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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4markets 开设账户 模拟账户真实账户

外汇介绍

在M4markets，我们的目标是提供我们的交易者独特的体验
在金融市场，并为他们提供最好的课程
技术使他们走上成功之路

初学交易者应该通过培训开始他们的交易之旅
自己尽可能。在外汇交易中打下坚实的基础
且差价合约交易经常被忽视，但仍然是必不可少的
成功。

因为一切都交易得如此之快且易于访问
外汇交易中，初学者经常跳过最重要的一步-
学习基本面。确保我们的交易商将开始他们的
正确的交易旅程，我们已经整理了一个非常短的
和切中要害的电子书。

在接下来的外汇中，我们解释了外汇的基本概念，如果
您是外汇初学者，您将能够打下坚实的基础
这将使您能够在全球市场上迈出第一步

我们致力于为您提供优质的外汇交易
体验，我们的专家团队将很乐意为您提供任何帮助
和您的所有问题。

介绍

https://secure.m4markets.com/zh/register/?sl=1&utm_source=intro-to-forex&utm_medium=ebook&utm_campaign=intro-to-forex&utm_term=demo-account&utm_content=register
https://secure.m4markets.com/zh/register/?sl=1&utm_source=intro-to-forex&utm_medium=ebook&utm_campaign=intro-to-forex&utm_term=live-account&utm_content=reg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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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介绍

Forex, 又称外汇市场，是一种金融市场
参与者交易和交换货币的地方。它是最大和
世界上流动性最强的金融市场，它的规模远大于
股市。

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都参与了外汇交易。
例如，假设您住在美国并且
计划去欧洲旅行，你需要交换你的美国
美元兑欧元；当你去银行或交易所的柜台时
机场为了改变货币，你实际上将参与
在外汇市场。

同样，当公司与其他公司进行跨境交易时
世界各地的公司在国际上开展业务，他们
需要遵循相同的程序并参与
外汇市场。

什么是外汇？
在外汇交易中，以电子方式管理场外交易 (OTC)
或场外交易，因为没有中央市场。所以，简单来说
外汇市场中的所有交易都是通过计算机进行的
世界各地的交易者和机构之间的网络——这可以
成为中央银行、对冲基金、汽车公司或约翰
史密斯在他的厨房或海滩上用他的笔记本电脑进行交易。

外汇市场 24/5 开放，最大的波动发生
当世界各地的主要金融中心开放时（伦敦，

纽约、东京、法兰克福、香港、新加坡、悉尼）。

大型市场参与者

交易者交易

（买卖）

M�Markets 之间的交易

和流动性提供者

交易商

https://secure.m4markets.com/zh/register/?sl=1&utm_source=intro-to-forex&utm_medium=ebook&utm_campaign=intro-to-forex&utm_term=demo-account&utm_content=register
https://secure.m4markets.com/zh/register/?sl=1&utm_source=intro-to-forex&utm_medium=ebook&utm_campaign=intro-to-forex&utm_term=live-account&utm_content=register
https://www.m4markets.com/zh-hans/markets/forex
https://www.m4markets.com/zh-hans/markets/sha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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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
通常，每个国家的货币都有一个符号，其中包括
3个字母。通常，前两个字母代表国家名称
而第三个字母标识货币的名称。

在外汇交易中，我们交易由两种货币组成的货币对
例如 – EURUSD、USDCAD、NZDUSD 等。

主要货币对是两边都有美元的货币对。
它们是最频繁交易的，通常是最不稳定的
对。在外汇中，波动性很重要，因为它可以提供交易
机会。

除了主要的货币对，还有另外两种类型
配对：次要和 异国。

Minors 是由主要货币以外的主要货币形成的货币对
美元。因此，虽然 EURUSD 和 GBPUSD 是主要交叉盘，但 EURGBP 是一个
次要对，也称为交叉。

 异国货币对由一种主要货币与一个货币对组成
新加坡、巴西、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的货币。

稀有货币对的一些示例是 USDSGD、USDZAR、USDMXN。

主要兑和次要兑通常提供最低的点差。点差是
买入价和卖出价之间的差异使它们具有吸引力
对于短期交易者。异国兑通常会带来更高的成本
来到利差。

https://secure.m4markets.com/zh/register/?sl=1&utm_source=intro-to-forex&utm_medium=ebook&utm_campaign=intro-to-forex&utm_term=demo-account&utm_content=register
https://secure.m4markets.com/zh/register/?sl=1&utm_source=intro-to-forex&utm_medium=ebook&utm_campaign=intro-to-forex&utm_term=live-account&utm_content=register


