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赢顺(Mytrader)期货交易软件使用说明



目录

目录..........................................................................................................................................................2

一、登录软件..........................................................................................................................................6

二、常用窗口基本操作 ..........................................................................................................................7

（一）报价列表 ................................................................................................................................. 7

（二）分时走势图 ............................................................................................................................10

（三）K 线图表 .................................................................................................................................14

（四）当日分钟 K 线 ........................................................................................................................27

（五）盘口报价表 ............................................................................................................................28

（六）分笔统计 ................................................................................................................................30

（七）分价统计 ................................................................................................................................31

（八）新闻 ........................................................................................................................................32

三、行情模块使用案例 ........................................................................................................................39

（一）如何调入行情报价页面.........................................................................................................39

（二）如何创建页面 ........................................................................................................................41

（三）如何保存页面 ........................................................................................................................43

（四）如何调入页面 ........................................................................................................................44

（五）如何还原修改后的页面.........................................................................................................45

（六）如何设置书签并将个人重要页面设置在书签上，方便调用 .............................................47

（七）如何区分系统页面和普通页面.............................................................................................49

（八）如何利用我的指标区保存多组指标参数.............................................................................50

（九）如何申请更多数据及设置 K 线显示密度.............................................................................51

（十）如何调取技术分析图表.........................................................................................................51

（十一）如何实现窗口联动 ............................................................................................................58

（十二）如何设置盘口报价买卖横竖排列.....................................................................................59

（十三）如何设定报价红绿定义.....................................................................................................60

（十四）如何设定成交明细红绿定义.............................................................................................60

（十五）如何显示小报价框 ............................................................................................................61

（十六）如何显示持仓成本线.........................................................................................................61

（十七）如何调出信息灯塔 ............................................................................................................62

（十八）如何显示技术分析图上的十字光标.................................................................................62

（十九）如何设置今天昨天分割线.................................................................................................63

（二十）如何设置 K 线形状 ............................................................................................................64

（二十一）如何调整报价页面的字体及字体大小.........................................................................64

（二十二）如何进行颜色字体风格的设置.....................................................................................65

（二十三）如何进行涨跌停定义的设置.........................................................................................65

（二十四）如何设置页面保存机制.................................................................................................66

（二十五）如何进行合约代码、指标快捷键的设置 .....................................................................66

四、交易模块使用案例 ........................................................................................................................68

（一）、登陆与退出交易系统.........................................................................................................68



（1）如何调取下单系统 ..................................................................................................................68

（2）如何登陆下单系统 ..................................................................................................................68

（3）如何退出下单系统 ..................................................................................................................69

（二）、交易部分 ............................................................................................................................69

竖式下单 ............................................................................................................................................69

（1）如何开仓 ..................................................................................................................................69

（2）如何平仓(指定价平仓、对价平仓、超价平仓、停板价平仓、清仓) ...............................71

（3）如何撤单 ..................................................................................................................................72

（4）如何使用追价功能 ..................................................................................................................74

（5）如何使用定时平仓 ..................................................................................................................74

（6）如何使用预埋单 ......................................................................................................................75

（7）如何使用条件单 ......................................................................................................................76

（8）如何使用锁仓、移仓、反手操作。.......................................................................................77

（9）如何使用平上海昨仓 ..............................................................................................................78

（10）如何使用止损止盈 ................................................................................................................79

横式下单 ............................................................................................................................................84

（1）如何开仓 ..................................................................................................................................84

（2）如何平仓(指定价平仓、对价平仓、超价平仓、停板价平仓、清仓) ...............................86

（3）如何撤单 ..................................................................................................................................87

（4）如何使用定时平仓 ..................................................................................................................87

（5）如何使用超价功能 ..................................................................................................................89

（6）如何使用追价功能 ..................................................................................................................89

（7）如何使用锁仓、移仓、反手操作。.......................................................................................90

（8）如何使用平上海昨仓 ..............................................................................................................91

画线下单 ............................................................................................................................................92

（1）如何调出画线下单 ..................................................................................................................92

（2）如何利用“买”“卖”下单按钮进行下单 ...........................................................................92

（3）如何利用“盈”、“损”按钮平仓.......................................................................................94

（4）使用技巧一  手动追踪止损 ...................................................................................................96

（5）使用技巧二  画预备单 ...........................................................................................................96

炒单热键 ............................................................................................................................................98

（1）如何设置炒单热键并进行交易...............................................................................................98

（2）如何从炒单热键控件上读取交易信息...................................................................................98

（3）炒单 23 个动作的意义解释.....................................................................................................99

下单精灵 ..........................................................................................................................................100

（1）如何用下单精灵进行下单.....................................................................................................100

（2）如何查看下单后的成交回报和对未成交合约撤单 .............................................................102

独立下单板 ......................................................................................................................................102

（1）如何调出下单板进行交易.....................................................................................................103

（2）如何查看下单后的成交回报和对未成交合约撤单 .............................................................104

外盘下单 ..........................................................................................................................................104

（1）如何买入/卖出新合约 ..........................................................................................................104

（2）如何买入/卖出已持仓合约...................................................................................................105

（3）如何撤单 ................................................................................................................................106



（4）如何使用预埋单 ....................................................................................................................107

（5）如何使用条件单 ....................................................................................................................108

（6）如何使用全平（清仓）、反手操作。.................................................................................110

（三）、参数设置 ..........................................................................................................................110

（1）如何对下单系统中追价、超价、默认下单手数进行设置 .................................................110

(2)如何设置止损参数 ....................................................................................................................112

(3)如何了解下单成交过程 ............................................................................................................113

(4)如何查看交易过程及取消追价.................................................................................................113

(四)、账户信息部分........................................................................................................................114

（1）如何查询交易信息 ................................................................................................................114

（2）如何查看账户资金信息及账单、修改密码 .........................................................................116

（3）如何查看历史交易及账单报告.............................................................................................117

五、 程序化交易................................................................................................................................118

语法与函数 ......................................................................................................................................118

指标编写与加载 ..............................................................................................................................137

（一）如何编指标 ..........................................................................................................................137

（二）如何设置指标线形？ ..........................................................................................................140

（三）如何在主图上显示指标的买卖信号？...............................................................................140

程序化模型编写与加载 ..................................................................................................................141

（一）什么是程序化交易？ ..........................................................................................................141

（二）如何编写程序化交易模型？...............................................................................................144

（三）如何在编写程序化交易模型遇到问题的时候获得帮助 ...................................................146

（四）如何对交易模型进行效果测试...........................................................................................147

（五）如何进行参数优化 ..............................................................................................................151

（六）如何加密销售 ......................................................................................................................152

（七）如何启动程序化交易 ..........................................................................................................154

（八）如何设置程序化交易的下单手数.......................................................................................155

（九）如何选择交易方式 ..............................................................................................................156

（十）如何选择下单价格 ..............................................................................................................156

（十一）如何进行全自动下单.......................................................................................................157

（十二）如何实现加载模型后在另外指定的合约中下单 ...........................................................157

（十三）如何在程序化交易中设置止损止盈...............................................................................158

（十四）如何在程序化交易中切换分析周期...............................................................................158

（十五）如何在程序化交易中切换合约.......................................................................................159

（十六）如何在模型运行过程中修改相关设置...........................................................................160

（十七）如何在程序化中使用分析指标.......................................................................................161

（十八）如何在程序化中使用画线工具.......................................................................................161

（十九）如何解决指令忽闪 ..........................................................................................................162

程序化参数设置及算法交易监控...................................................................................................162

（一）如何进行程序化参数设置...................................................................................................162

（二）如何使用算法交易过程监控...............................................................................................165

六、套利交易......................................................................................................................................166

（一） 如何自由配比套利 .............................................................................................................166



（二） 如何实现国内跨期套利 .....................................................................................................167

（三）如何实现国内跨品种套利...................................................................................................169

（四）如何实现股指基差套利.......................................................................................................171

（五）如何实现大豆提油套利.......................................................................................................173

（六）如何查看配置成功的套利价差图.......................................................................................174

（七）如何套利开仓 ......................................................................................................................175

（八）如何套利平仓 ......................................................................................................................176

（九）如何套利撤单 ......................................................................................................................176

（十）如何使用手动配对功能.......................................................................................................177

（十一）如何在套利中应用技术分析...........................................................................................177

(十二)如何有效避免套利瘸腿- -设定合约流动性级别.................................................................178

(十三)如何提高成交几率- -算法交易之追价.................................................................................179

(十四)如何提高成交几率- -算法交易之分批.................................................................................180

(十五)如何有效控制下单成本- -巧妙设置滑点.............................................................................180

(十六)如何快速抓住套利机会- -套利条件单.................................................................................181

附 1、热键列表...................................................................................................................................182

（一）、自定义热键 ......................................................................................................................182

（二）、系统热键 ..........................................................................................................................185

附 2：画线工具使用说明 ...................................................................................................................189

附 3：函数及语法说明 .......................................................................................................................211



一、登录软件

赢顺(Mytrader)期货交易软件是交易策略工具软件，支持使用资金账号直接登录，同时行情

账号自动登录。一步登录更快捷。

方法：点击“配置服务器”选择最好登录状态，以保证软件运行效果。如图 1-1

图 1-1

“测速”是检测服务器的网络速度，ping 值为网络延时返回值，数值越小网速越快。这里

的选择原则为：选择网络延时时间短的服务器登录（80 以下都不会对行情产生影响）；选择同

网服务器登录 。

“动态备份”为避免因为网络问题或者网络负荷问题引起的数据延时和堵塞。操作模式为：

勾选比较好的服务器，在 down 机、网络中断、负载满的情况下，系统会自动登录所勾选的服务

器组。



二、常用窗口基本操作

在赢顺(Mytrader)期货交易软件行情列表和技术分析图表窗口，鼠标右键单击分析窗口——

插入内容，有 8个可选操作窗口，各窗口具体操作说明如图 2-0

图 2-0

（一）报价列表

1、设置自选合约

方法: 鼠标右键单击自选报价列表窗口——》“选入合约”，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市场和品

