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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安装01 若要安装交易平台，下载 mt5setup.exe 安装器并运行它。
双击下载的安装档，即可进行安装，安装过程可以参考下面的图片教程：

第一步 完成

点击「下一步」

下一步(N) > 完成

点击「完成」



入门指南02 此章节包含您需要了解的平台使用基本信息

平台界面的关键要素

交易平台提供一个简单友好的界面。

所有命令均可从主菜单里访问，并且

许多频繁使用命令在工具条里也可用。

报价显示在市场观察里，而从导航器里，

您可以管理技术分析和算法交易工具。



连接帐户03

OK

若要开始操作交易帐户，您需要使用登录名 (帐户号码) 

在交易平台上提供两种帐户访问类型 ：

拥有帐户的全部操作权主操者

查看帐户状态、分析价格、 
操纵您的智能交易系统，
但不可交易。投资者访问
可以很便利地展示帐户上
的交易过程

投资者认证

第一步 完成

点击「登录到交易帐户」登录 点击「OK」

入门指南



搜索04

indicater based

这个站点包括所有类型的有用信息：

文档、论坛、交易员和分析师博客，与编程和

平台使用相关的文章。社区提供海量的源代码

库和平台专有的应用商店。通过信号服务，

您也可以跟单职业操盘手的交易。

交易平台提供的智能且高性能引擎，

可搜索整个 MQL5 社区：一个交易员和 MQL5 开发者的社区。

入门指南



交易操作05
在金融市场里进行可盈利交易的基本原则是低买高卖。交易平台的主要目的是提供更广泛机会来执行买卖操作。

这一章节包括有关金融交易的一般信息， 并指导您如何进行交易操作和管理仓位，如何解读来自市场深度的数据，

以及从何处查找报价。

基本原理

在您开始学习平台提供的交易功能之前，您需要清楚地理解基本条款 订单、成交、仓位

一条指令，令经纪商买入或卖出一种金融工具。
有两种主要的订单类型： 市价和待定。此外，还有特别的止盈和止损价位。

一笔订单

一笔成交

一笔仓位

一种金融产品的商业互换 (买入或卖出)。在卖出价 (Ask) 执行买入，在买入价 (Bid) 执行卖出。
成交可以是执行市价单，或触发挂单的结果。注意在一些情况下，执行一笔订单可以有若干笔成交。

一份交易合同，即买入或卖出一种金融工具合约的数量。一笔多头仓位是买入的金融产品，
期望产品价格升高。一笔空头仓位是一份产品供应合同，期望价格在未来下跌。

订单类型

市价订单 一条指令，按市价买入或卖出。

交易操作



挂单06
一笔挂单是交易者的一条指令，令经纪商公司在未来按照预定义条件买入或卖出一种产品。

以下挂单类型可用:

买入交易请求，当卖出价格等于或大于订单内指定价格时买入。当前价格低于订单内指

定数值。通常这种订单是预期产品价格到达某个价位然后继续上涨。

Buy Stop 突破买入

买入交易请求，当卖出价格等于或小于订单内指定价格时买入。当前价格高于订单内指

定数值。通常这种订单是预期产品价格下跌到某个价位然后再上涨。

Buy Limit 限价买入

Buy Stop Limit 突破限价买入 

这种类型结合了前两种类型，是用突破订单来放置限价买入订单。在未来卖出价格到达订

单指示的突破价位 (价格字段) 之时 ，一笔限价买入订单将被放置在订单突破限价字段指定

的价位上。设置的突破价位要高于当前卖出价格 ，而设置的限价卖出价位要低于突破价位。

交易操作



挂单07
一笔挂单是交易者的一条指令 ，令经纪商公司在未来按照预定义条件买入或卖出一种产品。

以下挂单类型可用:

卖出交易请求 ，当买入价格等于或小于订单内指定价格时卖出。

当前价格高于订单内指定数值。通常这种订单是预期产品价格到达某个价位并将保持下跌。

Sell Stop 突破卖出

卖出交易请求 ， 当买入价格等于或大于订单内指定价格时卖出。

当前价格低于订单内指定数值。通常这种订单是预期产品价格上涨到某个价位然后回落。

Sell Limit 限价卖出

Sell Stop Limit 突破限价卖出

这种订单是用突破订单来放置限价卖出订单。在未来买入价格到达订单指示的突破

价位 (价格字段) 之时 ，一笔限价卖出订单将被放置在订单突破卖出字段指定的价位上。

设置的突破价位要低于当前买入价格 ，而设置的突破限价价位要高于突破价位。

交易操作



止盈止损08

止盈订单目的在于当产品价格抵达某个价位时收取盈利。这种订单的执行结果就是整个仓位完全平仓。它总是与
一笔已开仓位或挂单连接。这种订单只能连同市价单或挂单进行请求。此订单条件对于多头仓位是检查买入价格
 (订单总是置于当前买入价之上)，对于空头仓位则是卖出价格 (订单总是置于当前卖出价之下)。

