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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系统基本界面及操作 

提供了软件辅助界面介绍,包括主界面、登录退出界面、系统消息界、版本更新界面等。 

(一)界面简介 

下图为鼎赢交易系统的主界面。从上至下包括了菜单栏、行情栏、下单栏、信息栏以及账户信息等。 

(二)登录界面 

1. 登录：打开客户端用户登录界面； 

2. 输入信息：选择实盘或者模拟盘（不勾选即进入实盘），输入用户名以及密码，选择行情服务器； 

账户冻结：输入正确用户名后密码连续输入错误 5 次立即自动冻结该账户，冻结后请联系公司客服解冻。 

3. 保存账号：勾选记住账号即在下次打开登录界面时，用户账号自动显示之前保存的登录用户账号； 



4 

 

4. 进入系统：点击登录进入系统，点击取消退出登录； 

5. 重新登录：进入客户端主界面后点击左上角连接菜单，选择重新连接，则重连交易服务器。 

(三)退出系统 

1. 退出系统：进入客户端主界面后点击左上角连接菜单，选择退出系统或者在客户端界面点击右

上角×键直接退出。 

(四)系统消息 

1. 显示：登录客户端后自动弹出系统消息框； 

2. 不显示：勾选左下角启动时不再显示则后关闭则下次登录时不会弹出； 

3. 显示设置：在客户端菜单栏中点击其他查询->系统消息，则上图中系统消息框会弹出，左下角

启动时不再显示框可勾选或者取消勾选； 

在客户端菜单栏中点击其他查询->个人消息，则显示个人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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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版本更新 

1. 版本更新：当有新版本发布时会弹出更新提示框，点击 OK 即自动更新后进入系统； 

有些版本必须更新时，则不会弹框提示自动更新系统； 

2. 退出更新：无需更新则点击 Cancel 键或者右上角×键，则不做更新直接登录系统。 

二、软件主要功能 

(一)下单信息查询 

1. 委托信息 

委托信息：该查询页面可查询所有下单信息，包括完全成交、部分成交、已排队、已撤销、资金不足、

指令失败等状态的下单，重新载入数据后只会显示完全成交、部分成交、已排队、已撤销状态的单子。 

2. 成交查询 

成交查询：包括合计、小计、明细、自成交以及调期明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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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按合约以及买卖方向显示所有成交信息； 

小计：按合约、买卖方向以及价格显示成交信息； 

明细：默认成交时间由近至远排序显示每一个成交信息； 

调期明细：针对 LME 市场合约，显示所有调过期的 LME 持仓。 

3. 所有挂单 

所有挂单：该页面页面显示所有排队中的挂单信息，还提供显示挂单/成交以及显示挂单/持仓的显示方式。 

显示挂单：显示所有排队状态单，可在该页面撤销排队单； 

显示挂单/成交：同时显示挂单信息以及成交明细信息页面； 

显示挂单/持仓：同时显示挂单信息以及持仓合计信息页面。 

4. 持仓查询 

持仓查询：该页面包括合计、明细以及止损止盈设置页面。 

合计：按合约，买卖方向显示所有持仓总数； 

明细：按合约，买卖方向，单笔成交显示持仓信息； 

止损止盈设置：显示所有设置的止盈损单，结算前盈损单均可显示，结算后仅显示未触发状

态的永久止盈损单。 

(二)普通下单 

下单类型：在系统主界面的委托下单中下单，定单类型分为限价、市价、限价止损以及止损单 

普通下单设置： 

 

买入键下方显示行情买入价格 

卖出键下方显示行情卖出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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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市场/商品/合约代码：可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也可直接双击行情合约自动获取合约； 

买/卖：键盘“1”为买；键盘“2”为卖；也可双击买/卖框切换买卖方向； 

定单类型：限价/市价/限价止损/止损； 

委托价格：手动输入委托价格；双击行情自动获取；鼠标滚轮调整价位； 

委托数量：手动输入委托数量；鼠标滚轮调整数量； 

触发价格：手动输入触发价格；鼠标滚轮调整价位； 

买入(B)：买/卖方向选择买，按买入(B)下单或者使用快捷键“B”下单； 

卖出(S)：买/卖方向选择卖，按卖出(S)下单或者使用快捷键“S”下单。 

1. 限价 

限价：委托下单界面中，定单类型选择限价，即以设置的委托价格下单； 

限价下可设置委托价格以及委托数量。 

2. 市价 

市价：委托下单界面中，定单类型选择市价，即委托价格为空，以当前能够成交的最优价格成交； 

市价下可设置委托数量。 

3. 限价止损 

限价止损：委托下单界面中，定单类型选择限价止损后设置委托价格以及触发价格(触发价格为最新价)； 

限价止损下可设置委托价格、委托数量以及触发价格。 

注意：如为买方向，则要求委托价格>=触发价格，触发价格>最新价，即下单后该笔委托单可在（触发价格,委托价

格）区间内最优的可成交价格成交； 

如为卖方向，则要求委托价格<=触发价格，触发价格<最新价，即下单后该笔委托单可在（委托价格,触发价

格）区间内最优的可成交价格成交。 

4. 市价止损 

市价止损：委托下单界面中，定单类型选择止损后设置触发价格（止损即市价止损）； 

止损下可设置触发价格、委托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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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达触发价格后即以市价去成交。 