种后确定即可。如图 2-1-1

图 2-1-1

2、调整报价顺序

鼠标右键单击自选报价列表窗口，选择“报价顺序调整”，选中合约后，鼠标左键单击上移



或者下移确定位置后，点击确定即可。如图 2-1-2

图 2-1-2

3、抬头格式（域）的调整

第一步：鼠标右键单击自选报价列表窗口，选择抬头格式（域）调整。如图 2-1-3

图 2-1-3

第二步：在弹出的窗口中进行调整抬头格式的操作。如图 2-1-4



图 2-1-4

  第三步：保存抬头模板。可以将一些常用格式域格式保存下来，换至其他页面时可直接调用

该种格式。如图 2-1-5

图 2-1-5

选中要选入的抬头项

目，点击选入，通过上

移下移调整抬头位置

通过选择报价界面右键菜单中的

“保存/调用抬头模板”对自定义

的抬头格式域 进行保存和调用



4、设置价格预警

鼠标右键单击自选报价列表窗口，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设置价格预警，在价格预警设置窗

口中对合约进行警告设置。如图 2-1-6

图 2-1-6

（二）分时走势图

分时走势图也叫做即时走势图，它是把市场上的交易信息实时地用曲线在坐标上加以显示

的技术图形。

坐标的横轴是交易时间，纵轴是价格。如图 2-2-1

图 2-2-1



图中：

      白色曲线表示该合约的分时成交价格，默认快照频率为 1分钟。

      黄色曲线表示均价，用价格与成交量的加权计算。

1、查看该合约的涨跌停板位置。

鼠标右键单击分时图窗口，选中“查看停板位置”，即途中出现的小黄线。如图 2-2-2

图2-2-2

注：该功能需在交易系统已登录的前提下使用

2、叠加其他合约

鼠标右键单击分时图窗口，选中“叠加其他合约”。选择合约及显示的类型。如图 2-2-3



图2-2-3

注：如需取消叠加可按“鼠标右键单击分时图窗口——叠加其他合约——取消叠加”这一步骤

进行合约叠加的取消

3、使用画线功能

鼠标右键单击分时图窗口，单击鼠标右键——“画线”或者点击工具栏的 按

钮，可以在图表中使用画线分析。分时图支持除螺历、测距、线性回归带、回归通道

以外的其他画线工具；具体操作方法详见 K线图窗口部分的画线功能介绍如图 2-2-4



图2-2-4

4、设置副图指标

修改副图指标，在副图中，鼠标左键单击选择指标，可以快速切换副图指标。

可以在量仓指标，MACD 指标，RSI 指标，KD 指标这四个指标中切换。如图 2-2-5

图 2-2-5

注：增加/删除幅图：分时图窗口只能显示一个副图，如果不需要副图，鼠标右键单击副图，选择删除。

5、   快速查找该合约的相关资讯（股票适用）。如图 2-2-6



图 2-2-6

（三）K线图表

1、设置分析周期。

方法一：鼠标右键单击图表，选择“分析周期”，并且可以设置时间的起止。默认分析周期包

括 Tick,1 分钟、3分钟、5分钟、10分钟、15 分钟、30分钟、1小时、半天、1天、

1周、1月、1季、1年、秒周期；同时还可以自定义分析周期。如图 2-3-1



图 2-3-1

方法二：如果您是一位习惯于鼠标操作的用户，在经典 windows 风格下：直接用鼠标在上方工         

具条按钮区域里选择；如图 2-3-2

图2-3-2

注：赢顺的上方工具条采用自动隐藏式，当鼠标停留在工具条位置处时工具条显现，否则自动隐藏

2、设置指标参数。

鼠标右键单击分析图表，在右键菜单中，选择“修改指标公式与参数”。在弹出的对话框中，

对指标的参数，以及数据的选择，移动平均线类型进行设置，也可以进入到指标公式编辑界面。

赢顺期货交易系统“修改指标公式与参数”中增加了更多的平均线类型；如图 2-3-3

图 2-3-3

3、叠加分析指标。

鼠标右键单击分析图表，在右键菜单中，选择“叠加分析指标”。若两分析指标数据相

差太多，可选择“独立坐标”，使图形更美观。如图 2-3-4



图2-3-4

   独立坐标：

   以叠加K线和OBV指标为例：如图2-3-5——2-3-6

   

图2-3-5



图2-3-6

指标参数更改所见即所得：

赢顺期货交易系统对指标参数修改采用所见即所得技术，投资者更改指标参数的同时主图

中的相应指标会随着参数的更改而变化，变化后的形态即使新参数对应的形态，如图2-3-7



图2-3-7

4、叠加其他合约

鼠标右键单击图表，在右键菜单中选择“叠加其他合约”。如图 2-3-8

图 2-3-8

下图为选择“显示 K线图”，生成的两合约叠加 K线图。如图 2-3-9

图 2-3-9

下图为选择“显示点线图”，生成的两合约叠加 K线图。如图 2-3-10



图 2-3-10

  注：对数坐标不支持叠加其他合约功能；

取消叠加时以同样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叠加其他合约的方法，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取消叠加”即可。

