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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登录交易系统 

点击博易大师右上角的交易按钮  或按 F12，即可调出交易系统登录界面，如图 1-1： 

 
图 1-1 

在登录界面输入用户号、交易密码、验证码或动态密码，点击“登录”即可。 

当有多个交易站点时，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网络情况选择较合适的交易站点。 

提示： 

<1> 为避免以后登录时重复输入用户号，可在输入用户号后勾选“保存用户号”选项。 

<2> 为防止恶意软件盗取密码，请使用 输入交易密码。 

<3> 安全方式分为验证码和动态密码两种，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 

<4> 点击“登录”按钮，表明已了解并接受了免责条款。 

<5> 点击“登录”按钮后，将出现用户信息等提示窗口，确认提示信息无误可点击“确认”。 

 

二、交易  

2.1 界面  

交易系统登录成功后进入默认交易界面，如下图： 

 

图 2-1-1 

<1> 资金状态栏 

a.资金状态栏左端可显示用户姓名和可用资金。 

b.点击“刷新”按钮可刷新当日委托、当日成交和持仓的信息。 

c.点击“锁定”按钮可锁定交易窗口，锁定时交易仍处于登录状态，达到相应条件可触发止损

止盈、条件单和预埋单等，锁定后需输入交易密码，点击“解锁”后回到交易界面。 

d.点击“隐藏”按钮可隐藏交易窗口，需调出时可点击博易大师右上角的交易按钮 

或按 F12即可。 

功能模块 交易模块 

委托列表 

持仓列表 

资金状态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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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点击“浮动”按钮，交易窗口将以浮动窗口形式显示，再次点击“浮动”恢复原状态，浮动显

示效果如图 2-1-2： 

 

图 2-1-2 

f.点击“关闭”按钮会弹出二次确认窗口，确认则退出交易。 

<2> 功能模块 

点击功能模块中不同的按钮，可在右侧显示相关内容。 

<3> 交易模块 

a.交易模块默认显示闪电手下单、三键下单、传统下单和快鼠下单四个下单板，隐藏多头下单

板。交易模块处显示的下单板个数最多为四个。 

b. 如需修改显示的下单板，可点击 按钮，在下拉式菜单中选择所需的模板。处于显示状

态的下单板名称前将显示√。点击下单板名称，可以改变其显示/隐藏状态。修改完成后，软件将

自动保存该设置（与交易账号关联），再次登录闪电手将显示为修改后的下单板序列。 

c. 软件不支持仅显示快鼠下单板，即选择快鼠下单板时，需至少再选择一个下单板。 

d.所有下单板增加 FOK、FAK指令。 

e.选择开仓、平仓/平今时，增加“自动”选项，勾选“自动”软件会根据是否有持仓判断下单

方向，使合约保持单向持仓。 

举例说明：现在要下单沪铜 1509，点击买入按钮时，如果账户中无该合约持仓或只有买入持

仓，则这笔交易为买开仓；如果账户中有该合约的卖出持仓，则这笔交易默认为买平仓。当买

入的手数大于卖出持仓手数时，则先平仓，剩余手数再反向自动开仓。 

<4> 持仓列表 

显示当前的持仓情况。 

<5> 委托列表 

a. 点击“全部”按钮，显示当日全部的委托。 

b. 点击“可撤”按钮，显示当前可撤销的委托。 

 

2.2 闪电手下单板 

闪电手下单板作为本软件最经典的下单模式，延续了一贯的简洁、智能的风格，在细节处更是

做了贴心的修改。 

开仓 

步骤如下： 

<1>选择合约。有 3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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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点击合约输入框后面的 按钮，先选择品种，再选择相应的合约，如图 2-2-1，2-2-2： 

 

图 2-2-1 

 
图 2-2-2 

b.行情窗口里选中相应的合约，交易界面的合约输入框中会自动同步相应的合约。 

c.在合约框中手动输入合约代码，如沪铜 1508，则在合约框输入 cu1508即可。 

<2> 选择操作“开仓”，默认即为“开仓”。  

<3> 选择数量。有 3种方式：(数量默认为该品种的默认开仓/平仓手数)  

a.点击数量输入框，再点击弹出的下单数量快捷按钮，如图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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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 

b.点击数量输入框后的 按钮(向上增加，向下减少)。  

c.将数量输入框中的数字删除，然后输入需下单的数量。 

提示：选择某合约后，数量输入框后会显示买卖方向最大可开手数和可平仓/平今的数量，双

击相应的数量，可自动将该数量填入数量输入框内。 

<4> 选择价格。如图 2-2-4： 

  

图 2-2-4 

默认为对手价，如需调整可点击价格输入框后的 按钮调整(向上增加，向下减少)，也可直

接手动修改所需要的价格。 

选择“对手价”时，买入以卖一价下单，卖出以买一价下单。 

选择“对手价超一”时，买入以卖一价加上一个该合约最小变动价位下单，卖出以买一价减去

一个该合约最小变动价位下单。 

选择“对手价超二”时，买入以卖一价加上两个该合约最小变动价位下单，卖出以买一价减去

两个该合约最小变动价位下单。 

选择“最新价”时，买入卖出都以最新价下单。 

选择“市价”时，则按照买入或卖出方向发出市价指令。  

选择“涨停价”时，买入卖出均以涨停价下单。 

选择“跌停价”时，买入卖出均以跌停价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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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击“买入”或“卖出”按钮。  

