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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X 实施订单延迟对美国证券市场 

发展及监管的影响简析① 

投资者交易所（Investors’ Exchange, IEX）是一家美国新兴交易

场所，致力于投资者保护与交易公平，消除高频交易者的速度优势。

近期，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批准 IEX 成为全国性证券交易所，

使其成为美国第 13 家全国性交易所，同时也是美国首家对股票交易

订单施加延迟的交易所。IEX从日交易量不到 2%的“暗池”（dark pool）

转变为一家受到全面监管的全国性交易所，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国交

易所行业和证券监管发展的新趋势。本文通过梳理 IEX 发展历程、

交易系统、监管规则等方面，探寻境外交易所行业变化以及监管机构

对高频交易的监管导向，希翼对国内交易所发展及高频交易监管提供

借鉴与启示。 

一、IEX基本情况 

（一）发展过程 

IEX 成立于 2013 年 10 月 25 日，是一家由美国金融业监管局

（FINRA）批准的经纪交易商，运营另类交易系统（ATS）。ATS 是

新型电子交易场所，自动撮合证券买卖指令，属于场外交易市场。IEX

致力于解决公共交易不公平问题，通过对订单施加 350 微秒的延迟交

易，限制高频交易者的速度优势，保护普通投资者的交易机会。自成

                                                             
① 本文仅代表研究人员个人观点，与所在机构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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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以来，IEX 客户数量增长迅速，交易量持续增加。截至 2016 年 7

月底，IEX 日均交易量 1.0 亿股，市场份额 1.58%。 

图 1  IEX 日均交易量和市场份额走势 

 

注：日均交易量单位为万股，仅计算单向交易量；市场份额为单向市场交易量除以总市

场交易量；数据截至 2016 年 7 月 

数据来源：IEX 官网 

2015 年 8 月 21 日，IEX 向 SEC 提交表格 1（Form 1），申请注

册成为全国性证券交易所。此后，IEX 经历 5 次申请修改，收到相关

评论 474 条。2016 年 6 月 17 日，SEC 正式批准 IEX 成为全国性的证

券交易所。SEC 认为，IEX 的交易延迟设定不会妨碍投资者公平有效

地获取股价信息。同时，IEX 的申请符合《证券交易法》及相关法律

的法定标准：一是有效的内部治理；二是防范欺诈和市场操纵，推动

证券市场公平、公正、健康、稳定运行；三是公平对待客户、发行人

和券商等市场参与者；四是保护投资者和公众权益。2016 年 8 月 19

日，IEX 正式开业，开始为期两周的启动准备阶段，将 ATS 平台交

易的证券转化为场内市场的交易证券。9 月 2 日，IEX 交易所市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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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运营，并于同日停止 ATS 运作。 

（二）集团架构 

投资者交易所集团（IEX Group, Inc.以下简称“IEXG”）在特拉华

州注册成立，投资者交易所和投资者交易所服务公司（IEX Services 

LLC，以下简称“IEXS”）是其全资子公司。IEXS 是注册的经纪交易

商，运营另类交易系统（IEX ATS）。IEX 正式运营后，IEXS 将成为

其交易设施，负责提供外部订单路由服务（outbound order routing 

services）。 

作为自律监管组织，IEX 与美国其他交易所类似，设立了以董事

会为核心的内部治理模式。根据其运营协议，董事会将有 7 名董事组

成，包括交易所首席执行官、2 名独立董事，以及超过 20%以上的会

员代表董事。同时，董事会必须有 1 名董事成员为发行人高级官员或

董事，1 名董事成员代表投资者，且不得与会员关联。董事会拟下设

仲裁委员会、监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会员提名委员会、薪酬福利

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和财务委员会。董事委员会将每年

选举产生，协助董事会加强交易所内部治理。 

（三）自律监管 

IEX 自律监管由监管委员会负责，包括监督交易所自律监管的有

效性，评估交易所监管工作，协助董事会和董事委员会审议交易所的

监管计划和监管职能。监管首席官员（Chief Regulatory Officer, CRO）

负责监督 IEX 的监管工作，包括交易所的监察、检查和执法工作以

及与其他自律组织的监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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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X 与 FINRA 签订了监管服务协议（Regulatory Services 

