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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在商业、经济和投资领域，流动性是指个体能够在不遭受⼤幅价格损失的情况下，快速买入或卖

出标的物的衡量指标。成熟市场应当长期保持较优的流动性。类似于证券交易，在数字资产⼆级市

场，流动性对于投资者⽽⾔至关重要。此外，同⼀种数字资产，往往在众多交易所同时挂牌交易。

因此，选择⼀个流动性良好的交易所，是投资者（尤其是那些⼤体量资⾦投资者）必须要做的功

课。TokenInsight 交易所流动性数据平台的推出⽬的，是为帮助投资者更精准、更便捷的观察交易所

的流动性。 

评价维度 

TokenInsight 交易所流动性得分通过计算交易所指定交易对的盘⼜深度及滑点数据，并结合交易

对数量（仅合约交易），交易量（仅合约交易）和未平仓量（仅合约交易）等数据综合获得。所有

数据均通过交易所公开市场 API 获得，任何⼈均可通过公开 API 接⼜，根据 TokenInsight 所⽤⽅法

重复验证流动性得分计算过程。 

现货交易所流动性得分 
现货交易所流动性得分计算公式： 

   

其中： 

，即 ，表⽰交易所 i 的流动性得分︔ 

 表⽰ i 交易所的调整系数。  由交易所数据返回形态和⽹页浏览量决定︔ 

 表⽰交易所中交易对 i 的盘⼜流动性得分。 

 — 交易所调整系数 

 主要考虑两个因素：交易所接⼜返回数据形态分布特点与⽹页浏览量。 

• 交易所接⼜返回数据形态分布特点，指返回数据是否正常合理。例如，交易所 Trades 接⼜中返

回的逐笔成交数据分布是否合理，逐笔成交的交易量，交易时间以及其他数据特点是否存在异常

状态。具体关于这部分的分析详可参阅《TI-交易所真实交易量研究报告》。 

• ⽹页浏览量也作为交易所的流动性得分调整因⼦。 TokenInsight 在交易所流动性得分计算⽅法

中采⽤第三⽅ SimiliarWeb 监控的⽹页流量数据作为数据源。 

L SExi = αi ∑ OBScorepai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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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盘⼜流动性得分 

盘⼜（OrderBook）流动性得分的计算分成以下步骤： 

1. 计算每个交易所，同⼀个基础币种的流动性得分︔ 

2. 流动性得分的计算包含两个维度：深度和滑点︔ 

3. 在某⼀个时间点获取所有交易所同⼀个 Base 下的所有交易对盘⼜截⾯数据︔ 

4. 通过计算当前市场价格下万五，千⼀以及千⼆价格范围内的所有订单价值总和，并且统⼀成

同⼀单位，获得每个交易对的万五，千⼀以及千⼆价格范围内深度数据︔ 

5. 根据深度数据的最⼤值和最⼩值计算差值，并将确定每⼀单位得分对应的深度数据⼤⼩︔ 

6. 给每⼀个交易对的深度三个深度分别赋值，计算三个深度下的得分︔ 

7. 计算滑点：分别采⽤5万和30万美元的⾦额对上述获取的盘⼜截⾯数据进⾏“压⼒测试”（也就

是模拟砸盘），然后计算单次压⼒测试的滑点数值︔ 

8. 按照上述5、6步骤计算出两个⾦额对应的得分︔ 

9. 将上述计算得到的五个得分平均，获得交易所单个交易对的流动性得分 ︔ 

交易对得分通过对比所有交易所的相同基础币种计算获得，以比较不同交易市场内同币种流动性

情况。 

由于不同交易所 API 接⼜标准不同，交易所 Orderbook 接⼜返回的深度档位不同（如当前

Coinbase 现货可以返回所有深度，⼤约接近1万档︔Kucoin 同样提供 Level3 Orderbook 数据返回全量

订单簿︔Binance 返回5000档︔Huobi Global 至多返回150档︔OKEx 返回200档等等）︔以及合并深

度精度在不同交易所不能统⼀等原因，采⽤固定档位判断深度⼗分不合理。因⽽我们选择万分之⼀

深度，千分之⼀深度，以及千分之⼆深度。 

在实际计算过程中，盘⼜流动性数据采⽤10分钟获取⼀次的⽅式，这意味着10分钟计算⼀次得

分。然后再将⼀⼩时内计算的6次得分取平均值，作为⼀⼩时的最新得分。 

OBScore

OB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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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品交易所流动性得分 
衍⽣品流动性得分计算公式： 

 

