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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上海乾隆高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隆公司）做如下声明： 

1、本手册的内容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2、乾隆公司对本手册资料不进行任何形式的保证。 

3、由于本手册可能存在的印刷错误，而使用户在参考、执行和使用本手册时造

成的偶然或必然的不良后果，乾隆公司概不负责。 

4、乾隆公司对于在非乾隆公司要求规范之设备上使用钱龙软件的可靠性概不负

责。 

5、遵守任何适用的版权法是用户的责任。 

6、在不限制版权所辖权利的前提下，未经乾隆公司的明确书面许可，无论出于

何种目的，均不得以任何形式或借助任何手段（电子、机械、影印、录音或其他

手段）复制、传播、翻译书中的任何部分，或将其存储于或引入检索系统。 

7、乾隆公司可能拥有对本书内容的专利、专利申请、商标、版权或其他知识产

权。除了任何乾隆公司授权许可协议所提供的明确书面许可，拥有本书并不赋予

您任何有关这些专利、专利申请、商标、版权或其他知识产权的许可。 

8、钱龙和 是乾隆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注册商标。 



 

一、 系统特色 

1. 钱龙系统一共有 10 大特色 

1.1 行情和交易集成 

行情系统和交易系统完美集成，在看行情同时可以方便快捷的下单。 

1.2 满足国内用户习惯 

在系统设计上，满足国内用户的操作习惯以及看盘交易的习惯。同时我们也提供了

香港特有的分析工具。例如大利市画面，经济排位等等。 

1.3 丰富的快捷键操作  

满足国内用户习惯，特别是老客户使用键盘的特点，我们的交易系统支持使用键盘

进行行情的操作以及常用委托的操作。 

1.4 全鼠标操作 

为了充分的利用 Windows 的快捷，我们加入了鼠标的操作，可以使用鼠标进行所

有的交易以及行情的操作。 

1.5 稳定安全可靠 

采用高强度的 SSL 握手 AES256 位加密，保证交易数据的安全可靠。 

1.6 快速落单 

我们使用键盘的快捷键、鼠标的快速移动，以及人性化的个性交易设置，在报表画

面、走势画面、以及 K 线画面等等地方满足用户的快速下单的要求。充分体现了交易

的便捷。 

1.7 批量交易 

设定不同的条件，可以分笔大批量的下委托单，突破每笔下单数量的限制。 

1.8 多账号交易 

支持同时登陆多个账号，且同时进行下单。对账号可以进行分组，设定不同的分组，

做不同的交易。 

1.9 落单标记 

我们在分时走势上，标记了用户的当日委托情况，将委托的情况一幕了然。在 K

线图上我们标注了历史的成交信息。 

1.10 委托跑马灯 

支持委托的跑马灯提示，对重要的通告等等采用有效的且实时的跑马灯提示。 

 

二、 系统的安装与运行环境 

1. 系统运行环境：Windows 2000/2003/XP 

从招银国际网站上下载“招银国际港股交易下载版”，安装后在界面上出现 ，

双击运行招银国际港股旗舰交易终端。 



 

 

2. 系统登入 

系统登陆需要招银国际证券提供的登入账号与密码进行登陆。同时需要填写可用于查看

港股行情的行情账号。在登入界面左侧“行情账号处填写” 

 

 

输入正确的行情账号、密码和登入账号、密码后点击登录按钮，会弹出分先揭示。点击

“接受”按钮，就会登入系统，进入主界面。 

 



 

风险揭示框： 

 

主界面： 



 



三、 系统设置 

1. 委托设置 

 

在这个界面中主要是设置一些交易的数据信息，如价格跟盘设置，自动分单的设置，买

卖的数量设置以及部分个性设置。根据提示和下选框的选择，您可以设置适合您的配置。 

1.1 扫盘策略设置 

本次新增的闪电下单锁定盘口扫盘功能，提供了 2 种扫盘策略。允许客户自身不同的需

求，选择不同的扫盘策略 

 

