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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页 

在工具栏的 【首页】内, 共有6个窗口 ：【交易】,【打开图表】,【目录】,【桌面】,

【交易策略】。 

1.1  交易  

点选【交易】里的【卖出/买入】,将显示以下窗口。（可按现在的市场价格建立新的仓位，

新建的市价单将会显示在【现有仓位】窗口内。） 

交易产品: 按        可以选择不同的交易产品。 

账户: 进行交易的账户号码。 

交易量: 进行交易的数量, 1手(Lot)为1,000交易货币。 

（直接输入或按   调整止损价位） 

报价: 新建市价单当前的市场价格。 

预设止损/限价: 在预设止损/限价前打   的话，可以预设止损, 跟踪止损或限价。 

（预设止损/跟踪止损/限价的最小距离为50） 

预设止损: 对仓位发出止损的结算订单。 

预设限价: 对仓位发出限价的结算订单。 

（ ※当点差大于50小点时，可设置的最小距离为点差加上1小点。） 

预设跟踪止损: 根据当前的市场价格, 设定一个止损幅度(小点数)。当市埸价格向订单有    

利的方向波动时, 止损价格跟随设定的止损幅度波动 。(参考上图) 

 
 

预设跟踪止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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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打开图表 

 1.3  目录 

点选【打开图表】中的【打开新图表】后, 可打开一个新的图表。 
 

※请参考本说明书第36页 - 4.1.1【打开新图表】 

点选 【目录】中的 【交易产品】, 交易产品目录中打开或隐藏交易产品，会直接反映到

【报价】窗口内。 

 

打开: 打开交易产品。被打开的交易产品呈现为深绿色,并显示在【报价】窗口内。 

隐藏: 隐藏交易产品。被隐藏的交易产品呈现为浅绿色,不会显示在【报价】窗口内。 

全部展开: 点击【全部展开】或双击    可打开交易产品目录文件夹。 

全部折叠: 点击【全部折叠】或双击    可折叠交易产品目录文件夹。 

退出: 设置完成后按 【退出】回到交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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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桌面 

点选【桌面】的【操作桌面】可以管理交易平台的操作桌面。 

保存当前桌面:保存交易平台的操作桌面。点选后输入桌面名称,按完成保存或取消退出。 

管理桌面:管理已保存的操作桌面。可以重新命名已保存桌面的名字,或删除已保存的桌面。 

系统-LION_DEFAULT: 交易平台的初始操作桌面。点选后会出现提示窗口。 

按是保存当前的桌面并打开交易平台的初始桌面。 

按否不保存当前的桌面,直接打开交易平台的初始桌面。 

按取消放弃打开交易平台的初始桌面,回到当前桌面。(参考下图) 

 

客人: 打开已保存的操作桌面。点选后会出现提示窗口,操作方法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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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交易策略 

 
有关【交易策略】的说明,请参考《交易策略说明书》。 



 2.交易 

在工具栏的【交易】内,共有5个窗口:【市价单】,【新建订单】,【现有仓位】,【现有订

单】,及【价格提示】。 

 

 2.1  市价单 

在市价单的窗口内,有【卖出】,【买入】,【结算】及【锁单】。使用市价单窗口的功能

可进行市价单买卖,结算仓位以及对仓位进行锁单。 

 

 2.1.1  卖出/买入 

点击【市价单】里的【卖出】或【买入】,以现在的市场价格建立新的仓位。新建的市价单

将会显示在【现有仓位】窗口内。 

关于【市价单】的窗口功能,请参考本说明书第4页 - 1.1【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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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选【结算】后会出现【结算】及【结算对锁仓位】。【结算】可以结算显示在【现有仓

位】里的仓位。【结算对锁仓位】同时结算同一货币买入和卖出的仓位。 

操作: 使用鼠标左键点击要结算的一个仓位，或按住键盘的“CTRL”不放,左键点击两个或

以上的仓位, 待希望结算的仓位底色变成深蓝色后按OK结算已选择的仓位。 

※结算对锁仓位时,系统会把两个对锁的仓位同时结算。 

 2.1.2  结算 

 2.1.3  锁单 

锁单功能是对现有的仓位建立一个反向单。使用【锁单】功能可以建立反向单,两个反向的

仓位会同时存在 ；使用【卖出/买入】功能不能建立反向单,相反的仓位会被结算掉。 

操作: 点选锁单后,在锁单窗口内使用鼠标左键点击希望锁仓的仓位,待仓位的底色变成深

蓝色后按OK完成锁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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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新建订单 

设定比当前市场价格更低或更高的价位,预设卖出或买入的订单。 

 2.2.1  卖出订单 

设定比当前市场价格更低(新建止损)或更高(新建限价)的价位,预设卖出订单。 

卖出–新建止损: 比当前市场价格更低的价位预设卖出订单。 

卖出–新建限价: 比当前市场价格更高的价位预设卖出订单。 

卖出–新建止损 卖出–新建限价 

交易产品: 进行新建市价单的交易产品。 

账户: 进行交易的账户。 

交易量: 进行交易的数量, 1手(Lot)为1,000交易货币。 

报价: 卖出止损时，输入低于市场价格50小点以下的价格； 

      卖出限价时，输入高于市场价格50小点以上的价格。(报价和距离的数值是连动的) 