如果产品价格向错误方向移动，此订单将损失最小化。如果产品价格抵达此价位, 整个仓位自动平仓。这类订单总
是结合一笔已开仓位或一笔挂单。它们只能连同市价单或挂单进行请求。此订单条件对于多头仓位是检查买入价格
 (订单总是置于当前买入价之下)，对于空头仓位则是卖出价格 (订单总是置于当前卖出价之上)。

止损和止盈的继承规则 (对冲):

如果仓位被部分平仓，止损位和止盈位不会被新订单改变。

如果仓位被全部平仓，止损位和止盈位被删除，因为它们必须结合已开仓位，不可独立存在。

在一键交易操作期间 (从图表面板 或市场深度)，止损和止盈位不再设置。

这些规则对于手动交易和使用智能交易系统 (MQL5 程序)下单两者都适用。

止盈

止损

交易操作



追踪止损09

止损是当产品价格向错误方向移动时，将损失最小化。一旦仓位变为盈利，其止损位可以手动移至盈亏平衡位。
追踪止损将此过程自动化此工具在价格单边移动或由于一些原因无法监视市场变化时尤其有用。
追踪止损总是结合一笔已开仓位或一笔挂单。它是在交易平台内执行，而非像止损一样在服务器执行。

点击「交易」          

设置追踪止损

交易

追踪止损

在止损位和当前价位之间选择
必要的距离数值

第一步 完成

在仓位或订单的关联菜单里
选择「追踪止损」

第二步

交易操作



追踪止损操作纲要10

当新报价到达，平台检查已开仓位是否盈利。

一旦盈利点数等于或大于指示级别，则自动生成命令，在距当前价格的指示距离上放置止损位。

如果价格移动且仓位的盈利增加，「止损位」自动与价格一并移动。

否则，订单不会被改变。因此，仓位的盈利自动锁定。

如果仓位的止损已经被设置，若仓位盈利增加，它也能跟随价格，而当盈利减少时保持不变。

每次自动修改止损，均会在日志里增加一条记录。

若要禁用追踪止损，在控制菜单里设置                            参数。

                                命令禁用所有已开仓位和挂单的追踪止损。

•

•

•

•

•

没有

删除全部

交易操作



订单状态11
在一笔订单形成并发送到交易服务器之后，它可以处于如下阶段：

已开始 

已放置

已部分成交

已成交

已取消

已拒绝

已过期

订单已经过正确性检查，但还未被经纪商接受

已经接受订单

订单被部分成交

整个订单已被成交

订单已由客户取消

订单被拒绝

订单由于过期已被取消

您可在「历史」栏里的 「状态」字段查看订单状态。尚未触发的挂单状态可在「交易」栏里查看。

交易操作



市场操作、查看金融工具报价12
在市场里按照当前供需的最佳价格买入/卖出金融工具

从市场深度里执行市场操作。在市场深度里点击相应的交易命令，

在指定相应品种的数额。如果「一键交易」启用，则无需指定其它

任何额外条件，此请求立即发送至服务器 (交易对话框不会出现)。

市场观察拥有金融工具的实时报价和其它数据：点差, 交易量, 等等

在「市场观察」窗口里的价格具有不同颜色：

蓝色 — 当前价格高于之前一个

红色 — 当前价格低于之前一个

灰色 — 最后 15 秒钟内价格未变化

交易操作

市场操作

查看金融工具报价



快速添加品种13

点击添加...                                       6 / 264

若要在市场观察里快速添加品种，在列表之下点击         并输入品名。

当您输入名称时，会显示合适的品种。

交易操作



查看金融工具的交易统计14

若要查看统计，在「品种」栏里选择一个
金融工具并点击「详细」

详细

统计信息包括：

最后一笔执行成交的价格

最高：最高最终价，当日最后一笔执行成交的最高价格 

最低：最低最终价，当日最后一笔执行成交的最低价格

初始保证金

执行一手固定期限合约交易所需的保证金。如果指定了该品种保证金数值，将使用此值。

保证金计算公式将不会应用于相应的计算类型。

买入价

买入价格

最高 ：最高买入价，当日的最高买入价； 最低 ：最低买入价，当日的最低买入价

卖出价格

最高： 最高卖出价，当日最高卖出价；最低：最低卖出价，当日最低卖出价

卖出价 

最终价

 交易者帐户内维持一手已开仓位的最小保证金

维持保证金 

交易操作



最后一笔执行成交的价格

最高：最高最终价，当日最后一笔执行成交的最高价格 

最低：最低最终价，当日最后一笔执行成交的最低价格

一键交易15

交易

一键交易选项在「交易」栏里可用。点击 「卖出」或「买入」 按钮，

紧接着一条按照指定交易量执行相应交易操作的请求立即发送到服务器。

此交易模式处于以下条件时可用:

「一键交易」选项在平台设置里启用

执行类型工具选择了即时，市场或交易所

依据报价，交易操作执行且价格字段也许有不同颜色：

蓝色 — 当前价格高于之前一个

红色 — 当前价格低于之前一个

灰色 — 最后 15 秒钟内价格未变化

交易操作



管理品种16
打开品种管理窗口，使用命令                            ，在「市场观察」窗口的关联菜单里：

平台里的所有可用品种显示在此。
在某个品种名称上双击，可将其在
市场观察里隐藏或显示

或按此按钮把交易品种在市场观察里隐藏或显示

隐藏交易品种显示交易品种

交易品种

交易操作



查看品种规格17

若要开始查看所选品种，
在市场观察窗口的关联菜单里点击「规範」

品种规格窗口显示品种交易条件 (合约规格)

以下由经纪商设置的参数集显示于此：

在品种价格里的小数位数。1即是1个小数位
小数位

合约大小
商品单位数量

点差点数
点差

停止级别

距当前价格的价格通道 (点数)，在其范围内不能放置止损、止盈和挂单。
当在通道内放置订单，服务器将返回消息 "Invalid Stops (无效停止)" 且不接受订单