当选择开启扫盘功能后，会弹出扫盘风险揭示，点击“接受”按钮后正式开启闪电下单

扫盘功能。如果想停用闪电下单扫盘功能，选择“不启用”即可。 

 



 

2. 通讯设置 

 

在这个界面中主要是设置一些服务器的配置数据信息。包括您使用的服务器代理等设

置。您需要填写正确的配置信息以完成这些工作。 

 

3. 显示风格设置 

 

这个界面主要是设置显示的配置信息，比如您是否需要在显示买入界面显示报表，或者

是否需要在卖出界面显示报表等等。我们将有推荐的配置，您只需要点击“推荐设置”即可。



在个性设置中，主要是显示您最关心的股票。即，在一次操作后，我们将给您显示您最关心

的内容 

 

4. 个性设置 

 

这个界面主要是一些保帐账户设置以及个性化操作方式，比如连续多少时间没有操作就

锁屏，连续输错密码多少次就退出程序，以保证帐号安全；另外您可以根据您的使用习惯，

例如登陆后默认界面，F12 功能，撤单是否使用回车键，持仓/买入导入自选股等功能进行自

定义设置，让您在一次操作后，显示给您最关心的内容。 

 

5. 账号管理 



 

这些账号信息，是表示在您本机上已使用过的账号的信息。您可以增加，也可以删除，

更可以设置这个账号的别名。（所谓的别名就是这个账号是描述信息，比如您可以用名字来

表示该账号的归属者等等） 

 

6. 测速 

 

通过测速，系统会把与您所使用的电脑交互速度最快的服务器地址保存在程序中，下一

次登录时会直接使用速度最快的服务器地址，使您始终能连接到与您电脑交互速度最快的服

务器。 



7. 手动升级 

 

可以使用我们系统默认的升级服务器进行升级，同时您也可以指定升级服务器的地址进

行手动的升级，或者您也可以选择我们指定的服务器来升级。 



 

四、 委托买入 

1. 买入界面 

点击交易模式选择窗口中的港股买入，系统显示如下界面： 

 

 红色线框区域是显示买入股票的信息。 

 紫色线框区域默认显示当前登入账号的当日全部委托/当日可撤单委托状态的委托信

息，当日全部委托/当日可撤单委托可通过右键菜单切换。用户还可以通过标签页切换

显示信息，包括持仓的股票数据信息和当以已成交委托信息。 

 在红色线框标记的区域内，一共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左边部分表示买入的操作区域，

右边区域为行情数据（根据您的行情账号权限显示延时行情或实时行情。在显示窗口上

面将会有一行红色的字体来提示您当前看到的数据是否是延时的）。 

 

 

 当您进行了一次股票买入的委托后，紫色线框内会将显示本次委托交易的具体描述信

息。如下图所示： 

 

 

2. 如何委托买入 

第一步：输入股票代码，回车。系统将会返回该股票的名称和行情信息。 

第二步：选择交易盘别。我们提供了四种交易盘别类型。 

第三步：输入买入价格，回车。您可以勾选“联动”让系统按照你设置的价格档位自动填入

买入价格。您还可以通过鼠标滚轮、+/-键，以及点击右侧上下箭头按钮，按最小变动单位

调整买入价格。完成后系统将显示您对该只股票的购买力（可买数量）。 



第四步：输入买入数量。您可以右键点击控件，选择按照购买力全部买入或按比例买入。您

还可以通过鼠标滚轮、+/-键，以及点击右侧上下箭头按钮，按最小变动单位调整买入数量。 

第五步：点击“买入”按钮或按回车键，系统会弹出委托买入确认框。如果勾选了“显示费

用”，则在下图中包含费用信息： 

 

如果没有勾选则不包含费用信息： 

 

第六步：回车或者点击确认买入。如果委托成功就会返回合同号。 

 

 

注：如需要显示费用，勾选 后会弹出提示框： 

 

确认后，买入委托确认框中会增加费用显示。 



 

五、 委托卖出 

1. 卖出界面 

点击交易模式选择窗口中的港股卖出，系统显示如下界面： 

 

