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派網教學丨新手如何利用Pionex賺取加密貨幣？
原文: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crypto-basics/how-to-use-pionex-to-earn-cryptocurrency

派網（Pionex）是當前適合新手的熱門交易平台之一，作為全球首家量化交易所，派網提供多種交易機器
人，讓一般投資者也能像國外的高階經理人一樣，用程式自動完成交易。從 PTT 論壇可以看到，現在有不
少人透過 Pionex 來賺錢。

本文是一篇新手派網教學，將為你介紹派網常用的交易機器人，以及如何利用它們來賺取加密貨幣。如果
你對 Pionex 感興趣，或不知道如何使用它，就一起看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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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交易所是什麼？

派網 Pionex 號稱全球第一個內建量化交易機器人的加密貨幣交易所，但是很多人都並不知道量化交易所
是什麼？因此，在開始派網的教學前，我們需要先對量化交易所有一個簡單的認識。

所謂的量化交易就是透過程式來進行自動交易，而程式的設計概念主要會包含以下四點：

嚴格的紀律與規範：可以克服人性貪婪與恐懼的缺點1.
完整的系統性：如此才能反覆回測驗證2.
反覆回測，運用概率分析取勝：反覆地在投資時紀錄數據，並運用這筆數據提高投資獲利的可能性3.
套利獲利：根據收集到的數據來分析標的價值，低買高賣，藉此獲利4.

派網（Pionex）的交易深度聚合了 幣安（Binance）、火幣（Huobi）等大型交易所的交易深度。它的
運作方式如下圖所示：

 

 

設定交易機器人

在派網上目前有16種免費使用的交易機器人，這些機器人令投資客們不再需要24小時盯盤也能跟隨市場保
持交易。在了解具體的交易機器人前，我們需要知道如何在派網中設定交易機器人。具體的操作步驟如下：

步驟一：手機APP點選右下角「我的」＞「安全」＞「google身分驗證器」，電腦網頁版的話，點主頁頭
像＞「Google Authenticator」。

步驟二：用手機去google play商店或app store下載「google authenticator」。

步驟三：下載好之後點選下一步，先複製派網提供給你的KEY，接著到google authenticator app去設定，



帳戶名稱填什麼都可以，把KEY貼在密鑰的欄位上，點選新增就可以生成動態密碼了!

步驟四：接著輸入6位數的動態密碼，點選下一步，把金鑰給抄好備份，就完成谷哥驗證器的設定了，之
後登入帳號、提現都需要輸入，用來加強你帳號的安全性。

派網交易機器人

以下將為您詳細介紹三種常用的交易機器人（網格交易機器人、 屯幣寶、期現套利）及其操作方法。

 

派網網格交易教學

1.什麼是網格交易？

網格交易是指將買單及賣單平均地掛在你設定的價格區間內，在區間內進行低買高賣的交易策略，加密貨
幣的價格震盪很大，所以滿適合使用這種交易策略的。
派網內建網格交易的機器人，你只需設定好網格交易的參數，機器人就會自動幫你掛好單，在你設定的價
格區間內低買高賣，自動套利。



網格交易示意圖

以下我們將通過一個簡單的例子來理解派網中的網格交易。

如果你設定BTC/USDT交易機器人，最低價填寫40000(USDT)，最高價填寫80000(USDT)，網格數填
寫150，則交易機器人會在比特幣價格4萬~8萬的價格區間內，將價格區間分為150等分，不斷地在這區間
內自動低買高賣，來回套利。

如果價格漲破或跌破網格價格區間，機器人就會停止交易，直到價格回到你所設定的區間
（40000~80000 USDT），機器人才會繼續開始交易。

2.網格交易的好處

（1）適合處於震盪行情的標的

只要當標的的價格低於或是高於我們設定的價格區間，網格機器人就會自動停止交易。不過只要標的價格
一直在我們的網格單區間內上下震盪，網格機器人就會一直按照設定的網格價格自動買進賣出。

