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汇交易
介绍

swissquote.com/forex

http://www.swissquote.com/forex?utm_source=swissquotefx.com&utm_medium=text&utm_content=link_comfx&utm_campaign=eFX_ebook_beginners


版权属 © 2017 Swissquote. 公司所有 外汇和差价合约交易涉及高度风险，并不适合于所有的投资者。

「一位拥有丰富经验的投资者并
不需要知道所有的答案，只需要
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些答案」。
Douglas Ever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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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见交易货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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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外汇

如果你曾经出国旅行，可能已经有过外汇交易
的经历：用本国货币购买目的地国家的货币，
就是外汇交易。

外汇交易者买入或卖出货币以获取或进行对
冲。据估计，外汇市场每日交易量达到5万亿美
元，其中大部分为投机交易。

外汇市场是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场，由于交易是
在市场参与者之间进行，因此除了周末之外，
外汇市场并没有「开盘」和「收盘」之分。

也就是说，外汇市场交易时间从新西兰周一早
上一直延续至美国西海岸周五午夜。

外汇市场是全球最
大的金融市场

外汇市场交易时间
从新西兰周一早上
一直延续至美国西
海岸周五午夜。

你可能喜欢交易主要货币对，或者对新兴市场
货币对的走势有所了解，或者对商品走势较为
敏感；有些交易机会适合紧贴新闻和经济事件
的投资者，有些交易机会则需要较长时间的分
析。交易者将各自的能力和偏好融入交易，经过
一段时间的沉淀，将形成自己的交易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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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市场参与者都有自己的目标；有些是通过
对冲外汇以保护其商业的利益；有些是著眼于
总体经济数据的基本面交易者；另外一些则是
分析价格形态来进行交易的技术交易者。

此外，市场上有一些采取不同策略和目标的央
行、对冲基金和金融机构。

投资者基于对未来的预
期进行外汇交易，
这一过程会受很多因素
所影响。

影响外汇市场的因素

不同的市场参与者对利率、政策(法律)、经济数
据和经济事件等信息采取不同程度的回应：这
些都会影响市场预期以及货币市场的走势。

要留意的是，在外汇市场上，无论是下跌还是上
升行情都有获利机会。

外汇市场

影响因素

参与者

央行

金融机构

公司

个人外汇交
易者

经济新闻

交易法规

利率

自然/地缘政
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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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是一种交易单位，尤其是MetraTrader MT4/MT5平台。在
瑞讯，1手即100,000基础货币。也就是说，在上例中交易量
为1手。

交易量可以低于1手。例如，如果交易10,000基础货币(称为
迷你手)，可在交易量栏输入0.1手。如果交易1,000基础货币
(称为微型手)，可在交易量栏输入0.01手。最小可交易规模
为微型手。交易平台中的交易单位为手，请牢记！

1.0500
获利 250美元

做多交易(买入)

1.0525

卖出欧元 100,000
买入欧元 105,250

买入美元 100,000
卖出欧元 105,000

交易量

时间

如何进行外汇交易

与旅游货币汇兑类似，外汇交易始终会涉及到
两个货币。基础货币是你买入或卖出的货币，该
货币的价格则以报价货币来表现：

基础货币/报价货币

欧元兑美元

1/1.0500

1欧元价值为1.05美元。

1	手	= 100,000基础货币单位
1	迷你手	= 10,000基础货币单位
1	微型手	= 1,000基础货币单位

假设你相信欧元兑美元将会上涨。你从交易账
户支出105,000美元，买入100,000欧元(不考虑
账户的币种)。

欧元确实出现上涨，在尾盘涨至1.0525。因
此，当你平仓卖出100,000欧元时，将会获得
105,250美元，此次交易的盈利是250美元。

你可能会问，「我账户上没有105,000美元，
怎么可以交易？」其实，你的账户上可能只有
2000美元，但你的经纪商会把你的可用资金放
大100倍。通过100:1的杠杆，你可以交易最高
达到200,000美元的头寸。如果你的账户金额为
2000美元，最终赚取250美元，那么你这笔交易
的收益为12.5%。

保证金也称为杠杆，即经纪商借给你使用的资金。杠杆式的
交易会放大价格变动，从而影响到一笔交易的最终盈利和
亏损。2%的保证金令你可以交易帐户内资金50倍的头寸。

保证金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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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量

时间

做多交易(买入)

