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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指南 

本快速指南提供 ProOrder 的簡要概述，並告訴您如何創建自動化交易策略。我們強烈建議您，在啟動帳戶中的任何自動策略前，請閱讀 
ProOrder 編程指南（由 IT Finance 提供）。

什麼是 ProOrder?

ProOrder 是一個自動化交易方案，並且是 ProRealTime 圖表配套的其

中一項功能。透過 ProOrder，您可以︰

• 創建、測試和修改自己的交易策略 

• 激活這些策略，藉此在您的帳戶中 下達真實的訂單

• 導入和導出由您和其他用戶創建的策略

您的策略可以是一些建倉指示；這些指示可以根據特定的技術指標、

編程邏輯、風險管理觸發器和/或您的最新訂單和未平倉倉位而建倉。

有什麼好處?

• 輕易使用輔助創建工具構建策略，或從頭開始對其進行編程 

• 在執行策略前，徹底測試及檢查您的策略 

•  即使您的電腦處於關機狀態，您的策略將繼續執行交易

如何獲得 ProOrder? 

ProOrder 是 ProRealTime 內的一項功能，所以您必須首先在帳戶中

激活 ProRealTime:

1. 登錄到您的 IG 帳戶

2. 進入「我的帳戶 > 設置 > 個人設置」

3. 向下滾動並激活 ProRealTime 
4. ProRealTime 一經啟用，您便可以從相同的部分激活 ProOrder
5. 關閉「我的帳戶」，然後單擊「工具」欄 

6. 選取 ProRealTime 啟動應用程序

需要多少費用?

ProOrder 是 ProRealTime 內的一項功能，所以無須額外收費。

我們對 ProRealTime 服務每日歷月收取 40 澳元的服務費，但如果您在

當月下達四筆或以上的交易，我們將退回該服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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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您的策略

建立 ProOrder 自動化交易策略有兩種方法︰ 

•  使用輔助創建工具 
•  從頭開始對您的策略進行編程

本指南將重點介紹輔助創建工具；該工具可以基於您所定義的參數自動生成代碼。有關如何從頭開始對您的策略進行編程的詳細信息，請參閱 
ProOrder 編程指南 (由 IT Finance 提供)。

如何使用輔助創建工具 

1.  在 ProRealTime 平台中，從「列表」窗口中選取市場，然後點擊  
 來打開一個圖表。

2. 選擇時間段

3.  要添加技術指標，以支持您的策略，在圖表窗口中單擊  按
鈕，然後從「指標」欄中選擇指標。您可以在「設置」窗口中為每

個指標編輯特定的變量。

4.  一旦您設置了圖表，再次單擊  按鈕。然後選取「回溯測試和

自動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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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輔助創建工具 (续)

5.  要創建一個新策略，選擇「新」。「交易系統建立」的對話框將 

打開。 

6.  為您的策略命名，並確保「輔助創建」欄被選取。 

7.  根據「輔助創建」選項，您可以指定您的策略參數，基於對以下策

略 (“leg”) 的觸發條件︰

 長倉︰

	 • 買入

	 • 賣出平倉

 短倉︰ 

	 • 賣空

	 • 買入平倉

 止蝕及限價盤

8.  選擇您要為上述哪個策略 (leg) 創建一個觸發條件，然後點擊相應的

按鈕。「輔助 ProBacktest 創建」窗口會彈出。

 9.  在「輔助 ProBacktest 創建」窗口中，選擇「添加條件」。然後單

擊圖表中的相關指標。

10.  使用「輔助 ProBacktest 創建」窗口中的下拉選單，為所選交易

策略 (leg) 設定觸發條件。您可以為每個 leg 添加多個條件。 

  您也可以在任何時候添加更多的技術指標，只要單擊圖表窗口的 
 按鈕即可。

11.  一旦您已經完成為所有相關策略 (leg) 創建條件，您便可以在「交

易系統創建」窗口中，選取「生成代碼」。然後，您將可以查看您

的策略的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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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您的策略

生成代碼後，您便可以通過在「交易系統創建」窗口的「 ProBacktest 」欄︳對歷史數據和理論值進行測試。

您可以定義:

• 您想投資的初始資本 
• 收取的點差或佣金 

• 保證金率 

•  任何風險管理的細節 (如︰最大倉位或交易規模) 

•  測試的開始和結束日期 (這將受到圖表時間段的影響，如︰即時圖

的時間段比一小時圖要短得多)