 红色线框区域是显示卖出股票的信息。 

 紫色线框区域默认显示当前登入账号的持仓的股票数据信息。用户还可以通过标签页切

换显示信息，包括持仓的股票数据信息和当以已成交委托信息和当日全部委托/当日可

撤单委托状态的委托信息。 

 在红色线框标记的区域内，一共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左边部分表示卖出的操作区域，

右边区域为行情数据（根据您的行情账号权限显示延时行情或实时行情。在显示窗口上

面将会有一行红色的字体来提示您当前看到的数据是否是延时的）。 

 

 

 当您进行了一次股票卖出的委托后，紫色线框内会将显示本次委托交易的具体描述信

息。如下图所示： 

 

 

2. 如何委托卖出 

第一步：输入股票代码，回车。系统将会返回该股票的名称、可卖数来那个和行情信息。 

第二步：选择交易盘别。我们提供了四种交易盘别类型。 

第三步：输入卖出价格，回车。您可以勾选“联动”让系统按照你设置的价格档位自动填入

买入价格。您还可以通过鼠标滚轮、+/-键，以及点击右侧上下箭头按钮，按最小变动单位

调整卖出价格。 



第四步：输入卖出数量。您可以右键点击控件，选择按照可卖数量全部卖出或按比例卖出。

您还可以通过鼠标滚轮、+/-键，以及点击右侧上下箭头按钮，按最小变动单位调整卖出数

量。 

第五步：点击“卖出”按钮或按回车键，系统会弹出委托卖出确认框。如果勾选了“显示费

用”，则在下图中包含费用信息： 

 

如果没有勾选则不包含费用信息： 

 

第六步：回车或者点击确认买入。如果委托成功就会返回合同号。 

 

 

注：如需要显示费用，勾选 后会弹出提示框： 

 

确认后，卖出委托确认框中会增加费用显示。 



 

六、 闪电下单 

1. 您可以在行情界面的报表、买卖盘等等地方点击价格进行下单。 

 在大利市画面查看买卖盘时，可以点击卖盘五档价格中的任何一档闪电买入 

 

 

 点击买盘五档价格中的任何一档委托卖出 



 

 

 在报表画面点击卖出价买入 

 

 

 在报表画面点击卖出价卖出 



 

2. 扫盘策略 

当客户选择了仅跟踪价格的扫盘策略后 

 

闪电下单界面的买入/卖出价格会随着所选档位价格变动而变动。 

而当客户选择了跟踪价格和数量后 

 

闪电下单界面的买入/卖出价格会随着所选档位价格变动而变动。且买入/卖出数量也会

随着盘口变动而变动。 

 

3. 直接下单 

不勾选直接下单，点击“买入/卖出”按钮后，会弹出委托确认框 



 

再点击“确定”按钮，才能完成委托下单，返回合同号。 

勾选了直接下单，点击“买入/卖出”按钮后，则直接委托下单，返回合同号。 

 

4. 显示费用 

此处的显示费用设置与上述买卖界面的功能相同，但设置不通用。 



七、 快速下单/撤单 

在行情界面上（报表界面、个股走势界面、k 线走势界面）， 

键入 31 可以对当前证券进行委托买入 

 

委托端立即跳到委托买入界面并自动填入当前证券代码。 

 

在行情界面上（报表界面、个股走势界面、k 线走势界面）， 

敲入 32 可以对当前证券进行委托卖出 

 

委托端立即跳到委托卖出界面并自动填入当前证券代码。 

 

在行情界面上（报表界面、个股走势界面、k 线走势界面）， 

敲入 33 可以快速到达撤单界面 



 

委托端立即跳转到委托撤单界面。 



 

八、 撤单与改单 

点击交易模式选择窗口中的撤单/改单。系统显示如下界面： 

 

1. 撤单 

此界面只列出所有可撤委托单 

勾选要撤销的委托单，按“撤单”按钮跳出  

确认后，送出撤单请求。  

键盘按“DEL”键或鼠标右键可以撤销焦点所在的委托单。 

 