提示： 

<1> 如不希望出现下单提示对话框，可在 F8参数设置中勾选“一键下单”功能。 

<2> 锁定功能。合约输入框后面有个锁形的图标，单击该图标可变为锁定状态即锁定该合约，

此时在行情界面点击其他合约，锁定的合约将不会随之变为其他合约。再次点击锁形图标可解

锁。 

<3> 点击“复位”按钮，可将交易模板的操作恢复为开仓，数量、价格均恢复为 F8参数设置

中设置的默认数量和价格。 

<4>点击“条件”按钮，可打开条件单设置对话框，具体参见条件单的相关说明。 

 

平仓 

操作方式有 2种： 

方式一：参考上述开仓步骤，将第 2步选择操作变更为“平仓”或“平今”。 

方式二：在持仓列表中，双击要平仓的合约，此时闪电手下单板会自动填入合约、平今（或平

仓）、数量及价格(默认为对手价)，“买入”、“卖出”按钮会相应的亮显或灰显，如图 2-2-5：  

 

图 2-2-5 

最后点击亮显的“买入”或“卖出”按钮。 

提示： 

<1> 点击“买入”或“卖出”按钮下单前，可以修改数量、报价方式及价格。  

<2> 在持仓列表中，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合约按昨仓和今仓分别列出，双击合约时，交易模块会自

动选用平仓或平今，无需手动选择。 

<3> 除上海期货交易所外，其他三家交易所不区分昨仓与今仓，在持仓列表中双击持仓，会自动

选择平仓。交易遵循交易所先开先平的原则，无法使用平仓或平今指令将中间指定的某一手平

掉。 

<4> 平仓单发出后，交易模块的操作会自动恢复为开仓，以便进行后续操作。如不希望自动恢复

为开仓，可在 F8 参数设置中修改相应的设置。 

<5> 在非交易时间段发出委托，若报单被交易柜台拒绝，闪电手默认会提示用户是否将该委托

保存为开盘触发单，点击“确认”后该触发单保存在本地电脑上，在下次登陆时，或者在软件联

网状态下由开盘信号触发，如软件关闭或网络断开则不能触发。点击“取消”该委托自动失效。

如不希望提示转为开盘触发单，可在 F8参数设置中修改相应的设置。若柜台接受该委托，则软

件不再提示转开盘触发单。关于交易柜台在非交易时间段是否接受委托，建议咨询期货公司或

相应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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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交易模块和持仓列表中间的“<”竖条，点击可隐藏交易模块，再次点击可恢复。 

<7> 将光标移动到交易窗口上方边框时，光标会变成上下箭头形状，此时按住鼠标左键上下拖

动可调整交易窗口大小。 

 

2.3 三键下单 

三键下单板采用三个按键，清晰、明确、节省判断时间。如图 2-3-1： 

   
图 2-3-1 

 

步骤如下： 

<1> 选择合约、手数和价格。 

参见闪电手下单板。 

<2> 选择下单键。 

三个下单键上的文字根据持仓情况显示。第一、第二个键为开仓操作，按键上方显示可开数量，

第三个键为平仓操作，按键上方显示可平仓/平今的数量。 

a. 当选择的合约无持仓时，第一、第二个键显示为买入和卖出，按键上价格区域显示相应的价

格，第三个键灰显，按键上的价格区域显示“无持仓”，如图 2-3-1； 

b. 当选择的合约持有单向多单时，第一、第二个键显示为加多和锁仓，第三个键显示为平仓，

三个按键上价格区域显示相应的价格，如图 2-3-2； 

 

图 2-3-2 

c. 当选择的合约持有单向空单时，第一、第二个键显示为锁仓和加空，第三个键显示为平仓，

三个按键上价格区域显示相应的价格，如图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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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3 

d. 当选择的合约双向持仓时，第一、第二个键显示为买入和卖出，按键上价格区域显示相应的

价格，第三个键显示为平仓，按键上价格区域显示“锁仓中”，如图 2-3-4。如需平仓，需双击需

平仓的持仓合约，再点击平仓按钮。如未选择持仓合约，点击平仓按钮则提示“该合约锁仓中，

需双击选择一条持仓记录”，如图 2-3-4。 

 

图 2-3-4 

提示：请参考闪电手下单板的相关提示。 

 

2.4 传统下单板 

传统下单板专为有多年期货交易经验，习惯使用金仕达/恒生柜台交易系统的用户设计，如图 2-

4-1： 

  
图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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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仓 

步骤如下： 

<1> 选择合约。 

参见闪电手下单板-选择合约。 

<2> 选择方向。 

选择“买入”或“卖出”，默认为买入。 

<3> 选择操作。 

选择“开仓”，默认即为“开仓”。  

<4> 选择数量。 

参见闪电手下单板-选择数量。 

<5> 选择价格。 

默认为对手价，如需调整可点击价格输入框后的 按钮调整(向上增加，向下减少)，

也可直接手动修改所需要的价格。 

<6> 点击“下单”。 

当方向为“买入”时下单按钮底色为红色，当方向为“卖出”时下单按钮底色为绿色。  

提示：请参考闪电手下单板的相关提示。 

 

平仓 

操作方式有 2种： 

方式一：参考上述开仓步骤，将第 3步选择操作变更为“平仓”或“平今”。 

方式二：在持仓列表中，双击需要平仓的合约，此时传统下单板会自动填入合约，并选择买卖方

向、平今（或平仓）、数量及价格(默认为对手价，此处以具体价格显示),如图 2-4-2：  

 

 

图 2-4-2 

最后点击“下单”按钮。 

提示：请参考闪电手下单板的相关提示。 

 

2.5 多头下单板 

多头下单板专为有习惯性做多思维以及期权权利方用户而设计。该下单板只支持买入开仓以及

卖出平仓操作，不支持卖出开仓及买入平仓操作。如图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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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1 