Agreement）。根据协议，FINRA 负责 IEX 部分监管功能，包括监察

交易活动、调查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等。IEX 保留对市场和会员的最

终监管权力。 

（四）交易系统 

IEX 运营全自动电子订单簿，只有 IEX 会员或与会员签订协议的

机构才能参与 IEX 市场交易。IEX 交易系统遵守全美市场系统规则

（Regulation NMS），保护投资者交易时获取最优报价。 

市场连接。为保持公平交易，IEX 设置物理“减速带”，即订单

将通过网络节点（point-of-presence, POP）和线圈（coil）组成的物理

延迟装置传送至 IEX 交易系统，所有用户经历 350 微秒的交易延迟。

同样，所有信息也将由 IEX 交易系统原路返回至用户。然而，IEX 从

其他交易中心获取市场数据时，无需经过任何物理延迟障碍，保障

IEX 可以实时监测并反映其他交易中心的价格变化。这种设置为 IEX

提供了时间优势，允许 IEX 根据市场变化情况有效更新价格，处理

订单簿上的隐藏盯市订单，防止高频交易者利用速度优势，在 IEX

完成数据更新前“消化”订单簿上的未执行订单。 

订单处理。用户可向 IEX 提交市价单、限价单和其他多种类型

订单，IEX 根据价格/时间优先原则撮合交易。当价格相同时，可见

订单（displayed order）比隐藏订单（non-displayed order）有优先撮

合权。隐藏限价单根据中间价限制原则执行，即在价格变动过程中，

防止隐藏限价单在 IEX 撮合系统中安排在比全国最优报价（NB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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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价更有利的位置。此外，IEX 提供多种盯市订单（pegged order），

包括普通盯市、中点盯市和自由盯市订单（discretionary peg order）。

所有盯市订单均为隐藏订单，IEX 交易系统根据全国最优报价自动调

整订单价格。以自由盯市订单为例，该订单是基于全国最优报价的限

价单，采取更为激进的成交价格，即在 NBBO 稳定情况下，订单报

价在限价买单和 NBBO 价格中间价中值以上即可成交。 

订单路由。IEXS 负责向 IEX 提供订单路由服务。根据路由订单

（routable order）和非路由订单（non-routable order），IEX 采取不同

的路径处理方式。对于非路由订单，IEX 通过原有的网络节点和线圈

设置 350 微妙的指令延迟。对于路由订单，IEX 将首先发送至系统中

的路由逻辑，如果该订单传送至 IEX 系统撮合，需要通过额外的 350

微秒物理延迟设施，即路由订单首次到达 IEX 订单簿的延迟为 700

微妙。这种设计消除了 IEX 和第三方路由经纪商之间订单路由的不

公平性问题，使 IEX 在传送订单和接受交易信息时，不会对第三方

经纪商产生信息优势。 

（五）上市规则 

IEX 制定的首次上市和持续上市标准与纳斯达克全球精选市场

完全一致。同时，IEX 上市公司内部治理规则也与纳斯达克和纽交所

市场现有规则一致。 

二、IEX订单延迟交易模式的主要争议 

在 IEX 申请成为全国性证券交易所的过程中，传统交易所和高

频交易商纷纷反对。其中，纽交所和纳斯达克就 IEX 订单延迟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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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提出了诸多质疑，争议主要归结为延迟交易合法性、订单类型特

殊性以及订单路由公平性这三方面。 

（一）延迟交易是否违反法律规定，造成非公平交易？ 

全美市场系统规则（Regulation NMS）的订单保护规则（Order 

Protection Rule）强调，以“最优价格”为标准履行“最佳执行”义

务，任何自动报价需要立即执行。为解决延迟交易合法性问题，SEC

重新定义“立即”概念，认为 1 毫秒之内均属于“立即”。因此，350 微

妙延迟也属于“立即”范围之内。 

IEX 通过技术设置，向所有用户提供交易延迟，确保市场参与者

公平地获取最佳报价。一是所有路由至 IEX 的订单均存在 350 微秒

延迟，保障市场参与者不会因为技术优势先于 IEX 获得价格变动，

进行“时间套利”。二是所有信息发送至会员和终端用户也存在 350

微秒延迟，确保执行过程中不会产生信息泄露，IEX 会员也不会利用

信息优势在其他市场进行操作，形成“跨场所套利”。数据显示，IEX

平均双向交易延迟为 1232 微秒，延迟时间短于纽交所的 1366 微秒和

芝加哥交易所市场的 15330 微秒，且低于美国交易所市场 2000 微秒

的平均交易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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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美国主要交易所市场双向交易平均延迟 

