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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服务包含的产品是以保证金进行交易，并且存在亏损资金超过初始入金的风险。产品并不适合所有人——请务必完全了解涉及的风险。

交易机制
报价惯例: USD

符号: $ 或 US $

货币昵称: 美钞

趣闻：美元不仅用作美国的官方货币，也是英属维尔京群岛、荷兰

加勒比海属地、东帝汶、厄瓜多尔、萨尔瓦多、马绍尔群岛、密克

罗尼西亚、帕劳、巴拿马、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的官方货币。

最活跃的交易货币对
2004 2007 2010 2013

EUR/USD 28% 27% 28% 24%
USD/JPY 17% 13% 14% 18%
GBP/USD 14% 12% 9% 9%
AUD/USD 5% 6% 6% 6%
USD/CHF 4% 5% 4% 3%
USD/CAD 4% 4% 5% 7%

* 国际清算银行2013年三年期外汇报告

最活跃的交易时间
3:00AM ET / 7:00 GMT, 伦敦开盘
8:30AM ET / 12:30 GMT, 美国经济数据

美元简介 
美元是美国的官方货币。87%的货币交易涉及美元。美元不仅是世

界上主要的储备货币，而且超过25个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

*国际清算银行2013年三年期外汇报告

中央银行–美联储 (FED)
职责：稳定物价和充分就业
创建时间：1913
央行行长：Jerome Powell(2018– 至今)接任Janet Yellen(2014– 
2018) 

一般经济统计数据
2014 GDP 估算*: 17.46 万亿美元
人口*: 319 亿*
利率**: 0% – 0.25%
通胀率***: 0.2%
贸易差额†: $41.9B 亿美元赤字
*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2015年9月），**美联储2015年9月，***劳工统计
局，2015年8月，美国经济分析局，2015年9月。

市场走势经济数据   
(按字母顺序  )

重要相关性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DJIA）或许是世界上最受认可的交易品名
称，过去几年，USD/JPY一直紧跟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  消费者与生产者物价指数 .  消费者信心指数（美国大型企
业咨商会、UM/路透社、IBD/
TIPP） .  联邦利率决议，预测，新闻发 
布会 
 

 .  GDP （国内生产总值） .  非农就业数据 .  零售额 .  服务业与制造业ISM、PMI .  贸易差额 .  美国财政部国际资本流动报告 
(TIC)

*过去的表现不代表将来的结果
来源：FOREX.com

 来源: FOREX.com

EUR/USD 每月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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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服务包含的产品是以保证金进行交易，并且存在亏损资金超过初始入金的风险。产品并不适合所有人——请务必完全了解涉及的风险。

澳元简介

交易机制
报价惯例: AUD
符号: $ 或 A$
平均值: 1 AUD = 0.70 USD 或 1 USD = 1.42 AUD*
每手100k的点值: USD 10
货币昵称: Aussie, Wallaby
趣闻: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第一个拥有完整钞票体系的国家，钞票是
由塑料制成，而不是传统的纸张或纤维。
*截止2015年9月

最活跃的交易时间
7:00PM ET / 23:00 GMT, 东京开盘
7:30PM ET / 23:30 GMT, 澳元经济数据公布
8:30AM ET / 12:30 GMT, 美国经济数据公布

主要货币对交叉盘
 . AUD/JPY . AUD/NZD . AUD/CAD 

澳元是澳大利亚的官方货币。根据国际清算银行2013年三

年期外汇报告，AUD/USD按成交量是第五大最活跃的交

易货币对。

中央银行–澳大利亚储备银行 (RBA)
职责：稳定低水平通货膨胀（1-3%的目标）
创建时间：1959
中央银行行长：Philip Lowe（2016– 至今）接任
Glenn Stevens（2006– 20166)

一般经济统计数据
2014 GDP 估算*: USD 1.1 万亿美元
人口*: 2270万
利率**：2.00%
通胀率***：1.5%
贸易差额***：A$4400万赤字
*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2015年9月），**澳洲储备银行，2015年9月，

***澳大利亚统计局，2015年9月。

市场走势经济数据
(按字母顺序)

重要相关性
许多来源提到了黄金和AUD/USD的相关性，但实际上白银更加紧
密相关*

 . 消费者与生产者物价指数 . 就业人数变化 . GDP (国内生产总值) 
 . 澳洲储备银行利率决议 . 零售额

来源：FOREX.com

*过去的表现不代表将来的结果

来源：FOREX.com

AUD/USD 10 年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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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服务包含的产品是以保证金进行交易，并且存在亏损资金超过初始入金的风险。产品并不适合所有人——请务必完全了解涉及的风险。