开仓 

步骤如下： 

<1> 选择合约。 

参见闪电手下单板-选择合约。 

<2> 选择数量。 

参见闪电手下单板-选择数量。 

提示：选择某合约后，下方会显示买卖方向最大可开手数和可平仓/平今的数量，双击相

应的数量，可自动将该数量填入数量输入框内。 

<3> 选择价格。 

参见闪电手下单板-选择价格。 

<4> 点击“买开”按钮。 

 

平仓 

操作方式有 2种： 

方式一：参考上述开仓步骤，将第 4步选择操作变更为点击“卖平”按钮。 

方式二：在持仓列表中，双击需要平仓的合约，此时多头下单板会自动填入合约，数量及价格(默

认为对手价)，并灰显“买开”按钮。如图 2-5-2：  

 

图 2-5-2 

最后点击“卖平”按钮。 

提示： 

<1>平仓方法二仅适用于当用户在持仓栏中双击选择的合约为买开仓合约，如果双击选择了卖开

仓合约，将提示“此下单板仅支持平多，如需平空，请换其他下单板。或者您也可以直接使用

‘快捷平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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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提示请参考闪电手下单板相关提示。 

 

2.6 快鼠下单板 

在快鼠下单板中,用户可使用鼠标完成所有操作，该设计与传统手动填写下单要素相比可大大缩

短下单时间，下单更快速。 

快鼠下单板分为两个部分。左半部分为价格信息显示区，右半部分为下单要素设置区。 

 
图 2-6-1 

 

价格信息显示区 

该区域中显示合约的价格信息，当前的买卖量，委托和持仓的情况。顶端灰色背景行是数据统计

行，对应显示每列的汇总数量。数据统计行中第四列为买卖量对比条，红柱代表买量，绿柱代表

卖量，长度之比为买量与卖量之比。 

 

下单要素设置区 

在该区域中用户可修改合约名称、数量，查看可开数、多空单持仓量、浮动盈亏，进行复位及设

置条件单等操作。 

提示： 

<1>“查可开”、“复位”、“条件”按钮，请参考闪电手下单板相关使用说明。 

<2>点击“全撤”按钮，可撤销该合约所有可撤的委托。 “全撤”按钮上可显示该合约的可撤手

数。 

 

下单 

价格信息显示区 

下单要素设置区 



上海澎博财经资讯有限公司 

13 
 

步骤如下： 

<1> 选择合约。 

参见闪电手下单板-选择合约。 

<2> 填写数量。 

参见闪电手下单板-选择数量。 

提示：选择某合约后，下方会显示买卖方向最大可开手数和可平仓/平今的数量，双击相

应的数量，可自动将该数量填入数量输入框内。 

<3> 双击买入栏或卖出栏。 

在用户需要的价格所在行的买入栏或卖出栏双击鼠标（如图 2-6-2）。若在买入栏内双击

鼠标，则软件以该价格发出买入开仓委托，若需发出卖出委托，则在卖出栏内双击鼠标。 

提示： 

<1>快鼠下单板默认为自动下单方式。 

<2>勾选右侧下单要素设置区内的“最新价居中”，可快速回到合约最新价的位置。 

<3>双击数据统计行中“持仓量”栏中的数字，可弹出平仓确认对话框，点击“下单”即

可发出平仓委托。 

 

 

图 2-6-2 

 

改单 

步骤如下： 

点击抓取数据统计行中未成交栏中的数字，拖动至所需价格，放开鼠标左键，软件自动撤销原委

托后，再按新的委托价发出委托，如图 2-6-3： 

1、填入需开仓的合约 

3、鼠标双击买入栏\卖出

栏进行买入\卖出。 

2、填入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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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3 

撤单 

操作方式有 2种： 

方式一：双击数据统计行中未成交栏中的数字，即可撤销未成交的委托。 

方式二：抓住未成交手数，搬离价格窗口，完成撤单。 

 

2.7 嵌入式下单板 

在隐藏闪电手界面的状态下，进入分时图或 K 线图时，在右侧信息窗口的中间位置可显示嵌入

式下单板。嵌入式下单板始终开启“自动”功能。如图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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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1 

下单 

步骤如下： 

<1> 关联的合约为分时图或 K 线图显示的合约。 

<2> 选择数量（参见闪电手下单板-选择数量）。 

<3> 选择价格。 

参见闪电手下单板-选择数量。 

<4> 点击“买”、“卖”按钮。 

点击“买”、“卖”按钮，可对该合约买卖方向发出委托，在弹出的“下单提示”对话框中

点击“下单”即可发出委托。 

提示： 

<1>点击“查”按钮，可刷新该合约的可用资金和可开手数。 

<2>点击“复”按钮，可将数量、价格复位为 F8参数设置中设置的默认数量和价格。 

<3>点击“全平”按钮，可按照该合约可平手数发出平仓委托。“全平”按钮上可显示该合约的

可平手数。 

<4>点击“全撤”按钮，可撤销该合约所有可撤的委托。“全撤”按钮上可显示该合约的可撤手

数。 

 

2.8 弹出下单板 

在选中某一下单板状态下，点击右上角的三角形图标，可弹出该下单板（快鼠下单板默认弹出

显示），同时隐藏交易窗口内下单板。如图 2-8-1： 

嵌入式下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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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1 

如需同一下单板弹出多个，可在 F8参数设置中，取消勾选“呼出下单板时自动隐藏交易窗口

内下单板”，点击“确定”。此时每点击一次三角形图标可弹出一个下单板。在弹出的下单板

上按住鼠标左键拖动，可将其拖动至屏幕任何位置。结合锁定按钮，可将需交易的合约全部显

示在窗口上，便于操作，如图 2-8-2： 

 

 