保证金货币

计算保证金需求的货币单位

盈利货币
计算交易品种盈利的货币单位

计算
用来计算保证金的方法

初始保证金
执行一手固定期限合约交易所需的保证金。如果指定了该品种保证金数值，
将使用此值。保证金计算公式将不会应用于相应的计算类型

交易者帐户内维持一手已开仓位的最小保证金
维持保证金

交易操作



对冲保证金
每手对冲仓位收取的保证金。
您也可以在此选择对冲仓位的保证金计算模式 — 使用较大分支

交易品种图表创建模式：基于卖价或基于最后价
图表模式

保证金率

保证金率用于在此表格内指定的各种订单。比率应分别为初始保证金和维持
保证金设置。如果没有设置维持保证金比率 (设为零)，则使用初始保证金率

市场买入订单

相对于基本保证金数额，计算多头仓位保证金需求的系数

市场卖出订单
相对于基本保证金数额，计算空头仓位保证金需求的系数

限价买入
相对于基本保证金数额，计算限价买入订单保证金需求的系数

限价卖出 
相对于基本保证金数额，计算限价卖出订单保证金需求的系数

查看品种规格18

突破卖出
相对于基本保证金数额，计算突破买入订单保证金需求的系数

突破买入
相对于基本保证金数额，计算突破卖出订单保证金需求的系数

突破限价卖出
相对于基本保证金数额，计算突破限价卖出订单保证金需求的系数

品种交易模式 (全部、仅多头、仅空头、仅平仓)。还有，交易可完全被禁止
交易

执行
执行模式：即刻、请求、市场、交易所

订单类型
相对于基本保证金数额，计算多头仓位保证金需求的系数

当日有效，包括止损/止盈
订单只在一个交易日有效。在本日结束时，所有止损和止盈价位，以及挂单被删除

有效直至取消
挂单可被保留到下一交易日

当日有效, 排除止损/止盈
在本日结束时，所有挂单被删除，而保留止损和止盈价位

成交指令类型
全部或不选；实时成交或取消；返回

过期
可用的挂单 过期类型

有效直至取消
订单存活时间无限

相对于基本保证金数额，计算突破限价买入订单保证金需求的系数
突破限价买入

订单在当前交易日结束时被取消
日内

交易操作



这个站点包括所有类型的有用信息：

文档、论坛、交易员和分析师博客，与编程和

平台使用相关的文章。社区提供海量的源代码

库和平台专有的应用商店。通过信号服务，

您也可以跟单职业操盘手的交易。

查看品种规格19
指定时间
在用户指定时间订单被取消

在用户指定日期结束时订单被取消
日期

订单
允许的订单类型：市价、限价、突破、突破限价、止损和止盈

最小交易量
该品种一笔成交的最小交易量

最大交易量
该品种一笔成交的最大交易量

交易量增量 
交易量变化增量

交易量限制 
可允许持仓总交易量和相同方向（买入或卖出）相同交易品种挂单的最大值。
例如，限定是5手，意味着您可以有一个5手持仓以及下5手卖出限价单。但是
在这种情况下，您不可以下买入限价挂单（因为同向的总交易量将超出限额）
或下5手以上的卖出限价单

掉期类型
掉期计算类型

指定为产品/价格的点数
按照点数

按照基准货币
指定为品种基准货币的数额

指定为品种保证金货币的数额
按照保证金货币

按照存款货币
指定为存款货币的数额

作为当前价格的百分比
计算掉期时，指定为品种价格的百分比