5、画线

画线分析的作用：相当于“笔”起到标记提示的作用，省得人为的去记忆想象。在此基础

上进行功能提升，文华的画线工具结合运用现行的普遍原理进行绘制。例如黄金率线，是根据

黄金分割率原理进行绘制的，手动确定近期重要的峰值与低值，系统自动画出可能出现的重要

的支撑阻力位。

打开画线工具：

方法一：鼠标右键单击 K 线图分析图表，选中“画线”，可以在图表中使用画线分析。如图



2-3-11

图 2-3-11

方法二：直接用鼠标在上方工具条按钮区域里选择画线图标：

画线工具箱：

设置画线颜色及形态：如图 2-3-12



图 2-3-12

进行画线：如图 2-3-13

图2-3-13

画线参数设置：

方法： 将鼠标放在画线上，单击鼠标右键，选择“画线属性”；如图2-3-14—2-3-16

画线钱点击此处设置画线

颜色、线性及粗细



图2-3-14

图2-3-15

在参数中设置线

性、粗细、颜色；



图2-3-16

具体画线使用方法请参考附录中画线工具说明（按住 Ctrl 键并单击本句即可链接到画线说明）

6、增加/删除副图，如图 2-3-17

右击图表，选择增加副图或者删除副图，对窗口中的副图进行增加或删除。

图 2-3-17

注：在主图下方最多可以增加七个副图

在定位点中，可以自行输入数值

也可以直接选择当根 K 线的高

开低收价格，以准确定位。



7、查看图表数据，如图 2-3-18 和图 2-3-19

图 2-3-18

图 2-3-19

注：客户端系统只能导出最新的 200根 K线

8、调出某交易日分时走势

将十字光标放到某跟 K 线上，按键盘上 Enter（回车键）即可调出改日分时走势图。如图



2-3-20

图 2-3-20

9、分钟图消除跳空

鼠标右键单击 K 线图表——其他——分钟图消除跳空；系统会自动将分钟图上的跳空缺口

平掉，该功能便于长期趋势的投资者做技术分析, 如图 2-3-21

图 2-3-21



10、软件提问功能

可以对软件问题进行提问，这些问题将发表在文华论坛上；支持添加附件功能，F1键调用；

如图 2-3-22

图 2-3-22

11、文华说说

可以针对当前合约发表自己的看法，同时也可以看到他人在文华说说中发表的看法；同时

还支持在 K线上记录下单记录和行情注释（该记录仅本人可见），F2键调用, 如图 2-3-23,和图

2-3-24



图 2-3-23

图 2-3-24

（四）当日分钟 K线

为方便日内交易的投资者快速查看当天的 1 分钟 K 线图，赢顺期货交易系统提供“当日分

钟 K线”这一插入窗口。

方法：在主图中单击鼠标右键，选择“插入内容”——“当日分钟 K线”，系统的主图界面

K线图会自动变为当日 1分钟 K线图。如图 2-4-1



图 2-4-1

（五）盘口报价表

文华为客户提供五档行情，提供更深度更详细的行情。

委买 1-5 的价格和手数，共 10个数据项；

委卖 1-5 的价格和手数，共 10个数据项；

所有委买的加权平均价和总委买手数，共 2个数据项；

所有委卖的加权平均价和总委卖手数，共 2个数据项；

另外，还包含最新价、开盘价、最高价、最低价、均价、昨结价、成交量、持仓量、日增

仓量、涨跌值、涨跌停价及百分比、内外盘成交量及各自所占比。如图 2-5-1

选择后“当日分钟 K 线”后，系统主图 K 线由

原来的日线周期变为 1 分钟周期，起止 K 线分

别是当天第一根 K线，和当前最新一根 K线



图2-5-1

1、重传数据：刷新得到最新数据，避免网络不畅引起的数据停滞，不能获取最新数据的情况。

              方法一：单击鼠标右键——重传数据, 如图 2-5-2

方法二：也可以使用 F11 快捷键



图 2-5-2

2、分笔数据统计分析

可显示按照设置的成交量下限、买卖方向、开始时间到今日闭市时间段内的所选合约的成

交明细。（最多取 1200 根数据）,如图 2-5-3

图 2-5-3

（六）分笔统计



分笔统计图是把每一笔的交易金额统计出来，如果一笔金额交易过大，自然是大炒家或者

主力在开仓或平仓；如果交易金额小，那自然是散户的单子。

分笔显示的是多头和空头单笔成交金额在某一交易金额区间的总数占多头和空头总成交额

的百分比。如图 2-6-1

图 2-6-1

（七）分价统计

分价统计图是统计每日明细的分笔成交数据在不同价格区间上的分布，以及各个价格区间

的成交量在总成交量中所占的百分比。

分价统计图的意义是看成交主要是集中在哪些价格上。如图 2-7-1,注：图中黄色线条是最

新价位置



图2-7-1

数据显示

从大到小排列出，每一个价位上的成交量，及其所占的比例。如图 2-7-2

图 2-7-2

（八）新闻

作为拥有道琼斯资讯转发授权和拥有 IDC(Interactive Data 国际数据公司)行情信息的转

发权的信息公司，文华财经的产品除提供国内期货市场（DCE、SHFE、CZCE）的豆粕、大豆、小

麦、PTA、橡胶、铜、铝等品种、以及国际市场（CBOT、LME、COMEX、TOCOM、NYTME、MDEX、WCE、

NYBOT 等交易所）的行情数据外，来自道琼斯的中英文资讯，更提供了国际农产品行业、金属

行业、橡胶行业的深度市场报道；

提供 24小时滚动新闻，时效性强，能够及时、准确发布各大经济数据，让投资者把握最新

时事要闻和投资资讯。并有多个期货品种板块新闻，内容涵盖品种现货新鲜资讯，国内外重要



收盘报告，品种相关性强，便于投资者分析整合利用。

选择新闻专题进行检索。在检索出的新闻中，通过方向键"↓ ↑"、或用鼠标在列表内选择

新闻，黄色的为当选新闻。选择好新闻后使用空格键，也可直接用鼠标双击调出新闻页面。如

图 2-8-1

图 2-8-1

鼠标右键单击新闻界面实现下图功能：

图 2-8-2

1、 24 小时实时新闻



24 小时滚动新闻以其时效性为投资者提供了及时的咨询报道；这一部分包括 13 个主题

第一时间：第一时间版块转发的是大连商品交易所的新闻稿，如大连商品交易所会议通知、

大连商品交易所比赛、评选通知等；软件会将大连商品交易所发给文华财经的转告放在第一时

间版块。

业界报道：业界报道是每天都有的，包括对当日股市、期市重大影响的事件、期货行业 证

监会等机构的新闻等。

华山论剑："华山论剑"为文华财经推出的一个探索性栏目，旨在为业界投资者提供一个国

内外金融市场百家争鸣的平台，有想法的投资者或评论员可以就金融市场进行前瞻研判,也可以

对焦点事件进行深度解读。文华财经将定期对作者稿件进行评选，评出月度冠军、季度冠军、

年度总冠军，并给予奖金奖励和获奖证书。"华山论剑"相关稿件可以在文华终端通过检索"华山

论剑"关键字（hslj）进行查询。

深度报道：深度报道主要报道近期某一个期货品种的行情波动及热点、焦点事件，主要是

行情和热点事件的深度解读。

美国股市：深度报道纽约证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 及纳斯达克证券市场

(Nasdaq Stock Market)等美国股票市场相关新闻及数据信息。美国股市对全球股票市场有着重

要的影响。

LME 市场：LEM 市场版块深度报道了伦敦金属交易所的相关新闻及数据信息；伦敦金属

交易所是世界上最大的有色金属交易所，伦敦金属交易所的价格和库存对世界范围的有色金属

生产和销售有着重要的影响；该版块提供了 LME 市场各品种合约的成交量明细、收市价格汇总、

成交持仓汇总、库存分布情况以及相关新闻。

CBOT 市场：CBOT 市场版块深度报道了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的相关新闻及数据信息。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CME Group Inc.)，上市的大豆、玉米、小麦等农产品期货品种是目前国

际上最权威的期货品种，其价格也是最权威的期货价格。

原油市场报道：原油市场报道版块主要发布国际原油市场的相关新闻以及央行关于原油的

相关政策。该版块囊括了国际原油、美国油市、亚洲油市、日本油市，中国油市等相当全面的

国际原油市场信息。

各国经济数据：各国经济数据版块发布了包括全球五大洲各个国家的相关经济新闻，涉及

房地产，商品，金融，进出口贸易等多个领域。如图 2-8-3



图 2-8-3

2、窗口放大或缩小

在多窗口的情况下，可以实现新闻窗口放大缩小的切换，F9键实现该功能, 如图 2-8-4



图 2-8-4

3、查看最新一条新闻内容

调出最新一条新闻。双击软件最下方显示的"最新新闻"滚动条，也可达到相同效果。

4、检索该类型所有新闻

显示当选新闻的同类型的近期新闻。（根据不同类型新闻每日数量的不同，下载后新闻有可

能为一周内新闻，也有可能为一个月内的新闻。）

5、检索历史新闻

浏览其它时间的中文新闻。在弹出申请历史新闻的对话框中，

点击 ，或者用鼠标或通过方向键"← → ↓ ↑"来调出日期和选择栏目。如图 2-8-5

图 2-8-5

6、分类显示

新闻列表中只显示一种新闻类型。点击新闻页面上的快捷按钮也可到达到相同效果。如图 2-8-6



图 2-8-6

7、组合显示

用户可以根据需要，自定义新闻列表里所显示的新闻类型。再在弹出的窗口中筛选即可。

如图 2-8-7

图 2-8-7

8、主题检索

可以根据详细的栏目划分来挑选新闻。如图 2-8-8



图 2-8-8

9、设置顶置新闻显示条数

当期货公司有内部新闻时，可以显示在其中。如图 2-8-9

图 2-8-9

设置显示条数，以设置其显示区域的大小

注：持仓报告与公告信息页面中的功能设置与新闻页面相似。



三、行情模块使用案例

（一）如何调入行情报价页面

方法一：点击行情菜单，在行情菜单下进行选择,如图 3-1-1

图 3-1-1

方法二：软件将较常用的页面设置为书签，显示在书签栏上。点击相应书签即可调用。            

赢顺期货交易系统在相应行情页面内提供了相关外盘期货报价的快捷按钮，以快速调入所

需行情。例如图示中的例子，大连商品交易所是属于农产品市场的，所以其相关外盘链接的是

其他相关合约交易所的行情信息。

“商品指数”点击快速进入商品指数。

在全球股市下的行情页面中。前 8项快捷按钮即“股票分类”“指数板块”“行业板块”“地域板

块”“概念板块”“热点板块”“基金分类”“期货相关”以不同的划分标准对其进行划分，点击

快速调入相关内容。如图 3-1-2



图 3-1-2

“综合排名”对深圳、上海 A 股、B 股、债券、基金，香港证券以不同排序标准进行综合排名。

如图 3-1-3

图 3-1-3

选择“热点板块”，会弹出热点板

块分类，选择“稀缺资源”，报价

界面显示稀缺资源板块相关股票



“全球股市”点击快速进入全球股票指数、香港内资股、其他海外上市内资股。

“财务排名”选取不同的标准对股票进行排序。如图 3-1-4

图 3-1-4

（二）如何创建页面

在“页面设置”菜单中选择“创建页面”，系统会自动清屏，并弹出提示。可对窗口数量

进行修改，对插入内容进行设置。如图 3-2-1

图3-2-1

创建页面后选择

要添加的页面内

容及页面窗口数

选择要排序的行情页面

选择排序的标准



可以自行增加窗口也可以选择系统默认的窗口数，如一屏八窗，效果如图3-2-2所示：

图 3-2-2

增加窗口：在“页面设置”菜单下的“增加窗口”或者是点击要设置的子窗口（有红色边框的            

为当选窗口），鼠标右键单击窗口，在右键菜单中选择“增加窗口”。根据提示选择要插入窗口

的位置即可。（如图 3-2-3）

图 3-2-3

删除窗口：在“页面设置”菜单下的“删除窗口”或者是点击要设置的子窗口（有红色边框的

为当选窗口），鼠标右键单击窗口，在右键菜单中选择“删除窗口”

插入内容：设置当前子窗口中的内容。

鼠标右键单击要设置的子窗口，在右键菜单中选择“插入内容”

赢顺期货交易系统提供 8项插入内容可供选择。点击即可加载进指定的子窗口中。（如图 3-2-4）



如图 3-2-4

（三）如何保存页面

页面设置好后，使用保存页面功能可以将设置的页面内容进行保存，方便下次调用；

方法：点击“页面设置”菜单下的“保存页面”或使用工具条的按钮及快捷键 Ctrl+S，命

名一个页面名称例如“我的页面”，点击“确认”对其进行保存方便以后调用。（如图 3-3-1）

图 3-3-1



注：保存页面时页面中分析图表的指标参数也会一并保存

（四）如何调入页面

方法一：选择“页面设置”菜单下的“调入页面”或者使用快捷键 Ctrl+L。选择想要调入的页

面，点击“确认即可。（如图 3-4-1）

图 3-4-1

方法二：点击图 3-4-2 中红框圈中的按钮，调出自定义页面。

图 3-4-2



（五）如何还原修改后的页面

    在修改了页面后，如果想要回到上一次的页面设置，那么可以使用“页面还原”功能；页

面还原的设置回到上一次的参数和状态；如图 3-5-1

图 3-5-1

上图是之前设置并保存的页面，现在将这个页面中最右侧的窗口删除，并对修改的页面进行保

存,如图 3-5-2

图 3-5-2

进行页面还原：在菜单栏的“页面设置”中选择“页面还原”；选择要还原的页面，点击“恢复”。



如图 3-5-3

图 3-5-3

至此，页面恢复成功，接下来重新调入“我的页面”这一页面，则该页面会回到上一次保存的

状态,如 图 3-5-4

图 3-5-4



（六）如何设置书签并将个人重要页面设置在书签上，方便调用

建立书签：

鼠标右键单击现有书签——》选择“插入”，即可在该书签前增加一个“新建书签”。在“书

签设置”对话框内修改“书签名称”，选择先要链接的页面即可。（如图 3-6-1）

图 3-6-1

使用已有书签链接页面：

在已经存在的书签上，重新链接新的页面。鼠标右键单击现有书签，选择链接接到页面”或者

选择“页面设置”菜单下的“书签设置”，在弹出的对话框内进行设置。（如图 3-6-2和 3-6-3）



图 3-6-2

图 3-6-3

对书签位置进行移动：

在要移动的书签上，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左移/右移”即可移动书签位置,如图 3-6-4