图 2-8-2 

2.9 行权 

按键盘 F7 或者在闪电手左侧选择行权即可进入行权界面。 

行权板块 

软件会自动把所有可以行权的合约列在持仓栏，选中需要行权的合约点击行权就可以

行权。如果需要撤单在右边的委托栏里双击合约或者右键单击合约选择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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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行权板块 

放弃行权点击放弃行权可以进入放弃行权模块。大连豆粕期权不可以选择放弃数量，

要放弃必须全部放弃。选中需要放弃行权的合约点击放弃自动行权就可以放弃行权操

作。如果需要撤单在右边的委托栏里双击合约或者右键单击合约选择撤单。 



上海澎博财经资讯有限公司 

18 
 

郑州白糖期权可以选择放弃数量，在合约栏下方可以输入数字选择放弃行权的数量。

如果需要撤单在右边的委托栏里双击合约或者右键单击合约选择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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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日委托 

 

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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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部”、“可撤”  

点击“全部”按钮，委托列表中将显示当日全部的委托。 

点击“可撤”按钮，委托列表中只显示当前可撤销的委托。  

2. “撤单”  

在委托列表中选中可撤销的委托，点击“撤单”按钮即可撤销。(利用 Shift或 Ctrl键可进行多

选)  

3. “全部撤单”  

点击“全部撤单”按钮可撤销全部可撤销的委托。  

4. “导出”  

在“全部”按钮下点击“导出”，可将当日全部的委托导出，保存为表格形式。 

在“可撤”按钮下点击“导出”，可将当前可撤销的委托导出，保存为表格形式。 

5. 改单功能 

a.修改委托价格：在未成交的委托行里，点击委托价格会显示价格输入框（如图 3-2）。可在输

入框中直接输入需修改的价格或点击 按钮调整价格（向上增加，向下减少），修改完成后点

击空白处，会弹出改单提示对话框，点击“改单”，可撤销原委托并按照修改后的价格重新下单。 

 

图 3-2 

b.修改委手：在未成交的委托行里，点击委手会显示委手输入框（如图 3-3），可在输入框中直

接输入需修改的手数或点击 按钮调整（向上增加，向下减少），修改完成后点击空白处，会

弹出改单提示对话框，点击“改单”，可撤销原委托并按照修改后的手数重新下单。 

 

图 3-3 

 

四、持仓线与委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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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持仓线 

在持仓合约的分时图和 K 线图上会显示一条以较长线段组成的虚线，即持仓线。持仓线顶端方

框里（分时图方框上午在右侧显示下午在左侧显示，k线图方框始终在左侧显示）可显示该持仓

合约的开仓均价、方向、手数和浮动盈亏，买方向持仓线以红色显示，卖方向持仓线以绿色显示，

如图 4-1-1： 

 

图 4-1-1 

修改持仓线属性 

步骤如下： 

将鼠标移至持仓线上，点击鼠标右键，点击“属性”，弹出“持仓线属性”对话框。在对话框中

可修改持仓线的线型、粗细和颜色，修改完成后点击“确定”保存修改。如图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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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隐藏持仓线 

步骤如下： 

在分时图或 K线图空白处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属性”选项，软件弹出“参数设置”对话框，取消

勾选“显示持仓线和委托线”选项，点击“确定”按钮。如图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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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 

 

4.2 委托线 

在未成交合约的分时图和 K 线图上会显示一条以较短线段组成的虚线，即委托线。委托线左端

方框里可显示该委托的委托价、方向、开平和手数，买方向委托线以红色显示，卖方向委托线以

绿色显示，如图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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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 

 

修改委托线属性 

步骤如下： 

将鼠标移至委托线上，点击鼠标右键，点击“属性”，弹出“委托线属性”对话框。在对话框中

可修改委托线的线型、粗细和颜色，修改完成后点击“确定”保存修改。如图 4-2-2： 

 

图 4-2-2 

隐藏委托线 

步骤如下： 

在分时图或 K线图空白处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属性”选项，软件弹出“参数设置”对话框，取消

勾选“显示持仓线和委托线”选项，点击“确定”按钮。如图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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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3 

 

委托线改单 

步骤如下： 

<1> 点击鼠标左键抓取委托线 

将鼠标移至委托线上，出现手掌张开的图标，如图 4-2-4；单击鼠标左键，此时图标变为拳

头状，如图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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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4 

 
图 4-2-5 

<2> 上下移动委托线至所需价格处 

上下移动委托线，同时委托线右端会显示蓝底的价格标签，将委托线移至所需的位置。 

<3> 确认改单 

单击鼠标左键，弹出“改单提示”对话框，点击“改单”撤销原委托并重新下单，如图 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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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6 

 

放大镜效果 

使用委托线改单时，为了更清晰地看到变更的价格，在图标变为拳头状时，点击鼠标右键可出现

放大镜效果，如图 4-2-7： 

 

图 4-2-7 

将鼠标移至需要的价格附近点击鼠标左键，弹出“改单提示”对话框，点击“改单”撤销原委托

并重新下单（参考委托线改单）。如放弃改单，可以按键盘上的 ESC键退出改单模式。 

 

五、当日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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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1.“成交明细”  

列出全部的成交记录。(若一个委托分多次成交时，这些成交都会被分别列出)  

2. “按委托汇总”  

将所有的成交记录依照其所属的委托号汇总后列出。 

3. “按合约汇总”  

将所有的成交记录依照合约汇总后列出。 

4. “导出”  

点击“导出”按钮可按照选中的显示方式如“成交明细”导出，保存为表格形式。 

 

六、持仓 

 

 

图 6-1 

1. “全部平仓”  