  另外還有一項「變量優化」功能，讓系統能夠利用一系列不同的設

置針對個別指標反覆進行後台的測試。藉此您可以判斷哪些設置的

表現最佳。 

 

一旦您定義了測試參數，單擊「ProBacktest我的系統」，便會產生一

個詳細的報告，列出該策略在指定時間內的表現，其中還包括資金曲

線、訂單列表和倉位直方圖等資料。 

如果您想修改您的策略，選擇「扳手」圖標  。這將帶您回到設置

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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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您的策略 

執行策略前，您首先需要準備進行自動化交易︰ 

1.    點擊您選擇的圖表上的  按鈕，並選擇「回測與自動 

化交易」。

2.  選擇您的策略，然後單擊「準備自動交易」按鈕，啟動 

「ProOrder 自動交易」窗口。 

  在這裡，您可以看到所有您為交易而準備的不同策略的概要 (包括

正在執行及沒有執行的策略)。 

3.  點擊「扳手」圖標  ，打開「交易 偏好設定」，在這裡您 

可以︰

	 •  設置可以在 24 小時內被觸發的最大交易數量 
	 •  對策略設置一個時間限制(天數) 

	 •  確定如果命令被拒絕 時執行重試的次數

	 •  選擇當策略結束時，您想維持倉位開啟或關閉

4.  尋找您要激活的策略的版本，當您準備好，選取「執行」。一個確

認窗口會彈出，您可以對您的策略代碼作最後一次的檢查，並且閱

讀風險警告信息。

5.  如果一切 就緒，單擊「執行交易系統」按鈕來執行您的策略。 

  請注意，所有正在運行的交易系統有一個有效期。如果在此日期

前，您沒有點擊「延長」，ProOrder 會自動停止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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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您的策略

如要管理您為交易準備的所有策略，請在頂部的選單，進入「交易 > ProOrder 自動交易」，打開 「ProOrder 自動交易」窗口。 

在這裡，您可以:

•  通過使用相關的「停止」按鈕停止個別策略 

•  使用「全部停止」按鈕停止所有的策略

•  通過選擇相關的「啟動」按鈕激活策略 
•  通過單擊「版本」日期檢查策略的代碼

您也可以點擊個別策略旁邊的  按鈕，以顯示以下信息:

•  統計歷史

•  訂單列表 
•  已關閉倉位列表 
•  倉位直方圖

•  資金曲線

自動化交易的注意事項 

在帳戶中執行自動交易策略前，您應考慮以下各點。

代碼質量
計算交易指標和執行訂單所需的時間取決於所使用的指標的複雜性，

以及它們被程序調用的方式。過度使用編程的循環會嚴重降低性能。

資金管理
回溯測試結果將大大受到不同的資金管理策略的影響，特別是利潤/虧

損的計算是基於參與交易的交易成本。

結合手動和自動交易
對於那些已設置自動化策略的市場，您仍然可以人手下達訂單，反之

亦然。通過其他 IG 平台並透過人手操作下達的訂單，將可能會出現在

不經意間平倉或強制開啟新倉位的情況。

針對單一市場的多種交易系統
在同一市場上執行多個交易系統，可能會導致新的強制平倉倉位。

有關可影響自動交易的因素的更多信息，請參閱 ProOrder 編程指南 

(由 IT Finance 提供)。

停止策略的情況

除了透過 ProOrder 自動交易畫面人手停止策略外，您的策略也有可能在以下情況中被自動停用︰

• 您有一個策略正在運行，而且您選擇關閉透過該策略開啟的其中一個倉位

• 由於您的帳戶資金不足以滿足現有倉位的保證金要求，我們將因此而關閉您的策略中的其中一個倉位

• 您的策略試圖下單交易，但由於資金不足，該筆交易遭拒絕

• 您的策略試圖下單交易，但該交易被一再拒絕，而且拒絕次數超過「交易喜好設置」窗口中所指定的次數

當策略被自動停用，透過該策略開啟的所有倉位將會維持開啟或會被關閉，這將視乎您在「交易喜好設置」窗口中所選擇的設定。策略一經停

用，該策略將再不會下達任何新交易。

本指南中的所有意見或例子不應被視為投資建議。我們提供此指南僅

旨在幫助您對自動交易系統進行編程和測試自己的想法。IG 提供的僅

為執行服務，並不提供任何形式的投資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