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特幣的區間突破可能會引發 ADA、ATOM、FIL
和 EOS 的爆發

原文: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research-analysis/bitcoin-breakout-could-spark-ada-atom-fil-a
nd-eos-explosions

上週美國股市的下跌將整個市場的跌勢延續至連續三週，比特幣（BTC）也在 9 月 2 日被拉回 20,000
美元以下，並且空頭在週末維持價格低於該水平。根據 CoinMarketCap 的數據，比特幣的市場主導地位
在 9 月 4 日拉低至略低於 39%，這是自 2018 年 6 月以來的最低水平。

儘管市場仍然消極，但相信加密貨幣長期前景的投資者可以藉此機會逐步在較低水平建立頭寸。投資者可
以避免在熊市反彈期間追高價格，並在價格跌至強勁支撐位時買入。

如果比特幣開始復甦，精選的山寨幣很可能會走高。以下為比特幣以及近期強勁的前 5 種加密貨幣的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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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幣（BTC/USDT）

過去幾天，比特幣一直在 19,520 美元至 20,576 美元之間窄幅交易，這表明短期內買賣雙方之間的平衡。
儘管多頭逢低買入，但未能克服較高水平的拋售。

BTC/USDT 日線圖

向下傾斜的 20 天指數移動平均線（20,863 美元）和負區域的相對強弱指數（RSI）表明對賣家有利。如
果空頭將價格跌至 19,520 美元以下，則 BTC/USDT 對可能跌至 18,910 美元至 18,626 美元之間的強
勁支撐區域。從之前兩次來看，該區域可能會吸引多頭的強勁買盤，空頭將不得不將價格降至 17,622 美
元以下，以表明下跌趨勢的恢復。

另一方面，買家將不得不將價格推高並維持在 20 日均線上方，以表明空頭可能正在失去控制。然後該貨
幣對可能升至 50 天簡單移動平均線（22,271 美元）。

價格從 19,520 美元附近的強勁支撐位反彈，但空頭正試圖阻止移動平均線的復甦，這表明空頭在每一次
小幅反彈中都在拋售。如果空頭將價格跌至 19,520 美元以下，則該貨幣對可能會恢復下一輪下跌趨勢。

與這一假設相反，如果多頭將價格推高至移動平均線上方，則該貨幣對可能會嘗試反彈至該區間的阻力位
20,576 美元。買家必須清除這一障礙，才能在短期內發出潛在趨勢變化的信號。

 

下載Android版 下載iOS版

艾達幣（ADA/USDT）

艾達幣（ADA）正在盤整中，但它正試圖突破移動平均線。這表明需求處於較低水平並增加了上漲的機會，
這是選擇它的原因。

ADA/USDT 日線圖

從上圖看，20 天均線 (0.47 美元) 趨於平緩，RSI 躍升至正區域，表明賣壓正在減少。如果買家將價格
維持在 50 日均線（0.50 美元）上方，則 ADA/USDT 對可能反彈至下降趨勢線。該水平可能再次成為強
大阻力，但如果多頭克服這一障礙，該貨幣對可能反彈至 0.70 美元。

如果價格從當前水平下跌並跌破 20 日均線，則這種積極觀點可能會在短期內被否定。如果發生這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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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交易對可能再次下滑至 0.40 美元的強勁支撐位。

從 ADA/USDT 的 4 小時圖來看，20-EMA向上傾斜，RSI已升至超買區域。這表明多頭處於主導地位，
但短期內可能會出現小幅修正或盤整。如果買家將價格維持在 0.48 美元或 20 日均線上方，則表明市場
情緒將從逢高賣出轉向逢低買入。這可能會將價格推至 0.54 美元，然後再推至下降趨勢線。

如果空頭將價格拉低至 0.48 美元以下，則該貨幣對可能會跌至 0.44 美元，然後跌至 0.42 美元。

 

Cosmos ( ATOM/USDT )

Cosmos ( ATOM ) 在過去幾天並沒有放棄增長，其交易價格接近其上方阻力位 13.45 美元。這表明交
易者沒有平倉，因為他們預計價格會走高。這就是將其列入此列表的原因。

ATOM/USDT 日線圖

ATOM/USDT 在 8 月 29 日跌破 50 日均線（11.08 美元），但多頭在較低水平買入，然後該貨幣對開
始反彈，達到上方阻力位 13.45 美元。。逐漸上升的移動平均線和正區域的 RSI 表明阻力最小的路徑是
上行。