距离: 输入和当前市场价格的点数距离。(系统默认为最小50小点) 

设定选择性订单: 请参考本说明书第10页 - 2.2.3 【选择性订单】。 

预设止损/限价: 请参考本说明书第4页 - 1.1 【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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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订单【卖出/买入】 ：点击【卖出/买入】 ，可以预设新建仓位订单。 



 2.2.2  买入订单 

设定比当前市场价格更高(新建止损)或更低(新建限价)的价位,预设买入出订单。 

买入–新建止损: 比当前市场价格更高的价位预设买入订单。 

买入–新建限价: 比当前市场价格更低的价位预设买入订单。 

 

买入–新建止损 买入–新建限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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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选择性订单 

选择性订单为,对一个交易产品的买/卖，同时设立高于市场价格以及低于市场价格的两个 
结算订单。当其中一个订单成立时，另一个订单立即被自动取消。 

操作说明: 假设在订单里有一个买入的限价订单,在建立新的买入止损单时勾选设定选择性

订单后会自动显示现有的买入限价订单。按完成绑定2个订单 。 

※卖出止损单只能够和同一交易产品的卖出限价单绑定。 

※买入止损单只能够和同一交易产品的买入限价单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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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产品: 进行新建市价单的交易产品。 

账户: 进行交易的账户。 

交易量: 进行交易的数量, 1手(Lot)为1,000交易货币。 

报价: 买入止损时，输入高于市场价格50小点以上的价格； 

      买入限价时，输入低于市场价格50小点以下的价格。(报价和距离的数值是连动的) 

距离: 输入和当前市场价格的点数距离。(系统默认为最小50小点) 

距离: 输入和当前市场价格的点数距离。(系统默认为最小50小点) 

设定选择性订单: 请参考本说明书第10页 - 2.2.3 【选择性订单】。 

预设止损/限价: 请参考本说明书第4页 - 1.1 【交易】。 



在设置止损订单的窗口内,有3种方法可以预设止损订单的价格: 

①价格: 直接输入或按   调整止损价位。 

②距离: 直接输入或按   调整止损价位与当前市场价位的距离。 

(系统默认最小距离为50小点) 

③预计损益: 直接输入或按   调整估计损益的金额。 

※价格, 距离（点数）和预计损益的数值连动, 当其中一个数值被调整, 则另外二个数值

会随之变动。 

关于预设跟踪止损距离, 请参考本说明书第4页 - 1.1【交易】。 

 2.3.1  止损 

 

 点选【止损】后，将出现设定止损订单窗口。鼠标左键点击希望设置止损订单的仓位后按OK， 
就会出现止损订单窗口。 

 2.3  现有仓位 

 
在【交易】–【现有仓位】的【止损】及【限价】内,客户可以对现有仓位设置止损订单或

限价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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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限价 

 

 

 

点选【限价】后，将出现设定限价订单窗口。鼠标左键点击希望设置限价订单的仓位后按OK， 
就会出现限价订单窗口。 

※预设价格,预设距离和预计损益的设置同上。 

 2.4  现有订单 

 
【交易】–【现有订单】里,客户可以管理显示在订单窗口的订单。 

 2.4.1  更改现有订单 

点选【更改】后，将出现更改订单窗口。鼠标左键点击希望更改的订单后按完成，就会出现 
更改订单窗口。 

交易量(Lots): 直接输入或按    调整订单的交易量，1手(Lot)为1,000交易货币。 

报价: 直接输入或按    调整订单的买入/卖出价位。 

距离(点数):直接输入或按    调整订单买入/卖出价位跟当前市场价位的距离。 

(系统默认最小距离为50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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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删除现有订单 

按下【删除】后出现提示窗口,使用鼠标左键点击要结算的一个仓位; 或按住键盘的“CTRL”

键不放, 鼠标左键点击选择两个或以上的仓位, 待希望结算的仓位底色变成深蓝色后按完

成结算已选择的仓位。 

【现有订单】- 【删除】能够取消现有订单。 

 2.5  价格提示 

 

设定交易产品的铃声提醒的价格。当某交易产品的市场价位触及被设定的价位, 系统会对

客户作出铃声提醒。按下【价格提示】后出现设置窗口如下图： 

交易产品：选择希望设置价格提示的交易产品。 

卖出价／买入价：选择希望设置价格提示的价位类别。 

提示价格：直接输入或按   调整提示价格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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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窗口 

在工具栏的【窗口】内,共有3个窗口:【窗口】,【窗口排版】及【工作区域】。 

 3.1  窗口 

 

