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alletsClub F2F FX PvP Handbook  

1. 什么是 WalletsClub 的 F2F 外汇交易？  

外汇交易市场是全球最⼤的 OTC 市场，每年的交割量⼤约在 3000 万亿美元左右，其中 70% 

以上是银⾏间交易。

F2F 外汇交易 = Financial Institution to Financial Institution Foreign Exchange Trade，即

⾦融机构与⾦融机构之间的外汇交易。

随着⾦融科技的发展，全球越来越多的⾮银⾏⾦融机构兴起了，⽐如电⼦钱包机构、跨境汇款

机构等，⾮银⾦融机构也有旺盛的外汇交易需求，⾮银⾦融机构的外汇交易⼀般有两种⽅法：

⾮银⾦融机构和银⾏进⾏对⼿⽅交易，选择和银⾏进⾏对⼿⽅交易的最主要动机是银⾏业的

外汇交易机制⽐较成熟，安全性好，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如交割速度慢、汇率损耗⾼（根据

银⾏的公开数据计算推测，和银⾏进⾏⼀笔对⼿⽅交易⼤约会损耗掉交易⾦额的 1%-3% 左

右不等，交易损耗的部分即成为银⾏的利润）。

⾮银⾦融机构和其他⾮银⾦融机构进⾏对⼿⽅交易，这种做法的优点和缺点同样明显，优点

是外汇交易价格好很多（毕竟去掉了银⾏这个中间商了），最⼤的⻛险在于安全性差，双边 

OTC 交易完全取决于双边的信任关系，缺乏有效的安全的交易机制，不出问题的时候⼀切

都很好，⼀旦出了问题对于交易的⼀⽅来说可能就是灭顶之灾，银⾏业经典的赫斯塔特⻛险

就是⼀个惨痛的历史教训。

WalletsClub 的 F2F 外汇交易机制（以下简称为 WCB-F2F）就是为解决第⼆种场景的问题⽽

设计的，我们采⽤的交易机制以及技术⼿段和全球银⾏业最⼤的的外汇交易平台 —— CLS 保

持⼀致，是外汇交易领域的国际标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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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B-F2F 不是⼀个外汇交易撮合平台，我们不负责撮合双⽅的外汇交易，外汇交易合约是交

易双⽅⾃⾏达成的（包括交易的货币对、汇率、交割时间等），WalletsClub 并不参与交易形

成过程中的任何环节，WCB-F2F 提供的是⼀种安全的资⾦交收机制，即交易双⽅达成了交易

意向之后，通过 WCB-F2F 进⾏通讯和资⾦交收（实际交收的资⾦亦不会经过 WalletsClub 的

账户，⽽是通过与 WalletsClub 合作的清算⾏来完成，细节在后⾯）。

⽤⼀句洋⽓的话来说就是：WCB-F2F 解决的是外汇交易中「最后⼀公⾥」的问题（如下

图）。

2. 使⽤ WCB-F2F 进⾏外汇交易有什么好处？  

对于外汇交易的双⽅来说，接⼊ WCB-F2F 平台来完成外汇交易的最后⼀公⾥（即交收）有⼏

个明显的好处：

安全性更⾼

交收速度更快

汇率收益更⼤

⽆头⼨压⼒

下⾯我们分别来具体说明⼀下。

2.1 安全性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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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安全性更⾼  

双边 OTC 外汇交易在最后⼀公⾥（即交收阶段）有⼀个巨⼤的⻛险 —— 对⼿⽅违约，如对⼿

⽅⽆法按时履约（⽐如资⾦被冻结了）甚⾄⽆能⼒履约（⽐如破产了）。

对⼿⽅违约这件事是没办法通过信任、合约来消除的，⼀旦对⼿⽅违约，即使有合同，受损失

的⼀⽅也要通过漫⻓的法律流程去解决，⽽此时损失已经发⽣了，这种后置的⻛险处置策略虽

然是有挽回本⾦的可能的，但却是成本极⾼且效率低下的。消除对⼿⽅⻛险的最好办法就是将

⻛险前置到资⾦实际交收前，即⽤⼀套安全的交易机制来确保对⼿⽅没有违约的机会和空间，

这样才能有效的保护⾃⼰的资产安全，即使因为对⼿⽅违约导致交易未能完成，⾄少⾃⼰的资

产是可以安全退回的。

WCB-F2F 为外汇交易的双⽅提供了⼀种 Payment versus Payment (PvP) 的交收机制，所谓 

PvP 即同步交收，这是⼀种标准化的为外汇交易提供的交收制度安排，涉及交易的两种货币均

于同⼀时间完成交割，简单说就是由⼀个独⽴的第三⽅来帮助交易双⽅进⾏资⾦的交收，任何

⼀⽅的资⾦不⾜额到位，外汇交易的实际资⾦交收都不会发⽣。

下⾯这张图对⽐了双边交易的⻛险以及 WCB-F2F 如何为你消除⻛险：

2.2 交收速度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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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交收速度更快  