点击“全部平仓”按钮，会弹出提示对话框，点击“是”可将所有持仓合约按默认价格（对手价）

发出平仓委托，为保证操作安全性，该提示框无法取消。  

2. “快捷平仓”  

在持仓列表中选中某合约，点击“快捷平仓”按钮，可对该合约按默认价格（对手价）发出平仓

委托。  

3. “快捷反手”  

在持仓列表中选中某合约，点击“快捷反手”按钮，可对该合约按默认价格（对手价）发出平仓

委托，并以相同数量反向发出开仓委托。  

  “快捷反手”操作，存在下面三种逻辑： 

a) 参数设置—快捷操作中，勾选“如发出委托*秒后仍未全部成交，则撤单”：则做快捷

反手操作时，当平仓委托发出后，若未全部成交，则等撤单后才会发出开仓委托。 

b) 参数设置—快捷操作中，勾选“如发出委托*秒后仍未全部成交，则撤单，并重新委

托”：则做快捷反手操作时，只有当全部成交后才会发出开仓委托。 

c) 参数设置—快捷操作中，未勾选“如发出委托*秒后仍未全部成交，则撤单”和“如

发出委托*秒后仍未全部成交，则撤单，并重新委托”中的任何一项，则平仓委托发

出后就立即发出开仓委托。 

4. “快捷锁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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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持仓列表中选中某合约，点击“快捷锁仓”按钮，可对该合约按默认价格（对手价）以相同数

量反向发出开仓委托。  

5. “止损止盈”  

在持仓列表中选中某合约，点击“止损止盈”按钮，可对该合约设置止损止盈，具体参见止损止

盈相关介绍。  

6. “导出”  

点击“导出”按钮，可将持仓信息导出，保存为表格 15196376168形式。  

7. “持仓列表” 

合约：合约代码。  

方向：买或卖。  

属性：若是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合约，此列显示昨仓或今仓，否则此列显示“—”。  

持仓：持仓数量。  

可用：可平仓数量。可平仓数量为持仓数量减去冻结数量，冻结数量为已申报未成交的数量。  

开仓均价：开仓成交价。若是多次开仓，则开仓均价为多次开仓价的加权平均。  

浮动盈亏：根据最新价和开仓均价实时计算出的盈亏数值。  

止损/数量：若设置了止损，此列将显示止损价及止损手数，如同一持仓设置多个止损价，则此

列显示最易触发的止损价及对应手数。  

止盈/数量：若设置了止盈，此列将显示止盈价及止盈手数，如同一持仓设置多个止盈价，则此

列显示最易触发的止盈价及对应手数。  

投保：投机或保值。 

名称：合约的中文名称。 

提示： 

<1> 在持仓列表中选择合约时，可利用 Shift或 Ctrl键进行多选。  

<2> 点击“快捷平仓”、“快捷反手”、“快捷锁仓”按钮下单后，软件默认如发出委托 5秒后仍未

全部成交，则撤单，并以最新的对手价重新发出委托。(此设置可在参数设置—快捷操作中进行

修改)   

<3> 任务在执行的过程中，可能因遇到下单失败、撤单失败、没有买卖盘（涨停或跌停）、交易

所收市等异常状况而结束。如遇此情况，请仔细查看错误提示。 

<4> 在持仓列表中，将光标移到各列的边界线上时光标会变成左右箭头形状，此时按住鼠标左

键左右拖动可调整各列的宽度。 

 

七、条件单 

7.1 设置 

步骤如下： 

<1> 在任一交易模块中选择需设置条件单的合约，设置好数量和价格，如图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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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1 

<2> 点击“条件”按钮。  

<3> 在条件单设置对话框中设置相应的条件、买卖、开平，如图 7-1-2：  

  

图 7-1-2 

<4> 点击“高级”按钮可修改价格、数量、有效期，如设置开仓条件单可同时设置止损价、浮动、

止盈价等，如图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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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3 

上图（图 7-1-3）所设条件单含义：当 cu1508 的最新价连续 2 笔大于等于 38720 时，以对手价

买入开仓 1手合约。开仓成功后，自动为持仓添加止损价 38540，浮动 10，止盈价 38840，发出

委托后如果 5秒内未成交则撤单并重新下单，条件单当日有效。 

价格：可选择“对手价、对手价超一、对手价超二、挂单价、市价、涨停价、跌停价”，其中，

选择“对手价”或“挂单价”时，条件单界面上会出现“如果*秒内未成交则撤单并重新下单”

的选项，可根据需要勾选。  

数量：点击数量输入框，再点击弹出的下单数量快捷按钮，或者点击数量输入框后的 按钮(向

上增加，向下减少)，也可将数量输入框中的数字删除，输入需下单的数量。 

<5> 点击“确定”按钮。 

提示： 

<1> 条件单由本软件在用户本机实现，如遇网络断开或软件关闭则不会触发。 

<2> 用户本机若已设置条件单且未触发，在有效期内再次登陆交易系统时会有确认提示，请仔

细操作，避免因跳空导致条件单触发可能造成损失。在确认提示界面，如需继续使用条件单，则

点击“确认”，如无需使用条件单，则点击“删除”。  

<3> 当日有效指当个交易日有效，交易日的起始时间以交易所公布为准。当日有效的条件单如

未触发，在下个交易日用户登录交易系统时会被自动删除。永久有效是指该条件单在触发前永

久有效，不会自动删除，但在登录交易系统时需进行确认。 

<4> 条件单触发后，在任务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因遇到下单失败、撤单失败、没有买卖盘（涨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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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跌停）、交易所收市等异常状况而结束。如遇到此类情况，请仔细查看错误提示。  