 在【窗口】内包括了:【报价】，【现有仓位】,【订单】,【交易报告】,【已结算仓位】,

【价格提示】,【价格详情】,【帐户】,【摘要】,【事件及信息】,【风险管理】, 【Make 

a Deposit】，【Trading Manual】，【Bloomberg】。 

按下各个图标可显示相应的窗口。 

 3.1.1  报价 

 

 

 
窗口–报价内可打开【报价】和【价格表】2个窗口。 

 3.1.1.1 报价 

 

 

 
点选【报价】后, 将显示报价窗口。(首次登入交易平台时报价窗口显示在左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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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交易产品: 报价窗口显示的交易产品。 

②卖出价: 该交易产品当前的市场卖出价。 

③买入价: 该交易产品当前的市场买入价。 

※红色底色表示当前市场价位下跌; 蓝色底色表示当前市场价位上涨。 

※为方便查看点差, 价位最后的三个数字被自动放大。(如红圈所示) 

在交易产品的卖出价/买入价的各个部位上点击鼠标右键后, 将会显示以下选项。 

独立报价窗口: 点选后该交易产品的报价窗口将会被独立显示。 

打开图表: 打开该交易产品的图表。(请参考本说明书第36页 - 4.1.1【打开新图表】) 

价格提示: 设定该交易产品的价格提示。(请参考本说明书第13页 - 2.5【价格提示】) 

目录: 打开交易产品的目录。(请参考本说明书第5页 - 1.3【目录】) 

市价单 卖出/买入: 以现在的市场价格建立新的仓位。(请参考本说明书第4页 - 1.1【交易】) 

新建止损 卖出/买入: 设定比当前市场价格更低或更高的价位,预设卖出或买入的订单。 

(请参考本说明书第9页 - 2.2.1和2.2.2【卖出订单】和【买入订单】) 

新建限价 卖出/买入: 设定比当前市场价格更低或更高的价位,预设卖出或买入的订单。 

(请参考本说明书第9页 - 2.2.1和2.2.2【卖出订单】和【买入订单】)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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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新建选择性订单 卖出/买入 

新建选择性订单 卖出/买入: 建立新的选择性订单。与 2.2.3【选择性订单】的功能不同, 

新建选择性订单会同时建立止损和限价的订单。 

（※关于卖出/买入订单的止损/限价价格, 请参考本说明书第9页 - 2.2.1和2.2.2【卖出订

单】和【买入订单】) 

隐藏交易产品: 从报价窗口隐藏交易产品。 

偏好设定:请参考本书明书第44页 – 7.4【偏好设定】。 

刷新: 对报价窗口进行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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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2 价格表 

 

 点选【价格表】后,将显示以下窗口。(首次登入交易平台时报价窗口显示在左下方) 

交易产品: 显示交易产品名称。 

卖出价: 当前市场卖出价。鼠标左键点击卖出价可进行卖出市价单交易。 

(请参考本说明书第4页 - 1.1【交易】) 

买入价: 当前市场买入价。鼠标左键点击买入价可进行买入市价单交易。 

 (请参考本说明书第4页 - 1.1【交易】) 

最高价: 当天交易日最高市场卖出价。 

最低价: 当天交易日最低市场买入价。 

 

鼠标右键点击下面的不同部位，将会显示以下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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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 设置栏目显示。 (请参考本书明说第43页 – 7.3【栏目】 ） 

查找交易产品: 输入交易产品名称进行查找。 

独立报价窗口: 点选后，将会独立显示交易产品的报价窗口。 

打开图表: 打开该交易产品的图表。(请参考本说明书第35页 – 4.1.1【打开新图表】) 

价格提示: 设定该交易产品的价格提示。 (请参考本说明书第13页 - 2.5【价格提示】) 

目录: 打开交易产品的目录。 (请参考本说明书第5页 - 1.3【目录】) 

市价单 卖出/买入: 以现在的市场价格建立新的仓位。 

(请参考本说明书第4页 - 1.1【交易】) 

新建止损 卖出/买入: 设定比当前市场价格更低或更高的价位,预设卖出或买入的订单。 

(请参考本说明书第9页 - 2.2.1和2.2.2【卖出订单】和【买入订单】) 

新建限价 卖出/买入: 设定比当前市场价格更低或更高的价位,预设卖出或买入的订单。 

(请参考本说明书第9页 - 2.2.1和2.2.2【卖出订单】和【买入订单】) 

新建选择性订单 卖出/买入: 建立新的选择性订单。与本说明书第10页 - 2.2.3【选择性订

单】的功能不同。对同一个交易产品在更高或更低的价格同时设定买入订单；或对同一个交

易产品在更高或更低的价格同时设定卖出订单。当其中一个价格的订单先成立的话，另一个

价格的订单将会被自动取消。 

※2.2.3【选择性订单】只能绑定已建立的订单。 

隐藏交易产品: 把该交易产品从报价窗口隐藏。 

偏好设定:请参考本说明书第44页 – 7.4【偏好设定】。 

更新: 对报价窗口进行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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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现有仓位 

 

 点选【现有仓位】后,将会显示以下窗口。(首次登入交易平台时报价窗口显示在右下方) 