(三)改单 

1. 常规改单 

改单：对已排队状态的委托单可进行改单，可更改下单的委托价格、委托数量以及触发价格等，撤销原

先排队单并且以改单后设置的重新下单。 

①在委托下单页面或者所有挂单页面中选中一个排队单，单击鼠标右键； 

② 选择改单，即在该笔委托单上方弹出改单窗口； 

③ 修改委托价格、委托数量以及触发价格（如果设置的是限价止损或者止损单），点击改单； 

④ 无需修改则直接点击取消退出。 

2. 快速改单 

快速改单：下单参数设置->常规->撤单改单设置中勾选双击排队单则改单的选项，保存退出 

设置后如需改单可直接双击该排队单 

注：当同时勾选了双击排队单则撤销该笔委托以及双击排队单则改单，当双击一个排队单时，先执行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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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快速下单 

1. 选择快速模式 

快速下单：委托下单界面勾选“快速(K)”框切换至快速下单模式,或者使用键盘“K”键切换至快速模式。 

2. 快速下单超价设置 

超价设置：进入系统设置->下单参数设置->下单快捷键，在“快速超价”中对快速下单快捷键进行设置。 

比如：设置卖价买进 1:1；买价卖出 1:3，超价点数 1:2 

说明：在快速模式下，使用“1”键以当前行情卖价作为委托价下单买入该合约，超价点数设置为”2”则表示下单时以高于当前行情卖

价 2 个跳点的价格作为委托价格下单买入，使其更易成交。 

超价点数：为空，即以当前行情价格进行买卖 

正数，即以更易成交的价格进行买卖。买进则以高于当前行情价买入，卖出则以低于当前行情价卖出 

负数，即以不易成交的价格进行买卖。买进则以低于当前行情价买入，卖出则以高于当前行情价卖出 

3. 快速下单默认开平仓数量设置 

默认开平仓数量设置：进入系统设置->下单默认量设置，输入品种/合约、开仓数量以及平仓数量 

 

开仓数量：当对所设置合约快速下单时，如为开仓单则会

使用设置的开仓数量 

平仓数量：当对所设置合约快速下单时，如为平仓单则会

使用设置的平仓数量 

注：快速下单模式下针对合约采用先平后开规则，不可直接开反手。 

比如某合约持买 1 手，平仓默认量设置为 2，使用快速下单平仓只

会下 1 手卖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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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止损止盈单 

1. 新增止损止盈单 

止盈止损设置： 

① 进入系统设置->止损止盈设置； 

② 两种止损止盈类型：普通和追价止损。普通即为常规止损止盈设置，追价止损是一种止损策略，让盈利跟随最

新价自动调整价格，最新价回撤超过追价止损则触发止损。 

③ 双击选中持仓，选择止盈损类型：普通 

④ 价格设置： 

双击选中持仓，输入止损触发价以及平仓触发价 

买方向持仓：止损触发价必须<最新价/买价/卖价，平仓触发价必须>最新价/买价/卖价； 

卖方向持仓：止损触发价必须>最新价/买价/卖价，平仓触发价必须<最新价/买价/卖价。 

⑤ 设置下单控制 

 三种选项：触发时持仓不足不下单、触发时持仓不足按持仓数下单、触发时按委托数量下单。 

触发时持仓不足不下单：当最新价到达触发价时，若持仓数<盈损单下单数，盈损单失效。若持仓数>=

盈损单下单数，自动按下单数下单。 

触发时持仓不足按持仓数下单：触发时，若持仓数<盈损单下单数，按实际持仓数下单。若持仓数>=

盈损单下单数，自动按下单数下单。 

触发时按委托数量下单：触发时无论持仓数是否满足下单数，都按盈损单中设置的下单数下单。 

⑥ 设置超价点数： 

对止损触发价以及平仓触发价设置相应的超价点数： 

超价点数即在止损/平仓触发价的基础增加或减去相应跳点。 

比如，持买 1 手，设置止损触发价为 1.0，最小跳点为 0.1，止损超价点数设置为 2，则表示该条止盈损单触发后会以

0.8 的委托价格下单，低于设置的止损触发价 2 个跳点，使其更易成交，如设置超价点数为-2，则会以 1.2 的委托价格下

单，使其不易成交；持卖则相反。（注：盈损单触发后的下单委托价格只由止损/平仓触发价以及其相应超价点数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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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成功后该止盈止损单状态应为未触发。 

2. 追价止损 

追价止损：一种止损策略，让止损价格跟随最新价自动调整价格，最新价超过实时更新的止损触发价则

触发止损，这样可以帮助您不断减低风险之余也不会错失更高利润。 

双击选中持仓，选择止盈损类型：追价止损 

止损触发价：最原始的止损触发价格，同常规止损止

盈的止损触发价。 

止损超价点数：行情到达止损触发价时，下单委托价

=止损触发价+或-止损超价点数。 

盈利追价触发点数：以设置时行情价格为基准(根据

触发类型设置的最新价、买价、卖价)，当触发类型价格(如最新价)移动点数=盈利追价触发点数设置值,

止损触发价才会被更新。 

止损追踪点数：以设置时行情价格为基准(根据触发类型设置的最新价、买价、卖价)，当当触发类型价格

(如最新价)和设置时的行情价格相比，移动点数到达盈利追价触发点数，则止损触发价在原止损触发价的

基础上移动止损追踪点数；移动多少倍(取整)的盈利追价触发点数，就移动多少倍(取整)的止损追踪点数，

止损触发价实时更新在下图所示红色区域内。 

等待触发过程中最新价(MAX)比设置追价止损单时的最新价上涨或下跌 N 点，盈利追价触发点数

设 X，止损追踪点数设 Y，止损超价点数设 E 

则：止损触发价=A*Y*合约最小变动单位+设置时止损价；触发后的委托价= A*Y*合约最小变动单位+

设置时止损价+或-止损超价点数 E，其中 A=N/X 取整数位。 

 