         

图 3-6-4

对书签重新命名：

在需要重命名的书签上，单击鼠标右键，选择“改名”，在弹出的书签设置框中输入新的书签名

后点击确定即可。如图 3-6-5

在下拉框内，选

择要修改的书签

选择想要链接的页面



     

图 3-6-5

删除书签：

在要删除的书签上，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删除”，在弹出的确认框中点击确定即可。如图 3-6-6

            

图 3-6-6

（七）如何区分系统页面和普通页面

赢顺期货交易系统中的页面分为系统页面和普通页面，除以下页面外均是普通页面；

系统页面：国内四家交易所报价图表页面、900 主力合约报价页面、沪深股票报价页面。

系统页面与普通页面的区别：

（1）报价修改：

系统页面：抬头格式域修改自动保存，其他修改不会保存也不会提示

普通页面：提示保存，修改保存在该页面对应的页面文件里

（2）页面的修改：



系统页面：不支持拆分增加窗口等的页面修改，也不会提示保存

普通页面，提示保存，修改保存在该页面对应的页面文件里

（八）如何利用我的指标区保存多组指标参数

设置好常用的指标系列后可以保存为常用设置，方便下一次调用：如图 3-8-1

图 3-8-1

保存为标准：  所有 K 线图表的通用指标显示；

保存为自定义：针对某一周期设置不同系列的指标设置，分别保存在自定义设置 1 或 2…

后，下次打开任意合约该周期 K 线图后可以通过点击“①”、“②”、“③”、“④”、“⑤”快

速切换已存的指标显示。

例如：

调出某合约后将图表设置为 K 线+MA5+MA30—>“保存为自定义设置①”，然后再将图表设

置为“布林通道”—>“保存为自定义设置②”；这样在其他合约图表上点击“②”可直接

调出布林通道，点击“①”可直接调出 K 线+MA5+MA30.



（九）如何申请更多数据及设置 K线显示密度

申请数据：在赢顺期货交易系统中申请数据只需按大键盘上的向下箭头按键即可,如图 3-9-1

和图 3-9-2

图 3-9-1 申请前

图 3-9-2 申请后

设置K线密度：

赢顺期货交易系统按照不同页面类型采取不同的K线密度保存机制；

系统页面：自动保存上一次K线显示密度。

普通页面：自动保存该页面上一次 K线显示密度。

（十）如何调取技术分析图表

方法：在任意界面选择工具栏上的“向下箭头按钮”，在弹出的下拉菜单中选择技术分析图表类

型，系统会自动进入该合约的相关技术分析图表。如图 3-10-1



图 3-10-1

竹线图：

众所周知，竹线图在期货交易中使用最广。下图是一张标准的竹线图。竹线图是以一条竖

直的线段表示每一天的价格变化。线段的顶端代表当天的最高价格，底端代表当天的最低

价格，而每根竖直线段上向右伸出的小横线标志着当日的收市价位。一部分技术分析师也

开始采纳开盘价，把它标在线段的左侧 ，如图 3-10-2

图 3-10-2

收盘线：

下图以单线图的形式重画了上面的竹线图。在单线图上，我们只要逐日选择当日的某一个价

格所在的点，然后简单地连线即可。根据所选择的价格，可以分别作出开盘价线、最高价线、

最低价线和收盘价线。因为收盘价格往往被认为是每个交易日最重要的价格，所以不少图表

师觉得收盘价线能更有效地展示价格变化，如图 3-10-3



图 3-10-3

根据分析者的不同需要，某些分析手段用在单线图上比用在相应的其他图表上更简明。

宝塔线：

宝塔线是一种不常用的技术图表 ，如图 3-10-4

图 3-10-4

其画法如下,以备投资者参考: 

1. 以收盘价的涨跌作比较,若价格为上涨行情,则画为虚体的棒线;若价格为下跌行情,则画为实

体的棒线。

2. 若原先为涨升虚体线,但次日下跌,但价格尚未跌破虚体线的低点时,仍以虚体表示,而不画实

体线。



3. 若原先为下跌实体线,但次日上涨,但价格尚未涨过实体的高点,仍以实体表示。

4. 若原先为虚体线,但次日下跌,并且价格跌破虚体线的低点时,把昨日虚体线再画一次,在它的

下面画实体线,  一直画到收盘价。

5. 若原来为实体线,但次日上涨,并且价格涨破昨日的最高点时,把昨日的实体线再画一次,在它

的上面画虚体线,一直画到收盘价。

6. 以上所提到的高点和低点,都是指今日或昨日的收盘价。

OX 图：

点数图——是股市交易者最先使用的技术分析图表，它是由一列列相间的“X”列和“O”

列交替排列来表示价位的变动。如图 3-10-5

图 3-10-5

在上图中，“X”列和“O”列交替排列。X 列表示价格上升，O 表示价格下跌。每一个 X 或

O都代表一定价格的点数（称为格值），点数图还有一个参数是转向规定（即每次转向所要求的

点数）。

每当 X 列涨过前一个 X 列一个 X 后，就构成了向上突破的信号。相应地，每当 O 列跌过前

一个 O 列一个 O 后，就构成了向下突破的信号。请注意，上述突破信号比其他图表上的突破信

号明确得多了。我们可以把这种突破信号用作买卖信号。

通过调整参数点数图具有巨大的灵活性。我们既可以采取较小的格值和转向点数规定来提

高点数图的灵敏度，也可以采取较大的格值和转向点数规定来降低它的灵敏度。单点转向规定

可以应用于研究短期市场行为；而五点转向规定可以应用于研究长期趋势的变化。在图里，我



们把格值取值为 1.00。通过取更小的格值，我们可以逐步增加点数图对小规模市场变化的灵敏

度。

这种灵活性是点数图分析法的最大优势之一。投资者可以调整点数图的各种参数来适应自

己的个别需要。

点数图的绘制与传统的竹线图和 k 线图不同，竹线图和 k 线图将每日涨跌情况用一根线表

示，其横坐标是时间，按时间的顺序画下去，而点数图是在不考虑时间的情况下，将所有的交

易在方格内用不同的符号记录下来，用于跟踪当日价格变动和长期价格趋势。“X”、“O”符号表

示涨跌，反映着一段时间内累计涨跌幅度。

绘制方法：

⑴. 当收盘价持续上升，就在“X”列上方的“X”符号上面加“X”，上升几个格值就加几

个“X”。

⑵. 当收盘价持续下降，就在“O”列最下的“O”符号下面加“O”，下降几个格值就加几

个“O”。

⑶. 上升或下降不足一个格值，不画任何符号。

⑷. 收盘价由上升转为下降时，则由“X”列右边转一列开始画“O”列，“O”列最高格比

“X”列最高格仅低一格向下开始画“O”,下降几个格值就画几个“O”。

⑸. 收盘价由下降转为上升，则由原来“O”列转化为另一个“X”列，比“O”列最低一格

高一格向上开始画“X”，上升几个格值就画几个“X”符号。

1、设置 OX 图分析周期

右击图表，选择“分析周期”，并且可以设置时间的起止。默认分析周期包括 1分钟、5分

钟、15分钟、30 分钟、1小时、1天、1周、1月、15 秒、30秒以及闪电图。如图 3-10-6

图 3-10-6



2、 设置 OX 图参数

右击图表，选择“设置 OX图参数”。投资者可以调整点数图的各种参数来适应自己的个别

需要。修改的参数设置会被默认保存。如图 3-10-7

图 3-10-7

价量运行趋势图：

价量运行趋势图只有价和量作为坐标系，没有时间数值的显示。

价量运行趋势图的原理如下：

这个图有个默认的简单的移动平均的周期（默认是 25）。以后根据这个周期值计算是每个

周期的平均价及平均成交量。然后根据这个坐标值（量、价）及它的上一个点的坐标纸的相对

位置来判断买卖。如图 3-10-8

图 3-10-8



设置分析周期。

右击图表，选择“分析周期”，并且可以设置时间的起止。赢默认分析周期包括 1 分钟、3

分钟、5分钟、15分钟、30分钟、1小时、1天、1周、1月、15秒、30 秒以及闪电图。如

图 3-10-9

图 3-10-9

三线反转：

三线反转：指当收盘价得以突破先前三根线形时，线形的颜色才可以反转。

反转信号：是由市场价格决定的，而不是随意的准则。所以我们可以借此掌握市场的动态

性和强弱程度。如图 3-10-10



图 3-10-10

设置分析周期。

右击图表，选择“分析周期”，并且可以设置时间的起止。默认分析周期包括 1分钟、

3分钟、5分钟、15分钟、30分钟、1小时、1天、1周、1月、15 秒、30秒以及闪电

图。如图 3-10-11

图 3-10-11

（十一）如何实现窗口联动

自定义窗口联动：在想要进行设置的窗口上单击鼠标右键，点击“联动窗口”（在联动窗口

前打钩表示窗口与其他设置了联动的窗口联动，联动窗口前没有打钩则代表窗口与其他设置了

联动的窗口不联动）；窗口联动可以实现任意窗口切换品种，其他窗口同时联动切换。

如在下面窗口对其中连个窗口选择“联动窗口”后，在设置了联动的其中一个子窗口切换品

种，其他设置联动的窗口随之切换，而没有设置联动的不随之切换，如图 3-11-1



图 3-11-1

（十二）如何设置盘口报价买卖横竖排列

分时图/K线图右边的盘口报价的买卖盘可以自由选择是否横向排列。

设置方法：鼠标左键单击系统工具菜单->个性化设置—>更多报价设置->盘口报价横向

排列。（如图 3-12-1 和图 3-12-2）

图 3-12-1

联动窗口 非联动窗口

双击左侧报价列表的强麦 1209合

约，联动窗口合约随之变为强麦

1209，非联动窗口没有随其改变



左侧为纵向显示，右侧为横向显示

图 3-12-2

（十三）如何设定报价红绿定义

方法：鼠标左键单击系统工具菜单->个性化设置—>报价常用设置中的“报价红绿”处设

定报价红绿定义，可以选择“与上一笔比较决定红绿”及“与昨日价格比较决定红绿”。（如

图 3-13-1）

图 3-13-1

（十四）如何设定成交明细红绿定义

方法：鼠标左键单击系统工具菜单->个性化设置—>报价常用设置中的“成交明细红绿”

