盘，这种股票涨的快

跌的也快，没有什么规律，大涨大跌全凭情绪，不建议围观。

（7）该涨不涨的股票。大盘和同类都涨或利好公告该涨不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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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CE、ACB、ACD 低位连续飘红（重点）

ACE 飘红：ACE 总资金和主动 ACE 百万资金连续 5 天或以上净买入，或者 10 天内有 7 天或以上

是净买入，并且持续净买入净额显著大于前一个月净买入的 n 倍（软件指标为总净额红柱子或百万

白柱子比前面的 20 个交易日显著放大 n 倍以上）。这种主动抢筹股票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消

息股票，有重大利好有人提前知道。另外一种是主力着急建仓的股票，因为挂单买不上，只能主扫

单买，这种类型的飘红是软件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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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B 飘红：ACB 资金是被动挂单资金，理解为 ACE 资金以外的主力资金就可以了，是 22 年国庆

节软件重大升级的核心资金系统。ACB 主要是看短线情绪股票的承接能力，也是看接力游资妖股的

资金公式，如果涨停被 ACE 主动资金砸开，被动承接 ACB 资金都买了，那就说明另外游资成功接

力，反之，接力不成功。ACB 主要看百万（白色柱子）的资金。白柱子是主力资金，红柱子是跟风

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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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D 飘红：ACD=ACE+ACB，ACD 资金是全部主力资金。ACD 资金的用法和 ACE 资金类似，可

以参考 ACE 用法，ACD 和 ACE 共振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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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共振

共振是 ACE 和 ACD 同时飘红或者同时飘绿叫共振，共振的股票准确度更高，如果 ACE、ACB、

ACD 都共振的股票更好，但资金只是一个要素，股票上涨要“四要素”，一定要对照战法的“四要

素和 8 要 7 不要”精选个股，牢记图形服从资金，资金服从板块，板块服从大盘的逻辑，深刻理解

四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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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如何用同花顺大智慧通达信扫单系统选股

1，同花顺平台。

a,条件选股：在工具栏点智能--选股平台--条件选股--综合选股--高级选股，或者自定选股--智能选

股。国庆版在自定智能选股里面增加了 20 多个资金选股模块，可以选 n 天有 m 天飘红，或者选 n

天流入 m 万元，还增加了经典的大波段低位选股模块和老鸭头模块，配合资金选自己需要的股票对

照四要素和 8 要 7 不要”精选个股，符合要求加自选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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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组合选股：选股平台--组合选股，我们做好的选股组合是初选股票，各个组合都选一

下，出来的股票是资金和图形初选，再对照四要素和 8 要 7 不要”精选个股，符合要求

加自选观察。也可以用我们的选股模块自己做组合条件选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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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排序：点工具栏“个股”进入默认页面，点 3 日或者 5 日 ACE 资金排序或者 DDX 排序，看前 30

个股票即可，再对照四要素和 8 要 7 不要”精选个股，符合要求加自选观察。或者点主力增仓菜单，

进入页面点 3 日、5 日、10 日主力增仓比排序，再对照四要素和 8 要 7 不要”精选个股，符合要求

加自选观察。

2，通达信平台
a,条件选股：公式--条件选股--引入方案，或者用 ACE、ACB、ACD 资金 N 天有 M 天飘红，或者

N 天流入 M 万元等选股即可，选出的股票是初选，再对照四要素和 8 要 7 不要”精选个股，符合

要求加自选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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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排序：60 回车，点资金驱动力排序，3、5、10 天排序，初选出股票再对照四要素和 8 要 7 不要”

精选个股，符合要求加自选观察。

3，大智慧平台

a,条件选股：快捷键---F7--点条件选股--诗和远方 601398.cn-进入我们自定义的选股模块，选

ACB 或者 ACD 资金 n 天有 m 天飘红，或者 n 天流入 m 万元，还有大波段底部选股模块等 20 多个

自定义选股模块，选出的股票要结合四要素和 8 要 7 不要”精选个股，符合要求加自选观察。



诗和远方：601398.cn

23 / 16

 

b,组合选股：快捷键---F7--选最后的组合选股，里面有我们做好的几十个组合条件，选

出的股票是初选，再结合四要素和 8 要 7 不要”精选个股，符合要求加自选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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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预警：预警我们的组合条件或者条件选股里面的条件，或者自己设置预警条件。也可

以把思路告诉我们，我们给免费做预警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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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排序：大智慧软件的优势是所有公式都可以用表头排序，先用我们默认的前排表头排序，排序看

前 30 个股票即可，结合四要素和 8 要 7 不要”精选个股，符合要求加自选观察。大智慧排序不要

点沪深京，点一下沪深 A 股，或者 50 回车排序，如果排序沪深京 ace 非常慢，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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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5%战法（重点）