确认后，送出撤单请求。  

 

2. 改单 

注意改单只能改没有成交或者部分成交的委托单，已经成交的委托单不能改。 

选择委托，点击“改单”按钮 



 

改单可以修改委托价格和委托数量，修改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系统弹出改单确认框 

 

点击“是”后执行改单操作并返回合同号。 

 



 

九、 IPO新股申购 

点击交易模式选择窗口中的新股申购，系统显示如下界面： 

 
 红色线框区域是显示新股申购的信息。 

 紫色线框区域默认显示当前登入账号的可申购 IPO 信息。用户还可以通过标签页切换

显示信息，包括持仓的股票数据信息和 IPO 申购信息。 

 如何申购 IPO 

第一步：在紫色线框区域 IPO 列表中，用鼠标双击想要申购的 IPO 信息。系统将会返回该

股票的名称、可申请股数和费用信息等。 

 

第二步：在绿色线框区域，选择想要申购的股票数量。系统将自动填写申购数量和申购金额。 



 

第三步：点击“申购”按钮或按回车键，系统会弹出风险揭示和新股申购确认框。 

 

 



点击交易模式选择窗口中的 IPO 列表，系统显示如下界面： 

 

双击 IPO 信息，直接进入新股申购界面。 

 

点击交易模式选择窗口中的新股申购记录，系统显示如下界面： 

 

可查新股申购记录及结果。



 

十、 批量交易 

批量交易中包含三种委托模式 

 均量委托：输入每笔的数量，以及一共多少笔进行交易。 

 总量委托：输入交易的总量，以及一共多少笔进行交易。 

 总额委托：输入交易的总金额，以及一共多少笔进行交易 

1. 单账号批量买入 

点击批量－>单账号批量买入 

 

第一步：选择批量类型。 

第二步：选择交易盘别，输入证券代码、买入价格。 

第三步：输入单笔数量/总金量/总金额。 

第四步：输入总笔数。 

第五步：调整每笔的差价。 

第六步：调整每笔的延时。 

 

第七步：可以调整委托单明细，双击单条委托单可以修改价格和数量 

 

第八步：点击“买入”按钮 



 

完成后，显示委托说明 

 

 

2. 单账号批量卖出 

点击批量－>单账号批量卖出 

 

第一步：选择批量类型。 

第二步：选择交易盘别，输入证券代码、买入价格。 

第三步：输入单笔数量/总金量/总金额。 

第四步：输入总笔数。 

第五步：调整每笔的差价。 

第六步：调整每笔的延时。 



 

第七步：可以调整委托单明细，双击单条委托单可以修改价格和数量 

 

第八步：点击“买入”按钮 

 

完成后 

 



 

十一、 多账号交易 

1. 多账号登陆 

在批量处理中，还有两个操作是多用户批量处理，这是为了避免您在重复登入，重复处

理一些数据的时候能节约时间。所谓的多用户批量，即是在我们的系统中可以登入多个账户，

这样即是所谓的多用户操作。 

如何登入多用户？ 

在控制主界面的右上角有一排的操作按扭，如图所示： 

 

该工具栏主要包括 ： 

账号管理：管理本次登入的系统用户的信息。 

锁屏：将当前用户的信息锁定，如果需要再次交易，则要重新输入交易密码解锁。 

设置：即系统设置。 

登录：退出当前用户，重新登入系统。 

多用户登入的时候，点击账号管理。会出现如下所示窗口： 

 

其中红色线框描绘区域表示当前正在登入的用户。 

点击添加按扭，系统将弹出如下所示窗口： 

 

输入另一个合法的账号，点击“确定”返回多账户管理界面。 

如下显示操作后的界面，增加了新账户，但是显示状态为已断开。 



 

选择该用户。点击“登录”按扭，系统会打开登录界面： 

 

登入账号后，将显示如下界面： 

 

 