处设定报价红绿定义，可以选择“根据与上一笔比较涨跌决定”及“根据主动买/卖决定”，

如图 3-14-1



图 3-14-1

（十五）如何显示小报价框

方法：鼠标左键单击系统工具菜单->个性化设置—>图表常用设置中勾选“是否显示小报

价框”，或使用热键 Alt+P；如图 3-15-1

图 3-15-1

（十六）如何显示持仓成本线

方法：鼠标左键单击系统工具菜单->个性化设置—>图标常用设置—>只显示当天分钟 K线，

或使用热键 Alt+P，如图 3-16-1



图 3-16-1

（十七）如何调出信息灯塔

方法：该功能系统默认是选上的，如果您不需要或不喜欢。可以在系统工具——个性

化设置——图表常用设置 1——将“K线图上显示信息灯塔”选掉，这样该功能就取消了。

作用：在技术分析图上显示重要信息（以小菱形的方式显示在主图最下面一行某一根 K

线对应的 X 坐标处。在小菱形上按快捷键Ｃｔｒｌ＋Ｑ．可以直接调出该点的新闻；或者

在出现小问号时双击察看）。如图 3-17-1

图 3-17-1

（十八）如何显示技术分析图上的十字光标

方法：鼠标左键单击系统工具—》个性化设置—》更多图表常用设置 1—》将“十字光标”

信息灯塔



选上

作用：在技术分析图上当你移动鼠标时，既能显示当时的日期，也能显示当时的价位。（如

图：左图为十字光标效果图，右图为传统的效果图）如图 3-18-1

图 3-18-1

（十九）如何设置今天昨天分割线

方法：系统默认是选上的，如果您不需要或不喜欢。可以在系统工具—》个性化设置—》

更多图表常用设置 1中将“十字光标”选掉，这样该功能就取消了。

作用：在技术分析图中用一条黄线（垂直的黄色线段）分割今天和昨天的 K线。如图 3-19-1



图 3-19-1

（二十）如何设置 K线形状

方法：鼠标左键单击系统工具—》个性化设置—》更多图表常用设置 2—》功能设置—图

表常用设置 2->在“Ｋ线形状”中进行 K 线形态设置，此处可以设置 k 线的胖瘦，也可以

设置 K线的空/实心。如图 3-20-1

图 3-20-1

（二十一）如何调整报价页面的字体及字体大小

方法：鼠标左键单击系统工具—》个性化设置—》操作习惯—》字体设置，在自定义设置中可

分别设置合约名称、报价字符及抬头字符的字体和大小。如图 3-21-1



图 3-21-1

注：用同样的方法可以在字体设置中设置小报价框及新闻标题的字体

（二十二）如何进行颜色字体风格的设置

方法：鼠标左键单击系统工具—》个性化设置—》操作习惯—》颜色设置，其中系统推荐的有

黑色经典和白色时尚 2 个选项可选。您也可以在窗口底色选项中进行背景颜色的修改，并可以

自行定义界面的现实颜色，如 K 线、指标线、新闻界面的颜色。如图 3-22-1

图 3-22-1

（二十三）如何进行涨跌停定义的设置

点击个性化设置按钮，

在弹出的个性化设置

窗口中选择字体设置



方法：鼠标左键单击工具栏中的系统工具——》个性化设置——》小数点与涨跌定义，在下拉

菜单中选择涨跌定义；如图 3-23-1

图 3-23-1

（二十四）如何设置页面保存机制

方法：方法：鼠标左键单击工具栏中的系统工具——》操作习惯——》其他设置，在页面自动

保存项中可以进行设置。选择“否”代表修改页面后不进行自动保存，选择“是”代表修改页

面后进行自动保存，选择“修改提示”代表在进行页面修改时系统给出提示。如图 3-24-1

图 3-24-1

（二十五）如何进行合约代码、指标快捷键的设置



方法：鼠标左键单击工具栏中的“系统工具”按钮——》自定义合约代码/自定义指标快捷键

设置；如图 3-25-1 和图 3-25-2

图 3-25-1

图 3-25-2

选中要设置的指标，在下方快

捷键设置框中输入快捷键代

码，点击“修改”完成设置



四、交易模块使用案例

（一）、登陆与退出交易系统

（1）如何调取下单系统

三种操作方法调取下单窗口，根据用户操作习惯自行选择：

操作方法 1、点击软件右下方 ，进入期货交易下单窗口。

操作方法 2、键盘中按 F12 或者空格键，快速调取下单窗口。

操作方法 3、点击菜单栏中的“交易”，选择“下单主窗口”（如图 4-1-1）

图 4-1-1

（2）如何登陆下单系统

操作方法：输入账号及密码，选择交易网关，点击登陆。如图 4-1-2



图 4-1-2

提示：

1. 支持软键盘输入，保护资金账号安全。

2. 选择“…”配置交易服务器列表。

3. 勾选记住账号、记住密码，则在下次登陆时，默认显示资金账号和密码。

（3）如何退出下单系统

操作方法：在软件右下方，右键单击 ，退出下单系统。

提示：1、点击下单系统的“X”，并非退出下单系统，而是关闭下单系统界面。

（二）、交易部分

竖式下单

基于传统的下单界面模式，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简明的交易提示，让投资者明明白白交易。

全方位的持仓处理方案和更加合理的挂单处理方案使交易更科学合理。如图 4-2-1

图 4-2-1

（1）如何开仓



操作方法：

1、在文华报价列表中鼠标左键单击准备开仓的合约或单击该合约的技术分析图表；

2、交易界面的“合约号”将自动变为您鼠标点击的合约，选择买卖方向、开平方向，设置

下单手数及价格。

3、点击“下单”按钮即可开仓。如图 4-2-2

图 4-2-2

提示：

a) 竖式下单界面支持类金士达操作热键：键盘“↑”“↓”按键移动鼠标焦点； 焦点在手数和价

格位置时，按“←”“→”键调整手数和价格；按数字键也可直接输入委托手数和委托价格；

b) 点击 键，可将合约送回至主图，实现快捷查看行情。

c) 鼠标点击报价列表或者技术分析图表的时候，“开平”位置默认为开仓；鼠标点击持仓的时候，

“开平”位置默认为平仓；

d) “手数”框中的下单手数，可以在“参数设置”的“下单手数”中设置。鼠标点击合约后，该

栏显示手数为事先设置的默认手数，也可以直接设置下单手数。

e) 对价：买入操 作时对价代表市场上该合约当前的卖价；卖出时跟盘价代表该合约当前的买价。

f) 指定价：在价格输入框手动输入您指定的价格，然后点击下单即可；如果点击涨跌停价，指定

价自动抓取涨跌停价格点击下单，以涨跌停价格发送委托。如图 4-2-3



图 4-2-3

（2）如何平仓(指定价平仓、对价平仓、超价平仓、停板价平仓、清仓)

操作方法 1：

在“持仓”栏中鼠标左键单击想平仓的合约，则右侧区域会自动默认显示该合约名称、买

卖方向以及开平仓的方向，选择平仓手数以及平仓价格（对价/指定价）。点击“下单”，即可发

送平仓委托。如图 4-2-4

图 4-2-4

提示：

1、鼠标点击持仓的时候，“买/卖”位置默认与所选持仓方向相反，方便平仓；

2、鼠标点击持仓的时候，“开/平”位置默认为平仓；

3、如果不需要修改平仓手数和平仓价格，点击持仓栏中的持仓后，直接点击“下单”按钮即可平仓。

操作方法 2：

点击合约，鼠标右键菜单，可以进行超价平仓、对价平仓、指定价平仓、停板价平仓和账

户清仓。如图 4-2-5

涨
跌
停
价



图 4-2-5

提示：

1、对价平仓：对多头持仓进行平仓操作时，对价平仓代表以市场上该合约当前的卖价进行平仓；对空头持仓进

行平仓操作时，对价平仓代表以市场上该合约当前的买价进行平仓；

2、超价平仓：使用超价平仓，系统会自动在有利于成交的方向加减 N 个最小变动价位，提高成交几率；

3、停板价平仓：以涨跌停板价格发出平仓委托（注：停板价委托不等于停板价成交，以最优价格成交）

4、指定价平仓： 系统默认输入的指定价格是对价，可以自行改价；

5、账户清仓：点击账户清仓，系统会对当前账户所有持仓进行平仓操作；

操作方法 3：

鼠标双击平仓，简便快捷。

（3）如何撤单

发送的委托未成交或部分成交时，未成交的委托可以执行撤单操作。

操作方法 1、在挂单栏将鼠标置于您想撤掉的委托处，鼠标右键单击挂单栏选择“撤单”

即可。如图 4-2-6



图 4-2-6

操作方法 2、在挂单栏中鼠标双击您想撤掉的委托，可以实现快速撤单。如图 4-2-7

图 4-2-7

提示：对于当前交易的合约，直接点击下单主界面右侧的“撤单”按钮即可。如图 4-2-8

图 4-2-8



（4）如何使用追价功能

启用追价：鼠标右键单击选中挂单栏中的未成交合约，点击追对价、追超价、追停板价或

改价，系统会自动撤掉选中的未成交委托并按照市价重新按照相应的形式发送委托。如图 4-2-9

图 4-2-9

提示：

改价：更改价格下单，改价后先对未成交合约撤单，后以更改价格下单。

追对价：撤掉选中合约挂单，并以对价再次进行同方向委托。

追超价：撤掉选中合约挂单，在有利于成交的方向变动 N 个最小变动价位同方向委托。

追停板价：撤掉选中合约挂单，以涨跌停价格再次进行通向委托，以最优价格成交。（停板价委托不等于停板

价成交，以最优价成交）

（5）如何使用定时平仓

对选中合约设置定时平仓条件单，设置好的条件单在未触发前保存在本地，当设置的定时

条件满足时系统将向交易所发出委托对相应合约进行平仓；

操作方法：

在持仓栏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定时平仓，在弹出的定时平仓设置框中进行设置，如图 4-2-10



图 4-2-10

注：定时平仓条件单自动启用追价

定时平仓条件单的委托价格由条件单的默认下单方式决定：

图 4-2-11

（6）如何使用预埋单

操作方法：1、点击“条件单”，选择预埋单手动发出或预埋单开始交易时发出，设置好准备交

易的合约名称、买卖及开平方向、委托价格及数量等信息后然后确定.