靠網格機器人的交易策略規律地買進、賣出，就可以避免一般投資人面對震盪行情不斷追高、恐慌賣出的
心態。

（2）24 小時不間斷自動交易

網格機器人就可以幫你 24 小時自動買低賣高進行套利，特別適合像是加密貨幣這種 24 小時運行的市場。

3.如何設定網格交易機器人？

了解了網格交易後，我們應該如何設定網格交易機器人呢？以下是具體的操作步驟。

步驟一：點選交易＞量化交易＞選擇好自己想要交易的品項（想要交易比特幣的話，請選擇BTC/USDT），
再點選創建網格交易機器人。

步驟二：選擇要AI策略還是手動設定參數。若要手動設定，請填寫區間下限價格(最低價)及區間上限價
格(最高價)，以及網格數，再滑動要投入多少的資金後，點選創建機器人，機器人就設定完畢了，就會幫



你下單開始自動交易。

步驟三：如果要關閉機器人，直接止盈或止損，把你的幣都賣成USDT，點選訂單右上角的「關閉」即可。

4.網格天地單

網格指的就是網格交易工具，天地單指的是非常大的價格區間。它並不是工具的名稱，而是一種使用網格
工具的交易策略。不同的行情狀況，不同的交易策略，就會衍生出不同的網格使用方式，而網格天地單就
是其中一種。

設定一個價格區間很大的網格交易單，像是比特幣的價格區間設定在10000~100000 USDT，就不用太擔
心價格會跑出到設定的區間外，可以一直在這個區間內，藉由價格的震盪，不斷的高拋低吸，來回套利，
賺取價格波動的利潤。

建議開天地單可以把網格數設定到150，選擇等比網格模式，機器人交易起來會更有效率。

5.派網網格交易參數介紹

在許多交易所都有提供網格交易的功能，那再開單的過程中，會看到很多可以設定的參數。我們這邊也介
紹一些在開立網格單時，常見的參數有哪些：

Base / Quote1.
當我們今天開立一張 BTC/USDT 的網格單時，斜線前面的 BTC 就是我們要追蹤價格的幣種、準備
買進的標的，也就是 Base。斜線後面的 USDT 就是我們交易時使用的幣種，也就是 Quote。
總投入（總投資額）2.
總投入= 創建網格時所需的 Base 數量*當時價格+所需要的 Quote 數量。
也就是投入這張網格單的總資金，會包含準備買進標的的資金、手續費。
網格利潤3.
網格利潤 = 單個網格差價 * 單網格買入數量 * 已完成賣單數量
簡單說，就是網格機器人買低賣高創造出來的利潤。
浮動盈虧4.
浮動盈虧=（標的現在的價格 – 平均買入價格）* 持有標的數量
簡單說，就是你追蹤的標的，與現在市場價的落差。
總利潤5.
總利潤 = 網格利潤 + 浮動盈虧
網格年收益率6.
網格年收益率 =（網格利潤/總投入）/ (運行天數 * 365天)
總年化收益率7.
總年化收益率 =（總利潤/總投入）/ (運行天數 * 365天)
觸發價格8.
如果設立網格單的當下，標的價格並不在你的理想開單價格上。那就可以設定觸發價格，等到標的
價格達到觸發價格時，網格單才開始生效。

6.使用網格交易前需注意

（1）網格交易並非穩賺不賠

任何投資都是有風險的，網格交易也是。

假設我們開立網格單後，標的價格持續下跌，我們設定的網格單只要每碰到一格網格線，網格機器人就會
持續幫我們買進標的。那在下跌趨勢，一樣也會虧損。不過比起就將所有資金投入買進現貨的人，網格單
的交易策略跌幅是比較少的，因為是在價格下跌時分批買進，買進的平均價會比一開始 all in 的投資人還
低。

然而，如果要在下跌趨勢賺取價差，就可以開立「反向網格」、「做空網格」，那麼在價格下跌時反而是



會賺錢的。

（2）不適合「價格平穩」的標的

因為網格交易的策略，就是要在波動、震盪行情中，不斷地買低賣高，如果價格走勢很平穩，就不建議使
用網格交易策略

（3）網格交易存在手續費

需要注意的是，網格交易是存在手續費的。

每次價格碰觸到網格線，網格機器人自動幫你交易，是會收取手續費的！因此在震盪行情中，一買一賣，
就會收取 2 次手續費。

雖然震盪行情帶來的利潤不錯，但是手續費也是會需要考量的點。因此在選擇網格交易時，盡量選取手續
費低廉的交易所。

7.派網手續費是多少？

使用 Pionex 派網在市場上的掛單都是以 0.05% 手續費計算。

期現套利在提取利潤時，Pionex 派網收取 10% 收益為做手續費，如果沒有收益的話，則不會有手續費。

 