<5> 条件单如果在集合竞价时触发，自动转为开盘触发单，此功能始终开启，该开盘触发单保存

在本地。转为开盘触发单后，原条件单如有止损止盈设置，止损止盈设置将自动失效。 

<6> 条件单默认不开启追价功能，需要手动在“高级”设置中勾选。 

<7> 条件单中设置了止损止盈，同时该合约对应方向又设置了自动止损止盈，则以条件单的止

损止盈设置为准。 

 

7.2 查看 

步骤如下： 

<1> 在功能模块列表中点击“条件单”，默认在交易模块右侧的“条件单”可查看全部未触发

的条件单，如图 7-2-1：   

 

图 7-2-1 

“暂停”：暂停选中的条件单。条件单在暂停期间将不会被触发。如需恢复暂停的条件单，需先

选中条件单，再点击“启用”按钮即可。 

“修改”：修改选中的条件单。 

“删除”：删除选中的条件单。 

“立即下单”：立即触发选中的条件单，根据其设置发出委托，而不管其条件是否满足。 

“导出”：导出已设置且未触发的条件单。 

<2> 点击交易模块右侧的“已触发的条件单”可查看全部已触发的条件单。“全部删除”：删除

全部已触发的条件单，“导出”：导出已触发的条件单。如图 7-2-2： 

 

图 7-2-2 

 

八、止损止盈 

8.1 设置 

步骤如下： 

<1> 在持仓列表中选中某持仓，然后点击“止损止盈”按钮。系统将弹出止损止盈设置对话框，

默认光标落在止损价输入框中，如图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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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1 

<2> 在止损止盈设置对话框中设置或修改相应的数量、止损价、浮动止损、止盈价、有效期。在

止损价正下方（红框区域）会显现输入框，可输入止损价，浮动止损及止盈价正下方单击鼠标左

键也会显现输入框，用户可在输入框内输入相应价格。 

<3> 点击“保存”。  

单位数量说明： 

自动：对全部手数设置同一个止损止盈。  

1手：对单个手数分别设置止损止盈。  

默认手数：根据 F8参数设置中默认平仓手数所设置的手数设置止损止盈，默认设置为 1手。 

全部删除：将对该合约设置的止损止盈全部删除。 

提示： 

<1> 止损止盈由本软件在用户本机实现，如遇网络断开或软件关闭则不会触发。 

<2> 用户本机若已设置止损止盈且未触发，在有效期内再次登陆交易系统时会有确认提示，请

仔细操作，避免因跳空开盘导致止损止盈触发可能造成损失。在确认提示界面，如需继续使用止

损止盈，则点击“确认”，如无需使用止损止盈，则点击“删除”。  

<3> 当日有效指当个交易日有效，交易日的起始时间以交易所公布为准。当日有效的止损止盈

设置如未触发，在下个交易日用户登录交易系统时会被自动删除。永久有效是指该止损止盈设

置在触发前永久有效，不会自动删除，但在登录交易系统时需进行确认。 

<4> 止损或止盈触发后，平仓任务在执行的过程中，可能会因遇到下单失败、撤单失败、没有买

卖盘（涨停或跌停）、交易所收市等异常状况而结束。如遇到此类情况，请仔细查看错误提示。  

<5> 止损价和止盈价只是止损止盈触发的价格即触发条件，触发后默认以对手价发出平仓委托，

故成交价可能与止损止盈价不相等。默认委托价可在 F8参数设置中“止损止盈”标签下进行修

改。 

<6>对于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合约，今仓和昨仓共用同一止损止盈设置，止损或止盈触发时先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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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再平昨仓。如同时持有今仓和昨仓，则对今仓设置止损止盈价后，在昨仓栏上也会显示该设

置，但触发时根据持有仓位只发出一次平仓委托。 

<7> 追价和超价功能仅在委托价格为对手价或挂单价时有效，在 F8参数设置中“止损止盈”标

签下可修改超价和追价参数。 

<8> 对于同一持仓设置多个止损止盈时，持仓界面显示最易触发的，触发时，遵循先开先平的原

则。 

<9> 红色字体“修改结束之前，该合约的止损止盈功能已暂停”的含义：在止损止盈设置对话框

打开时，该持仓的止损止盈设置暂时失效，即使行情达到也不会触发，设置或修改完成后点击

“保存”或“取消”关闭止损止盈设置对话框后，止损止盈继续生效。例如，某合约原止损价为

500，欲修改为 490，则从打开止损止盈设置界面，到修改完成后点击保存或者取消，关闭止损

止盈设置界面期间，即使行情达到 500也不会触发止损。若持仓原来没有止损止盈，则该红字无

影响。 

<10> 浮动止损：也称追踪止损、跟随止损，设置止损价和浮动止损后，可在市场行情向用户

有利方向运行时调整止损价，从而锁定利润。浮动止损只在市场价格向着用户判断的方向变化

时生效，其参考价格是止损止盈设置生效时的最新价。 

以做多为例（如图 8-1-2）：用户买入 c1009，成交价格是 1180，然后在最新价为 1200时设置了

止损止盈(止损价 1150、浮动止损 10、止盈价 1350)。 则一旦最新价向着用户判断的方向变化，

从 1200涨到 1210 时，止损价也会自动向上调整 10个点，即从 1150变为 1160。 如果最新价的

变化没有达到 10 个点或最新价向着用户判断的相反方向变化时，则止损价不变。 

 

图 8-1-2 

 

8.2 查看 

在持仓列表中对应的“止损/数量”、“止盈/数量”处可查看到设置的止损止盈及手数，对于同一



上海澎博财经资讯有限公司 

35 
 

持仓设置多个止损止盈的情况，持仓界面显示的是最易触发的止损止盈，如图 8-2-1： 

 

 

图 8-2-1 

 