2、对于设置手动发出的预埋单，需要发出预埋委托时，进入预埋单，选择设置好的

预埋单，鼠标右键单击预埋单，点击“立即发出”，可以以预埋的下单参数进行

委托。

对于设置开始交易时发出的预埋单，会在交易开始进行时自动发出委托；

图 4-2-12

提示：1. 永久有效是指，设置的预埋，在任何时间只要下单系统开启的情况下，预埋单一直有效；

当日有效是指，设置的预埋单仅限于今日有效，如今天设置了预埋，则明日开启交易软件时，预埋

单失效，并不存在。

2. 鼠标右键单击选中设置的预埋单，选择删除，可以删去设置好的预埋单。

3. 预埋单设置保存在本地电脑，电脑断网、断电、软件没有正常开启都会导致条件单无法触发

4. 设置好的预埋单在未触发前保存在本地，设置为“手动发出”的预埋单，手动触发后系统将会按照

设置好的合约名称、买卖及开平方向、委托价格及数量等信息向交易所发出委托；设置为“开始交

易时发出”的预埋单会预埋单设置好后接收到第一笔数据出现时按照设置好的合约名称、买卖及开

平方向、委托价格及数量等信息向交易所发出委托，开盘后无法设置“开始交易时发出”的预埋单。

（7）如何使用条件单

操作方法：

点击“条件单”，选择条件单（价格条件单）或者时间条件单，设置好准备交易的价格条件

或者时间条件，买卖及开平方向、委托价格及数量等信息后然后确定.如图 4-2-13



图 4-2-13

提示：1、点击条件单，鼠标右键菜单，通过选择已触发列表及未触发列表，可以查看条件单的触发状况。

2、永久有效、当日有效与预埋单的理解相同。

3、条件单设置保存在本地电脑，电脑断网、断电、软件没有正常开启都会导致条件单无法触发

4. 设置好的条件单在未触发前保存在本地，当设置的条件满足时系统将会按照设置好的合约名称、买

卖及开平方向、委托价格及数量等信息向交易所发出委托；

5、竖式下单板调出条件单，买卖开平条件，在下单板中设置。

（8）如何使用锁仓、移仓、反手操作。

操作方法：在持仓列表中，鼠标右键单击选中合约，根据需要选择您的操作。

例：对 y1209 进行移仓操作，鼠标右键单击持仓列表中选择的 y1209，选择移仓即可。如

图 4-2-14



图 4-2-14

提示：

1、锁仓：如果当前合约为多头持仓合约，对合约进行锁仓操作即以与当前多头持仓量相同的手数卖出开空仓，

使当前合约形成锁仓

2、反手：如果当前合约为多头持仓合约，对合约进行反手操作即先对当前多头持仓进行平仓，然后以相同手数

反向卖出开空仓。

3、移仓：以当前持仓合约的相同持仓方向和相同持仓量对所要移至的合约进行开仓，实现仓位的转移；

（9）如何使用平上海昨仓

操作方法：在持仓列表中，鼠标右键单击选中合约，选择平上海昨仓。如图 4-2-15

图 4-2-15



提示：

平上海昨仓：对选中的上海合约的老仓进行平仓（除今日新开仓位以外的均视为老仓即昨仓）

（10）如何使用止损止盈

止损策略：赢顺(Mytrader)期货交易系统提供三种止损策略，分别是指定价止损和跟盘浮动止

损和附加保本策略

操作方法：

止损单调出方法：

1、持仓栏列表单击鼠标右键，选择设置止损,如图 4-2-16

图 4-2-16

2、在默认参数设置中勾选“点持仓列表的止损列启用止损”。

鼠标左键单击持仓列表中止损列，调出止损单。图 4-2-17

图 4-2-17

止损设置窗口：



图 4-2-18

1、指定价止损（限价止损）：

可以设置止损（止赢）手数，在不同价位止损掉对应的手数，做好资金管理。

方法：在持仓列表中，选中合约，点击右键调出止损单，输入止损价位及手数，点击 ，

止损生效。

2、分批止损：赢顺支持分批止损，在止损设置窗口的下拉菜单中选择新增止损，按照设置止损

的方法，进行多批次止损设置。如图 4-2-19

图 4-2-19

提示：

1、同一合约的多手持仓可以分开设置，在不同价位分多次止损。

2、系统默认的止损价是由设置的止损价差参数决定的



3、跟盘浮动止损：

这是一种以设置止损时的盈亏为标准，从最大盈亏回撤 N个价位后进行止损的方式。

举例：假如在 8946 点位对 PTA 做多单，设置价格回撤 10 点位时（8936）止损，当 PTA 价

涨到 8950时，止损价位会自动重新定位在 8940。

方法：在持仓列表中，选中合约，点击右键调出止损单，勾选“跟盘浮动”，设置回撤价位，

点击 ，止损生效。

注：止损价位跟设置之后的最新价有关系。

参数：价位回撤（设置价位不是多少个最小变动价位）

计算公式：止损价位=启用止损之后的最新价的最高/低值 -/+ 价位回撤

4、附加保本策略：

这是一种以开仓均价为基准，最新价超过设置的止损价再回落到这个止损价之下时再触发

止损的一种盈利状态下的止损方式。

举例：以上面的 PTA为例，8946时多单买入，设置了10个价差的附加保本策略价位(8956)，

那么，价格上涨超过 8956点位后，又再次回调到 8956 点时系统会进行平仓止损操作。这

种止损策略可以保证在行情回调的时候保住计划得到的那部分利润。

    方法：在持仓列表中，选中合约，点击右键调出止损单，勾选“附加保本策略”，设置价差，

点击 ，止损生效。

注：止损价位与持仓均价有关系。

参数：盈利价差（与开仓均价作比较的一个价位差值，也不是多少个最小变动价位）

计算公式：显示的相对数百分比=盈利价差 /开仓均价

显示的绝对数=盈利差价*交易单位*止损手数

5、开仓自动止损：

赢顺所有下单方式均支持开仓自动止损

操作方法：在参数设置部分的“默认参数”中进行设置,如图 4-2-20



图 4-2-20

止损触发机理说明：

多单：价格下穿触发止损，上穿触发止盈

空单：价格上穿触发止损，下穿触发止盈

提示：1.止盈止损可同时启用。

     2.设定止损后，界面为： ，表示止损启用。点击红色

竖线处，取消止损。

    3.赢顺(Mytrader)期货交易系统自动在 K 线图中生成持仓均价提示线，可以通过进行画线下单设置改变

止损价格，直观的向使用者展示了当前止损策略价格与持仓价格的价差关系，并且是止损价的修改变

得方便快捷（该功能同样适用于止盈操作）如图 4-2-21 和图 4-2-22



图 4-2-21

图 4-2-22

如上图所示，运行止损单后会出现止损线，鼠标左键单击止损线，待出现拖动提示图标“小手”

后，拖动提示线改变，随着止损线位置的变动，止损价格也随之发生了变动。



提示：止赢单可以手动发出委托，以挂单的形式存在（只限当日有效），委托发送至交易所。

横式下单

全新的智能下单模式，提供多种委托价格形式，独特的大键开平下单按钮大大提高了下单

速度，平仓键系统会自动判断买平还是卖平（替用户思考），让交易或者下单更轻松。如图 4-2-23

图 4-2-23

（1）如何开仓

横式下单界面支持多价位买卖挂单、以及多价位超价的下单，如图 4-2-24

图 4-2-24

如何开仓：



操作方法：

1、在文华的报价列表中鼠标左键单击准备开仓的合约或鼠标左键单击该合约的技术分析图

表来抓取合约；

2、交易界面的“合约号”将自动变为您鼠标点击的合约，手数为默认下单手数，“买开仓”

和“卖开仓”按钮上将出现对应的下单价格。

3、点击“买开仓”或“买开仓”按钮即可进行开仓下单。如图 4-2-25 和图 4-2-26

图 4-2-25

图 4-2-26



提示：

委托价位：

横式下单提供六种委托形式，鼠标单击价格框就会弹出价位选择，如果想指定价下单可以在价

格框中直接输入价格，右上角分别显示了涨跌停板价格。

排队价：即挂价，以买价买，以卖价卖

对手价：以买价卖，以卖价买

市价：以停板价价格进行委托（以涨跌停去委托，最优价成交，因此和市价下单效果是一样的）

最新价：以最新价发委托

超价：在有利于成交方向变动 N个最小变动价位委托，提高成交概率

对价追：对手价委托自动启用追价

提示：

1、 已有持仓合约点击开仓按钮执行加仓操作。

2、鼠标点击合约后，“数量”栏中显示的手数为事先设置的默认下单手数。默认下单手数自动保存上一

次下单操作的手数，也可以在“参数设置”中“下单手数”中设置。

3、买卖按钮上显示的价格就是委托价。点击 上面的“价格”可以进行切换。

（2）如何平仓(指定价平仓、对价平仓、超价平仓、停板价平仓、清仓)