 

注：延迟时间单位为微秒 

数据来源：IEX 官网 

（二）盯市订单是否增加市场复杂性，损害投资者利益？ 

与其他市场类似，IEX 仅提供一些基本的订单类型，以及投资者

和经纪商需求的改进版订单。IEX 并不提供针对小部分高频交易商的

特殊订单类型，比如摆盘订单（post only orders），为双向挂单的交易

商提供费用回扣。同时，IEX 的自由盯市订单旨在保护交易者利益，

防止在市场快速下跌时，盯市订单在极短时间里以不利价格成交。

IEX 认为，纽交所和纳斯达克内部市场分层、多种类订单和服务高频

交易策略的信息产品才是增加市场复杂性的主要因素。 

尽管 IEX 对盯市订单提供较多保护，但并不意味着其他类型订

单的投资者利益将得到损害。一方面，在相同价格下，可见订单较隐

藏订单有优先成交权；另一方面，IEX 计划向交易可见订单的市场参

与者提供价格折扣，吸引可见订单来 IEX 市场成交。截至 2015 年 10

月，IEX 市场中，24%的订单为可见订单，8.76%的交易量来自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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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未来，IEX 可见订单将快速增加。 

（三）订单路由方式是否优待 IEXS，造成投资者的区别对待？ 

IEX 的订单路由方式并不会向 IEXS 提供便捷渠道，不会对其他

市场参与者造成非公平交易。一是 IEXS 不会采取任何交易撮合决定

或从 IEX 获取市场数据，相对其他 IEX 会员和市场参与者，不会形

成信息优势。二是 IEXS 路由订单至其他市场时，350 微秒延迟设置

是为防止信息泄露或流动性消失，保护发送路由订单至 IEX 市场的

投资者。由于网络延迟、地理位置、路由渠道等多种因素，各交易所

市场均存在一定程度的交易延迟，IEX 的 350 微秒延迟并不会对市场

参与者造成较大影响。三是延迟设置并不妨碍 IEX 会员使用自己的

路由系统获得其他市场的流动性。同时，许多经纪商可以将订单路由

至不同市场，接入不同报价，而无需等待来自 IEX 的执行报告。例

如，经纪商可利用市场间扫盘订单（ISO）同时将订单通过不同报价

路由至不同市场。四是 IEX 的订单路由方式可以有效防止高频交易

者利用速度优势在 IEX 市场发现订单最新报价，在订单路由至其他

市场前取消或修改自己提交的订单，以此获取收益。 

三、IEX成立对交易所行业的影响 

IEX 成为首家实施订单延迟的全国性交易所，对美国证券市场的

发展带来了多重影响。一方面，IEX 已成为一种新型交易场所模式，

其特有的延迟设置和订单类型容易引起其他交易所平台的模仿与复

制，促进市场重新审视对交易公平及投资者权益保护的重视；另一方

面，IEX 区别于传统交易所市场的创新设计，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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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结构的复杂性，打乱了经纪商的报价成交预期，降低了定价效率。

总体而言，IEX 的成立及发展是现有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IEX

的发展又对市场创新及监管导向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一）加剧证券市场碎片化，影响市场定价效率 

近年来，美国证券市场有两大发展趋势：一是传统交易所注重提

供低延迟交易服务，提高市场数据质量；二是市场数据能够快速、准

确地获取，市场参与者报价价差日益缩小。IEX 的交易延迟设置将影

响市场数据的获取速度和准确性，进而影响市场的定价效率，扩大报

价价差。对于做市商来说，IEX 的模式将造成更激进的报价以及可见

订单减少，导致做市商无法确保订单是否成交。对于机构经纪商来说，

IEX 模式将造成订单路由路径复杂性增加，经纪商无法掌握指令传送

路径及撮合市场。随着 IEX 获批成为全国性交易所，更多小型交易

市场将复制并推广 IEX 模式。这将导致一部分市场采取“先到先交易”