8.3 修改 

在持仓列表中选中某持仓，点击“止损止盈”按钮即可对所设置的止损止盈进行修改，修改后点

击“保存”即可。 

 

九、参数设置 

点击功能模块列表中的参数设置可对交易系统的参数进行设定，如图 9-1： 

 

图 9-1 

 

9.1 交易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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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1 

<1>.键盘下单 ：启用键盘下单模式。  

<2>.交易窗口自动隐藏(仅在窗口浮动时有效)：交易窗口浮动时，若点击行情界面，交易窗口将

自动隐藏。  

<3>.启用下单工具栏(仅在窗口浮动时有效)：交易窗口浮动时，启用下单工具栏。  

<4>.同步切换行情窗口中的合约：在交易模块的合约输入框中选择合约后，行情窗口中的报价画

面、分时图或 K线图将同步切换成对应的合约。 

<5>.双击未完成的委托直接撤单，无需确认：双击当日委托列表中可撤销的委托时，直接撤单且

不会弹出确认对话框。 

<6>.双击已完成的开仓委托时进入平仓界面：双击当日委托列表中已完成的开仓委托时，交易模

块自动调整为平仓状态。   

<7>.发出委托后显示“当日委托”：发出委托后，自动切换至“当日委托”界面，以便查看委托

单状态。 

<8>.发出平仓、平今委托后自动切换回“开仓”状态：发出委托后，交易模块的操作自动切换回

“开仓”。 

<9>.一键下单 ：在交易模块中点击“买入”、“卖出”或“下单”按钮发出委托时，不弹出确认

对话框而直接下单。 

<10>. 成交后播放提示音：委托成交后，播放提示音。指定的声音文件（*.wav）必须存在。  

<11>. 如 xx 分钟没有操作则自动锁定：如指定时间内未在交易系统中进行操作，自动锁定

交易窗口。 

<12>. 使用对手价、挂单价、最新价下单时，调整 xx 价位发出委托： 当使用对手价、挂单

价、最新价下单时，在其基础上调整指定价位发出委托。 

<13>. 默认下单价格：闪电手下单板和多头下单板的默认价格，点击输入框，从“对手价、对



上海澎博财经资讯有限公司 

37 
 

手价超一、对手价超二、挂单价、市价、涨停价或跌停价”中选择需要的选项。 

<14>. 非交易时段下单：可选择“提示是否转为预埋单、自动转为预埋单、不转为预埋单”，

该预埋单意为开盘触发单，保存在本地电脑，如遇软件退出或网络断开则无法触发。 

<15>. 在信息窗口下方显示嵌入式下单板：隐藏闪电手界面时，在分时图或 K 线图右侧信息

窗口的中间位置显示嵌入式下单板。 

<16>. 对于期权品种自动切换到多头下单板：选择期权品种时自动切换到多头下单板。 

<17>. 呼出下单板时自动隐藏交易窗口内下单板：点击下单板弹出按钮呼出下单板后，闪电手

界面上的下单板自动隐藏。 

<18>. 交易窗口最小化时隐藏账户信息栏：在最小化窗口时，不再显示账户信息栏。 

<19>. 交易窗口时隐藏账户信息栏的姓名、资金：在交易时账户信息栏上不再显示账户姓名、

可用资金。 

<20>. 版面设置：可选择使用上下或左右交易窗口，交易窗口的内容可选择持仓、委托、成交、

条件单。  

 

9.2 快捷操作 

 

图 9-2-1 

<1> 调整 xx 个价位发出委托：在对手价基础上调整指定价位发出委托，正数是向成交速度更

快的方向调整，即买入时出价更高，卖出时出价更低。  

<2> 如发出委托 xx 秒后仍未全部成交，则撤单：如发出委托在指定时间内未全部成交，则撤

单。  

<3> 如发出委托 xx 秒后仍未全部成交，则撤单，并重新委托：如发出委托在指定时间内仍未

全部成交，则撤单并以最新的对手价重新发出委托。如同时勾选了第一项和第三项，则撤单

后重新发出委托时，委托价为在对手价基础上调整指定价位后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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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1> 以上快捷操作设置对全部平仓、快捷平仓、快捷反手和快捷锁仓生效。 

<2> 上述<1>项中调整的单位是“价位”，即每个合约的最小变动价格。例如 cu 为 10，IF 为

0.2。 

<3> 上述<3>项中，追价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中止按钮，点击“中止”按钮，会弹出提示框，针对

提示框，选择“是”则保持现有报单情况，不再撤单并重新发出委托；点击“否”，按照相

关参数在设定时间内未全部成交则撤单，并重新发出委托。 

 

9.3 止损止盈 

 

 

图 9-3-1 

<1> 连续 2 笔最新价达到或超过指定价位时，触发止损：默认连续 2 笔最新价达到或超过止损

价时触发止损，连续笔数可调整（不超过 6笔），最新价也可修改为买卖价。  

<2> 连续 1 笔买卖价达到或超过指定价位时，触发止盈：默认连续 1 笔买卖价达到或超过止盈

价时触发止盈，连续笔数可调整（不超过 6笔），买平时买卖价指卖一价，卖平时买卖价指

买一价，买卖价也可修改为最新价。  

<3> 止损时按照对手价发出委托：默认止损触发后以对手价发出委托，委托价也可修改为挂单

价、停板价或止损价。  

<4> 止盈时按照对手价发出委托：默认止盈触发后以对手价发出委托，委托价也可修改为挂单

价、停板价或止盈价。  

<5> 买入调整 xx 个价位发出委托：买入时在指定价(<3>、<4>项中的设置的对手价或挂单价有

效)的基础上向上调整指定价位发出委托。  

<6> 卖出调整 xx 个价位发出委托：卖出时在指定价(<3>、<4>项中的设置的对手价或挂单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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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基础上向下调整指定价位发出委托。  