操作方法：

1、在持仓栏鼠标左键单击要平仓的合约

2、交易界面的“合约号”将自动变为您鼠标点击的合约，系统会自动识别您的持仓方向和

持仓量自动识别平仓手数和平仓方向



3、点击“平仓”按钮即可进行开仓下单。如图 4-2-27

图 4-2-27

提示：

上海合约优先平今仓

（3）如何撤单

操作方法 1、鼠标右键单击挂单栏中您想撤掉的委托——》“撤单”即可。

操作方法 2、在挂单栏中鼠标双击您想撤掉的委托，可以实现快速撤单。如图 4-2-28

图 4-2-28

（4）如何使用定时平仓

对选中合约设置定时平仓条件单，设置好的条件单在未触发前保存在本地，当设置的定时



条件满足时系统将向交易所发出委托对相应合约进行平仓；

操作方法：

在持仓栏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定时平仓，在弹出的定时平仓设置框中进行设置，如图 4-2-49

图 4-2-49

注：定时平仓条件单自动启用追价

定时平仓条件单的委托价格由条件单的默认下单方式决定：



（5）如何使用超价功能

启用超价功能，系统会自动以对价为基准在有利于成交的方向变动 N 个最小变动价位，提

高成交几率。在横式下单界面中可实现超价下单。

使用方法：鼠标单击价格框就会弹出价位选择，在其中选择超价即可。如图 4-2-30

图 4-2-30

如上图，设置超价机制为 2个最小变动价位，现在 PTA1205 的买价是 8690，卖价是 8694，由于

PTA 的最小变动价位是 2元/吨，因此买开仓按钮上显示的超价委托价格是 8694+2*2=8698，卖

开仓按钮上显示的超价委托价格是 8690-2*2=8686

提示：  超价下单和追价下单同时使用时，只在第一次下单时执行超价，追价过程中的后续下单不执行超价。

（6）如何使用追价功能



启用追价：鼠标右键单击选中挂单栏中的未成交合约，点击追对价、追超价、追停板价或

改价，系统会自动撤掉选中的未成交委托并按照市价重新按照相应的形式发送委托。如图4-2-31

图 4-2-31

提示：

改价：更改价格下单，改价后先对未成交合约撤单，后以更改价格下单。

追对价：撤掉选中合约挂单，并以对价再次进行同方向委托。

追超价：撤掉选中合约挂单，在有利于成交的方向变动 N 个最小变动价位同方向委托。

追停板价：撤掉选中合约挂单，以涨跌停价格再次进行通向委托，以最优价格成交。（停板价委托不

等于停板价成交，以最优价成交）

（7）如何使用锁仓、移仓、反手操作。

操作方法：在持仓列表中，鼠标右键单击选中合约，根据需要选择您的操作。

例：对 y1209 进行移仓操作，鼠标右键单击持仓列表中选择的 y1209，选择移仓即可。如

图 4-2-32



图 4-2-32

提示：

1、 锁仓：如果当前合约为多头持仓合约，对合约进行锁仓操作即以与当前多头持仓量相同的手数卖出开空仓，

使当前合约形成锁仓

2、 反手：如果当前合约为多头持仓合约，对合约进行反手操作即先对当前多头持仓进行平仓，然后以相同手

数反向卖出开空仓。

移仓：以当前持仓合约的相同持仓方向和相同持仓量对所要移至的合约进行开仓，实现仓位的转移；

（8）如何使用平上海昨仓

操作方法：在持仓列表中，鼠标右键单击选中合约，选择平上海昨仓。如图 4-2-33

图 4-2-33



提示：

平上海昨仓：对选中的上海合约的老仓进行平仓（除今日新开仓位以外的均视为老仓即昨仓）

画线下单

这是一种全新的下单方式，投资者可以脱离下单界面进行直观的下单，无需人工盯盘，在

分析图表中直接画线下单，更直观，更明了。

（1）如何调出画线下单

操作方法:在软件菜单中选择“交易”——“画线下单”，即可调出画线下单工具。如图 4-2-34

（注：画线下单工具的使用需要登录交易）

图 4-2-34

（2）如何利用“买”“卖”下单按钮进行下单

操作方法：

1、选择画线工具栏中的买/卖画线工具。

2、在目标价位进行画线，系统会自动生成一条水平的下单线，可在条件单列表中查询。

3、鼠标右键单击画线会弹出画线下单参数设置窗口进行手数、价格和买卖方向的更改。如图

4-2-35——图 4-2-37



图 4-2-35

图 4-2-36



图 4-2-37

提示：

1、 当前价位低于所设置的下单时，当最新价位高于下单线后系统会触发委托

2、 当前价位高于所设置的下单时，当最新价位低于下单先后系统会触发委托

（3）如何利用“盈”、“损”按钮平仓

操作方法：

1、选择画线工具栏中的损/盈画线工具

2、在目标价位进行画线，系统会自动生成一条水平的止损/止盈线，投资者可以通过拖动提示

线改变止损价格，直观的向使用者展示了当前止损策略价格与持仓价格的价差关系，并且是止

损价的修改变得方便快捷，如图 4-2-38 和图 4-2-39



图 4-2-38

图 4-2-39

注：该功能只针对有持仓的合约有效



（4）使用技巧一  手动追踪止损

止损点根据开仓价格进行设定，但盘中由于行情变化超于预期，可能需要及时调整止损价

格，这时候可以使用手动拖动止损线，改变止损价格。

操作方法：鼠标左键单击止损线，看到画线小手“握拳”时即可以拖动鼠标改变止损线位

置，确定重新止损位置后再次单击鼠标即可。

图 4-2-40

如图 4-2-40，当止损线被向下拖动后，止损单更新，生成新的止损单价格。

（5）使用技巧二  画预备单

画预备单：可以使用画线下单，先画出开仓或者止损止盈单，但需要画在不能触发的位置，随

着对行情变化方向判断的明朗，可快速拖动画线单到目标位置，实现快速捕捉行情。

1、画开仓预备单

如：开盘后，价格高开高走，但很快进入箱体震荡，此时无法准确判断后市方向。这时，

可在离价格较远的位置画买开仓和卖开仓线（图中红色方框位置），以备行情突破使用。

10：45 分逐渐放量，价格上涨。10：47 分突然放天量，价格也向上突破箱体，这时可迅速

将下面的买开仓线拖动到图中红圈位置，可马上触发开多单。如图 4-2-41

触发价格随着重新

画线发生了变化



图 4-2-41

2、画平仓预备单

开仓后，可在不容易触发的位置画止损线（图 2-3-8 中 A位置），作用有二：

1、一旦行情突变，出现亏损，立即向下拖动，平仓出场。

2、开仓后，可以将止损线拖动到支撑位附近，实现回撤止损，如图 4-2-42

图 4-2-42

10：47 分放天量突破

买线快速拖动，移到上边位置

1、突破当天阻力位，买入开仓

A

2、开仓后，可在较远位置画止损线，以备行情突变

注意：以多单为例，止损线可以画在最

新价的上方，并不会马上触发。止损触

发的原则是：价格向下突破止损线触发

止损；价格向上突破止盈线触发止盈。

空单，反之

止损线可以画在

最新价上面。

价格即使上穿止

损线也不会触发



炒单热键

这是为炒客量身打造的下单方式，可以自定义大键盘炒单热键，能够完全实现左手键盘右

手鼠标的流畅下单，23种炒单动作，让炒单交易更灵活。

（1）如何设置炒单热键并进行交易

炒单热键的设置要在下单界面的参数设置——炒单热键处进行定义

操作方法：

1、在下单主界面选择“参数设置”——“炒单热键”

2、鼠标左键单击快捷设置区域，在下拉菜单中选择要设置的字母。

3、设置好后，用快捷键打开炒单，点击该字母即可进行相应操作

图 4-2-43

（2）如何从炒单热键控件上读取交易信息



图 4-2-44

以设置打开炒单热键的快捷键为 Ctrl+Z 为例：在大键盘上用 Ctrl+Z 调出炒单热键，在界

面右上方处会出现炒单小窗口 ，点击窗口下方正中间

的向下箭头即可显示委托和持仓情况

提示：

1、“手数”框中的下单手数，可以在“参数设置”的“下单手数”中设置。鼠标点击合约后，该栏显示手

数为事先设置的默认手数，也可以直接设置下单手数。

2、当小键盘上的 NumLock 键锁定时小键盘上的值有效

     3、炒单热键始终是自动开平的

     4、关闭炒单后，炒单热键的键，才能用来输入

    

（3）炒单 23 个动作的意义解释

挂 2买/卖：以买/卖 1价位为基础减一个最小变动单位价格，为委托价进行买/卖

挂 1买/卖：以买/卖 1价格，为委托价进行买/卖

插队买/卖：以买/卖 1价位为基础加一个最小变动单位价格，为委托价进行买/卖

成交价买/卖：以最新价为委托价，进行买/卖

对价买/卖：以卖/买 1价格，为委托价进行买/卖

超价买/卖：以卖/买 1价格为基础加/减 N个最小变动单位价格，为委托价进行买/卖



涨板买入/卖出：以涨跌停板价格，为委托价进行买/卖

手数++：增加当前合约委托手数，每次一手递增

手数-  -：减少当前合约委托手数，每次一手递减

撤    单： 撤掉当前合约所有挂单

反    手：平掉当前合约持仓，并相同手数反向开仓

对价全平：以对价平掉当前合约所有持仓

挂价全平：以挂价平掉当前合约所有持仓

追排队价：撤掉当前合约挂单，并以排队价再次进行同方向委托

追成交价：撤掉当前合约挂单，并以最新价再次进行同方向委托

追对价：撤掉当前合约挂单，并以对价再次进行同方向委托

     图 4-2-45

注：炒单热键的成交回报同独立下单版

下单精灵

下单精灵是最方便的下单方式，可以通过点击报价页面，盘口报价的买卖价格调出，下单

快速准确，对持仓判断简单明确。

（1）如何用下单精灵进行下单



操作方法：

1、在下单主界面选择“参数设置”——“默认参数”——“启用下单精灵”。

2、将鼠标放在报价列表中想要交易合约的买卖价格出，下单精灵控件会自动弹出。

3、设置手数后点击“买开仓”“卖开仓”或者“加仓”“减仓”进行交易，如图 4-2-46

图 4-2-46

提示：对于有持仓的合约，下单精灵默认操作为加仓和减仓（平仓）

      对于没有持仓的合约，下单精灵默认操作为买开仓和卖开仓



注：下单精灵的委托价格默认为对价.