作为开仓价的百分比
指定为开仓价格的百分比

按照点数，以收盘价重开
在交易日结束时仓位被平仓。在下一日，仓位以收盘价 +/- 指定的点数重新开仓

按照点数，以买入价重开
在交易日结束时仓位被平仓。在下一日，仓位以买入价 +/- 指定的点数重新开仓

多头掉期
多头仓位掉期

空头掉期
空头仓位掉期

3-日掉期
持仓 3 日收取的掉期

周一至周日产品的报价时间
报价时间

交易时间 
周一至周日产品的可交易时间

交易操作



查看分时图表20

若要查看一种工具的分时图表

第一步

完成

在市场观察的「品种」 栏里选择品种

切换至「分时」栏

交易操作



弹出价格21
窗口允许在所有尺寸的屏幕上显示价格信息：
其主要特征是字体缩放。若要打开它，在市场
观察的关联菜单里点击「      弹出价格」

它显示类似信息到市场观察窗口，包括相同的品种集和列：

买入价

B. 最高

B. 最低

卖出价 

A. 最高

A. 最低

最终价 

L. 最高

L. 最低

时间 

买入价格

当日的最高买入价 (对于产品工具)

当日的最低买入价 (对于产品工具)

卖出价格

当日的最高卖出价 (对于产品工具)

当日的最低卖出价 (对于产品工具)

最终价 — 最后一笔执行成交的价格 (对于产品工具)

当日最后一笔执行成交的最高价格 (对于产品工具)

当日最后一笔执行成交的最低价格 (对于产品工具)

最后一笔报价的时间

交易操作



开仓、放置订单和一般参数22
平台上的交易活动，意味着准备并发送由经纪商执行的市价和挂单，以及管理当前仓位，
修改它们或将之平仓。在平台里，您可以查看帐户交易历史，配置市场事件的预警以及更多。

入场或开仓主要是购买或出售一定额度的金融工具。在交易平台里，这可以通过放置一笔市价单来完成，
作为结果，一笔成交被执行。一笔仓位也可作为触发挂单的结果。

开仓

执行交易

放置订单和一般参数
有若干种方式来调用一个对话窗口用于创建订单:

方法一：在市场观察里选择一个品种，并在关联菜单里点击 

方法二：按下 F9 热键，在订单窗口，根据平台设置插入一个品种

方法三：在工具菜单点击                           ，或在标准工具条点击 

新订单

新订单 新订单



执行交易

一般订单参数23
执行交易的金融工具
交易品种

类型
如果在此字段选择了执行模式之一，为所选工具执行一笔市场操作。
否则一笔选择类型的挂单将被放置

交易量
订单的交易量手数。成交量越大，依据品种价格的走向，其潜在的盈
利或亏损越大。成交量也影响预留在帐户内用于开仓的 保证金

止损
止损 价位依据平台设置可作为价格或距订单指定价格的点数。设置此级别
来限制仓位的亏损。如果您在此字段留空，此订单类型将不会被设置

止盈
止盈价位依据平台设置可作为价格或距订单指定价格的点数。设置此级别
来锁定仓位的盈利。如果您在此字段留空，此订单类型将不会被设置

注释

- 订单的可选文本备注。最大备注长度是 31 个字符。备注将会出现在已
   开仓位，以及订单成交历史列表中。订单的备注可由经纪商或服务器更改。
   例如，如果一笔仓位由止损或止盈平仓，相应的信息将会被加入备注