其中： 

，即 ，表⽰交易所 i 的流动性得分︔ 

 表⽰ i 交易所的调整系数。 由交易所数据返回形态和⽹页浏览量决定︔ 

 表⽰交易对的盘⼜、未平仓量以及交易量占交易所最终流动性得分权重，80%︔ 

 表⽰交易所中交易对 i 的盘⼜流动性得分，  表⽰盘⼜流动性得分权重，50%︔ 

  表⽰交易所中交易对 i 的未平仓量得分︔  表⽰未平仓量得分权重，25%︔ 

 表⽰交易所中交易对 i 交易量得分︔  表⽰交易量得分权重，25%︔ 

 表⽰交易所 i 交易对数量得分︔  表⽰交易对数量得分权重，20%︔ 

 — 交易所调整系数 

 主要考虑两个因素：交易所接⼜返回数据形态分布特点与⽹页浏览量。 

• 交易所接⼜返回数据形态分布特点，指返回数据是否正常合理。例如，交易所 Trades 接⼜中返

回的逐笔成交数据分布是否合理，逐笔成交的交易量，交易时间以及其他数据特点是否存在异常

状态。具体关于这部分的分析详可参阅《TI-交易所真实交易量研究报告》。 

• ⽹页浏览量也作为交易所的流动性得分调整因⼦。 TokenInsight 在交易所流动性得分计算⽅法

中采⽤第三⽅SimiliarWeb监控的⽹页流量数据作为数据源。 

  — 盘⼜流动性得分 

盘⼜（OrderBook）流动性得分的计算分成以下步骤： 

1. 计算每个交易所，同⼀个基础币种的流动性得分︔ 

2. 流动性得分的计算包含两个维度：深度和滑点︔ 

3. 在某⼀个时间点获取所有交易所同⼀个 Base 下的所有交易对盘⼜截⾯数据︔ 

LSExi = αi{Wl * ∑ (WOB * OBScorepairi + WOI * OIScorepairi + WTV * T VScorepairi)} + W#Pairs * PairsScoreExi

L SExi L iqu i d i t y_ Scor eExchangei

αi αi

Wl

OBScor epairi WOB

OIScor epairi WOI

T VScor epa iri WT V

PairsScor eExi W#Pairs

α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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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过计算当前市场价格下万五，千⼀以及千⼆价格范围内的所有订单价值总和，并且统⼀成

同⼀单位，获得每个交易对的万五，千⼀以及千⼆价格范围内深度数据︔ 

5. 根据深度数据的最⼤值和最⼩值计算差值，并将确定每⼀单位得分对应的深度数据⼤⼩︔ 

6. 给每⼀个交易对的深度三个深度分别赋值，计算三个深度下的得分︔ 

7. 计算滑点：分别采⽤5万和30万美元的⾦额对上述获取的盘⼜截⾯数据进⾏“压⼒测试”（也就

是模拟砸盘），然后计算单次压⼒测试的滑点数值︔ 

8. 按照上述5、6步骤计算出两个⾦额对应的得分︔ 

9. 将上述计算得到的五个得分平均，获得交易所单个交易对的流动性得分 ︔ 

交易对得分通过对比所有交易所的相同基础币种计算获得，以比较不同交易市场内同币种流动性

情况。 

由于不同交易所 API 接⼜标准不同，交易所 Orderbook 接⼜返回的深度档位不同（如当前

Coinbase 现货可以返回所有深度，⼤约接近1万档︔Kucoin 同样提供 Level3 Orderbook 数据返回全量

订单簿︔Binance 返回5000档︔Huobi Global 至多返回150档︔OKEx 返回200档等等）︔以及合并深

度精度在不同交易所不能统⼀等原因，采⽤固定档位判断深度⼗分不合理。因⽽我们选择万分之⼀

深度，千分之⼀深度，以及千分之⼆深度。 

在实际计算过程中，盘⼜流动性数据采⽤10分钟获取⼀次的⽅式，这意味着10分钟计算⼀次得

分。然后再将⼀⼩时内计算的6次得分取平均值，作为⼀⼩时的最新得分。 

  — 未平仓量流动性得分 

未平仓量（Open Interest）流动性得分同样是同⼀个基础币种作为比较的⼀个类别。其具体计算

⽅式与  类似，即对同⼀个基础币种的所有交易对进⾏排序，然后利⽤上述计算  

中第5-6步同样的⽅式，计算同⼀基础币种、不同交易对的未平仓量得分 。 

在计算未平仓量流动性得分时，需要注意把不同合约标的转换成统⼀度量单位。在实际计算过程

中，未平仓量流动性得分和盘⼜流动性得分⼀致，也是采⽤⼗分钟获取⼀次数据，计算⼀次得分。

然后再将⼀⼩时内计算的六次得分取平均值，作为⼀⼩时的最新得分。 

OBScore

OIScore

OBScore OB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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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交易量流动性得分 

交易量（Trading Volume）流动性得分与上述两者得分计算逻辑相似，也是通过计算同⼀基础币

种的交易对交易量相对得分，然后重复上述步骤得到得分。在数据频次⽅⾯同样采⽤⼗分钟获取⼀

次数据，⼀⼩时内六次得分平均作为⼀⼩时的得分。 

 — 交易对数量流动性得分 

交易对数量也是评价交易所流动性的⼀个指标之⼀，在总的流动性指标中占比20%。交易对数量

流动性得分的计算⽅式相对简单。 

交易对流动性得分 = Min (30 + 交易对数量 * 8，100）。 

即交易对的数量越多，得分越多，最⾼100分。在总流动性得分中占比20%，最终这部分最⾼得分

为20分。 

总分计算 

在计算出任意交易所所有交易对的流动性得分之和，根据本⽅法说明⽂件的开头提供的公式，计

算出交易所每个⼩时的流动性得分。为了平滑数据，避免某⼀极端时刻（10分钟获取⼀次，6次取平

均值已经是为了这个⽬的）出现极端数据的情况，⽤户最终看到的交易所流动性得分为任意时刻的

过去24⼩时流动性得分平均值。 

对此⽅法有任何意⻅或者建议，我们都开放地接受。 

您可以通过发送邮件到：research@tokeninsight.com 与我们取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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