交易产品: 显示交易产品名称。 

交易号码: 现有仓位的交易号码。 

票据: 现有仓位的票据。 

Lot数: 现有仓位的交易量。 

买入/卖出: B=买入, S=卖出。 

建仓价格: 仓位建立时的价位。 

结算价格: 当前市场价格。 

止损: 止损结算订单的价位。 

跟踪止损: 跟踪止损结算订单的点数。 

限价: 限价结算订单的价位。 

单手损益点数: 每个仓位的一手损益点数。 

损益点数: 每个仓位的损益点数。 

利息差: 现有仓位的利息差。 

净损益: 每个仓位的净损益。(包含利息差) 

时间: 现有仓位的建立时间。 

注释: 用户自行输入的注释。 

操作说明:鼠标右键直接点击红色
圈部位，或者点鼠标右键后，选
择结算仓位，就会显示以下窗口。 

交易量(Lots): 直接输入,调整上方的横杠或按   调整希望结算的交易量。 

报价: 当前市场价位。系统将会以按下完成时的市场价位结算。 

※本说明书第8页 - 2.1.2【结算】，只能把现有仓位完全结算, 不能选择结算的交易量。 

19 



栏目: 设置希望显示的栏目。(请参考本说明书第43页 – 7.3【栏目】） 

偏好设定:请参考本说明书第44页 – 7.4【偏好设定】。 

数据导出至Excel: 当前现有窗口显示的数据导出至Excel。 

刷新: 对现有仓位窗口进行刷新。 

止损: 对现有仓位设立止损结算订单。(请参考本说明书第11页 - 2.3.1【止损】) 

限价: 对现有仓位设立限价结算订单。(请参考本说明书第12页 - 2.3.2【限价】) 

跟踪止损: 对现有仓位设立跟踪止损距离的结算订单。 

(请参考本说明书第4页 - 1.1【交易】) 

结算仓位: 结算仓位的方法同上。 

锁仓: 对现有仓位进行新建锁仓。 

※本说明书第8页 - 2.1.3【锁单】只能对锁和现有仓位同等交易量, 不能选择新建锁仓的

交易量。 

结算对锁仓位: 结算现有的一对买入和卖出的仓位。 

鼠标右键点击现有仓位的不同部位后， 
将会显示以下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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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订单 

 
点选【订单】后，将会显示以下窗口。(首次登入交易平台时报价窗口显示在右上方) 

交易产品: 显示交易产品名称。     

交易号码: 订单的交易号码。     

订单类型: 显示订单的类型。 

订单号码: 订单系统号码。       

票据: 订单的票据号码。      

票据价格: 票据建仓价格。      

Lot数: 订单的交易量。 

买入/卖出: B=买入, S=卖出。 

卖出价: 卖出订单的预设建仓价。 

买入价: 买入订单的预设建仓价。 

临近: 预设建仓价和当前市场价位距离。 

跟踪止损: 预设跟踪止损结算订单的小点距离。 

选择性订单号: 选择性订单号码。 

预设止损: 预设止损结算订单的价位。 

预设限价: 预设限价结算订单的价位。 

时间: 订单的建立时间。 

 
 

I: 市价单。 

R: I的价格变更。 

C: 结算单。 

T: C的价格变更。 

S: 止损订单。 

L: 限价订单。 

SF: 止损订单失败。 

LF: 限价订单失败。 

ES: 新建止损订单。 

EL: 新建限价订单。 

F: 订单失败。 

M: 强行砍仓。 

ME: 最低净值。 

J: 交易保证金不足I无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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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标右键点选不同的部位，将会分别显示以
下两个窗口。 



栏目: 设置栏目显示。(请参考本说明书第43页 – 7.3【栏目】） 

设定临近距离: 设置订单价格与当前市场价格的小点距离。 

更改订单: 对订单进行交易量,报价及距离（小点数）进行修改。 

※请参考本说明书第12页 - 2.4.1【更改现有订单】 

删除订单: 删除已选择的现有订单。 

止损: 对现有订单设定止损结算订单。(请参考本说明书第11页 - 2.3.1【止损】) 

限价: 对现有订单设定限价结算订单。(请参考本说明书第12页 - 2.3.2【限价】) 

跟踪止损: 对现有订单设定跟踪止损结算订单。(请参考本说明书第4页 - 1.1【交易】) 

注释: 用户自行输入的注释。 

偏好设定: 请参考本说明书第44页 – 7.4【偏好设定】。 

数据导出至Excel: 把当前订单窗口显示的数据导出至Excel。 

刷新: 对订单窗口进行刷新。 

选择性订单链接: 共有设定现有订单, 设定新订单及分开选择性订单。 

设定现有订单: 把现有订单中的同一货币组的止损买入和限价买入链接成选择性订单； 

或把现有订单中的同一货币组的止损卖出和限价卖出订单链接,如下图: 

设定新订单: 请参考本说明书第10页 - 2.2.3【选择性订单】。 

分开选择性订单: 把选择性订单分开, 点选后出现提示窗口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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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交易报告 