如果買家將價格推高至 13.45 美元上方，則該貨幣對可能會回升勢頭並反彈至 15.30 美元，然後升至
20 美元。如果價格急劇下跌並跌破心理支撐位 10 美元，則這種積極觀點可能會失效。

從以上 ATOM/USDT 4 小時圖可以看出，20-EMA 正在向上傾斜，多頭正在逢低買入該支撐位，表明短期
內的積極情緒。多頭將試圖將價格推高至上方阻力位 13.45 美元，這是一個需要關注的重要水平，因為
突破並收於該水平之上可能表明上漲趨勢的恢復。

相反，如果價格從當前水平或上方阻力位下跌並跌破 20 EMA，則表明空頭活躍在較高水平。然後該貨幣
對可能會在一段時間內保持在 10 美元至 13.45 美元之間的區間波動。

 

下載Android版 下載iOS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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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幣（FIL/USDT）

Filecoin ( FIL ) 在 8 月 27 日至 9 月 2 日期間一直在窄幅交易，最終在 9 月 3 日上行。由於存在買
家可能會繼續購買的預期，因此加入了該代幣。

FIL/USDT 日線圖
FIL/USDT 在 9 月 3 日大幅上漲並突破 20 日均線（6.39 美元），這是買家試圖捲土重來的第一個跡象。
然而，空頭不太可能輕易投降，它們在 50 日均線（6.92 美元）附近構成強勁挑戰。

空頭在 9 月 4 日將價格拉回 20 天均線下方。如果他們將價格維持在該水平以下，則該貨幣對可能跌至
5.50 美元。相反，如果價格從當前水平回升並突破 50 日均線，則表明逢低買入強勁，然後該貨幣對可
能反彈至 9 美元，然後升至 9.50 美元。

從以上 FIL/USDT 4 小時圖來看，該貨幣對從 6.80 美元至 6.60 美元之間的上方阻力區下跌，但一個小
積極因素是多頭不允許價格跌破 20 EMA。如果價格從當前水平反彈，則突破並收於該區域上方的可能性
會增加。

一旦發生這種情況，該貨幣對將完成反向頭肩形態。然後該貨幣對可能會回升勢頭並反彈至 7.6 美元的
模式目標，然後再升至 8.30 美元。如果價格突破並收於 20 EMA 以下，則該貨幣對可能跌至強支撐位
5.50 美元。

 

柚子幣（EOS/USDT）

柚子幣之所以出現在該列表中，是因為即使在混亂中，它也設法保持在移動平均線之上。這表明短期表現
優異，如果加密貨幣行業的情緒改善，則反彈的可能性增大。

EOS/USDT 日線圖

EOS / USDT 在 8 月 21 日完成了圓底形態，但多頭無法維持較高水平。空頭在 8 月 28 日將價格拉回
突破水平下方，表明反彈強勁。

一個小的積極因素是，買家積極買入跌至 50 日均線（1.33 美元）的跌幅。20 天均線 (1.48 美元) 趨
於平緩，RSI 接近中點，表明買賣雙方之間保持平衡。

如果多頭將價格推高並維持在 1.60 美元以上，這種平衡可能會偏向於多頭。然後該貨幣對可能反彈至 2
美元附近的上方阻力位。或者，如果跌破並收於 50 日均線下方，則可能為跌至 1.15 美元打開大門。

根據 EOS/USDT 4 小時圖來看，空頭在 1.60 美元附近賣出反彈，並試圖將價格拉回 1.46 美元的突破
水平下方。如果它們這麼做，該貨幣對可能會跌至上升趨勢線。這個水平在之前的三個場合都起到了強有
力的支撐作用，因此多頭將再次試圖捍衛它。

如果價格從上升趨勢線反彈並突破 1.60 美元，則該貨幣對可能會回升勢頭並反彈至 1.80 美元，然後再
升至 2 美元。相反，突破並收於上升趨勢線下方將表明短期上漲可能已經結束。然後該貨幣對可能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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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美元。

 

下載Android版 下載iOS版

結語

以上就是對五種強勢山寨幣的介紹了，希望能對各位讀者有所幫助。如果你想學習更多有關加密貨幣的資
訊，可以進入 BTCC 學院 及 資訊 頁面進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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