例 1： 

持仓方向：卖，设置触发类型为最新价，设置盈损单时的最新价为 0.9300，止损触发价为 0.9308，止损超价点数 2，

止损追踪点数 3，盈利追价触发点数 5；设置如下图： 

若最新价>=0.9308，则触发止损，委托价为 0.9310=0.9308+止损超价点数 2；若当前最新价<=0.9295， 设置

追价止损时的最新价 0.9300-当前最新价 0.9295=盈利追价点数 5，则止损触发价自动更新为原止损触发价 0.9308-

止损追价点数 3*合约最小变动单位 0.0001=0.9305；如下图： 

若当前最新价>=0.9305，则触发止损，委托价为 0.9307=当前止损触发价 0.9305+止损超价点数 2；若当前最新

价<=0.9290（当前最新价与设置追价止损时的最新价相比满足 2倍的盈利追价触发点数）；则止损触发价自动更新=

上个止损触发价 0.9305-3*0.0001=0.9302； 

依此类推。 

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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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买 1手，英镑 1312，最新价从 1.5948上涨至 1.5955跌至 1.5953 再上涨至 1.5965再跌至 1.5955 

 常规止损止盈： 

设置止盈触发价=1.5953，止损触发价=1.5946，最新价一旦超过 1.5953立刻触发止盈价，下单委托价=1.5953 

 追价止损： 

设置止损触发价=1.5946，盈利追价触发点数=3，止损追踪点数=2，止损超价点数=0，设置追价止损单时最新

价=1.5948； 

止损触发价=5*2*0.0001+1.5946=1.5956，下单委托价=1.5956， 其中(设置后到触发期间最新价 max1.5965-

设置时最新价 1.5948）/3取整=5， 

当行情到达 1.5955时，止损触发价更新为 1.5950； 

当行情跌至 1.5953时，止损触发价仍维持 1.5950； 

当行上涨至 1.5965时，止损触发价更新为 1.5956； 

当行情跌至 1.5955时，止损单触发，下单委托价为 1.5956 

结论：当最新价不超过止损价格时，止损价效果同常规止损止盈，反之，最新价一旦满足盈利追价点数

设置，止损触发价则按止损追价点数设置变动，从而提高客户盈利程度。 

3.止损止盈设置注意点 

1. LME 合约不支持； 

2. 只能对持仓进行止损止盈设置； 

3. 未触发的止盈损单可进行修改、撤销等操作； 

4. 永久有效止盈损单只要未被触发则会一直存在并且有效； 

5. 止损止盈单触发时所设下单数大于当时持仓数，则该条盈损单触发后为已清除状态，不会下单； 

6. 同一持仓可设置多个盈损单，最小下单量设为 1，对其设置的未触发盈损单下单量之和必须<=持仓量。 

4. 修改止损止盈单 

修改盈损单： 

①在止损止盈设置界面，选中状态为”未触发”的止损止盈单； 

② 单击鼠标右键选择修改或者直接双击该盈损单后在止损止盈设置框中对已有数据进行修改； 

③完成后点击修改按键。（修改也可在持仓查询->设置止损止盈中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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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撤销止损止盈单 

撤销盈损单： 

①止损止盈设置界面，选中状态为”未触发”的止损止盈单； 

② 单击鼠标右键选择撤销。（撤销也可在持仓查询->设置止损止盈中操作）； 

③撤销后该止损止盈单状态为已撤销。 

6. 查询止盈止损单 

查询盈损单： 

① 在持仓查询->设置止损止盈中查看设置的止损止盈单 

② 对于未触发状态的止损止盈单可进行修改，撤销操作。 

③ 当日操作过的所有盈损单都可查询，结算后只能查询到未触发的永久有效盈损单。 

7. 止盈止损单状态说明 

未触发：设置成功还未到达触发价位的盈损单；可做修改、撤销操作 

平仓指令成功：已触发单下单指令发送成功但还未成交盈损单；无法更改 

平仓指令失败：已触发单但下单指令发送失败；无效 

已撤销：手动撤销的未触发盈损单或者撤销该盈损单触发的排队单；无法更改 

已清除：盈损单触发时所设下单数量>当时实际持仓数量；无效 

已部分成交：触发的盈损单部分成交；无法更改 

已完全成交：触发的盈损单完全成交；无法更改 

(六)条件单 

1. 新增条件单 

条件单查询中,点击左下方新增，或者在该页面单击右键,在菜单选择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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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条件单： 

① 触发条件设置：填入合约代码；设置触发条件，包括最新价、对盘价以及挂单价。(必填) 

比如：澳元 1312，条件设置最新价>=0.9261，即当澳元 1312 行情最新价等于或者大于 0.9261 时触发下单。 

② 触发后下单设置：设置条件单触发后的下单信息，包括买卖方向、订单类型、委托价格、委托数量以

及有效期，与普通下单设置相同。(必填) 

③ 下成交后止损止盈设置：(可选填)当条件单触发后的下单完全成交,即可触发止损止盈设置；填入触

发类型、定单类型、委托数量、有效期、下单控制、止损止盈触发价位等，详细设置可参照止损止盈。 

④ 保存：点击设置，新增条件单设置。 

2. 修改条件单 

条件单查询中选中未触发状态条件单，点击左下方修改，或者在该页面单击右键,在菜单选择修改。 

修改条件单： 

① 修改：在条件单设置页面对该条件单的设置进行修改，除了合约外所有值均可做修改操作； 

② 保存：修改完成后点击修改按键进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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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删除条件单 