M4Markets电子书

6
在 M4markets 开设账户 模拟账户真实账户

外汇介绍

几乎所有参与外汇市场的人
交易外汇。例如：机构、银行、政府、零售

（以家庭为基础的）交易员、对冲基金和私人公司。

谁交易外汇？

公司

政府

交易商

银行

外汇交易的基本思想很简单——那就是
价格低时买入，价格高时卖出。
这类似于您选择的任何其他资产
在价格低的时候买入，在价格高的时候卖出。

如何交易外汇

https://secure.m4markets.com/zh/register/?sl=1&utm_source=intro-to-forex&utm_medium=ebook&utm_campaign=intro-to-forex&utm_term=demo-account&utm_content=register
https://secure.m4markets.com/zh/register/?sl=1&utm_source=intro-to-forex&utm_medium=ebook&utm_campaign=intro-to-forex&utm_term=live-account&utm_content=reg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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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市场每周 5 天、每天 24 小时开放（如果算上 
周日晚上6天）。所以完全由你决定你想要什么时候
参加。但是，您应该记住，外汇市场是
受到政治事件等重大新闻的影响。选择交易期间
这些时间可能意味着市场波动加剧
机遇，也有风险。

什么时候交易外汇？

01 02 03 04 05 06 07

am pm

08 09 10 11 12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亚太会议

欧洲会议

北美会议

外汇交易的主要好处？

24 小时/每周 5 天可供交易 
交易成本通常较低
最大的金融市场，提供令人兴奋的机会
轻松访问 - 您只需要一个可以访问互联网的设备
自定义批量
可以使用杠杆进行交易
高流动性

https://secure.m4markets.com/zh/register/?sl=1&utm_source=intro-to-forex&utm_medium=ebook&utm_campaign=intro-to-forex&utm_term=demo-account&utm_content=register
https://secure.m4markets.com/zh/register/?sl=1&utm_source=intro-to-forex&utm_medium=ebook&utm_campaign=intro-to-forex&utm_term=live-account&utm_content=reg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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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介绍

外汇交易
例子
开市时EUR/USD价格：1.21188 / 1.21190

您推测价格会在一天之内上涨并决定走多久。

要购买1手EUR / USD，所需的保证金是100,000 EUR。但
是，使用1：100的杠杆意味着您只需要100,000 / 100 = 1000 
EUR就能买入1手EUR / USD。

因此，在此示例中，每个点等于10美元。

如果我们假设EUR/USD按照您的推测上涨，而市场收盘价
为：1.22190 / 1.22192，而您决定平仓多头并以当前价格
1.22190卖回市场，那么您可能会期望获利100点，即$1,000。

https://secure.m4markets.com/zh/register/?sl=1&utm_source=intro-to-forex&utm_medium=ebook&utm_campaign=intro-to-forex&utm_term=demo-account&utm_content=register
https://secure.m4markets.com/zh/register/?sl=1&utm_source=intro-to-forex&utm_medium=ebook&utm_campaign=intro-to-forex&utm_term=live-account&utm_content=reg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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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间交易者
日间交易者是那些在一天中追逐多个机会的人
时间段。每个日间交易者都有他/她自己的交易风格，他们
通常每天交易 1-10 个交易机会。这些类型的
日间交易者通常喜欢检查 15 分钟到 1 小时时间范围的图表
并且每天平均花费 3-4 小时进行交易。 

投机抽头的交易者
这些类型的交易者喜欢在市场不太忙的时候进行交易，他们试图在他们进入的每笔
交易中到处“窃取”几个点。大多数黄牛喜欢在较慢的市场条件下进行交易，例如当价
格出现交易区间时。黄牛通常喜欢检查 1 到 15 分钟时间范围的图表，并且可能每天
花 1 到 3 个小时进行交易。黄牛通常追求尽可能高的成功率，尽可能接近 100%，因
为这使他们能够冒超过潜在收益的风险，并且仍然获得高利润。

外汇交易者的类型

摇摆交易者
摇摆交易者是那些通常在几天内进行交易的人
他们更喜欢交易 1 到 4 小时的时间范围，同时也有可能
他们查看每日时间表。大多数波段交易者查看交易
作为替代收入来源，以及他们的日常工作。这些类型
的交易者利用技术分析，但他们也遵循基本面