派網屯幣寶教學

1.什麼是屯幣寶？

屯幣寶，一種類似 ETF 的量化交易工具，讓投資人可以自由配置看好幣種的比重，透過定期的自動再平
衡機制，來幫你維持原來預設的風險，達到控制風險的目的。

屯幣寶的核心概念就是「再平衡」，透過幣種之間的價值波動來做平衡。在做資產配置時，都要定期的進
行資產再平衡的機制，簡單來說，就是定期調整投資組合間的比例，使其維持一開始所設定的比例。這樣
做的目的是讓我們的投資組合可以維持原本預期的「風險」，這是一種「控制風險」的策略，同時也可以
讓投資人「買低賣高」。

這就是一種賣出漲得快的資產，買入漲得慢的，高位止盈，低位加倉的投資策略。

派網的屯幣寶有提供雙幣模式與多幣模式兩種可供選擇。

2.屯幣寶雙幣模式

使用「雙幣模式」時，可以同時配置兩個幣種，其中包含現貨與槓桿代幣。現貨建議大家選擇長期看好的
優質幣種，市值越大的幣種風險相對較低。而槓桿代幣波動較大，屬於高風險衍生品，必須小心使用。

在「雙幣模式」下，兩個幣的倉位配置比例會直接默認為 1：1。

當兩個代幣間的價值出現波動時，機器人會自動平衡他們之間的價值，藉此賺取到波動間的利潤，並且持
續增加持幣量，累積更多籌碼。

如果你只看好一個幣種，那也可以選擇那一個幣種配上 USDT 美元穩定幣來使用屯幣寶，就會變成一個持
續進行「低買高賣」的機器人，與網格交易不同的是，屯幣寶沒有區間問題，只要幣種不歸零，就能持續
運行。



3.屯幣寶雙幣模式

使用「多幣模式」時，最多可以選擇 10 個幣種，也包含現貨與槓桿代幣。

與雙幣模式不同的是，你可以自由設定每個幣種的倉位佔比。所以假設你想選擇兩個幣種，但不希望是以
1：1 的比例做再平衡，就可以使用多幣模式來選擇兩個幣種並且自行設定比例分配，通常在幣價相對低
點時把持幣量比例提高會是更好的做法，會有類似抄底的效果，而上漲後能有更高比例的現貨可以賣出獲
利。

高級設定中可以選擇兩種平衡模式，分別為定時平衡與佔比變化，定時平衡為固定時間監測平衡狀態，而
占比平衡則是當幣種之間價值差距達到設定的占比以上才進行再平衡。

值得一提的是，派網在多幣模式下有提供「指數廣場」，裡面有許多已經做好幣種選擇以及比例配置的指
數，適合想使用屯幣寶但又不知道如何挑選幣種的朋友。

4.如何設定屯幣寶？

（1）雙幣模式

步驟一：進入派網app，選擇最底下的「交易」，接著最上面選擇「量化交易」，在選擇「雙幣模式」。
直接選擇你要的幣種。完全的新手，推薦開BTC和ETH。

步驟二：點進選擇幣別，你會看到「現貨」和「槓桿代幣」。槓桿代幣屬高風險衍生品，新手不建議使用。
這裡選擇「現貨」，點選你要的幣，輸入投資額，點擊創建機器人，即完成設定。

（1）多幣模式

步驟一：進入派網app，選擇最底下的「交易」，接著最上面選擇「量化交易」，在選擇「多幣模式」。
進入「手動設定」，點選「新增幣種」。

步驟二：選好你要的幣種以及各自的占比，輸入投資額完成。你也可以做進階的設定，如觸發價格及自動
平衡設定。

步驟三：設定觸發價格，輸入你欲開立個幣別的觸發價格。如果你的觸發價格開太低，可能很久屯幣寶都
無法建倉完成。

步驟四：建議開啟自動平衡，機器人才會自動幫你執行再平的操作。平衡模式分為「定時平衡」及「占比
變化」。定時平衡模式，是每間固定時間，機器人會進行資產占比再平衡的操作。占比變化，則是每種幣
種佔比變化大於設定的值時，機器人會進行資產占比再平衡的操作。隨你的喜好挑選一中一個模式即可。

5.使用屯幣寶前需注意

屯幣寶為非保本型投資產品，幣種波動越大風險越高1.
波動量需要達到該貨幣的「最小交易單位」時才會進行調整。2.
多幣模式最多 10 個幣種。3.
多幣模式下，選擇 X 個幣種，最低就要投入 X * 100 USDT。4.
如果一個幣歸零，則會全部轉買這個幣來平衡，所以一定要慎選幣種5.