外汇交收速度的快慢取决于两个核⼼因素：

交收链条的⻓短，交收链中的机构越多，交收速度越慢，反之越快，这是⼀个常识

时区的影响，机构间的实际资⾦交割是发⽣在银⾏账户体系之上的，时区让银⾏的⼯作时间

出现了错配，这是⼀个⽆法消除的物理障碍（我们不使⽤虚拟资产进⾏桥接，因为使⽤虚拟

资产做交收虽然消除了时区的限制，但是却带来了的资产价值波动⻛险，机构间外汇交易的

资产安全⾼于⼀切）。

⾮银⾦融机构之间在 WCB-F2F 上直接进⾏外汇交易，本地卖出、本地/异地买⼊，⼤⼤提升

了交收速度，异地买⼊的情况下，连跨境汇款的时间都省下来了，要知道银⾏业的跨境汇款可

没那么快。

下图对⽐了⾮银⾦融机构在和不同的对⼿⽅进⾏交易时的速度差异：

2.3 汇率收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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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汇率收益更⼤  

银⾏业好、做市商也好，在外汇交易的⽣态⾥本质上是⼀个中介机构，中介为作为卖⽅的买

⽅、买⽅的卖⽅提供了⼀系列居间服务，⾃然是需要赚取服务费的，⽽这个服务费通常会隐藏

在汇率中，买⼊价卖出价之间的差值（即 spread）就是中介的收益，收益的诉求当然是合理

的，但是这个差额对于⾮银⾦融机构来说成本其实⾮常⾼，根据银⾏的公开汇率数据推算，通

常银⾏买⼊⼀笔外汇再将其卖出，可以获得 1%-5% 不等的差额收益，这是⼀个⾮常简单的数

学题，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将各家银⾏的公开数据拿出来算⼀算即可得出结论。

如果⾮银⾦融机构间能互相交易，那么 1%-5% 的这部分原本的损耗就会变成⾃⼰的收益，本

质上是交易双⽅对外汇交易进⾏协商定价，只要成交价格落在银⾏的买卖汇率的 spread 范围

之内，对于双⽅⽽⾔就⼀定是划算的，这也是⼀个⾮常简单的数学题。

⾮银⾦融机构之间通过 WCB-F2F 直接进⾏外汇交易，消除了中间商，原本的汇率损失将⽴刻

变成汇率收益，汇率上腾挪出来的这部分的空间会成为⾮银⾦融机构在竞争中的价格优势。

下图对⽐了⾮银⾦融机构在和不同的对⼿⽅进⾏交易时的价格差异：

2.4 ⽆头⼨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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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头⼨压⼒  

WCB-F2F 不是⼀个外汇交易撮合平台，因此⽆需交易双⽅事先放置头⼨，只有当交易实际发

⽣时才需要按照平台的 Pay-in schedule 将资⾦存⼊清算⾏为交易双⽅开设的清算账户内，因

此对于交易双⽅来说，使⽤ WCB-F2F 进⾏外汇交易不存在任何的 Pre-fund 压⼒。

下图中的⻩⾊框内显示的即是交易流程中双⽅需要存⼊实际交易货币的阶段（下图所示为交易

双⽅的时差不超过 4 ⼩时，可以做到当天交收）：

3. 使⽤ WCB-F2F 进⾏外汇交易的流程是怎样的？  

⾮银⾦融机构参与 WCB-F2F 进⾏外汇交易主要由以下 4 ⼤步骤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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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我们具体分解⼀下这 4 个步骤：

3.1 注册成为成员机构  

⽬前，WalletsClub 只接受⾮银⾦融机构的接⼊，参与者成员机构分为两类：

交易参与者（Full Participant，以下简称 FP）：指使⽤ WCB-F2F 进⾏外汇交易的⾦融机

构，所有的交易参与者均为直接参与者，暂不⽀持间接交易参与者

结算参与者（Settlement Participant，以下简称 SP）：指为交易参与者提供清算账户和资

⾦交收服务的⾦融机构

（以下如⽆特殊说明，成员机构均指 FP）

交易参与者（Full Participant）、结算参与者（Settlement Participant）、WalletsClub

（Clearing House）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请看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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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参与者（Full Participant）需要满⾜以下⼏个条件：