中央银行–欧洲中央银行 (ECB)
职责：维持并稳定物价
创建时间：1998
中央银行行长：MarioDraghi(2011– 至今)接任
Jean-ClaudeTrichet(2003–2011)

一般经济统计数据
2014GDP估算*：仅欧元区--USD13.40万亿美元
欧盟– USD18.46万亿美元
人口*：仅欧元区–3.38亿
欧盟– 5.08亿
利率**：0.05%
通胀率***：0.2%
贸易差额***：EUR263亿盈余
*世界银行，**欧洲中央银行（2015年9月），***欧盟统计局（2015年9月)

市场走势经济数据 
(按字母顺序) . 欧洲央行利率决议 . 德国物价指数 . 德国GDP（国内生产总值） . 德国IFO（商业信心指数) . 德国失业率 . 制造业与服务业PMI

重要相关性
虽然德国股票市场（DAX）和法国股票市场（CAC）以外的股票市
场更大，西班牙股票市场（IBEX）与EUR/USD相关性更大。*

欧元简介
欧元是欧盟19个成员国的官方货币，统称为欧元区。欧元交易人口仅次于美元，
位居第二，全球33%的交易涉及欧元，而在2010年，更是有39%的交易涉及欧
元。*

*国际清算银行2013年三年期外汇报告

欧元区成员国*

* 截止2014年12月

 . 奥地利 . 比利时  . 塞浦路斯 . 爱沙尼亚 . 芬兰  . 法国 . 德国 

 . 希腊 . 爱尔兰 . 意大利 . 拉脱维亚 . 立陶宛 . 卢森堡  . 马耳他 

 . 荷兰 . 葡萄牙 . 斯洛伐克 . 斯洛文尼亚 . 西班牙

交易机制
报价惯例: EUR
符号: €
平均值: 1 EUR = USD 1.12 或 1 USD = 0.89 EUR*
每手100k的点值: USD 10
货币昵称：反美元、Fiber
趣闻：欧元钞票的尺寸增加与价值有关。例如，€10的尺寸比€5
大，€20比€10大，以此类推，€500的尺寸最大。
* 截止2015年9月

最活跃的交易时间
3:00AM ET / 7:00 GMT, 伦敦开盘
4:00AM ET / 8:00 GMT, 经济数据
8:30AM ET / 12:30 GMT, 美国经济数据

主要货币对交叉盘.EUR/GBP     .EUR/CHF       .EUR/JPY

来源: FOREX.com
来源: FOREX.com

EUR/JPY 10 年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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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服务包含的产品是以保证金进行交易，并且存在亏损资金超过初始入金的风险。产品并不适合所有人——请务必完全了解涉及的风险。

交易机制
报价惯例: GBP
符号: £
平均值：1GBP=USD1.54或1USD=0.65GBP*
每手100k的点值：USD10
货币昵称：Sterling、Pound或Quid
趣闻：英国货币是世界上仍然使用的最古老的货币，实际上比英格
兰还要古老。英镑源自8世纪的麦西亚王国，这个王国位于现在的
英格兰中心。
*截止2015年9月

最活跃的交易时间
3:00AM ET / 7:00 GMT, 伦敦开盘
4:30AM ET / 8:30 GMT, 英国经济数据公布
8:30AM ET / 12:30 GMT, 美国经济数据公布

主要货币对交叉盘
 . EUR/GBP . GBP/CHF . GBP/JPY

英镑简介
英镑是英国的官方货币，仅次于美元和欧元，可能是最广泛持有的储备货

币。伦敦是最大的外汇交易中心，拥有40%以上的全球成交量。*

* 国际清算银行2013年三年期外汇报告

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 (BoE)
职责：稳定物价；通胀率维持在2%以下
创建时间：1694
 

一般经济统计数据
2014GDP估算*：USD2.43万亿美元
人口*：6370万
利率**：0.5%
通胀率***：0.1%
贸易差额***：GBP33.7亿英镑赤字
*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英格兰银行，2015年9月，***英国国家统计局，2015

年9月。

市场走势经济数据 
(按字母顺序)

 . 英格兰银行利率决议 . 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就业） . 消费者物价指数 . GDP (国内生产总值) . 工业生产指数 . 零售额

重要相关性
英国经济通过地区和欧盟成员国与欧盟区经济存在着必然的联
系。*

来源: FOREX.com

*过去的表现不代表将来的结果
来源: FOREX.com

GBP/JPY 10 年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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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服务包含的产品是以保证金进行交易，并且存在亏损资金超过初始入金的风险。产品并不适合所有人——请务必完全了解涉及的风险。