条件单查询中选中未触发状态条件单，点击左下方删除，或者在该页面单击右键,在菜单选择删除。 

删除条件单： 

① 删除：点击删除确认后直接删除该条件单。 

4. 条件单状态说明 

未触发：设置成功但还未到达设置触发价位的条件单，可做修改、删除操作； 

下单成功：已触发并且成功下单的条件单(只要触发，不论触发后下单状态)； 

已删除：手动删除的未触发条件单，无法更改； 

(七)炒单手 

炒单手功能是针对单个合约，根据客户已设置好的下单条件，在行情达到时以最快速度进行交易。 

1. 使用炒单手 

①在行情页面选中任意合约； 

② 进入系统设置->炒单手； 

③ 炒单手界面中： 

合约数据： 

显示选中的合约代码及合约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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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价、买价及卖价与当前最新行情同步。 

委托下单： 

有效期：只支持当日有效； 

委托价格：可手动输入调整，或使用市价、跟价方式； 

跟价：以实时买价、卖价或最新价作为委托价格(根据用户自定义设置)； 

下单超价：在委托价格基础上进行下单超价的调整以确定下单时委托价格； 

市价：以市价作为委托价格； 

无效：勾选无效则关闭止损止盈设置功能； 

止损点数：委托下单成交后，以实际成交价格为基础，根据止损点数计算止损价位； 

止盈点数：委托下单成交后，以实际成交价格为基础，根据止盈点数计算止盈价位； 

超价点数：到达止盈损触发点位后，在盈损触发价基础上加上超价点数作为下单价格； 

委托数量：下委托单时的数量设置； 

保持设定：下单成功后是否保存盈损之前的下单信息。 

买入：点击买入该合约，并且要与买卖方向设置一致；不启用买卖方向时无需考虑一致性； 

卖出：点击卖出该合约，并且要与买卖方向设置一致；不启用买卖方向时无需考虑一致性； 

清除：一键清空所有委托信息； 

关闭：退出炒单手功能。 

委托数据列表： 

委托数据列表：委托数据列表中显示该选中合约的所有状态下单信息。 

持仓数据： 

点击委托数据自动填单：勾选时则支持单击委托数据列表中的合约则自动填入该单信息； 

持仓方向：有持仓情况下显示该选中合约的持仓方向； 

持仓数：有持仓情况下显示该选中合约的持仓数量； 

开仓均价：有持仓情况下显示该选中合

约的开仓均价； 

浮动盈利：有持仓情况下显示该选中合

约相对于最新价格的浮动盈利。 

市价平仓：对于有持仓的选中合约，点

击市价平仓则默认撤销所有平仓方向排队单并且

以市价下平仓单对所有持仓做平仓操作； 

对价平仓：对于有持仓的选中合约，点

击市价平仓则默认撤销所有平仓方向排队单并且

以持仓方向对盘价格下限价平仓单对所有持仓做

平仓操作； 

注：使用市价平仓或者对价平仓后，默认撤销该合约平

仓方向所有挂单以及该合约所有未触发盈损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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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条件自动下单 

条件自动下单是根据客户设置的开仓以及平仓条件，系统自动进行下单的功能。 

(1) 条件设置 

条件可设置买入以及卖出两个条件，也可以只设置其中一个；而针对买入或者卖出条件可设置对

应的止盈止损条件。 

① 条件自动买入： 

当最新价/买价/卖价(自定义设置)>=或者<=某个价位时，即触发该下单，自动以限价/市价(自定义

设置)买入__手。 

 

 

 

 

止盈止损设置： 

触发类型：触发类型可以选择按最新价/买价/卖价； 

下单类型：可以选择市价/限价； 

止损点数：1 个点数代表该合约的 1 个最小跳点，成交价格-止损点数*合约最小跳点即为止损触发价格； 

止盈点数：1 个点数代表该合约的最小跳点，成交价格+止盈点数*合约最小跳点即为止盈触发价格； 

超价点数仅在下单类型为限价时适用： 

超价点数：1 个点数代表该合约的最小跳点，止盈损价格触发后可控制委托下单价格；设置为正数，则

更易于成交；为负数，则更易挂单。 

② 条件自动卖出： 

当最新价/买价/卖价(自定义设置)>=或者<=某个价位时，即触发该下单，自动以限价/市价(自定义设

置)卖出__手。 

 

 

 

止盈止损设置： 

触发类型：触发类型可以选择按最新价/买价/卖价； 

下单类型：可以选择市价/限价； 

止损点数：1 个点数代表该合约的最小跳点，成交价格+止损点数*合约最小跳点即为止损触发价格； 

止盈点数：1 个点数代表该合约的最小跳点，成交价格-止盈点数*合约最小跳点即为止盈触发价格； 

超价点数仅在下单类型为限价时适用： 

超价点数：1 个点数代表该合约的 1 个最小跳点，止盈损价格触发后可控制委托下单价格；设置为正数，

则更易于成交；为负数，则更易挂单。 

(2) 启动 

设置条件后点击启动按键运行自动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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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注意事项： 

1. 启动条件自动下单时必须确保该合约无持仓； 

2. 每次触发下单后必须等到盈损单也触发并且成交后才记做一轮，之后将触发下一轮下单； 

3. 不设置赢损条件的情况下，启动后只会触发一次开仓，由于不会自动平仓程序则无法继续。 

4. 自动下单运行过程中不允许进行手动操作，必须先按停止后手动操作； 

5. 暂不支持策略组合合约。 

(八)自定义策略 

自定义策略功能允许对不同市场、不同商品、不同月份的各合约进行差价以及比价的组合。 

系统可将 2 个或 3 个合约组合成一个策略合约，当策略合约的价格满足时，则会触发策略下单，先下主

动腿（即设置的第一个合约），成交后立即按比例下被动腿（即设置的第二三条腿）。 

注：使用自定义内外盘策略前请先登录内盘交易账户，点击菜单栏内盘交易->开启内盘交易登录。 

1. 新增自定义策略合约 

① 在策略组合行情页面中单击鼠标右键，选中“设置显示组合策略”选项； 

② 在设置显示策略页面点击左边自定义，再点击左下方自定义策略按键进入自定义策略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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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从左侧待选合约列表中选中合约，点击添加按键或者双击该合约，添加至右侧策略合约明细中； 