参与者持有主体所在国家或地区颁发的⾦融牌照，如 MTO、EMI、SVF 等⾦融牌照

参与者具有良好的声誉，近⼀年内⽆重⼤处罚记录

参与者同意 WalletsClub 制定的交易准则和规范

参与者主体为⾮中国⼤陆境内⾦融机构且为⾮制裁国家的⾦融机构

参与者要有完善的反洗钱制度和流程，严格遵守所在国家的监管政策

符合以上条件的⾮银⾦融机构即可注册成为 WalletsClub 清算⽹络的交易参与者，我们会交

付：

⾦融通讯平台 API 的调⽤权限

消息及交易管理平台账户

各币种的清算账户

结算参与者（Settlement Participant）暂不开放申请。



3.2 开通清算账户  

FP 的清算账户设⽴在境外 SP 处，清算账户的开户主体为 FP，清算账户所有权归属 FP，FP 

授权 WalletsClub 操作清算账户。

例如，「成员机构-1」有 AUD、HKD、USD 的 FX 交易需求，则会分别在 AUS、HKG、USA 

的 SP 处设⽴三个币种的清算账户，如下图所示：

3.3 IT 系统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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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IT 系统对接  

交易参与者（Full Participant）、结算参与者（Settlement Participant）均需要按照标准接⼊ 

WalletsClub 的清算⽹络（即 WalletsNet），⼀个完整的 F2F 外汇交易流程（以 HKD/AUD 

外汇交易为例），各⽅需要互相交互的流程如下图所示（我们的消息基于 ISO20022 CLS 外汇

交易的标准消息格式，换句话说，我们为⾮银⾦融机构构建了⼀个和银⾏间外汇交易⼀模⼀样

的外汇交收系统，消息/报⽂的具体字段信息请参考我们的技术⽂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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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常交易



3.4 ⽇常交易  

IT 系统完成对接之后，以后交易双⽅的 OTC 外汇交易的资⾦交收部分就可以⾛ WCB-F2F 平

台实现 PvP 同步交收了，更安全、更快捷、更划算。

4. 关于交易费⽤  

对于每⼀笔 PvP 外汇交易的资⾦交收，WalletsClub 安排了灵活的收费⽅式，有两种模式：

按笔付费，该计费模型适⽤于交易量不⼤的参与者，交易多少付费多少。交易费⽤ = 交易⾦

额*k% + 固定通讯费（0.5 美元/笔），具体的 k 值⽐例请详询，通常不超过0.05（即万分

之五），最低收费 10 美元，最⾼收费 100 美元。

按⽉付费，该计费模型适⽤于交易量较⼤的参与者，交易量越多使⽤该计费模型越划算。交

易费⽤ = 5000 美元/⽉ + 通讯费（0.5 美元/笔）。

5. Case Study  

参与⽅假设如下：

交易参与⽅ 1：X-Remit，是⼀家位于澳⼤利亚的持牌汇款机构（即 MTO）

交易参与⽅ 2：Y-Pay，是⼀家位于中国⾹港的持牌储值⽀付机构（即 SVF）

结算参与⽅1：A-Bank，是⼀家位于澳⼤利亚的银⾏

结算参与⽅2：H-Bank，是⼀家位于中国⾹港的银⾏

场景假设如下：

X-Remit 和 Y-Pay 是合作伙伴关系，双⽅偶尔会进⾏ AUD/HKD 的 OTC 外汇交易

X-Remit、Y-Pay、A-Bank、H-Bank 均已经加⼊ WalletsClub 并完成了 IT 系统的对接

T⽇，X-Remit 和 Y-Pay 进⾏了⼀次跨境外汇交易，X-Remit 在澳⼤利亚卖出 10,000 

AUD，希望在⾹港收到 60,000 HKD; Y-Pay 在澳⼤利亚买⼊ X-Remit 的 10,000 AUD，

在⾹港向 X-Remit ⽀付 60,000 HKD。

⼀个完整的 F2F FX PvP 同步交收流程如下图所示（具体的报⽂请参考 WalletsClub 的技术⽂

档，内有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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