交易机制
报价惯例: CAD
符号: $ 或 C$
平均值：1CAD=USD0.76或1USD=1.32CAD*
每手100K的点值: USD 7.57
货币昵称: Loonie
趣闻：早在1987年，加拿大1元硬币的最初设计本来是美洲土著和
船夫乘独木舟顺流而下的图案，但是在从渥太华铸币厂到温尼伯铸
币厂的运输过程中印模丢失（或被盗），再也没有找到。由于担心
伪造货币，最后一刻设计修改成白嘴潜鸟（common loon），从
此加拿大元也被称为Loonie。
* 截止2015年9月

 

最活跃的交易时间
7:00AM ET / 11:00 GMT, 加拿大经济数据公布
8:30AM ET / 12:30 GMT, 美国经济数据公布

主要货币对交叉盘
 . GBP/CAD . CAD/JPY . EUR/CAD 

 
 

加元简介
加元是加拿大的官方货币。根据国际清算银行2013年三年期外汇报

告，USD/CAD按成交量是第五大最活跃的交易货币对。

中央银行–加拿大银行 (BoC)
职责：稳定价格；通胀率维持在2%以下
创建时间：1934

一般经济统计数据
2014GDP估算*：USD1.579万亿美元
人口*：3480万
利率**：0.50% 
通胀率**：1.3%
贸易差额***：CAD 6亿加元赤字
* 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2015年9月**加拿大银行，2015年9月，***加拿大统计
局，2015年9月。

市场走势经济数据 
(按字母顺序)

 . 加拿大银行利率决议 . 消费者物价指数 . 就业人数变化 . GDP (国内生产总值) . IVEY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 . 零售额 

重要相关性
由于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重要资源供应国，过去十年，西德克萨斯
中质原油（WTI）一直是加元走强的可靠标尺。*

来源: FOREX.com

*过去的表现不代表将来的结果

来源：FOREX.com

USD/CAD 10 年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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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服务包含的产品是以保证金进行交易，并且存在亏损资金超过初始入金的风险。产品并不适合所有人——请务必完全了解涉及的风险。

交易机制
报价惯例: CHF
符号: ₣
平均值：1CHF=1.03USD或1USD=0.97CHF*
每手100K的点值：USD10.31
货币昵称：Swissie（Swissy）
趣闻：瑞士法郎的缩写CHF源自瑞士的拉丁名称Confoederatio 
Helvetica。
* 2014截止2014年12月

最活跃的交易时间
3:00AM ET / 7:00 GMT, 伦敦开盘
1:45AM ET / 4:45 GMT, 瑞士经济数据公布
8:30AM ET / 12:30 GMT, 美国经济数据公布

主要货币对交叉盘
 . EUR/CHF . CHF/JPY . GBP/CHF 

瑞士法郎简介
瑞士法郎是瑞士的官方货币。根据国际清算银行2013年三年期外汇报

告，USD/CHF按成交量是第六大最活跃的交易货币对。

一般经济统计数据
2014GDP估算*：USD4447亿美元
人口*：806万
利率**：-0.75%
通胀率***：-1.40%
贸易差额***：CHF37.4亿瑞士法郎盈余
* 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2015年9月，**瑞士国家银行，2015年9月，***瑞士联
邦统计局，2015年9月。

市场走势经济数据 
(按字母顺序)

重要相关
EUR/USD和USD/CHF几乎完全相反:*

 . 消费者物价指数 . GDP (国内生产总值) . KoF 领先指数 

 . 零售额 . 瑞士国家银行利率决议 . UBS 消费指数

重要提示：从2011年9月开始，瑞士国家银行将EUR/CHF的“下
限”设为1.20，从根本上保证采用任何必要的手段将该货币对维持
在这一价位以上。不过，2015年1月，EUR/CHF出乎意料地抛弃
了1.20的下限，导致货币市场见证了一些最疯狂的举动。 中央银行–瑞士国家银行 (SNB)

职责：维持价格稳定；通胀目标低于2%
创建时间：1907

来源: FOREX.com

*过去的表现不代表将来的结果

来源：FOREX.com

USD/CHF 10 年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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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服务包含的产品是以保证金进行交易，并且存在亏损资金超过初始入金的风险。产品并不适合所有人——请务必完全了解涉及的风险。

交易机制
报价惯例: JPY
符号: ¥
平均值: 1 JPY = USD 0. 0083 或 1 USD = 120 JPY*
每手$100,000的点值: USD 8.29
货币昵称: Yen

趣闻：1日元硬币100%铝制，可以漂浮在水上，完全让人们投币许
愿的行为失效。
* 截止2015年9月

最活跃的交易时间
7:00PM ET / 23:00 GMT, 东京开盘
7:30PM ET / 23:30 GMT, 日元经济数据公布
8:30AM ET / 12:30 GMT, 美国经济数据公布