(自定义策略支持左侧中所有显示的合约，任意市场以及任意商品合约) 

④ 点击预设，策略参数设置中自动对该组合策略进行命名，默认价格类型为差价； 

⑤ 预设后点保存即可保存新建的策略。 

 
⑥ 在策略合约明细中可设置买卖方向、模式、下单类型、下单手数比例、最小对盘挂单量、价格容

忍度、安全深度、主动区域、定时追单、定时追单滑点数、定时平仓、定时平仓滑点数、止损追

单、止损追单滑点数、定时追价、定时追价滑点数以及定时追价最大触发次数； 

买卖方向：单腿合约下单时的买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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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单类型：单腿合约的下单类型，可选择限价或者市价； 

注：部分交易市场不支持市价下单，设置保存时会提示。 

下单手数比例：即下 1 手策略时该单腿合约的下单数量，支持小数；当设置主动腿下单比例

大于被动腿时，必须均为正数，不可设置小数； 

模式：分主动以及被动两种,一个两腿策略必须有一个主动以及一个被动； 

最小对盘挂单量：该值设置的是盘面买卖量。有时由于主动腿成交后被动腿行情买卖量不足

导致单腿挂单的情况，为此，设置市场买卖量来确保只有当盘面买量/卖量达到设定值才会触发策

略下单。如设置为 3，则只有当行情买量或者卖量(视单腿买卖方向)大于等于 3 的时候，才会触发

下单。 

 
价格容忍度：该合约下单时委托价格超价点数，输入正整数，1 代表 1 个最小跳点； 

安全深度：设置合约的最小跳点，为正整数。考虑到国内合约只有一档行情，其成交量有限，

当被动腿最小对盘挂单量不满足的情况下，为确保其作为被动腿时单量足够成交，可在盘面价格

基础上扩大可成交价格范围，使其更易成交。相应地这个安全深度会计入策略行情中。 

主动区域：针对主动腿，设置 1 表示主动腿合约的 1 个最小跳点。主动区域范围则是主动腿

行情价格再加减主动区域值的区间。策略挂单价格还未到达行情可触发价格时，如果根据被动腿

行情价格与策略下单价格推算出的主动腿价格在主动区域范围内则会触发策略主动腿下单。当行

情价格变化时，系统会自动对主动腿进行改单；如主动腿价格超出主动区域，则自动撤单。 

 
定时追单：该值设置单位是秒。当被动腿挂单时间到达设定秒数时，立即修改挂单委托价格，

以能够成交的价格下单。（被动腿为内盘时为撤单后再下单；被动腿为外盘时为直接改单） 

定时追单滑点数：触发定时追单后控制被动腿下单价格。比如设置 10，被动腿下买单时则以

对盘价格再加上 10 个跳点价格下单，使其更容易成交。 

定时平仓：该值设置单位是秒，当被动腿挂单时间到达设定秒数时，立即撤单并且平主动腿

下单。（被动腿为内盘时为撤单后再下单；被动腿为外盘时为直接改单） 

定时平仓滑点数：触发定时平仓后控制被动腿下单价格。比如设置 10，主动腿下买单平仓时

则以对盘价格再加上 10 个跳点价格下单，使其更容易成交。 

注：定时追单与定时平仓二者选一，无法同时设置。 

 

止损追单：该值设置的是合约最小跳点。针对被动腿挂单时，当行情价格与挂单价格之间的

价位差达到设置的止损追单点数后，即立即撤单后以能够立即成交的价格下单。比如，止损追单

设置为 5，则当行情价格不断变动直至与挂单价格相差 5 个点位的时候自动撤单并下单。 

止损追单滑点数：触发止损追单后控制被动腿下单价格。比如设置 10，被动腿下买单时则以

对盘价格再加上 10 个跳点价格下单，使其更容易成交。 

定时追价：设置当被动腿挂单时间超过 n（设置值）秒后，自动修改被动腿挂单价格后下单。 

定时追价滑点数：即当定时追价时间到达后，自动在原来的被动腿挂单价格上调整 n 个最小

跳点后下单。 

定时追价最大触发次数：该值限制了被动腿最多能自动修改价格下单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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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类型：双腿套利以及三腿套利；分别支持差价以及比价类型。 

价格公式：该公式是确定该组合策略行情显示价格的公式，可使用差价或者比价两种； 

差价可设置主动-被动以及被动-主动；比价可设置主动/被动以及被动/主动。 

注意：价格公式中 p1 为主动腿价格，p2 为被动腿价格；价格公式中乘数可编辑，并且可以添加多个乘数

以及自定义加减参数，比如 0.3*8*3.2*p1-45*1.8*p2+5.6。 

 

价格最小变动单位：默认为系统自动计算的最小变动单位。可自定义编辑该值控制行情显示

价格。 

主动合约最大批量：即每次主动腿下单量。如一次策略下单 10 手，主动合约最大批量设置为

2 手，则该策略分 5 次下单，每一次主被动腿都成交后触发下一次下单。 

被动腿触发时下单价格： 

基于公式推算：根据主动腿实际成交价格与策略委托价格去推算被动腿的委托价格后下单。 

基于行情对盘价：被动腿下单使用当时行情对盘价作为委托价格下单。 

 