<7> 如发出委托 xx 秒后仍未全部成交，则撤单：如发出委托在指定时间内仍未全部成交，则

撤单。  

<8> 如发出委托 xx 秒后仍未全部成交，则撤单，并重新委托：如发出委托在指定时间内仍未

全部成交，则撤单并(根据<3>、<4>、<5>、<6>项的设置)以最新的指定价重新发出委托。  

<9> 止损止盈单默认有效期：可选择触发前永久有效或当日有效，由自动止损止盈生成的止损

价和止盈价的有效期也受此参数控制。 

提示： 

<1> 当止损、止盈触发条件中设置的笔数大于 1时，可防止止损或止盈被偶尔的、不可持续的价

格触发。 

<2> 当日有效的止损止盈单如未触发，在下个交易日用户登录交易系统时会被自动删除。  

<3> 上述第<8>项仅针对上述<3><4>中设置对手价或挂单价生效，追价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中止按

钮，点击“中止”按钮，会弹出提示框，针对提示框，选择“是”则保持现有报单情况，不

再撤单并重新发出委托；点击“否”，按照相关参数在设定时间内未全部成交则撤单，并重

新发出委托。 

 

9.4 自动止损止盈 

 

图 9-4-1 

单击需设置自动止损止盈的合约，注意区分买卖方向，填写需调整的价位（止损、止盈和浮动止

损），点击“修改”按钮完成设置。如果无需使用某参数，可填 0。设置完成后，当该品种合约

相应方向开仓成功后，软件将自动生成止损价、止盈价和浮动止损。 

例如：1000为某合约买开仓的成交价，10 为合约最小变动价位，用户设置“开仓后，以成交价

调整 2个价位止损……”，则软件自动生成止损价为 1000-10*2 = 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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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全部复位” 按钮可清除所有品种的自动止损止盈设置。 

提示： 

开仓成功后，软件将自动生成止损价、止盈价和浮动止损，此后如用户手动修改止损止盈价格，

则以用户手动设置的为准。 

 

9.5 默认开仓手数 

 

图 9-5-1 

默认开仓手数中可设置每个品种默认的开仓数量。 

在交易模块中填入合约，选择开仓后，数量输入框中会自动填入该品种的默认开仓手数。  

修改默认开仓手数时先选中品种，再在“默认手数”输入框中输入数值，点击“修改”按钮完成

修改。  

点击“全部复位”按钮可将所有品种的默认开仓手数恢复为 1。 

 

9.6 默认平仓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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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6-1 

默认平仓手数中可设置修改每个品种默认的平仓数量。 

在交易模块中填入合约，选择平仓或平今，数量输入框中会自动填入该品种的默认平仓手数。 

双击持仓进入平仓界面，数量输入框中会自动填入该持仓的可用手数。 

修改默认平仓手数时先选中品种，再在“默认手数”输入框中输入数值，点击“修改”按钮完成

修改。点击“全部复位”按钮可将所有品种的默认平仓手数恢复为 0。 

 

9.7 默认投保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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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7-1 

默认投保标记可设置每个品种默认为投机或保值。 

将某品种默认投保标记修改为保值时，在交易模块中选择该品种合约，投保标记输入框中自动

填入保值。 

修改默认投保标记时先选中品种，再在“投保标记”选项中选择投机或保值（默认均为投机），

点击“修改”按钮完成修改。  

点击“全部复位”按钮可将所有品种的默认投保标记恢复为投机。 

 

9.8 快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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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8-1 

设置快捷键可以帮助使用键盘下单的用户更快速地输入合约代码。 

例如：在“快捷键”输入框中输入 1、“代表”输入框中输入 cu1508 并点击“添加”按钮，则用

户在交易模块的合约框中输入 1时，合约代码 cu1508将被自动填入。 

删除快捷键：选择需删除的快捷键设置，点击“删除”按钮，在弹出的提示对话框中选择“是”，

即可删除该设置。 

 

9.9 表格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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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9-1 

表格设置中可修改“当日委托”、“当日成交”、“持仓”、“条件单”、“已触发的条件单”、“期权持

仓”和“行权宣告”模块中显示的字段和宽度。 

取消勾选则不显示该字段。 

点击宽度数字可显示输入框，输入需要的宽度后点击“确定”按钮即可保存修改。 

如需调整字段的顺序，可选中该字段，再点击向上或向下按钮调整顺序，调整完成后点击“确定”

按钮保存设置。 

点击“恢复默认”按钮可将所有字段的设置恢复为软件默认状态。 

 

十、键盘下单 

对下单速度有更高要求的用户，交易系统提供了键盘下单模式。  

在参数设置中勾选“键盘下单”选项即可使用键盘下单模式，如图 10-1：  

 

图 10-1 

键盘下单热键说明，如图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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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 

 

十一、银期转帐 

点击功能模块列表中的“银期转账”可查询期货资金、银行资金并进行转帐，还可查转帐记录，

如图 11-1，11-2：  

 

图 11-1 

 

图 11-2 

提示：在银期转账中进行银行资金查询时，如输入密码有误可弹出错误提示对话框，请根据提

示核对密码。  

 

十二、交易统计 

点击功能模块列表中的“交易统计”可对最近一周、最近一月或某一指定时间范围内的交易及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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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信息进行统计并生成统计报告，如图 12-1  

  
图 12-1 

 

十三、修改密码 

点击功能模块列表中的“修改密码”可对交易密码和资金密码进行修改，为防止恶意软件盗取密

码，请使用 输入交易密码。如图 13-1 ： 

 

图 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