- 若要发送买入订单点击「买入」，若要发送卖出订单点击「卖出」

- 一旦一笔订单发出，其执行结果出现在窗口 — 成功的交易操作，或为什
   么不能执行的原因。如果 一键交易 在平台设置里启用，在交易执行成功
   后窗口关闭且无任何执行结果通知



执行交易

管理仓位24 在金融市场里进行交易，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有效的仓位管理。交易平台为此提供所有必要的工具。

何处我能查看当前持仓？

当前持仓列表显示在工具窗口的「交易」栏里

仓位参数：金融工具、类型、交易量，
当前盈利/亏损以及更多。
另外，当前交易帐户状态和所有持仓
的财务结果总数也显示于此

有关所有持仓资产状态的
汇总信息在「展示 」栏里提供



管理仓位25 执行交易

如何通过止损和止盈保障仓位安全?

止盈 和 止损 是附加在仓位或挂单上的订单。事实上，它们是发给经纪商的指令，
当价格抵达确定价位时平仓。当价格按喜好方向移动，止盈设置锁定利润。
止损的目的是当价格移向非喜好方向时限制亏损。

当然，交易者可自行监控仓位，或使用一款交易机器人。然而，这些途径有一些缺点：

- 交易者不可能用全部时间在监视器前控制仓位。
- 对于机器人这不是问题。不过，它运行在用户的 PC 上。
  相应地，智能交易系统遇到故障，或与服务器连接断线时 (互联网问题)，也不能管理仓位。

止盈和止损可帮助解决这些问题。这些订单伴随一笔交易仓位，它们保存并执行在经纪商服
务器上，所以它不会依赖交易平台的性能。

这个类型的订单也能附加于挂单：限价、突破和突破-限价。作为挂单触发结果的仓位，
继承订单指定的止损和止盈。如果触发的挂单与金融工具有关，若其存在已开仓位，
则仓位将被修改：其交易量增加或减少。在订单里指定的止损和止盈将用于此种情况。
如果在订单里指定了零值，仓位的相应价位被移除。