 

派網期現套利教學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crypto-basics/2022-top-10-global-virtual-currency-exchange-rankings


1.什麼是期限套利?

在加密貨幣交易市場裡，幣價的漲跌都很大，不管是買多或賣空，盯盤的心情就像坐雲霄發車一樣。如果
想要在加密貨幣交易市場賺取穩定的獲利，可以選擇一種新的低風險每 8 小時收益法：期現套利。

現在的加密貨幣交易所裡面不只買賣加密貨幣 (比特幣、以太幣、萊特幣) 還發展出期貨合約，就像傳統
金融交易一樣，可以購買未來上漲或下跌的期貨合約，而加密貨幣的期貨合約有一種特別的合約是沒有到
期日的，我們稱之為「永續合約」。

在 BTCC 交易永續合約
在「永續合約」裡面因為長期多方大於空方，所以多方需要給空方一點「資金費率」，因為此機制而產生了
「期現套利」的獲利機會，也可以稱之為「資金費率套利」。

「期現套利」是利用購買對等價值的現貨與放空永續合約來抵消盈虧，進而穩定賺取「資金費率」的獲利
機制。目前加密貨幣的「期現套利」通常年化收益大約在 5 -50 % 之間，選懌不同幣種可以參考前 180
天的歷史收益當作參考。

2.期現套利有什麼風險？

因為合約交易的方向是「做空」，如果當幣價上漲時，有槓桿的做空合約就會面臨保證金不足的問1.
題，當保證金不足時，系統會「強制平倉」，而強制平倉還會多付一些清算費用。
當被強制平倉之後，如果沒有即時補上新合約，帳戶上就會只有現貨的單邊行情，此時幣價下跌時，2.
帳戶資產也會縮水。
可以在即將強制平倉之前，手動平倉做空合約，再補上新的做空合約，但會產生些許的交易手續費。3.
當幣價在熊市時，合約做空的人較多，原本獲取資金費率會轉為付出資金費率，雖然沒有強制平倉4.
的風險，但變成付出費用，而且熊市愈久，付出金額愈多。

以上這些風險，如果是人工盯盤而無法即時調整合約時，就會發生強制平倉的風險，如果可以交由機器人
來幫忙調整合約的話，那就可以避免被強制平倉了。

3.派網期現套利機器人

Pionex 派網是第一個在市場上提供期現套利機器人的服務商。使用機器人就是為了節省人力時間，它可以
幫助你執行以下操作：

24 小時監測倉位，確保多單現貨部位與空單合約部位一致。
合約空單部位接近強制平倉時，自動調整倉位。
當期現價差不符合條件時，會暫時停止建倉，等待價差有合理收入時，才重新建倉。

4.如何設定期現套利機器人？

派網內建期現套利機器人，幫助不會自己套利的人，可以透過機器人去套取年化高達50%的資金費率。具
體的操作步驟如下：

步驟一：點選套利，再點選「新建套利」。

步驟二：選擇要進行期現套利的幣種品項，再滑動要投入多少的資金後，點選創建機器人，機器人就設定
完畢了，就會幫你下單自動進行期現套利，派網是在幣安下單的，所以每8個小時可以收到一次資金費率。
（高級設定的部分一般來說設定兩倍槓桿就好，期現價差設定-0.1%，代表永續合約比現貨還要低0.1%就
暫時不會幫你建立新的部位)

步驟三：如果要關閉機器人，點選訂單右上角的「關閉」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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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以上就是關於派網教學的全部內容了，希望對各位讀者有所幫助。

如果你想學習更多有關加密貨幣的資訊，可以進入 BTCC 學院 及 資訊 頁面進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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