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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机构交易者和经纪商一直能够通过他们的挂单登记本获取客户流量信息，这使得他

们可以快速识别市场中的重要价位。这些内部信息能够成为强大的竞争优势。

得益于OANDA的MT4挂单指标，零售交易者现在也可以获取这些信息，并可为一系列货币对创

建实时订单/挂单簿。 （按：本文所指订单即为挂单，指非现价并且还未被执行的订单）

欧元/美元

情绪：看空

1,2460 买入止损

1,2440 卖价

1,2400 买入止损

1,2370 当前价位

1,2360 卖出止损

1,2330 买价

1,2300 买价

澳元/美元

情绪：看空

8425 卖价

8375 买入止损

8340 买入止损

0,8309 当前价位

8280 买价

8240/50 买价

8215 卖出止损

英镑/美元

情绪：看多

1,5770/80 卖价

1,5730 买入止损

1,5680/00 卖价

1,5667 当前价位

1,5650/60 买价

1,5630 买价

1,5600/10 卖出止损

新西兰元/美元

情绪：看空

7790/00 买入止损

7765 卖价

7725 买入止损

0,7690 当前价位

7650/60 买价

7620/25 买价

7600 卖出止损

美元/日元

情绪：看空

120,80 卖价

120,15 买入止损

119,80 卖价

119,34 当前价位

118,60 卖出止损

117,80 买价

117,40/50 买价

美元/加元

情绪：看多

1,1505 卖价

1,1480/90 卖价

1,1460 买入止损

1,1462 当前价位

1,1435 卖出止损

1,1415 买价

1,1390 卖出止损

订单簿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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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中的图表仅用于演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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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簿介绍

与上述示例类似，订单簿包含一个订单列表，其中代表了买方和卖方有兴趣进行货币对交易时

的价位。在外汇交易中，并不存在中央清算中心，因此，实际订单量就是未知的，所以订单簿

就成为一个有影响力价位的列表。

银行间的外汇交易一直是涉及订单流量信息。通过了解客户下订单时的价位，银行交易者可以

自信地执行短期交易。依靠OANDA的MT4挂单指标，零售交易者现在可以获取OANDA的户群的类

似信息，尤其是当止损订单和限价订单非常集中时。

订单簿能让交易者突出显示自己图表上的关键价位。这些价位可以显示买入订单在何种价位会

非常可能构成支撑，从而在趋势上升时找到潜在最佳的做多进场价位，或者在趋势下行时找到

获利离场价位。或者，可以显示卖出订单在何种价位会更有可能成为阻力，从而在趋势下行时

找到潜在最佳的做空进场价位，或者在趋势上升时找到获利离场价位。 

建立订单簿

以欧元/美元为例，您在建立订单簿时，应包含以下信息

1.  买入止损
  挂单→非累积→注意高于当前市场价格的大量买入订单

市场情绪

2.  卖价
  未平头寸→非累积→注意高于当前市场价格的大量做多头寸

3.  卖出止损
  挂单→非累积→注意低于当前市场价格的大量买入订单

4.  买价
 未平头寸→非累积→注意低于当前市场价格的大量做空头寸

欧元/美元

情绪：看空

1,2460 买入止损

1,2440 卖价

1,2400 买入止损

1,2370 买入止损

1,2360 卖出止损

1,2330 买价

1,2300 买价

欧元/美元订单簿示例

本手册中的图表仅用于演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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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找到创建订单簿所需的数据，请遵循以下简单步骤。以下示例使用欧元/英镑。

1. 在MT4中，打开2个欧元/英镑图表 

2. 在2个图表中都插入OANDA的挂单指标

3. 在一个图表上，选择挂单（非累积），同时在另一个图表上选择未结头寸（非累积）

4. 点击并列纵向排列窗口按钮，从而它们能彼此靠近摆放，从而容易提取相关信息

5. 识别当前市场价格 - 图表显示的当前市场价格是在0.86428到0.8643之间，四舍五入到点

6. 识别当前零售情绪 - 两个图表都显示64.5%的做空头寸，所以零售情绪是看空的

7.  识别买入止损价（包括止损进场价位和止损价位） - 在挂单图表上，超出当前市场价格的

蓝色条块显示的是0.8860时的买入挂单，揭示了在0.8810附近存在明显订单失衡 

纵向排列窗口按钮

欧元/英镑的OANDA MT4挂单指标

本手册中的图表仅用于演示目的。

高出当前市场价的大宗买入订单揭示了买入止损价

挂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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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识别卖出止损价（包括止损进场价位和止损价位）- 在挂单图表上，低于当前市场价格