2. 账号的分组 



您可以对您的账号进行分组管理，点击“分组”按扭，系统将显示如下界面： 

 

默认是没有组的。因此您需要添加组。点击增加按扭，系统将出现如下的增加组的界面： 

 

输入您想要的组名，点击“确定”按扭确定增加一个组。系统将显示如下： 



 

 红色线框描绘的区域表示当前操作的组。 

 紫色线框描绘的区域表示当前的全部账号。 

 蓝色线框描绘的区域表示操作按扭。 

 绿色线框描绘的区域表示当前这个组里的所有账号。 

 

3. 多账户批量买入 

点击批量－>多账号批量买入 

 

 红色线框区域表示批量交易的操作界面。 

 紫色线框区域表示当前所有登入账号的全部的股票信息，这些信息包括汇总持仓的股票

数据信息，汇总成交的股票数据信息和正在委托的汇总委托股票数据信息。 

在红色线框标记的区域内，一共包括三个部分的区域。如下图所示： 



 

红色线框描绘的区域是交易区域。 

紫色线框描绘的区域为行情数据（有可能的实时的，也有可能的延迟的，在显示窗口下面将

会有一行红色的字体来提示您当前看到的数据是实时的还是延时的）。 

底下绿色线框描绘的区域是批量交易的数据显示信息，这里将表示即将买入的数据。 

 

4. 多账户批量买入交易？ 

第一步：输入证券代码、选择交易盘别、输入买入价格以及单笔数量 

 

系统会自动的为您显示每手的股数和价格单位及币种。 

第二步：选择交易的账号 

点击全选选择全部的账户，点击反选表示不选择任何一个账户。 

 

第三步：形成委托明细 

每一个账号前面都有一个小框，如果您勾选了一个账号，那么在数据显示窗口会有相应的该

用户的买入数据信息。 

下图是做了一个选择一个账号的模拟结果所显示的界面： 



 

第四步：买入 

在选择完账号后，点击“买入”按钮，那么系统将开始买入操作，并弹出此次的买入信息，

如下显示： 

 

完成后系统显示如下： 

 

 

5. 多账号批量卖出 

点击批量－>多账号批量卖出 

 

 红色线框区域表示批量交易的操作界面。 

 紫色线框区域表示当前所有登入账号的全部的股票信息，这些信息包括汇总持仓的股票

数据信息，汇总成交的股票数据信息和正在委托的汇总委托股票数据信息。 

 

6. 多账号批量卖出交易 

第一步：输入证券代码、选择交易盘别、输入卖出价格以及单笔数量 



 

系统会自动的为您显示每手的股数和价格单位及币种。 

第二步：选择交易的账号 

点击全选选择全部的账户，点击反选表示不选择任何一个账户。 

 

第三步：形成委托单 

每一个账号前面都有一个小框，如果您勾选了一个账号，那么在数据显示窗口会有相应的该

用户的卖出数据信息。 

下图是做了一个选择一个账号的模拟结果所显示的界面： 

 

第四步：确认卖出 

在选择完账号后，点击“卖出”按钮，那么系统将开始卖出操作，并弹出此次的卖出信息，

如下显示： 

 

完成后系统显示如下： 



 



 

十二、 数据查询 

1. 资金股份查询 

点击交易模式选择窗口中的查询，再点击资金持仓。系统显示如下界面： 

 

点击“说明”按扭，系统将为您提示一些基本的说明数据信息和友情提示。如图所示： 

 

点击“买入”按钮，系统跳转到买入界面。 

点击“卖出”按钮，系统跳转到卖出界面。 

点击“刷新”按钮，刷新当前用户的数据信息，这些数据包括资金和股票的数据信息。 

 

2. 当日委托查询 

点击交易模式选择窗口中的查询，再点击当日委托。系统显示如下界面： 

 
红色线框中的“撤单”、“改单”按钮，操作同“八、撤单与改单”操作。 

过滤工具条，如下图所示： 

 