对含有内盘合约的策略，系统根据国内交易市场交易时间，提供休盘前一分钟撤销策略主动

腿挂单并且在开盘一分钟后会继续触发策略；在收盘前一分钟撤销策略单。 

 

下图设置的单腿手动追单以及手动平主动滑点数是针对此种情况生效：策略触发后，被动腿下单

10s 仍未完全成交，系统自动弹出单腿提示，可对该单进行追单、平主动以及不处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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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腿手动追单滑点数：手动点击追单功能，则系统自动撤销被动腿挂单，立即以行情对盘价

计入滑点数的价格下单，使其更易成交。(若被动腿为外盘合约，则采用直接改单替代撤单) 

单腿手动平主动滑点数：手动点击平主动，则系统会针对该笔被动腿单所对应的主动腿委托

量下主动腿平仓单，并且计入滑点数，使其更易成交。 

如被动腿出现异常状态，比如资金不足、指令失败等状态，则无法做追单，只能采用平主动

方式或不处理。 

注意： 

1. 只要策略中出现异常状态，处理后(平主动或不处理)策略都将自动终止； 

2. 被动腿若为排队状态，做追单操作后策略继续正常运行；使用平主动将自动终止策略，不处理或者

关闭即忽略该提示，对策略不做任何操作。 

设置完毕后点击保存； 

⑦ 在系统设置->下单参数设置->常规->下单设置中，勾选自定义策略单被动腿下单失败时自动平主动

腿，则当被动腿下单后直接返回比如资金不足、指令失败等下单失败信息后直接平主动腿。 

 

⑧ 在设置显示策略中将添加的自定义合约加至右侧已选策略列表中即可在策略组合页面中加入显示。 

⑨ 加入自选，在策略组合行情页面中显示的策略合约可添加至自选行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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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修改自定义策略合约 

① 在设置显示策略中，选中任一自定义策略，点击修改策略即可对该策略进行修改。 

 

 

 

 

 

② 在行情页面中选中策略合约后，单击鼠标右键选中修改自定义策略，直接进入修改界面。 

注：策略参数修改后实时生效，如果此时该策略有下单未完成，那么修改保存后以修改后参数继续运行。 

3. 删除自定义策略合约 

① 在设置显示策略中，选中任一自定义策略，点击删除策略即删除该策略。 

4. 自定义策略交易设置注意点： 

1. 自定义策略最多支持三腿； 

2. 必须一主动一被动或者一主动二被动； 

3. 主被动腿买卖方向必须相反； 

4. 最小对盘挂单量、安全深度、定时追单、定时追单滑点数、定时平仓、定时平仓滑点数、止损追单、

止损追单滑点数仅适用于被动腿设置； 

5. 主动区域只针对主动腿设置; 

6. 策略运行过程中如果触发了定时平主动或者下单参数中的平主动腿选项，该策略即视为结束，不再下

单。 

5. 自定义策略交易下单细则： 

1. 单腿下单价格计算：基于下单时被动腿对盘价格、策略委托价格根据公式计算主动腿下单价格； 

2. 主动腿成交后下被动腿，一个策略如出现分笔成交情况，则主动腿第一笔成交后按照设置下单手数比

例推算四舍五入推算被动腿下单量，主动腿第二笔成交后则按照总的主动腿成交量同样推算出被动腿

下单量后减去上之前被动腿下单总量，以此类推； 

6. 自定义策略风险提示： 

1. 策略可能出现滑点，请设置好参数有效降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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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下单参数设置 

1. 下单设置 

（1）双击行情获取买卖量 

勾选并保存设置后，双击行情可以自动在下单栏委托数量中填写上对应的行情中的买卖量。 

（2）单击行情或持仓即自动填单 

勾选框：勾选并保存设置后，使单击行情或是持仓获得与双击同样的效果，可以在下单栏自动完成

填单操作。 

（3）委托价格与行情对盘价同步刷新 

勾选框：勾选并保存设置后，自动填单时，委托价格会与行情中的价格同步刷新，保持一致。 

（4）合约代码改变时同步选中相应行情 

勾选框：勾选并保存设置后，在下单栏中修改合约代码，行情界面会自动选中并显示该合约行情。 

（5）切换行情时自动填单是否使用默认下单数 

勾选框：勾选并保存设置后，双击行情自动填单时，使用下单默认量填写委托数量。 

注：优先级低于“双击行情获取买卖量”，即如果需要此项生效，请不要勾选“双击行情获取买卖量”。 

（6）买价卖价等于最新价时加上红色框提示 

勾选框：勾选并保存设置后，行情中的“买价”或是“卖价”等于“最新价”时，相应“买价”或

是“卖价”会加上红色边框标注。 

（7）点击五档行情时使用设置的下单默认量填单 

使用双击五档行情填单时，委托数量默认填入该合约已设置的默认下单量。 

（8）默认价格：自动填单时委托价格的填写 

选择框：a.最新价，使用行情中的最新价； 

b.对盘价，买单使用行情中的卖价，卖单使用行情中的买价； 

c.不默认，保持上次的委托价格 

d.挂单价，买单使用行情中的买价，卖单使用行情中的卖价。 

（9）委托下单模式 

委托下单栏的显示位置可设置为上下或者左右形式。 

（10）委托下单类型 

选择框：a.投机；b.保值。 

（11）价格光标位置 

填写框：必须是大于 0 的整数，填写 x，就是当选中下单栏中委托价格时，会自动选中从右起 x 位的数字，

如下图，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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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普通下单时是否需要确认下单信息 