1.0475

1.0500

卖出欧元 100,000
买入美元 104,750

买入欧元 100,000
卖出美元 105,000

 亏损 250美元

现在想象一下，在上例中，欧元如果没有上涨，
而是在尾盘跌至1.0475。因而，你平掉仓位时卖
出100,000欧元，获得美元，最终亏损250美元。

当你买入，
也就是你看涨

当你卖出，
也就是你看跌

你认为一种货币将会下跌
你卖出该货币
你建立空头头寸

你认为一种货币将会上涨
你买入该货币
你建立多头头寸

当你交易外汇，你可以选择买入或卖出一个货币对。

看跌

看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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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面交易
有些交易者从基本面分析经济健康状况，从而
寻找交易机会。例如，一个货币的供应和需求决
定其价格和流动性，因此交易者关注央行利率
来判断市场潜在的走势方向。

如果一个货币的利率很高，则可能仅从利息角
度来看就具有投资价值；不过，高利率形成的原
因可能是经济的不稳定。所有市场参与者的交
易均基于他们的信息和预期。

基本面交易者关注失业率、通胀和消费者情绪
指标，以及政策变化、利率和经济事件相关的新
闻。大部分此类信息均由政府预定时间公布，因
此找到或建立「财经日历」对交易会很有帮助。

交易策略

如果一种货币的利率较低，而另一种货币
的利率较高，则可以通过买入高利率货
币、卖出低利率货币来进行套息交易。 
你为借入而用于卖空的货币支付低利息，
同时会从买入的货币收取高利息。

经济事件引发货币快速波动，因而促成大量的
日内交易者，即在同一天开仓和平仓交易。如果
你预测更为长期的行情走势，则会持有仓位更
长时间；在实际操作中，你的头寸会在GMT22
时被平仓并立即延期(「掉期」)为一个新头寸。这
个新头寸会考虑到平仓价，并计入或扣除利息。

任何令经济看起来更强的经济事件或指标意味
着将建立多头，而弱势则意味着做空。

套息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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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时间

趋势线

支撑

阻力

技术交易
大部分交易者利用图形来决定开仓和平仓的时
机，技术交易者尤其注意价格形态。通过分析图
形并综合考虑价格、交易量、波动性和时间，可
以发现暗藏着机会的形态。

例如，如果汇价反复触及一个特定的价格但无
法突破或跌破该水平，可以称为该汇价形成了
一个阻力位或支撑位。很多交易者关注过去的
形态，并预期一旦跌破支撑或突破阻力之后的
发展空间。

长此下去，我们的平台上发展并创建了各类分
析模式。有些简单而经典，有些则难以运用，还
有一些只适用于特定的货币。

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建仓——你对行情的任何预
期都是买入或卖出的机会。

技术分析工具

阻力： 
资产价格在上升过程中会遭遇阻力的关键价格水平。这意
味着价格更可能会在该水平“回落”并随后下跌。

支撑：
资产价格在下跌过程中会获得支撑的关键价格水平。这意
味着价格更可能会在该水平“反弹”并随后上涨。 

趋势线：
连接至少3个价格转折点的斜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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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差
点差是指你的买入价格和卖出价格之间的价差。点差为经纪商收取的费
用，体现出流动性和风险。虽然很多经纪商在宣传的点差之外还会收取手
续费，但瑞讯不会收取任何其他费用。
 
点	
外汇价格以点为单位变动。一个点表示小数点后第四位的数值变化(日元除
外，日元为小数点后第二位)。另外也可将汇价的第五位数字作为点值，不考
虑小数点。

欧元兑美元 = 1.1275 | 美元兑日元 = 106.78

你可以通过经纪商提供的交易
平台进入外汇市场。在瑞讯，投
资者可以在我们自主研发的高
级交易员平台或流行的MT4
或MT5平台交易外汇。瑞讯的
优势在于低至0.9的点差且大
部分货币对提供1%-2%的保
证金率。
 
在选择交易平台时，应熟悉可
用的点差和工具。瑞讯提供
MetaTrader平台的模拟版本，
可使用虚拟资金试用所有功
能。试用图形和指标并探索各
类订单。订单是指一种基于你
的预期的自动交易，用于在预
先指定的价格开仓或平仓。

外汇市场参与者创建了外汇市场；这称之为场外
交易(OTC)市场。这与股市之类的市场不同，在股
市中，所有的交易均在股票交易所进行。

交易平台

&

点差

1.13324
买价

卖价
1.13308

欧元兑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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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 swissquote.com/forex 

开立模拟账户

你可以使用100,000美元的虚拟资金来练习
交易外汇。

无风险且无需承担责任。

为何选择瑞讯交易外汇？

• 20年专业在线交易

• 深受全球+30万交易者信赖

• 支援多种语言的客服
 
• 每日和每周独家市场研究报告

• 全球流动性及精准执行

• 分离账户实现存款保护

• SIX瑞士证交所上市的国际集团(SIX:SQN)

现在就试用模拟账户！

瑞讯经常出现在全球财经媒体并接受媒体采访。

如何开始交易外汇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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