在证券代码中选择您想查看的证券代码，或者您可以选择全部，查看全部的委托记录。 

在买卖方向中选择您需要查看的买卖类型，您可以选择只查看买入的交易，也可以只查看卖



出的交易，或者您可以查看全部的委托记录。 

点击“确定”按钮确认本次查询操作。 

 

3. 当日成交查询 

点击交易模式选择窗口中的查询，再点击当日成交。系统显示如下界面： 

 

点击“明细”按钮，显示所选成交记录的成交明细。如下图： 

 

过滤工具条，如下图所示： 

 

在证券代码中选择您想查看的证券代码，或者您可以选择全部，查看全部的委托记录。 

在买卖方向中选择您需要查看的买卖类型，您可以选择只查看买入的交易，也可以只查看卖

出的交易，或者您可以查看全部的委托记录。 

点击“确定”按钮确认本次查询操作。 

 

4. 历史成交查询 

点击交易模式选择窗口中的查询，再点击历史成交。系统显示如下界面： 

 

查询工具条，如下图所示： 

 

选择查询开始时间和查询结束时间。 

点击“确定”按扭，刷新当前显示的信息。 

 

5. 股票往来查询 

点击交易模式选择窗口中的查询，再点击股票往来。系统显示如下界面： 

 
查询工具条，如下图所示： 

 



选择查询开始时间和查询结束时间。 

点击“确定”按扭，刷新当前显示的信息。 

 

6. 现金往来查询 

点击交易模式选择窗口中的查询，再点击现金往来。系统显示如下界面： 

 
查询工具条，如下图所示： 

 

选择查询开始时间和查询结束时间。 

点击“确定”按扭，刷新当前显示的信息。 

 

7. 通用功能 

在众多数据查询界面中，有众多通用功能。这里以查询当日委托界面为例。 

点击“汇总”按钮，弹出如下界面 

 

选择列名，可以根据列汇总所有记录。结果如下： 

 
红色线框描绘的区域表示汇总行。 

汇总列以绿色标明。 

点击“过滤”按钮，弹出如下界面 



 

每个列表名后都有可选择的过滤条件，根据需要进行过滤。结果如下： 

 

过滤列以紫色标明。 

点击“输出”按钮，保存当前信息数据中的数据。可以输出到文本文件、电子表格已经直接

打印机打印。 

 



十三、 银证转账 

1. 券商转银行界面 

点击交易模式选择窗口中的银证转账，再点击券商转银行。系统显示如下界面： 

 
 红色线框区域表示券商转银行操作区域。 

 紫色线框区域表示账户资金信息。 

 

2. 券商转银行操作 

第一步：选择转账银行。 

第二步：选择转账币种。 

第三步：输入转账金额。 

第四步：点击“确定”按钮，系统弹出提示框： 

 

点击“确定”按钮后，系统弹出提示框： 

 
 

3. 转账业务说明 

点击交易模式选择窗口中的银证转账，再点击转账业务说明。系统显示如下界面： 



 
 

4. 查询转账 

点击交易模式选择窗口中的银证转账，再点击查询转账。系统显示如下界面： 

 

红色线框区域表示查询工具条。选择查询开始时间和查询结束时间。 

点击“确定”按扭，刷新当前显示的信息。 

 



 

十四、 款项存提 

1. 存款指示界面 

点击交易模式选择窗口中的款项存提，再点击存款指示。系统显示如下界面： 

 
 

2. 存款指示操作 

第一步：选择存款币种。 

第二步：输入存款金额。 

第三步：选择存款日期。 

第四步：选择需要存入的银行账号。 

第五步：选择存入方式。 

第六步：点击“确定”按钮，系统弹出提示框： 

 

点击“确定”按钮后，系统弹出提示框： 

 

 

3. 存款指示界面 

点击交易模式选择窗口中的款项存提，再点击提款指示。系统显示如下界面： 



 

4. 存款指示操作 

第一步：选择存款币种。 

第二步：输入提取金额。 

第三步：选择需要提取的银行账号。 

第四步：点击“确定”按钮，系统弹出提示框： 

 