的橙色的条块应当可以识别卖出止损价，但在这个示例中这一点并不明显。这是因为大

部分交易者都是在稍高于市场价格的价位做空，所以只有非常少低于市场价格的止损订

单，并且没有插入止损进场订单的明显价位。当没有明显挂单时，您可以使用四舍五入

的数字（例如0.8600或0.8500），它们通常会成为支撑或阻力位。 

低于当前市场价的大宗卖出订单揭示了卖出止损价

0.8600

0.8500

挂单信息

本手册中的图表仅用于演示目的。

9.  识别卖价（用于平掉现有做多头寸或者开设新做空头寸的卖出订单）- 在未平头寸图表

上，高于当前市场价格的蓝色条块显示的是在0.8790和0.8810之间开设的做多头寸。由于

这些头寸长时间以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所以如果价格达到进场价位，则可能会被卖出。

挂单信息

高处市场价格的大宗做多未结头寸揭示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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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识别买价（用于平掉现有做空头寸或者 开设新做多头寸的买入订单）- 在未结头寸图表

上，橙色条块显示的最大做空头寸高于当前市场价格，所以没有用。但是，在价格阶梯上

往下看，可以发现在0.8540-55和0.8588之间开设了相当多的做空头寸，并且与它们对应

的价格变动超过300点。由于这些做空头寸长时间以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所以如果价格

达到进场价位，则可能会被平掉。

挂单信息

低于市场价格的大宗做空未结头寸揭示要价。

0.8588

0.8540-55

本手册中的图表仅用于演示目的。

11.  创建您自己的订单簿 - 根据上面强调的信息，订单簿看起来将像是这样：

欧元/英镑

情绪：看空

0,8660 买入止损

0,8810 买入止损

0,8790 - 0,8810 卖价

0,8643 当前价位

0,8600 卖出止损

0,8588 买价

0,8540-55 买价

0,8500 卖出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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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入和卖出止损价位的重要性

止损订单提供流动性，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也就是在某个价位附近存在大量买入和/卖

出订单。这个事实非常重要，更大的市场参与者需要流动性来达成大订单。换言之，大型市场

参与者在达成交易时需要流动性以降低他们所遭受的滑点。

简单来说，出现止损订单集群是大型交易者可能寻求进入或退出市场的位置，而且因为在这些

价位拥有大量可用流动性，他们可以更容易地这样做。止损订单价位实际上是一个双向通道，

较大型的交易者可以在此价位进入或退出市场，并且他们的行动步骤取决于市场是有趋势还是

在震荡。

OANDA的挂单指标能让交易者提前清晰地看到止损订单集群，并做好相应准备。为此，交易

者可能会寻找高于当前市场价格的大型买入止损订单集，以及低于当前市场价格的大型卖出止

损定订单集。 

一旦找到这些价位，明智的交易者就可以在行动前了解市场状态。如果市场处于上行趋势，那

么他们可能会预测高处市场价格的买入止损订单将继续推高价格。这些止损价基本上都是临时

点，随着趋势持续，则其会被推动。相反对于卖出止损价也是如此。随着价格下压突破，低于

市场价格的卖出止损价会继续支撑下行趋势。 

订单簿的力量

通过OANDA的MT4挂单指标，零售投资者可建立一个跟机构交易者所用订单簿一样有效的订

单簿，并且不应低估订单簿所揭示信息的重要性。知道如何构建订单簿能让交易者以有序有效

的方式整理指标数据。 

但是不建议只依靠订单簿进行交易。相反，零售交易者首先应选择适合自己策略的货币对。例

如，跟随趋势策略将首先需要交易者选择拥有既定趋势的货币。只有当市场类型与策略保持一

致时，订单簿才有用。订单簿不是使用单纯的技术指标或自行决定的因素来选择进场价位，而

是帮助强调：

•  存在大量买入订单时的价位（买价）- 如果是上行趋势，这些可以成为潜在的最佳做多进场

价位，如果是下行趋势，则成为潜在的支撑位 

•  存在大宗卖出订单时的价位（卖价）- 如果是下行趋势，这些可以成为潜在的最佳做空进场

价位，如果是下行趋势，则成为潜在的阻力位 

•  存在大量止损订单时的价位 - 如果它们符合趋势，则其可能成为同样不错的买入或卖出价位

本手册中的图表仅用于演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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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中的图表仅用于演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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