主要货币对交叉盘
 . EUR/JPY . NZD/JPY . GBP/JPY . CAD/JPY . AUD/JPY . CHF/JPY

日元简介
USD/JPY是外汇市场第二大最活跃的交易货币对。*日元是日本的官方货币，成

交量仅次于EUR/USD。*

* 国际清算银行2013年三年期外汇报告

中央银行–日本银行 (BoJ)
职责：维持价格和金融体系稳定
创建时间：1882

一般经济统计数据
2014GDP估算*：USD4.807万亿美元
人口*：1.271亿
利率**：0%-0.10%
通胀率***：0.20%
贸易差额***：JPY2680亿赤字
*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2015年9月**日本银行，2015年9月，***日本统计

局，2015年7月。 

†日本财务省，2015年9月。

市场走势经济数据
(按字母顺序)

 . 日本银行利率决议 . 消费者物价指数（全国和东京） . GDP (国内生产总值) . 家庭支出 . 零售额 . 短观报告

重要相关性
日本股市（日经指数）通常和USD/JPY波动一致*

¥

来源: FOREX.com

*过去的表现不代表将来的结果
来源：FOREX.com 

USD/JPY 每月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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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服务包含的产品是以保证金进行交易，并且存在亏损资金超过初始入金的风险。产品并不适合所有人——请务必完全了解涉及的风险。

交易机制
报价惯例: NZD
符号: $ 或 NZ$
平均值: 1 NZD = USD 0.63 或 1 USD = 1.59 NZD*
每手100K的点值: USD 10
货币昵称: Kiwi

趣闻: 新西兰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权把霍比特人的图片放到货币上
的国家。
* 截止2015年9月

最活跃的交易时间
7:00PM ET / 23:00 GMT, 东京开盘
7:30PM ET / 23:30 GMT, 新西兰经济数据公布
8:30AM ET / 12:30 GMT, 美国经济数据公布

主要货币对交叉盘
 . EUR/NZD . NZD/JPY . AUD/NZD

新西兰元简介
新西兰元是新西兰的官方货币。在八种主要货币中的利率最高，但是根据国际

清算银行2013年三年期外汇调查，新西兰元的实际成交量低于人民币和墨西

哥比索。

中央银行–新西兰储备银行 (RBNZ)
职责：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有效性
创建时间：1934

一般经济统计数据
2014GDP估算*：USD1587亿美元
人口*：440万
利率**：2.75%
通胀率***：0.4%
贸易差额***：NZD6.49亿新西兰元赤字 

*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2015年9月，**新西兰储备银行，2015年9月，***新西兰

统计局2015年第三季度，新西兰统计局2015年9月

市场走势经济数据 
(按字母顺序R)

重要相关性
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共享一个地区、文化、起源，经济很相似，
因此他们的货币也呈现较强的正相关性。*

 . 消费者物价指数 . 就业人数变化 . GDP (国内生产总值) 

 . 新西兰储备银行利率决议 . 零售额 . 贸易差额

来源: FOREX.com

*过去的表现不代表将来的结果

来源：FOREX.com 

NZD/USD 每月图表

https://www.jiasheng-jitua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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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服务包含的产品是以保证金进行交易，并且存在亏损资金超过初始入金的风险。产品并不适合所有人——请务必完全了解涉及的风险。

现在就通过FoREX.com嘉盛集团开始交易

通过在FOREX.com嘉盛集团的交易账户，获取最新的市场

分析，交易建议和技术分析。只需5分钟，立即开立账户!

开立一个真实账户

开立一个模拟账户

通过无风险的模拟账户，测试您的交易策略和查看我们所

提供的具有竞争力的点差报价。

提交开户申请

注册模拟账户

https://www.jiasheng-jituan.com/cn/
https://www.jiasheng-jituan.com/cn/open-an-account/
https://www.jiasheng-jituan.com/cn/open-forex-demo-account/


 

中文咨询号码
400-8428138

FOREX.com 是嘉盛全球市场有限公司（GAIN Global Markets, Inc. “GGMI”）的交
易名，GGMI受英属开曼群岛金融管理局监管（许可证号码：25033）外汇和其他杠
杆交易存在高风险，这些产品不一定社和每一位投资者。增加杠杆的同时增加风
险。现货黄金和白银不受《美国商品交易法案》的监管。差价合约(CFDs) 不对美
国居民提供。 

在线中文聊天 联系我们

嘉盛微信

https://www.jiasheng-jituan.com/cn/index.html
https://www.jiasheng-jituan.com/cn/live-chat/
http://www.jiasheng-jituan.com/cn/support/
https://www.jiasheng-jituan.com/~/media/forex/images/global/footer/weechat-qr.sv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