点击“确定”按钮后，系统弹出提示框： 

 

 

5. 当日资金存取 

点击交易模式选择窗口中的款项存提，再点击当日资金存取。系统显示如下界面： 

 

 



 

十五、 公开招股 

1. 新股申购 

点击交易模式选择窗口中的新股申购。系统显示如下界面： 

 

 红色线框区域是显示新股申购的信息。 

 紫色线框区域默认显示 IPO 列表信息。用户还可以通过标签页切换显示信息，包括持

仓的股票数据信息和当以已下单的 IPO 委托信息。 

双击紫色线框区域内的单条 IPO，其信息自动填写入红色线框区域内。 

 

 在红色线框标记的区域内，一共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左边部分表示新股申购的操作区

域，右边区域显示申购数量及费用信息。 

2. 如何进行新股申购 

第一步：在紫色线框区域内双击想要申购的股票，其信息会自动填写到红色线框区域内。 

第二步：在红色线框区域右侧选择想要申购的股票数量，系统会自动填写申购数量和申购金

额。 

第三步：点击申购按钮后，弹出《重要事项》、《eIPO 认购服务条款与细节》和《细阅招股

章程及免责声明》。当客户全部接受并点击接受按钮后，新股申购委托成功。 



 

 

 

 

 



3. 如何查询新股申购委托 

点击交易模式选择窗口中的 IPO 认购记录。系统显示如下界面： 

 

列表中显示当前账号 IPO 申购记录及状态 



 

十六、 市场资讯 

点击交易模式选择窗口中的市场资讯，系统显示如下界面： 

 

我们会打开招银国际的网站首页，您可以操作界面，如同操作普通浏览器。 



 

十七、 密码修改 

1. 密码修改界面 

点击交易模式选择窗口中的修改密码。系统显示如下界面： 

 

软键盘依旧是提供给您一个用鼠标输入的功能。如图所示： 

 

 

2. 修改密码操作 

在原登录密码框中输入您的原始登入密码，即是您的旧的密码。 

输入完成后，在新登录密码框中输入您的新密码。 

输入完成后，在新密码确认框中再次输入您的新密码。 

点击“确认”按钮确认修改密码。 

系统弹出如下对话框： 

 

提示密码修改成功。 



 

十八、 交易雷达 

我们在行情的 K 线上有历史成交的交易雷达 

 

在走势画面上我们有委托雷达 

 



 

十九、 快捷功能汇总 

在行情界面上（报表界面、个股走势界面、k 线走势界面），敲入快捷键可以对当前证券进

行委托买卖以及撤单：31（委托买入），32（委托卖出）、33（委托撤单） 

按 F12 键可以开启、隐藏、或者锁屏委托界面。 

在数量输入框，我们按空格键可以选择舱位。 

 

热键名称 热键功能 

Alt+ ~ 行情与委托之间焦点切换 

F1 隐藏/显示树型菜单 

F2 查询账户资金持仓信息 

F5 查询界面的刷新 

F6 查询当日委托信息 

F7 进入买入交易操作界面 

F8 进入卖出交易操作界面 

Tab 委托画面和报表画面的切换 

Ctrl+a 批量撤单界面全选所有记录 

Ctrl+r 批量撤单界面重置全部记录 

Alt+F1 委托精简模式和全屏模式的切换 

 向下方向键可以进行选择、走读功能 

 向左方向键可以进行选择，走读功能 

 向右方向键可以进行选择，走读功能 

 向上方向键可以进行选择，走读功能 

Enter 进行委托确认、走读 

空格键 进行联动、批量信息选择；数量框仓位选择 

Delete 对相应的记录进行撤单 

F9 进入自定义撤单操作界面（批量撤单/改单或

单个撤单） 

F10 查询实时成交信息 

F12 激活委托程序；隐藏（锁屏）/显示委托程序 

+ - 输入价格/数量的时候，+-可以调整价格/数量 

鼠标滚轮 输入价格/数量的时候鼠标滚轮可以调整价

格/数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