 
点选【交易报告】后,用户可以选择账户明细或交易统计。 

一. 账户明细 

可打开账户在指定时间内所进行的交易报告书。 

时间: 设置显示账户明细报告书的时间范围。 

全部账户: 显示所有账户的交易记录。 

账户: 显示指定账户的交易记录。 

简易格式: 显示已结算交易记录。（已结算仓位，出入金，利息） 

提价: 佣金的金额。 

显示注释: 显示用户输入的注释。 

打印设置: 设置打印报告书的排版和字体尺寸。 

打开账户明细报告书后, 报告书从上到下将分成4个部份显示: “报告书概要”, “账户

交易情况(细节/简易)”, “未结算/浮动仓位”, “账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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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书概要 

账户号码: 交易账户的号码。 

客户姓名: 账户持有人的姓名。  

地址: 申请账户时填写的地址。 

账户类型: 账户的基础货币种类。 

期间: 报告书的指定时段范围。 

起始: 报告书的起始时间。 

截止: 报告书的结束时间。 

用户名: 用户名称。 

账户交易情况(细节/简易) 

日期/时间: 交易的日期和时间。 

类型: 交易的类型。 

交易号码: 交易系统号码。 

交易尺寸:建立仓位时的手数。 

票据: 现有仓位的票据。 

交易产品: 交易产品的名称。 

手数: 本次交易的交易量。 

买/卖: 买=B, 卖=S。 

建仓日期/时间: 本次交易的建仓日期和时间。 

建仓: 建仓价位。 

新建理论值: 建仓时的总交易金额。 

结算: 结算价位。 

结算理论值: 结算仓位时的总交易金额。 

入金/出金/调整: 入金/出金的金额。 

毛损益: 未计算佣金及利息差的损益。 

佣金: 交易商收取的佣金。 

利息: 交易产品的利息差。 

净损益: 已计算佣金及利息的损益。 

账户余额: 交易账户的余额。 

净值: 账户余额+未结算的净损益。 

使用保证金: 已使用的保证金。 

用户: 进行交易的用户名称。 

原因: 进行交易的原因。 

注释:用户自行输入的注释。 

已结算交易的总计: 已结算交易的金额。 

期间内总数: 指定时间范围内的交易金额。 

24 



未结算/浮动仓位 

交易号码: 交易系统号码。 

票据: 现有仓位的票据。 

交易产品的类型: 交易产品的类型。 

手数: 本次交易的交易量。 

买/卖: 买=B, 卖=S。 

建仓: 建仓价位。 

新建理论值: 建仓时的总交易金额。 

建仓日期/时间: 本次交易的建仓日期和时间。 

交易费用: 本次交易所需费用。 

当前: 当前市场价位。 

结算理论值: 以当前市场价位计算的总交易金额。 

毛损益: 未计算佣金及利息差的损益。 

佣金:交易商收取的佣金。 

利息: 交易产品的利息差。 

净损益: 已计算佣金及利息差的损益。 

用户: 进行交易的用户名称。 

原因: 进行交易的原因。 

账户状况 

期首余额: 报告书起始时的账户余额。 

已经平仓部位的总的毛利润/损失: 已结算仓位的毛损益。 

佣金: 交易商收取的佣金。 

利息: 交易产品的利息差。 

入金: 用户入金金额。(已扣除第3方金融机构手续费之金额) 

出金: 用户出金金额。(未扣除第3方金融机构手续费之金额) 

调整: 用户自行出入金以外的资金流动。 

净入金/出金/调整: 入金+出金+调整。 

期末余额: 报告书截止时的账户余额。 

开仓部位的总的毛利润/损失: 现有仓位的毛损益。 

净值: 账户净值。 

使用保証金: 账户已使用保证金。 

可用保証金: 账户可用保证金。 

保証金不足需要入金额: 因保证金不足而需要入金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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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统计 