勾选框：勾选并保存设置后，每次下单会弹出一个对话框显示出下单的具体信息，点击确定后，才

可以完成下单，防止误操作的产生。 

（13）普通下单后是否要保留下单数据 

勾选框：勾选并保存设置后，每次下单后，下单栏会保留你下单前的数值填写，不勾选并保存后，

每次下单都会清空下单栏中的数值。 

（14）下单后总是返回委托查询界面 

勾选框：勾选并保存设置后，每次下单后，不论界面在哪个标签栏（持仓查询、成交查询等），都会

自动切换到“委托信息”标签栏。 

（15）普通下单时是否自动修正买卖方向 

勾选框：勾选并保存设置后，委托填单处买/卖显示方向允许与实际买入、卖出按键方向相反；不勾

选则当买入、卖出按键与买/卖显示方向不同时不允许下单。 

2. 撤单设置 

（1）开满自动撤单 

勾选框：勾选并保存设置后，可开数量不足时，自动撤单未成交且同方向同品种的开仓单。 

（2）双击排队单则撤销该笔委托 

勾选框：勾选并保存设置后，双击排队单可以完成自动撤单。 

（3）双击排队单撤销是否需要提示 

勾选框：勾选并保存设置后，使用双击撤单时，会弹出确认框，点击“是”，才可以完成撤单，以防

止手误导致的异常撤单。 

（4）平仓自动撤单 

勾选框：勾选并保存设置后，平仓时，按照“平仓撤单方式”自动撤单未成交的同品种同方向的平

仓单。 

（5）平仓撤单方式 

选择框：a.逐笔撤单，每下一笔平仓单都会触发“平仓自动撤单”； 

b.平满撤单，当可平的手数不足时，触发“平仓自动撤单”。 

3. 状态与提示设置 

（1）成交是否需要声音提示 

勾选框：勾选并保存设置后，委托单成交时会有声音提示。 

（2）挂单成功是否需要声音提示 

勾选框：勾选并保存设置后，委托单排队时会有声音提示。 

（3）撤单成功是否需要声音提示 

勾选框：勾选并保存设置后，委托单撤单成功时会有声音提示。 

（4）显示标签栏标签项的快捷键 

勾选框：勾选并保存设置后，每个标签栏前就会显示出相应的快捷键，如 F9、F1（使用这些快捷键

就可以方便的切换各标签栏）。 

（5）离开 x 分钟后锁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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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选框/填写框：勾选并填写相应的分钟数，保存设置后，停止在电脑上的任何操作，会弹出锁定系

统的对话框，必须输入密码，点击确定后才可以继续操作，保证客户做盘的安全。 

（6）上下键=TAB 键 

勾选框：勾选并保存设置后，就可以在下单栏中，使用上下键切换焦点，作为 tab 键使用，如果不

勾选的话，可以使用上下键切换合约代码，调整委托价格、委托数量。 

（7）左右键=TAB 键 

勾选框：勾选并保存设置后，就可以在下单栏中，使用左右键切换焦点，作为 tab 键使用，如果不

勾选的话，可以使用左右键切换合约代码，调整委托价格、委托数量。 

（8）状态栏资金信息显示期权净盈亏 

勾选框：勾选并保存设置后，在状态栏中会显示“期权净盈亏”的值。 

（9）状态栏持仓量 

选择框：a.单笔持仓，选中一个合约时，标签栏左侧的持仓数量显示为当前合约的总的持买持卖量； 

b.全部持仓，标签栏左侧的持仓数量显示为客户所有合约的总的持买持卖量； 

c.不显持仓，标签栏中不显示合约的持买持卖量。 

（10）连接状态报警：系统与交易服务器或是行情服务器连接状态报警 

选择框：a.声音报警，如任一个服务器断开的话，会有声音提示，且在一段时间后会有弹框提示； 

b.无需报警，没有任何声音和弹框，只有界面左上角有服务器断开的信息。 

(十)下单默认量设置 

下单默认量设置： 

1. 进入系统设置->下单默认量设置 

2. 在下单默认量设置页面输入品种，开仓数量以及平仓数量后保存。（可参考快速下单->快速下单默认开

平仓数量说明） 

(十一)下单快捷键 

1. 快速超价 

使用设置的快捷键自动下单，使用超价点数对委托价进行调整控制。 

（1）卖价买进/买价卖出：可以有三套设置，设置完后都可以正常使用。 

该项设置为，使用该品种行情中的卖价（加上超价点数）下买的委托单，或是使用该品种行情

中的买价（加上超价点数）下卖的委托单； 

（2）买价买进/卖价卖出：可以有四套设置，设置完后都可以正常使用。 

该项设置为，使用该品种行情中的买价（加上超价点数）下买的委托单，或是使用该品种行情

中的卖价（加上超价点数）下卖的委托单； 

（3）超价点数：调整自动下单委托价，使其更易于成交或者不易成交，最小设置为 1 个跳点，即输入 1 

a.正的超价点数：易于成交，下买单时即调高委托价，下卖单时即降低委托价； 

b.负的超价点数：难于成交，下买单时即降低委托价，下卖单时即调高委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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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快速平仓 