5%战法是选预期上涨的概率远大于下跌概率的股票，买入后涨 5%就卖的一种短线战法。选股用我

们系统组合里面的 5%战法选股，每天选出股票加自选，从中优选出股票来回滚动操作，一定要遵

守纪律，够 5%就卖掉，选股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大盘和板块因素，要选板块 15 天涨幅前 10 名的板

块，结合 8 要 7 不要综合确认买点，宁可少赚也不能被套牢，如果买入后 5 个交易日内涨幅没有达

到 5%、或者买入理由的已经不存在、或者跌破短期上升趋势线，无论盈利亏损，应该立即卖出。

选出的股票再结合以下 4 个条件精选

1，低位多个小阳线；2，右侧上涨的 20 个交易日没有涨停板记录；3，最近两周 ACE 红柱明显多

于绿柱；4，ACE 和 ACD 共振更好

七，看盘

分时重点看：ACD 主力、ACE 和 ACB 主力等前排 10 个分时资金，日线看：

ACE\ACD\ACB 夹套，正常股票看 ACE\ACD 共振，连板看 ACB 夹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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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如何用主动资金判断股票卖点

卖股票重点看板块，如果整个板块已经退潮或者龙头已经破位下跌，你的股票图形资金再好也的卖

出，切忌!!!

1，放量不涨、放量滞涨。股价在高位，成交量持续 3 天放大股价不涨或微涨或微跌，同时主动百

万资金持续 3 天净流出，先卖出

2，股价跌破上升趋势线或者上升通道、或者跌破 20 日均线，同时主动百万资金持续净流出，先卖

出

3，个股上涨途中出现高开大阴线，或者前一个交易日涨停后次日收出高位十字星，同时百万资金大

幅净流出（比前面净流入放大 n 倍）先卖出

4，个股上涨途中所属板块上涨无力开始回落，所属板块总龙头也开始掉头向下跌破短期上升通道，

不管你的股票什么状况，先卖出

5，板块百万资金持续净流出，板块总百万资金均线黄线下穿其他两条线，先卖出

6，大盘有系统性风险，逢长假或外围不确定因素，或者媒体和砖家小散热情高涨都一致看多，或一

致看空的时候就形成卖在一致买在分歧，先卖出股票，休息也是一种交易，不是你天天交易才叫交

易，学会休息、懂得见好就收不贪婪，会止损更会止盈才是高手

九，如何看涨跌停板上的 ACE 资金

主动 ACE 资金涨停板没有卖一，跌停板没有买一，因为这个原因要学会如何看涨跌停板的 ACE 资

金，涨停板因为没有卖一，涨停以后的股票，软件把所有的成交都统计为主动性卖单，软件显示都

是资金流出，这样就造成了股票涨停了资金流出（涨停以前正常统计），尤其一字板所有的成交都

统计为流出。如何看板上资金：1，涨停板上如果流出的大部分是小单，绿柱子很长，但百万资金很

少，这种情况我们一般理解为大资金主动买，小资金跑，不是资金出逃也不是主力资金跑，这个只

限涨停板封涨停以后的资金，结合 ACB 看承接资金，ACE 砸盘可能被 ACB 承接了。2，绿柱子里

面的白柱子占到一半以上或者超过绿柱子，这种情况就说明有人在出货，封板的资金如果没有来回

撤单把散户顶到前面，那就是资金被动接盘承接，这个看 ACB 一目了然。看接盘资金的实力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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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有没有接力，如果大资金在盘中来回换位把散户都顶到前面接盘，那第二天一般是高开低走。3，

连续几天百万资金大幅流出，如果有人进来接力就成妖股了，如果没人进来接力就打回原型或者跌

的更惨。跌停板和涨停板正好相反。大家记住，资金逻辑百万资金连续几天流出就是出货，连续几

天流入就是吃货，不存在资金连续流出股价大涨，这种情况只能是情绪妖股，情绪过后跌的更惨，

理解其逻辑就能看清本质，资金只有一个逻辑，没有第二个，但方法很多，需要大家总结，板上资

金特殊，需要绕几个弯才能看的更清楚

十，几个共性问题问答

1，为什么有的股票天天涨停，主动 ACE 资金天天流出，有的股票资金持续流出股价天天涨？

答：正常情况下主动资金抢单，一直抢着买到封涨停，封住涨停以后就没有卖盘，所有的成交资金都是主动

性卖单，如果封住涨停板没有大资金在涨停板砸盘，或者砸盘的金额小于前面总的主动买入净额，涨停板当

天的资金都是净流入，不会净流出，这种情况适合大多数股票。但是，游资接力股票和所有的情绪类股票正

好相反，里面的大资金你进我出，在涨停板也是相互砸盘，就造成一种现象是资金持续流出股票天天涨，靠

情绪和接力推升股价就是这种情况，比如天保基建、国统股份，这种股票看资金要看 ACB，只有前面进去的

大资金跑路才有人接力，里面的资金不跑路没人进去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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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什么今天主动资金流入一个亿，第二天不涨反跌？

