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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场管理器 

市场管理器有四大功用： 
 

• 它显示了代码价格和未平仓头寸的“自选证券”，配备了平仓和新开仓的功能 
• 它显示有关帐户的提要信息，如账户净值、结余和保证金使用情况。 
• 它显示所有未平仓单列表，即所有未平仓头寸和挂单，可以将每个订单打开为

单独的窗口，然后修改或关闭头寸或订单。 
• 它提供了代码近期价格活动的简明概要 

 

1.1 选择展示的代码 

在 MT4 和 MT5 上，市场管理器中的代码列表与 MT4/MT5 市场报价窗口同步。您可

以通过配置 MT4/MT5 市场报价窗口，在市场管理器中配置代码。 
 
在其他平台上，您可以使用 app 的代码菜单来控制展示哪些代码。您可以使用该代码

菜单完成一系列操作： 
 

• 在货币对之间快速切换到特定的货币，例如，所有美元货币对，如欧元美元、

美元日元等 
• 创建定制的代码列表 
• 将代码列表保存为“集合”，然后快速重新加载集合。 

 

1.2 在市场管理器上交易 

1.2.1 配置订单  

点击代码的买价或卖价，打开一个交易表，订单类型预设为“买入”或“卖出”。 
 
这与在 FXBlue 非常主流的交易终端和迷你终端 app 上使用的交易表相同。它可以用于

加载在软件其他模块中创建的交易模板，或创建新模板。 
 

1.2.2 模板的快捷交易入口 

市场管理器与 FXBlue 的交易终端和迷你终端 app 共享模板。您可以通过按住 Ctrl键，

同时单击代码的买价或卖价，然后单击模板名称来快速执行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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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模板有一个储存为其定义组成部分的订单类型。在这种情况下，订单类型将

被“买入”或“卖出”取代，具体取决于您点击了买入价还是卖出价。 
 

1.2.3 关闭代码的全部头寸 

您可以通过点击头寸规模快速关闭一个代码的所有订单。当鼠标处在列的上方时，交

易量旁会出现一个图标，显示： 
 

 
 
如果头寸由多个交易单组成，您可以使用订单列表关闭单个交易单。 
 

1.3 账户信息 

您可以通过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帐户信息”选项，查看有关您帐户和盈利的信息。这

会显示关于帐户的提要数值，例如结余和可用保证金，还会以图表形式显示三个关键

的度量指标（在用保证金、浮动盈亏或点数利润）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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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订单列表 

下拉菜单中的“未平仓订单和挂单”选项显示该帐户上所有未平仓交易单的列表，也

就是全部未平仓头寸和挂单。 
 
您可以通过单击头寸或挂单的交易量将其关闭，也可以通过单击“买入”或“卖出”

的操作来检查和改动详情。这会打开一个订单窗口，详情在下一节中介绍。 
 

 
 

1.5 订单窗口 

在订单列表中点击交易单的操作，将打开该订单的弹出窗口。您可以一次显示任意数

量的弹出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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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关于止损和止盈的信息 

显示的关于止损和止盈的信息不仅包括价格，还包括离当前卖价/买价的点数距离，以

及如果触发止损或止盈，对结余现金的影响。（在上面的示例中，订单基本上处于盈

利状况，而止损位于正值区域，即对这个订单而言，最差的结果现在是盈利而不是亏

损） 
 
请注意：在设置止损或止盈为点值的情况下，是按开盘价/当前价格衡量。例如，买入

价为 1.2345，止损为 10 点，则其止损设在 1.2335。（也就是说，当在订单上创建止损

或止盈时，点值是按卖价衡量的。）但是，弹出订单窗口中的信息显示了触及止损和

止盈的距离，这些数据是从点差的另一侧来衡量的。 
 

1.5.2 修改止损等 

订单窗口允许您修改止损、止盈或追踪止损，以及仅查看此信息。可以使用提交订单

时可用的所有相同选项来设置止损和止盈，而不仅仅是固定价格或点数。（例如，止

损可以设置为与 50 美元的现金风险相对应的价格。） 
 

 
 

1.6 弹出代码窗口 

市场管理器中的代码名称用作打开弹出窗口的链接，该弹出窗口显示该代码的近期价

格动态。您可以打开任意数量的弹出代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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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代码信息 

弹出代码窗口显示下列信息。 
 

• 当前价格和过去 60 分钟、24 小时和 5 天的最高价-最低价区间。 
• 近期 1 小时、15 分钟和 5 分钟 K 线图。 
• 该代码所有未平仓头寸的当前规模和盈利情况。 

 
这是按您交易平台上的数据绘制的，如果需要从经纪商的服务器下载历史数据，则在

出现所有信息之前可能会略有延迟。 
 
请注意，对过去 60 分钟的测量与当前 1 小时 K 线图是不同的。例如，前者覆盖的时间

是上午 10:23 分到上午 11:22 分，而当前的 1 小时 K 线图覆盖的是上午 11:00 到上去

11:22。 
 
可以使用下面屏幕截图中突出显示的按钮切换代码窗口，使其显示最近的价格动态而

不是 K 线图。这不是一个订单图，而是一个 500毫秒的图表，即使没有市场动态，也

会持续更新。 
 

 
 

1.6.2 在弹出代码窗口交易 

您可以在代码窗口执行三种交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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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规模关闭未平仓头寸（如有）。 
• 点击左上角和右上角的“买入”和“卖出”按钮，打开标准的交易表。 
• 按住 Ctrl键的同时点击“买入”或“卖出”按钮，快速执行保存过的模板。 

 

1.7 弹出代码菜单 

除了点击市场管理器中的任意代码名称，您也可以在单击时按住 Ctrl键。这会显示一

个弹出菜单，含有下列选项： 
 

• 代码信息。与单击代码相同；打开该代码的弹出窗口。 
• 提交订单。打开标准交易表。 

 

1.7.1 MT4 上的新图表选项 

只有在 MT4 上，弹出菜单包含“新图表”选项，该选项为选择的代码打开一个新的图

表。如果 MT4 中有一个名为“市场报价窗口”的模板，则会自动将其应用于新图表。

（如果没有，将使用默认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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