快速平仓方式：快速平仓时平仓数量设置 

选择框：a.分笔，使用下单默认量作为平仓时委托单的下单数量； 

b.全部，使用可平数量作为平仓时委托单的下单数量。 

3. 快速撤单 

（1）撤单快捷键 

填写框：选择一个字母或是数字，作为撤单的快捷键。使用其直接完成撤单操作； 

（2）撤单选项：用快捷键撤单 

选择框：a.撤选中，对于选中的委托单，点击撤单快捷键完成对其的撤单； 

b.不需要选中，点击撤单快捷键完成所有挂单的撤单。 

三、服务器重连功能 

(一)交易服务器重连 

断开交易服务器：当交易服务器连接正常时，可使用断开交易服务器断开客户端； 

连接交易服务器：当交易服务器断开时，可使用连接交易服务器重新加载数据。 

(二)行情服务器重连 

断开行情服务器：当行情服务器连接正常时，可使用断开行情服务器断开客户端； 

连接行情服务器：当行情服务器断开时，可使用连接行情服务器重新加载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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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内盘连接 

内盘连接、断开与重连 

① 点击菜单栏内盘交易->开启内盘交易； 

② 在内盘登录界面输入用户名以及密码，选择交易服务器后点击登录； 

③ 点击菜单栏内盘交易->断开内盘交易，即断开与内盘连接； 

注意：在不关闭客户端的情况下内盘只允许登录一次，如果退出后需要再次登录则需重启交易客户端后方可再

登录。 

四、其他功能 

(一)锁定 

1. 立即锁屏 

①进入系统设置->系统锁定，或者使用 Ctrl+L 快捷键组合直接锁屏。 

②解锁时须输入客户登陆密码解锁，按退出直接退出交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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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定时锁屏 

① 进入系统设置->下单参数设置->状态与设置提示； 

② 勾选“离开分钟后锁定系统”，输入数值（分钟，最小有效时间为 0.1 分钟）； 

③ 定时锁屏生效后须输入客户密码解锁。 

(二)密码更改 

1. 进入系统设置->更改密码； 

2. 在更改密码页面输入旧密码； 

3. 输入两次新密码，密码至少 6 个字符； 

4. 确定后保存。 

(三)显示挂单/成交 

所有挂单页面，点击显示挂单/成交，即左边显示挂单信息，右边显示成交明细信息。 

(四)显示挂单/持仓 

所有挂单页面，点击显示挂单/持仓，即左边显示挂单信息，右边显示持仓合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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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适应列宽 

自适应列宽：根据字符长度自动调整所有列宽至最小宽度。 

1. 在行情窗口以及各个查询页面中单击鼠标右键选择自适应列宽。 

(六)显示隐藏报价 

在行情窗口中单击鼠标右键，在选项菜单中勾选显示隐藏报价。如不需要，则去掉其勾选即可。 

注：只有当该合约行情中有优于买①或者卖①的价格才会显示隐藏价格，否则不显示隐藏价格。 

(七)设置显示合约 

1. 在自选行情页面单击右键，选择设置显示合约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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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设置显示合约页面从左侧选择合约至右侧栏内（可使用“添加>>”按键或者双击该合约）； 

    3. 在右侧已选合约中选择合约使用“<<删除”或者双击该合约不显示； 

4. 使用确认按键保存。 

(八)列表风格设置 

1. 在行情窗口或者列表页面单击右键显示选项菜单； 

2. 选择列表风格设置，四种默认风格可选择，单击即可； 

3. 选择列表风格设置->自定义设置； 

4. 在列表风格设置->行情列表中对行情窗口显示进行设置。 

在列表风格设置->其他列表中对委托界面显示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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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显示设置 

包括显示标签栏、显示状态栏、显示行情、显示下单栏以及前端显示选项。 

勾选显示标签栏即可在客户端右下方显示各个查询标签，分别为委托查询、成交查询，、所有挂单、持仓

查询以及资金查询 

 

勾选显示状态栏即可在客户端下方显示各状态信息，包括各交易所时间、客户币种账户资金信息 

 

勾选显示行情即可显示行情窗口 

 

勾选显示下单栏显示委托下单信息界面。 

 

勾选前端显示即客户端界面置顶，其他程序打开后也不会显示在交易客户端上方。 

 

五、行情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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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显示五档行情 

1. 在行情窗口任意位置单击鼠标右键勾选显示五档行情； 

2. 不需显示时去掉显示五档行情勾选； 

3. 在五档行情界面中直接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关闭五档行情。 

(二)五档自动填单 

双击五档行情自动填单。 

规则：双击五档行情中任一一档行情数据则自动在委托下单界面填入所有信息。 

比如：双击五档行情中买①，则在委托下单中，填入该合约交易市场、商品、合约代码，买卖方向为其卖，委

托价格即买①价格，委托数量 1. 

六、常用操作快捷键 

软件中快捷操作键列表： 

Alt+L：打开连接菜单； 

Alt+T：打开交易查询菜单； 

Alt+O：打开其他查询菜单； 

Alt+X：打开系统设置菜单； 

Alt+H：打开系统帮助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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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显示委托信息页面； 

F3：显示成交查询页面； 

F4：显示所有挂单页面； 

F5：显示持仓查询页面； 

F6：显示资金查询页面； 

F7：显示条件单查询页面； 

K：普通快速下单切换； 

Ctrl+L：立即锁屏； 

另可设置快速撤单键、快速下单键(系统设置->下单参数设置->下单快捷键)。 

七、问题解决 

1. 账户冻结了怎么办？ 

由于登录时密码连续输入错误５次自动冻结账户，冻结后请立即打电话至公司。 

2. 账户使用过程中被踢怎么办？ 

1) 您的账户可能在其他处被登录，如担心安全问题，可退出系统后立即再次登录，登录成功后会将

其他登录账户踢掉，然后立即更改交易密码以确保其他处无法再登录账号，再拨打客服电话； 

2) 如被踢后退出客户端重新登录提示密码错误，有可能您的密码已被修改，请立即拨打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