可打开账户在指定时间范围内指定交易产品的交易统计。 

报告书期间:设置显示交易统计报告书的时间范围。 

全部账户: 显示所有账户的交易统计。 

账户: 显示指定账户的交易统计。 

所有交易产品:显示所有交易产品的交易统计。 

交易产品: 显示指定交易产品的交易统计。 

交易统计 

羸利交易: 仓位结算时获利的交易。 

亏损交易: 仓位结算时亏损的交易。 

均等交易: 仓位结算时损益为零的交易。 

全部: 所有已结算仓位的交易。 

利益/损失(P/L): 总利益或总损失。 

交易计数: 交易次数。 

计算手数: 总交易量（手数）。 

每笔平均手数(Lot数): 每次交易的平均交易量（计算手数/交易计数）。 

每笔平均损益: 每次交易的平均利益或平均损失（利益/交易计数或损失/交易计数）。 

每笔最大损益: 每次交易中，最大利益或最大损失。 

每手(Lot)平均损益: 每手交易的平均利益或平均损失（每笔平均损益/每笔平均手数）。 

每手最大损益: 每手最大利益或最大损失。 

最长交易时间: 持仓时间最长的仓位。 

最短交易时间: 持仓时间最短的仓位。 

平均交易时间: 平均持仓时间。 26 



 3.1.5  已结算仓位 

点选【已结算仓位】后，将会显示以下窗口。（在此可查看已结算仓位的详细情况） 

交易产品: 交易产品名称。 

交易号码: 交易系统号码。 

票据: 现有仓位的票据。 

Lot数: 本次交易的交易量。 

买入/卖出: 买=B, 卖=S。 

建仓价格: 建仓价位。 

建仓时间: 本次交易的建仓日期和时间。 

结算价格: 结算价位。 

结算时间: 本次交易的结算日期和时间。 

单手损益点数: 1手的损益（小点）。 

利息差: 已结算仓位的利息差。 

净损益: 已计算佣金及利息的损益。 

原因: 进行交易的原因。 

C: 交易方结算。 

D: 交易员结算。 

S: 止损订单结算。 

L: 限价订单结算。 

M: 强行砍仓结算。 

ME: 最低净值结算。 

I: 反向交易结算。 

E: 反向订单结算。 

T: C的价格变更。 

R: I的价格变更。 

鼠标右键点选不同的部位，将会分别显示以下两个窗口。 

栏目: 设置栏目显示。 (请参考本说明书第43页 – 7.3【栏目】） 

偏好设定: 请参考本说明书第44页 - 7.4【偏好设定】。 

数据导出至Excel: 将当前【已结算仓位】窗口中，所显示的数据导出至Excel。 

刷新: 显示最新已结算仓位的数据。 

注释: 用户自行输入的注释。 

 

 

※选择默认分类中的设置后,可
按显示最后结算的平仓或最近结
算的天数变更，已结算仓位中所
能显示的最大仓位个数。如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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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价格提示 

点选【价格提示】后, 将会显示以下窗口。（在此可查看价格提示的详细情况） 

交易产品: 交易产品名称。 

卖出价/买入价: 价格提示类别。 

条件: 价格提示条件。 

价格: 价格提示设定价位。 

图表:图表名称。 

方向:突破方向。 

发送提示:提示种类。 

趋势线:趋势线名称。 

※鼠标右键点选交易产品后可追加、
修改和删除价格提示。请参考本说明
说第13页 - 2.5【价格提示】 

 3.1.7  价格详情 

点选【价格详情】后, 将会显示以下窗口。（在此可查看当前市场价格的详细情况） 

交易产品: 交易产品名称。 

卖出价: 当前市场卖出价。 

买入价: 当前市场买入价。 

最高价: 当天交易日最高卖出价。 

最低价: 当天交易日最低买入价。 

时间: 价位显示的时间。 

价格变化: 现在价格和当天开盘价格之差。（小点） 

涨跌幅度%: 价格变化相对当天开盘价格的百分比。 

点值: 交易产品的每手小点值。 

利息差卖出$: 卖出仓位的每手利息差。 

利息差买入$: 买入仓位的每手利息差。 

最大交易量: 单次交易的最大交易量。 

休市时间: 平台中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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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账户 

点选【账户】后，将会显示以下窗口。（ 在此可查看交易账户的详细情况） 

账户: 交易账户号码。 

账户类型: 账户类型。 

账户余额: 当前账户余额。 

账户净值: 当前账户净值。 

已用保証金: 已使用保证金。 

可用保証金: 可用保证金。 

净值水平%: 净值/已用保证金×100%。 

当净值水平小于等于100%时，会被强行砍仓。 

强行砍仓: 强行砍仓状态。 

保证金使用: 已用保证金占账户净值的百分比。 

当保证金使用大于等于100%时，会被强行砍仓。 

现有仓位: 现有仓位总的交易量（手）。 

佣金: 交易商收取的佣金。 

利息差: 现有仓位总的利息差。 

建仓收费: 创建仓位时的手续费。 

净损益: 当前净损益。 

交易量默认值: 交易量的默认值。 

平仓收费: 结算仓位时的手续费。 

 

鼠标右键点选不同的部位，将会分别显示以下两个窗口。 

已结算仓位: 可以打开【已结算仓位】窗口。 

强行砍仓价格: 查看强行砍仓价格。 

利息差 价格: 可以打开查看该交易账户的每种交易产品的利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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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摘要 