有若干方式修改停止级别
- 使用仓位修改对话框
- 在金融工具图表上使用鼠标修改已开仓位
- 使用金融工具图表上的关联菜单修改已开仓位



仓位修改

修改仓位26
若要修改仓位的停止位，在「交易」栏的关联菜单里，点击 修改或删除

修改或删除

2. 设置级别值作为距开仓价的点数

1. 在「止损」和「止盈」字段里设置新数值

方法一

3. 点击「修改...」

修改 #71 buy 2.00 GBPUSD 1.30220

方法二

从图表上的仓位关联菜单里访问



仓位修改

从图表上管理止损27
在图表上修改止损和止盈，只有在平台设置的「显示交易价位」选项启用时才可用。

在其上左键点击不要放(Drag'n'Drop)，

并上下拖拽价位到期望的位置，

一旦价位设置完毕，仓位修改窗口出现, 

允许用户更精确地调整价位。

若要在图表上修改价位：



仓位修改

从关联菜单上放置止损28
如果持仓金融工具的图表可用，其停止价位可以从图表的关联菜单的「交易」子菜单里设置

交易

设置停止订单的价位要根据

当前光标在图表价格刻度的位置。

根据开仓价及其方向，

放置相应的止损或止盈命令。

命令会打开订单修改窗口，

在此可手动调整价格。



平仓29 仓位修改

为了从交易中盈利，必须要平仓。若要平仓，执行一笔与持仓逆向的交易操作。

例如：首笔交易操作是买入一手黄金，平仓则是必须卖出一手同一產品。

1. 双击相关产品，或在「交易」栏里点击「平仓」

平仓

整体平仓 2. 点击「平仓...」

平仓#73 sell 1.00 EURUSD 1.11196 按市场



放置挂单30 仓位修改

一笔挂单就是交易者的一条指令，令经纪商公司在未来按照预定义条件买入或卖出一种產品。

例如：如果您打算在 27750 買入 HK50，但价格还未趺至此价位，您不必等待。

放置挂单

挂单

放置一笔挂单，经纪商将会执行它，即使交易平台在那时已关闭。

放置挂单和一般参数

方法一
选择一个交易品种，

在关联菜单里点击 新订单

新订单

方法二
按下 F9，在订单窗口，
根据平台设置插入一个品种

方法三
在工具菜单点击                             

或在标准工具条点击

新订单

在订单放置窗口的「类型」字段里选择「挂单」，

以及在「品种」字段里选择必要的品种



放置限价订单31 仓位修改

一笔挂单就是交易者的一条指令，令经纪商公司在未来按照预定义条件买入或卖出一种產品。

例如：如果您打算在 27750 買入 HK50，但价格还未趺至此价位，您不必等待。 限价订单被放置在期望的「限价」价格。交易者期望价格抵达一个确定价位，例如支撑位或阻力位，之后移向反方向。
这些订单将在等于指定值或更好的价位被执行。相应地，订单执行期间不会发生滑点。这些订单的不利之处在于它们
不能保证执行，因为如果价格距离反方向太远，经纪商也许会拒绝订单。

放置限价单

订单触法，买入产品

在此例中，价格处于 1.30865，交易者在 
1.30287 放置一笔限价订单来买入，期望价格
抵达支撑位 1.30120，然后将继续向上移动

它是逆向的限价卖出订单。放置此订单
是预期价格将涨到确定价位然后下落



放置突破订单32 仓位修改

突破订单意指期待突破确定价位。交易者期望价格抵达确定价位，将之穿透并继续在同一方向前进。
交易者推断价格抵达支撑或阻力价位后市场会反转。
当这样的一笔订单触发，执行相应市价订单的请求被发送给经纪商。订单将在等于指定价或更坏的价位被执行。
换言之，如果市场价逆向前进，订单填充时将会有滑点。然而，不像限价订单，突破订单的执行有保证。

市场走势逆转

放置突破订单
价格处于 1.11610 交易者在 1.11675 放置一笔
突破订单来卖出，推测市场在 1.11675 反转，
并继续向下移动。

它是逆向的突破买入订单。
交易者推断市场会反转，且价格将上涨。



有些时候您也许需要修改一笔挂单：设置新的激活价格，改变停止级别，或其过期时间。

若要修改一笔挂单，在「交易」栏里点击

订单修改33
管理挂单

修改或删除

在您放置挂单期间填写的几乎所有字
段都可被修改，除了交易量，填充政
策 和其备注。在您输入新的参数之后
点击「修改....」

修改 #73 sell 1.00 EURUSD 1.11196



使用关联菜单在图表上修改订单34 管理挂单

您可以更改或移除您的挂单，以及使用图表上的挂单关联菜单来设置追踪止损

 打开选择的订单修改窗口

打开订单删除窗口。
如果一键交易在平台设置里启用，
移除立即执行且无交易对话框出现

打开追踪止损选择菜单追踪止损

修改

删除



删除挂单、交易帐户历史35
管理挂单

一笔挂单可从其修改窗口通过按下「删除」按钮来删除。挂单也可在「过期」字段指定的时间自动被删除。
一笔删除的订单在工具窗口的历史栏里被标记为「取消」。挂单也可以使用关联菜单直接从图表上移除。

交易帐户历史

删除挂单

平台提供全部帐户交易历史的访问，以及各种工具来分析它。打开工具窗口的「历史」栏。

交易历史可以多种形式呈现：

- 持仓。平台收集持仓相关交易的数据（开仓，额外交易量，部分和全部平仓），
   然后将数据组合为一个提供以下详情的记录：

    - 分别由第一笔和最后一笔交易决定的开仓和平仓的时间

    - 持仓交易量。如果部分平仓，该记录会包含平仓交易量和源交易量

    - 加权平均持仓价及其平仓价

    - 持仓相关交易的总财务结果

- 由开仓和平仓交易的止损值和止盈值确定的持仓止损和止盈

- 订单清单包括所有发给经纪商的交易请求;

- 成交清单 — 基于订单的，实际执行的卖出和出售业务;