答：主动资金要看持续流入，持续 5 天净流入或者 10 天内有 7 天是净流入才能关注。今天净流入

明天净流出是正常的交易行为，不构成抢单建仓行为，游资一日游，今天买明天卖也很正常，或者

因为消息驱动今天主动买的人多，第二天都主动卖出股价就跌了，这个是正常交易行为。用软件选

出符合条件的股票还要精选自己能看懂的股票，看不懂的股票就放弃，不是所有的股票都拿 ACE 资

金去验证涨跌，有一部分股票你永远都看不懂为什么涨跌。

3，为什么我买了连续飘红的股票就开始跌，不敢买的天天涨

答：这种下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短线资金短抄小票行为，流通市值小于 15 亿的小小票小格局的

资金喜欢进去，连续买几天反手做空出货，一般连续飘红的股票要看有没有百万资金参与，如果没

有没有百万资金或百万资金很少，这种票是排除项不参与。另外一种是跟着板块走，所属板块回落

个股就跟着回落。注意：高位股票，涨幅超过 50%，资金连续飘红也不是重点，最好放弃，只做低

位票！

4，ACE 主动扫单资金系统适合新股民吗

答，不适合新股民。扫单系统主要是以资金为核心，是资金推动逻辑，股价涨跌是主动资金推动，

不是指标推动，也不是别人推荐就涨，新股民刚入市喜欢别人推荐股票或者用一些带未来函数指标

去推断选股。老股民一般都是用资金去选股，所以，不适合新股民，适合老股民看资金选股用，是

看盘选股的利器。

5，主动资金系统的成功率是多少

答：不存在成功率，软件只是个工具，股票涨跌很多因素，软件只是从 4600 个股票里面用资金和

图形选出 10-20 个有资金持续净买入的股票，选出的股票还的结合四要素和 8 要 7 不要法则精选，

涨跌还的看板块和大盘，不是今天资金买了一个亿明天必须涨，也不是今天大资金跑了一个亿明天

必须跌，我们的资金系统只是资金统计，股价涨跌很多因素，有资金进去还的大盘配合，还的等板

块风口才能涨，再好的股票没有大资金进去也不涨，有大资金进去也的等风口才能涨，现在股票太

多，齐涨齐跌的年代已经不存在，都是跟着板块走，用单纯的一个指标回测股票涨跌成功率纯属忽

悠新股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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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炒股赚钱的核心是什么

首先你的有个好工具。有个好工具才能选出这些 ACE 主动资金持续流入的股票，没有个好工具你根

本发现不了这些 ACE 主动资金建仓的股票，更谈不上稳健赚钱了。凭运气、经验和辛苦一个一个股

票翻着看，再用 DDX 看资金，现在这个套路真的是行不通。比如打仗要有个好武器一样，没有个

好工具你会错过很多赚钱的机会，现在股票太多，真的需要一个好工具帮你选股，不然机会成本太

大，这个不是推销我们的软件，你用其他软件能选出 ACE 主动资金连红的股票也是可以的。

其次是只做能看懂的股票。4600 个股票，你一年能用我们的扫单资金系统看懂 46 个股票，完全能

看明白资金面和基本面，那你一年赚的钱是无限多。选股软件也不是去验证所有股票的资金，是用

软件去选股，选出你认为涨的股票，有很多股票里面的资金套路你永远也看不懂也看不明白，不要

追求把所有的股票都看懂，无人能做到。也不要专门找看不懂的妖股连板股票研究赚快钱的方法，

实践当中追涨杀跌适得其反，要做稳健的能看懂的股票，赚多赔少不回撤才是上策，月月赚年年赚，

能稳定长期持续盈利是王道。

  总结：认知的高度决定财富的差距，不要去赚认知以外的钱，除非你运气好，但是靠运

气赚到的钱，最后往往又会靠实力亏掉，这是一种必然，你所赚的每一分钱都是对股市

认知的变现，你所亏的每一分钱，都是你对你的交易行为认知的缺陷，当一个人的富财

大于自己认知的时候，就有人来收割你，直到你的认知和财富相配匹为止。所以，要深

刻理解战法逻辑和思路，用扫单系统选出符合资金和图形的股票，还要结合板块和大盘

判断，不是用软件去验证所有股票，有很多股票用什么也验证不了，只做自己看懂的股

票，看不懂的不做，把我们的战法变成你的方法，持续提升自己的认知能力，才能把赚

到的财富变成自己认知范围内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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