点选【摘要】后,将会显示以下窗口。（在此可查看，同一种交易产品的买入/卖出仓位的
统计数据，即现有仓位的摘要） 
 

交易产品: 交易产品的名称 。 

Lot数: 买入/卖出的总交易量。 

未锁单Lot数: 未锁单交易量。 

买入/卖出: 买=B, 卖=S。 

平均建仓价格: 平均建仓价格。 

结算价格: 当前市场价位。 

平均损益分歧点: 获得平均利益/损失的分歧价位。 

损益点数: 对同一种交易产品的买/卖仓位的，总的

损益小点数。 

净损益: 损失/利益。 

结算: 对同一种交易产品所有的买/卖仓位进行结算。 

未锁仓位损益: 未锁仓位的损益小点数。 

未锁仓位净损益: 未锁仓位的净损益。 

鼠标右键点选不同的部位，将会分别显示以下两个窗口。 

栏目: 设置栏目显示。 

(请参考本书明说第43页 – 7.3【栏目】 ） 

查找交易产品: 输入交易产品的名字进行查找。 

日摘要: 只显示当天交易日建立的仓位的摘要。 

所有账户摘要: 显示所有账户的现有仓位的摘要。 

只显示未锁仓位的摘要: 只显示未被锁仓的仓位的摘要。 

全部摘要: 交易账户内全部现有仓位的摘要。 

结算: 按下可打开结算窗口进行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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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0  事件及信息 

点选【事件及信息】后,将会显示以下窗口。（在此可翻查当天交易日的事件及信息） 

来源: 该事件及信息的产生来源。  

消息标题: 该事件及信息的详细内容。 

时间: 该事件及信息的产生时间。 

 3.1.11  风险管理 

点选【风险管理】后,将会显示以下窗口。（在此可查看仓位的货币净值） 

※3.1.2【现有仓位】显示交易产品的货币对, 【风险管理】显示现有仓位的单个货币净值。 

币种: 在币种栏目内, 会显示除了账户基础货币以外已打开的所有的货币种类。 

净货币额: 显示现有仓位内每个币种的净货币额。+符号代表买入的比卖出的多；-符号代

表卖出的比买入的多。 

USD/GBP/EUR价值: 净货币额兑换成账户基础货币的价值。买入/卖出一种货币时，所需要

卖出/买入的账户基础货币。 

买入总额: 显示在USD/GBP/EUR价值栏目上的总买入额。 

卖出总额: 显示在USD/GBP/EUR价值栏目上的总卖出额。 

总和: 买入总额+卖出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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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数据为美元账户时所截的图，即账户基础货币为美元。   

根据账户类型USD价值会成为GBP价值/EUR价值。 



 3.1.12 固定收藏夹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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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选【Make a Deposit】，将显示以下窗口。（在此可使用信用卡/借记卡进行入金）。 

Username： 用户名 
Password： 密码 
Continue： 下一步 
Reset： 重新输入 

点选【Trading Manual】，将显示以下窗口。（在此可查看交易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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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选【Bloomberg】后，将显示以下窗口。【Bloomberg】(彭博)是全球的供应商, 为国际

金融服务市场与中国国内市场提供财经新闻, 公司信息, 数据与定价服务。 

彭博的英文首页 



 3.2  窗口排版 

 
点选【自动排版】能使杂乱的工作区域自动排列, 使用户更容易管厘及利用交易平台。 

使用自动排版功能前 使用自动排版功能后 

 3.3  工作区域 

在工作区域窗口中可管理交易平台的工作区域。 

【新设】: 输入新建工作区域的名称，建立新的工作区域。 

【重命名】: 重设当前工作区域的名称。 

【关闭】: 关闭当前工作区域。（工作域内的所有窗口也会同时被关闭） 

【已打开窗口】: 查看所有工作区域中已打开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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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图表 

在工具栏的【图表】内,共有3个窗口:【图表】,【设置】及【可视策略】。 

 4.1  图表 

 

 在【图表】内, 共有3个窗口:【打开新图表】,【管厘保存图表】,【已打开图表】。按下各

个图示以显示相应的窗口。 

 4.1.1  打开新图表 

 

 
点选【打开新图表】，将会显示以下窗口。 

选择交易产品: 选择要打开新图表的交易产品种类。 

选择时间周期: 选择新图表显示的时间周期。 

跳动点: 交易产品每一次的价格变动。 

模版应用: 请参考【交易策略手册】。 

查找文易产品: 输入交易产品名称进行搜查。 

 

设置完成后按完成打开新图表。 

35 



①选择交易产品: 选择图表的交易产品种类。 

②选择时间周期: 选择图表显示的时间周期。 

③放大,缩小重置缩放: 把图表放大, 缩小或还原大小。 

④垂直自动定标: 请参考《图表说明书》。 

⑤十字光标: 含有显示十字光标和测量十字光标。 

显示十字光标和测量十字光标可查看每一时间周期内的最高价,最低价,开始价格和结束价

格。并且测量十字光标有测量自定义两点之间的小点差和时间差。 

⑥建立技术指标: 在图表上设定技术分析指标。 

⑦应用模版: 请参考【交易策略手册】。 

⑧打印:打印图表。 

⑨将图表数据保存为文件: 将图表数据保存至电脑。按下后打开设置，将显示以下窗口。

（可对输出数据进行设置） 

栏目: 打勾选择希望输出的数据栏目。 

所有数据: 当前图表的所有数据。 

时间周期: 可对输出数据的起始日和截止日进行设置。 

设置完成后按下一步保存数据, 可把数据保存为“Excel(*.xls)”,“网页

(*.html)” ,“XML文件(*.xml)”或“记事本”(*.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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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图表说明 