- 所有交易操作的树状视图显示交易者的请求是如何被处理的。



在图表上一键执行交易36
管理挂单

一个特别的面板允许直接在图表上执行交易操作：

在图表的关联菜单里点击「一键交易」

您可以通过点击显示/隐藏面板。使用此面板您可

立即发送买入或卖出的市价订单和指定的交易量。



如何在图表的期望价位上快速设置挂单37
管理挂单

挂单可以从图表上放置，使用图表关联菜单的交易子菜单

将鼠标光标移动到图表的必要价位，并在关联菜单里执行相
应的命令来设置挂单。

依据光标位置，可用的订单类型显示在菜单里。

如菜单在当前价格之上被激活，
用户可以放置限价卖出和突破买入订单。

如果菜单在当前价格之下被激活，
用户可以放置限价买入和突破卖出订单。

在所选价位和品种当前价格之间的可用距离之内，
是另外的 ("停止价位")。

在命令执行之后, 出现订单窗口允许用户更精确地调整其参数。
如果「一键交易」选项在平台设置里启用，订单立即放置于指定
的价位且无交易对话框出现。



执行交易

如何一键移除一笔挂单、止损位和止盈位38
若要快速删除一笔挂单，在工具窗口点击「交易」栏
每笔订单的状态列有一个按钮 。当在订单行上按下，订单被删除且无另外确认

移除一笔挂单

若要快速删除仓位的止盈位或止损位，在工具窗口点击「交易」栏
点击S/L 或 T/P 列，相应的价位被删除且无进一步的确认

移除止损位和止盈位



执行交易

视图和配置图表39

交易平台里的图表可直观金融品种的报价随时间的变化。

图表可用于技术分析，以及智能交易系统的操作。

它们可令交易者直观监控货币和产品的实时价格，

并可立即响应市场状况的任何改变。

在交易平台里，您可以同时打开高达 100 幅图表，

定制它们的外观和显示信息，应用并移除各种对象和指标，

还有更多。



如何修改图表的颜色40 执行交易

图表的外观可高度定制：

您可以隐藏或显示任何元素，以及改变它

的颜色。出于方便，平台预定义了三个图表

配色方案。在图表属性里，您可以选择一个

配色方案或为图表元素设置独立的颜色

若要打开图表属性，在关联菜单或图表菜单里点击 属性



执行交易

如何布局图表41

如果在您的交易平台上有多个打开的图表，

您可以很容易地组织它们。
点击窗口菜单并选择一个可用的图表布局类型



执行交易

什么是模板和综合配置42

模板和综合配置可以保存图表的设置，并在需要的时候轻易地应用它们。

例如：为了分析货币对，您已添加了一条水平线来标记级别。保存为单独

的图表模板以便保存级别。在此情况下，您总能在新图表上通过应用此

模板来重现此级别。

模板用于保存单个的图表参数：图表类型和颜色、配色方案、刻度，

运行的智能交易系统，应用的指标和分析对象, 以及其它设置。

在综合配置里您可以保存所有打开的图表设置和布局，把整个工作区

用于技术分析。

您可以使用工具条便利地操纵综合配置和模板，也可以使用图表菜单

来访问，图表的关联菜单和平台的状态条。



执行交易

在多个显示器上使用图表43

交易平台可以将交易品种图表从程序端的主工作区分离

开来。这个功能的便利性在使用多个显示器进行操作时

非常明显。因此，您可以在一个显示器上设置平台的主

窗口来管理您的帐户状态，并将您的图表移动到另一个

显示器上以观察市场动向。若要将图表从程序端分离，

点击快捷菜单中的「固定」选项。之后，将图表移动到

所需的显示器上。

通过分离图表的独立工具栏可以应用分析对象和指标，

而无需在显示器间进行切换。使用工具栏快捷菜单来

管理可用命令集或将命令隐藏。



指标类型44 技术指标

指标是进行技术分析的最重要工具。有关如何以及何时进行交易的决策，可以在技术指标信号的基础上做出。
技术指标的本质是将一种金融品种的价格进行数学变换，旨在预测其未来的价格变化。它为在动态价格里识别
肉眼难以察觉的各种特征和形态提供了机会。

技术指标

根据功能特性，指标可以分为两种类型：趋势指标和振荡器

趋势指标：有助识别价格方向，并同步或略有延迟地发现趋势反转时刻。

振荡器：可以先期或同时确定市场反转点。

一种独立的分类包括基于 交易量 计算的指标。
外汇市场里，「交易量」 是时间段内分时 (价格变化) 的次数。
产品交易所里是按照交易单位计算交易量 (计件或货币额)。