（经济）分析。大多数零售交易者都属于这一类。

投资者
投资者主要从事股票交易，很少在市场上找到他们
外汇世界，因为通常有与持有头寸相关的成本
在外汇经纪商中。这些类型的交易者以更高的价格进行长期交易
时间框架，如日线图或周线图，因为他们的目标是找到一个大的
趋势并驾驭它。投资者甚至可能持有一笔交易数月
直到达到他们的长期价格\利润目标。

自动化机器人用户
顾名思义，这种类型的交易者使用机器人进行交易
因此，他们的交易是自动处理的。机器人可能是
由每个交易者开发或购买。机器人交易员
享受更多的自由，有些人利用空闲时间寻找更多
可以增加收益的交易策略。然而，重要的是
提到全自动交易有风险。

https://secure.m4markets.com/zh/register/?sl=1&utm_source=intro-to-forex&utm_medium=ebook&utm_campaign=intro-to-forex&utm_term=demo-account&utm_content=register
https://secure.m4markets.com/zh/register/?sl=1&utm_source=intro-to-forex&utm_medium=ebook&utm_campaign=intro-to-forex&utm_term=live-account&utm_content=reg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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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分析
分析图表上的重复模式并尝试预测结果
基于历史价格行为。实现的方式有很多种
技术分析，它被认为是最流行和最有用的方式
分析交易机会。

分析

基本面分析		
这种类型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真实的财务数据，而我们
通常在做出任何交易决定之前考虑。
基本面分析包括利率、通货膨胀、
量化宽松或一国经济的总体情况。
交易员试图估计经济数据的变化以预测其影响
他们有兴趣交易的资产的未来价格。

https://secure.m4markets.com/zh/register/?sl=1&utm_source=intro-to-forex&utm_medium=ebook&utm_campaign=intro-to-forex&utm_term=demo-account&utm_content=register
https://secure.m4markets.com/zh/register/?sl=1&utm_source=intro-to-forex&utm_medium=ebook&utm_campaign=intro-to-forex&utm_term=live-account&utm_content=reg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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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金	
保证金可以描述为一部分
您需要的余额
利用杠杆进行交易。为了
例如，以 1:100 的杠杆，您
将能够控制 $100,000
1000 美元的押金。 1000 美元的押金是
保证金要求，以便使用
杠杆作用。边距通常呈现
占全部金额的百分比
仓位。例如，您的经纪人可能
需要 2% 或 10% 或 50% 的保证金。

杠杆作用
杠杆可以描述为提供的信用
由允许外汇交易者进行交易的经纪人
更大的交易头寸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
他们自己的资本。换句话说，。这是能力
在使用时控制更多的钱
你自己的很少，其余的都是借来的。
杠杆通常表示为比率，因为
例如：1:50、1:100、1:200、1:500 等。

例如，如果您的初始资本存款是
1000 美元，您的经纪人提供 1:100 的杠杆，
然后，您最多可以交易 100,000 美元。
但重要的是要注意，与
高杠杆包括高风险

点
点 可以被描述为一个计量单位
这反映了之间的价值变化
两种货币。对于主要货币对，点数
表示为 a 中的第四个十进制值
引用。有一个例外，USDJPY
只有 3 位小数，点表示为第 2 位
十进制。

基本外汇术语
为了在外汇世界有一个良好的开端，确保您熟悉外汇交易的主要概念非常重要。
您将在下面找到所有基本术语的列表：

https://secure.m4markets.com/zh/register/?sl=1&utm_source=intro-to-forex&utm_medium=ebook&utm_campaign=intro-to-forex&utm_term=demo-account&utm_content=register
https://secure.m4markets.com/zh/register/?sl=1&utm_source=intro-to-forex&utm_medium=ebook&utm_campaign=intro-to-forex&utm_term=live-account&utm_content=reg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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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纪人	
外汇经纪商是个人或公司
充当买家之间的中介
并以佣金或费用出售。经纪人
充当“中间人”
交易者和真实市场。

佣金
这是经纪商提供给经纪人的费用
提供服务的买家和卖家
购买和销售产品。有
经纪人收取的不同佣金
它们通常在不同的
账户类型。

止损	
这是交易者愿意的最大损失
如果价格向相反方向移动
方向。它被用作降低风险
限制损失的方法。止损通常是
平台中设置的自动订单
意味着当价格达到止损
水平，交易将被关闭。

点差
点差可以定义为价值差异
在买入价和卖出价之间。这
流动性最大的货币是
那些享受小的买卖差价同时
小的和很少使用的货币有很大的
买卖差价。

风险/回报率	
也称为 RR 或 RRR。之间的比率
您的潜在损失和潜在利润
可以在您即将开始交易时释放。
换句话说，如果您冒着 100 美元的风险
资本（如果达到止损，您将损失
100 美元）并且有 500 美元的潜在奖励（如果
您的交易达到您的目标水平），那将
给你一个 1 比 5 的风险回报比。