 

 



⑩在表格中查看图表: 将图表数据以表格的形式表示。 

⑪保存当时图表为图片: 将图表保存为图片至电脑。 

⑫保存当前图表: 保存当前图表以及图表的当前设置。 

⑬趋势线: 在图表上绘制趋势线等。 

⑮删除选定对象: 可删除指定或所有绘制对象。 

⑯显示仓位, 订单或价格提示: 可在图表上显示现有仓位, 订单及价格提示。 

时间: 图表的刷新时间。 

开盘价: 在一个时间周期中的开始卖出价格。 

最高价: 在一个时间周期中的最高卖出价格。 

最低价: 在一个时间周期中的最低卖出价格。 

收盘价: 在一个时间周期中的结束卖出价格。 

: 买入仓位, 数字表示仓位手数。 

: 卖出仓位, 数字表示仓位手数。 

: 止损/限价买入订单, 数字表示订单手数。 

: 止损/限价卖出订单, 数字表示订单手数。 

: 买入价格提示。 

: 卖出价格提示。 

: 止损/限价订单, 数字表示订单手数。 

⑰蜡烛图: 可设置图表类型: 蜡烛图, 棒图及线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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⑱图表设置: 可设置图表的显示内容及颜色等参数。 

⑲建立可视策略:请参考【交易策略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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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操作说明: 鼠标右键点选图表后会出现以下选项。 

在(当前市场价位)买入(图表显示的交易产品): 新建买入市价单。 

(请参考本书明说第4页 – 1.1【交易】) 

在(当前市场价位)卖出(图表显示的交易产品): 新建卖出市价单。 

(请参考本书明说第4页 – 1.1【交易】) 

在(右击位置价位)建立买入订单: 在当前市场价位下方点击鼠标右键可打开限价买入订单。 

        在当前市场价位上方点击鼠标右键可打开止损买入订单。 

在(右击位置价位)建立卖出订单: 在当前市场价位下方点击鼠标右键可打开止损卖出订单。 

        在当前市场价位上方点击鼠标右键可打开限价卖出订单。 

※请参考本书明说第9页 - 2.2.1和2.2.2的【卖出订单】和【买入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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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左方的提示栏, 如下图: 

图表范围内不能被显示的上方图标。 

图表范围内不能被显示的下方图标。 

 4.1.2  管理保存图表 

 

 点选后打开管理已保存图表的窗口。可管理在本说明书第37页 - 4.1【打开新图表】的⑫保
存当前图表中被保存的图表。 

打开: 打开已保存的图表。 

重命名: 对已保存的图表重新命名。 

删除: 删除已保存的图表。 

 4.1.3  已打开图表 

 

 点选【已打开图表】后，可查看已经打开的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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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设置 

 

 请参考【交易策略手册】 

 4.3  可视策略 

 
请参考【交易策略手册】 



 5. 交易策略 

在工具栏的【交易策略】内,可以编写, 管理及修改自客户自行设定的技术指标和交易策略。 

关于交易策略的详细内容, 请参考【交易策略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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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幫助 

在工具栏的【帮助】内,共有【交易说明书】和【关于】2个窗口。 

关于: 可查看应用程序, 模块及系统版本。 

交易说明书: 用户可打开说明书的下载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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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附录 

单击交易: 只需要点击交易产品的卖出价/买入价就可以马上建立市价单。 

点击交易平台左上角的         或       后打开设置窗口,并勾选主要设置里的单击交易后, 报价

窗口变成单击交易状态, 如下图: 

在报价窗口下方的交易量设定栏设定交易量后,点击卖出价或买入价可立即建立市价单。 
（※单击交易没有确认窗口） 

 7.1  单击交易 

 

 7.2  更改密码 

点击交易平台左上角的          后选择更改密码,就会打开更改密码窗口。 
输入当前密码，新密码和确认新密码后按应用完成。 

 7.3  栏目 

在【价格表】，【价格详情】，【现有仓位】，【订单】，【已结算仓位】，【价格提示】， 
【账户】，【摘要】，【事件及信息】，【风险管理】等窗口中，在栏目上点击鼠标右键后 
可看到栏目选项。 

根据数据长度设定宽度: 根据窗口内显示数据的长度自动调整栏目宽度。 

自定义: 点选后打开栏目自定义窗口, 可显示或隐藏窗口内的指定栏目。 

默认分类: 数据的排列分类还原至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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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偏好设定 

在图表以外的所有窗口中，点击鼠标右键后，将看到偏好设定。 

设置(报价/价格表/价格详情): 在报价和价格表以及价格详情窗口,可显示或隐藏交易产品。 

（偏好设定里的设置只隐藏或显示该窗口内的交易产品，不会影响其他窗口。） 

设置(其他窗口): 在其他窗口的设置内, 可打开主要设置并调整窗口功能。 

字体: 调整窗口内字体的名称,颜色,类型及尺寸。 

颜色: 调整窗口栏目的颜色。 

日期/时间: 可调整窗口内显示时间的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