其它分类是比尔·威廉姆斯的指标。由于这些指标是作为他的书中所描述的交易系统
的一部分，故被包括在一个单独的组中。

以上分类包括交易平台的内置指标。在平台里已提供了38款指标。
在平台上还可以使用大量的自定义技术指标。您可以从「代码库」里下载各种免费
应用的源代码。在「市场」里也有数千种用于技术分析和自动交易的现成应用。

出于便利起见，所有的指标在导航器窗口里按组划分。
技术指标可以在单独的指标窗口以它自己的垂直标度绘制
 (例如MACD) 或直接在价格图表里应用 (像是移动均线)。



如何在图表上添加指标45 技术指标

有三种方法可在图表上添加指标 (以下以MACD指标为例子)。

方法一

在导航栏的「指标」内任选一个想要插入的技术指标，
直接把指标拉到图表

指标

MACD

方法二

右击想要插入的技术指标，
选择 「添加到图表」

添加到图表(C)



如何在图表上添加指标46 技术指标

方法三

在MT5上方显示栏
点击「插入」→ 「指标」→ 选择要添加的指标

插入(I)

指标

震荡

MACD

再根据自己的喜好填好技术指标参数，再点击「确定」

确定



如何改变已应用指标的设置47 技术指标

正在运行的指标也可改变设置，在指标列表里选择所需指标，并点击「属性」或在图表上使用指标的关联菜单

使用关联菜单管理指标：

显示功能特点

从图表上移除所选的指标

删除指标子窗口。指标在一个单独的子窗口里显示时，此命令才可用

技术指标列表打开窗口

功能

删除指标

删除指示窗口 

技术指标列表



如何选择数据来绘制指标48 技术指标

指标可以根据价格数据及其衍生物 (中间价、典型价格、权重收盘价)，以及其它指标的基础上绘制。
例如， 您可以应用「移动均线」到「动量振荡器」并作为一条附加的 AO 信号线。
首先，您需要绘制 AOA 指标，然后再将移动均线应用到其上。在均线设置里的「应用于」字段选择选项「以前的指标数据」。
如果您选择「第一个指标的数据」，均线将被应用于最先添加的指标， 即任意其它指标。

九个指标变量可用：

Close 收盘价

Median Price (HL/2) 中间价: (最高价 + 最低价)/2

Typical Price (HLC/3) 典型价: (最高价 + 最低价 + 收盘价)/3

Weighted Close (HLCC/4) 收盘权重价: (最高价 + 最低价 + 2*收盘价)/4

First indicator's data
基于第一条应用指标的数值。此选项仅当指标在
单独窗口里使用时才可应用第一个指标的数据，
因为在图表主窗口里第一个指标是价格

Open 开盘价 High 最高价 Low 最低价

以前指标的数据 基于以前指标的数值



宏观经济指标49 基本面分析

基本面分析意即持续监视并研究各种财经与行业指标，它们也许会影响金融工具的报价。
例如，年度报告发布，新合同或监管律条的有关新闻能够严重影响公司产品的价格。
若要保持共进退，您需要持续分析这些信息。

基本面分析

经济指标和经济事件可在「工具箱」窗口的「日历」选项卡中查看

宏观经济指标 宏观经济指标是描述指标计算所在国家经济状况的参数。它们描绘了经济发展水平的特征，
并可能会表现出经济的增长或下降。通过分析宏观经济指标，使得分析未来的价格动向成为可能。

除了新闻之外，交易平台还包含经济日历。经济日历收录了包括美国、欧盟、日本、英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和中国等15个大型经济体在内的600+个宏观经济指标的信息。相关数据都是从开放资源实时收集。



智能交易系统50
自动交易的可能性，能够在交易平台层次或单独针对每一个交易机器人进行控制。

在工具条上的按钮                                  (还有一个类似的选项在「选项」 —  智能交易系统) 启用/禁用平台上的自动交易。 自动交易

如果您将它关闭，自动交易针对所有 EA 禁用，即使您在 EA 设置 里单独启用了它。

如果您启用了它，EA 将允许自动交易，除非在智能交易系统参数里单独禁止自动交易。

自动交易许可可以方便地从导航器窗口管理独立的智能交易系统，而不
是在它们的参数。在导航器窗口里，显示所有连接到帐户的运行中智能
交易系统。除了智能交易系统名称，智能交易系统运行时所在的图表也
在列表中指定。一个小图标指示智能交易系统是否允许交易。

关联菜单可以启用或禁用
所有智能交易系统的自动
交易，及查看它们的属性

或从图表上移除它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