可用保证金
可用保证金是不属于的金额
参与任何交易，您可以使用它来获取
更多仓位。换句话说，可用保证金是
净值和保证金之间的差额。如果
你开设的仓位开始让你
赚钱，那么一旦利润增加，你就会
拥有更大的净值，因此您将拥有可用保证金。

追加保证金
当您的保证金低于最低限额时
要求的水平。

手数
也称为交易规模。手数大小范围
介于 0.01 手和几手之间。 100,000 单位
货币是手数的标准尺寸。

买入价和卖出价	
买方愿意支付的金额
证券被称为买入价。而
要价刚好相反，也就是金额
卖方愿意为其出售证券。

https://secure.m4markets.com/zh/register/?sl=1&utm_source=intro-to-forex&utm_medium=ebook&utm_campaign=intro-to-forex&utm_term=demo-account&utm_content=register
https://secure.m4markets.com/zh/register/?sl=1&utm_source=intro-to-forex&utm_medium=ebook&utm_campaign=intro-to-forex&utm_term=live-account&utm_content=reg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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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阻水平	
当价格反复达到高位时
价格水平，但无法超越它作为
市场阻力的结果。

支持级别	
当价格反复跌至低点时
价格水平但不低于该水平
价钱。

看跌
看跌市场是一个代表
产品的价格价值下降，在其他
它反映了负面的价格方向，
显示出虚弱的迹象。

看涨
与看跌市场相反，这里
市场代表一个价格上涨的价值
产品，显示出力量的迹象。其他
换句话说，它反映了积极的价格方向。

下降趋势
当产品的价格保持
价值下降（也称为看跌
市场）。

上升趋势	
当产品的价格保持
价值增加（也称为看涨
市场）。

获利	
顾名思义，它是利润水平
交易者愿意接受并关闭头寸。什么时候
设置止盈，交易将自动
一旦价格达到这个预定水平，就关闭。 

交易图表	
它是指反映价格的价格图表
产品在选定时期内的运动
时间。 

交易策略	
这是一种通常基于技术的策略
分析，用于帮助交易者预测
交易产品的未来发展方向。策略
变化并且可以包括不同的交易规则如何
进入和退出交易。

技术指标	
这些是基于数学的技术工具
公式。指标是非常流行的工具
交易者和交易者使用它们来寻找交易
机会。

https://secure.m4markets.com/zh/register/?sl=1&utm_source=intro-to-forex&utm_medium=ebook&utm_campaign=intro-to-forex&utm_term=demo-account&utm_content=reg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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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成本交易

以 0.0 点的点差开始交易
和 $0 佣金。选择我们的
标准、原始点差和溢价账户
并以 5 美元的最低存款开始交易。

资金安全

我们客户的资金是分开的
帐户，我们提供负余额
保护。

出色的交易
状况

超快执行，无滑点，无
重新报价且不拒绝订单

为什么选择	M4Markets

融资范围广
方法

即时存款和快速
与最大的银行和
全球支付提供商。

市场范围

交易外汇对、商品、
一键点击指数和股票。

行业领先
客户支持

10 种语言的 24/5 实时支持
和完善的常见问题支持
中心。

https://secure.m4markets.com/zh/register/?sl=1&utm_source=intro-to-forex&utm_medium=ebook&utm_campaign=intro-to-forex&utm_term=demo-account&utm_content=register
https://secure.m4markets.com/zh/register/?sl=1&utm_source=intro-to-forex&utm_medium=ebook&utm_campaign=intro-to-forex&utm_term=live-account&utm_content=reg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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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步
開始交易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

对于任何问题或澄清

注册和验证	
你的个人资料

填写我们的注册表
并访问客户端。

完成您的经济概况，
上传所需文件

并验证您的个人资料。

下载平台
&	开始

选择下方的“下载”选项卡
交易者菜单和下载

您的首选平台。发射
您的平台并开始交易。

开设真实账户
&	资助它

选择“开立真实账户”
在“帐户”选项卡下和

选择一个帐户。点击“存款
资金”在资金选项卡下

选择您的融资方式。

1 2 3

电子邮件
support@m4markets.com

给我们打电话
+442035197268

访问网站
m4markets.com

风险警告：	交易差价合约涉及重大损失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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