规则，一部分市场采用延迟交易规则，更有一部分市场采用自由盯市

订单和限制中间价的组合规则。受其影响，美国证券市场的碎片化现

象将进一步加剧，市场的价格发现和运行效率都有可能下降。 

（二）推动市场交易创新，扩大交易所业务范围 

尽管纽交所和纳斯达克强烈反对 IEX 成为全国性证券市场，但

IEX 的交易和订单模式带动了证券市场的交易创新，一定程度上扩大

了交易所市场的业务范围。受 IEX 订单类型的启发，纽交所于 2016

年 3 月向 SEC 提出申请，计划推出自由盯市订单。该订单允许在受

保护的最优报价（PBBO）中间价上自主执行，为反向订单提供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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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过去，经纪商可以根据 PBBO 的预期变化动态调整客户的订单

价格，交易所市场则不允许提供该服务。如果申请获批，纽交所将可

自主监控订单报价质量，提高管理未执行订单的能力，帮助客户被动

参与反向交易指令流，将订单服务延伸至经纪商的业务领域。同时，

纳斯达克计划向投资者提供“延时指令”（extended life order）功能，

吸引共同基金等一些机构投资者参与交易。在“延时指令”功能下，

如果投资者同意在 1 秒钟之内不取消订单指令，在相同价位上，可以

先于其他类型指令进行操作。可以看到，IEX 为交易所行业的创新发

展带来了新突破，未来，传统场内交易所业务可能向经纪商服务端延

伸，更加注重投资者订单指令的灵活性和交易的公平性。 

（三）消除高频交易优势，保障普通投资者权益 

目前，大多数证券交易所注重提供高效的报价系统和快捷的市场

接入服务，通过提供升级的市场服务或信息数据，向会员收取相关费

用，提高交易所盈利能力。例如，纳斯达克提供多种市场接入服务，

从 1G、1G 超级版到 40G 等多种交互连接，每年收费为 3 万美元至

24 万美元。为吸引会员支付更高昂的接入费用，不同等级的接入服

务提供不同程度的“延迟优化”，延迟缩短时间可从 5 微秒至 24 微秒。

然而，这种技术产品造成的差异反而加剧了市场交易的不公平性，导

致高频交易者大行其道。高频交易者可以利用技术优势，在极短的时

间内改变买卖价格，赚取高额交易利润，传统资产管理公司和机构投

资者的利润空间遭到压缩。 

因此，IEX 的建立成为对抗高频交易的创新方式。IEX 的延迟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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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设置可以放缓执行新近订单，同时不显示正在随市场价格变动并被

处理的盯市订单，从而抑制高频交易的套利空间。一方面，机构投资

者可以通过“暗池”隐藏交易意图；另一方面，提供流动性的交易员

也可以避免交易过程中的“逆向选择”。通过延迟设置，IEX 力求向

所有市场参与者提供公平的交易场所，消除因技术造成的交易优势，

保障投资者权益。 

（四）彰显监管政策导向，规范高频交易发展 

IEX 获批成为全国性证券交易所，体现出美国监管机构对高频交

易的政策导向，即限制发展，规范运行。美国证券市场的监管目标是

保护投资者权益，保证证券市场公平、透明、效率，降低系统性风险。

过去，美国监管机构更加重视维护市场的运行效率，提升定价的合理

性和效率。虽然高频交易及新型交易产品有助于增加市场流动性、降

低交易成本、提升市场效率，但近年来高频交易多次造成证券市场异

常波动，使监管机构开始重新思考对高频交易的监管导向，考虑是否

需要对高频交易加以限制。2012 年，SEC 发布“综合审计跟踪规则”，

要求各交易所披露完整、格式统一的订单簿数据。在此基础上，对高

频交易的订单进行合并监测和分析，制定有针对性的监管政策。2014

年，美国司法部联合证券监管机构调查高频交易行业。2015 年 1 月， 

SEC 对各大证券交易所开始长达 3 年的调查，并对 BATS 旗下两大全

国性交易场所 EDGA 和 EDGX 实施 1400 万美元的罚款，原因是两个

交易场所向市场披露部分订单指令时存在不公平现象，仅向几家高频

交易公司在内的部分会员披露信息。2015 年 10 月，美国商品期货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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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委员会（CFTC）出台规定，限制高频交易公司在同一笔交易中同

时作为买卖双方的时间间隔，对自动交易程序进行测试与监督等，防

止高频交易扰乱市场正常秩序。美国证券市场高频交易监管日趋严格

的监管实践显示，监管机构的政策导向正在从注重市场效率向注重交

易公平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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