（2）如何查看下单后的成交回报和对未成交合约撤单

查看成交回报：

下单后，在页面的右下角会自动弹出成交回报提示，上方显示已成交合约信息，下方显示挂单

信息。

撤单：

操作方法：对于未成交的合约，双击成交回报提示窗口的挂单，点击撤单确认的“确定”即可

撤单。

独立下单板



看图下单，适合多窗口交易合约，下单界面简洁明了，使用方便，单击鼠标选中窗口，“~”

热键直接调出下单板。

（1）如何调出下单板进行交易

操作方法：

1、 在多窗口中，鼠标左键单击要选择的窗口

2、 按键盘的“~”键，直接调出下单板

3、 设置好手数，价位，开平仓方向后点击下单按钮即可

图 4-2-47

提示：

1、 “手数”框中的下单手数，可以在“参数设置”的“下单手数”中设置。鼠标点击合约后，该栏      



显示手数为事先设置的默认手数，也可以直接设置下单手数。

2、 开仓自动止损在参数设置的默认设置中进行设置

（2）如何查看下单后的成交回报和对未成交合约撤单

查看成交回报：

下单后，在页面的右下角会自动弹出成交回报提示，上方显示已成交合约信息，下方显示挂单

信息。

撤单：

操作方法：对于未成交的合约，双击成交回报提示窗口的挂单，点击撤单确认的“确定”即可

撤单。

外盘下单

（1）如何买入/卖出新合约

操作方法：

1．在文华报价列表中鼠标左键单击准备买入/卖出的合约或单击该合约的技术分析图表；

2．交易界面的“合约号”将自动变为您鼠标点击的合约，选择买卖方向，设置下单手数

及价格。

3．点击“下单”按钮即可建仓。如图 4-2-48



图 4-2-48

提示：

1、外盘下单界面支持类金士达操作热键：键盘“↑”“↓”按键移动鼠标焦点； 焦点在“买/卖”位置

时，焦点在手数和价格位置时，按“←”“→”键调整手数和价格；按数字键也可直接输入委托手数

和委托价格；

2、点击 键，可将合约送回至主图，实现快捷查看行情。

3、鼠标点击报价列表或者技术分析图表的时候，“开平”位置默认为开仓；鼠标点击持仓的时候，“开平”

位置默认为平仓；

4、“手数”框中的下单手数，可以在“参数设置”的“下单手数”中设置。鼠标点击合约后，该栏显示手

数为事先设置的默认手数，也可以直接设置下单手数。

5、市价：即对价，买入操作时对价代表市场上该合约当前的卖价；卖出时跟盘价代表该合约当前的买价。

6、指定价：在价格输入框手动输入您指定的价格，然后点击下单即可；如果点击涨跌停价，指定价自动抓

取涨跌停价格点击下单，以涨跌停价格发送委托。

（2）如何买入/卖出已持仓合约

操作方法：

1、在“持仓”栏中鼠标左键单击想买入/卖出的合约，则右侧区域会自动默认显示该合约

名称、买卖的方向，选择买卖手数以及平仓价格（指定价/市价/条件单）。

2、点击“下单”，即可发送平仓委托。如图 4-2-48



图 4-2-49

提示：

1、鼠标点击持仓的时候，“买/卖”位置默认与所选持仓方向相反，方便平仓；

2、如果不需要修改买卖手数和买卖价格，点击持仓栏中的持仓后，直接点击“下单”按钮即可平仓。

注：由于外盘交易以净头寸结算，并没有开平仓概念，均使用买卖操作，对当前持仓反向买入或卖出即相当于

平仓

（3）如何撤单

发送的委托未成交或部分成交时，未成交的委托可以执行撤单操作。

操作方法 1、在挂单栏将鼠标置于您想撤掉的委托处，鼠标右键单击挂单栏选择“撤单”

即可。

操作方法 2、在挂单栏中鼠标双击您想撤掉的委托，可以实现快速撤单。如图 4-2-50

图 4-2-50



操作方法 3、鼠标右键单击“委托”栏，选择“显示可撤”，而后鼠标左键双击要撤单合约

进行撤单，如图 4-2-51

图 4-2-51

（4）如何使用预埋单

操作方法：

1、设置好准备交易的合约名称、买卖及开平方向、委托价格及数量等信息后，在下单类

型中选择条件单，然后单击下单键——图 A。

2、对于设置手动发出的预埋单，需要发出预埋委托时，进入预埋单，选择设置好的预埋

单，鼠标右键单击预埋单，点击“立即发出”，可以以预埋的下单参数进行委托，图 B；

图 A



图 B

提示：1. 永久有效是指，设置的预埋，在任何时间只要下单系统开启的情况下，预埋单一直有效；

当日有效是指，设置的预埋单仅限于今日有效，如今天设置了预埋，则明日开启交易软件时，

预埋单失效，并不存在。

2. 鼠标右键单击选中设置的预埋单，选择删除，可以删去设置好的预埋单。

3. 设置好预埋单保存在本地，网络断线和软件退出预埋单无法正常执行。

4. 设置好的预埋单在未触发前保存在本地，设置为“手动发出”的预埋单，手动触发后系统将会

按照设置好的合约名称、买卖及开平方向、委托价格及数量等信息向交易所发出委托；设置为

“开始交易时发出”的预埋单会预埋单设置好后接收到第一笔数据出现时按照设置好的合约名   

称、买卖及开平方向、委托价格及数量等信息向交易所发出委托

（5）如何使用条件单

操作方法：

1、设置好准备交易的合约名称、买卖及开平方向、委托价格及数量等信息后，点击“预

埋/条件单”，选择条件单（价格条件单）或者时间条件单，设置好准备交易的价格条

件或者时间条件，点击确定。



提示：

1、点击条件单，鼠标右键单击任意位置，通过选择已触发列表及未触发列表，可以查看条件单的触发    

状况。

2、永久有效、当日有效与预埋单的理解相同。

3、设置好条件单保存在本地，网络断线和软件退出条件单无法正常执行。

4、设置好的条件单在未触发前保存在本地，当设置的条件满足时系统将会按照设置好的合约名称、买

卖及开平方向、委托价格及数量等信息向交易所发出委托；



    （6）如何使用全平（清仓）、反手操作。

操作方法：在持仓列表中，鼠标右键单击选中合约，根据需要选择您的操作。

例：对 CLK1进行反手操作，鼠标右键单击持仓列表中选择的 CLK1，，选择反手即可。如图

4-2-52

图 4-2-52

（三）、参数设置

（1）如何对下单系统中追价、超价、默认下单手数进行设置

A、设置追价：1.点击下单软件左侧“参数设置”选择“追价参数”，设置追价机制。

            2.点击保存，设置成功。

提示：

1.止损单自动启用追价机制，在勾选的情况下，止损也可以自动执行追价机制。

2. 自动启用追价触发条件：以时间为条件，即下单后 N 秒钟没有成交就触发追价下单。



3.设置后需要点击保存。

B、设置超价：点击下单系统左侧“参数设置”里点击“超价参数”进行设置，设置后点

击保存。

提示：以上图设置为例：豆粕的最小变动价位为 1 元

此时买入按钮上价格为 3218，超价参数中买入调整+1 个最小变动价位，则委托价为 3219；

此时卖出按钮上价格为 3217，超价参数中卖出调整-1 个最小变动价位，则委托价为 3216；

提示：

1、 超价功能只在第一次发出委托时启动，超价下单不成功后如果设置了追价，那么系统接下来按照追价

的设置进行委托的发送

2、 超价的基准价是对手价，在对价基础上增减N个最小变动价位。

3、 建议：买入的参数设正值，卖出的参数设负值

C、设置默认下单手数：

1、参数设置——》默认设置——》国内期货参数设置/外盘期货参数设置中进行设置。



提示：

1.设置了默认手数的合约在下单过程中，按照该合约默认数量下单（如需要修改，可以在数量栏里手动调整）。

各个合约系统默认为 1 手。

2.上次交易的手数会被自动保存为默认手数。

(2)如何设置止损参数

操作方法：

1、点击下单系统左侧“参数设置”选择“止损参数”。

2、设置止损参数及点差，点击保存即可。

提示：

1. 有效期中，永久有效表示该止损参数永久存在软件中。当时有效表示该止损参数只在软件打开的这次

是有效的，再次登陆软件时，止损单无效。



2. 点击默认点差参数，可根据合约双击止损止盈价差，设置价差值。

(3)如何了解下单成交过程

下单的成交过程对交易十分重要，赢顺期货交易系统中提供“监控运行日志”功能，实时了解

下单后的情况。

操作方法：点交易，选择“监控运行日志”即可。

(4)如何查看交易过程及取消追价

方法：1.点击“交易——》监控运行日志”，弹出“本地下单记录”功能框，查看交易过程。

      2.点击“取消算法交易”即可取消目前将要进行的追价。



提示：

1. 取消算法交易：取消当前正在进行追价操作；

(四)、账户信息部分

（1）如何查询交易信息

交易系统支持交易信息的查询，方便您清晰的了解到当日的交易情况。

操作方法：

委托查询：下单系统中，任一下单窗口——》委托，可查看到当日下单委托记录。



成交查询：下单系统中，任一下单窗口——》成交，可查看到当日下单成交记录。

持仓查询：下单系统中，任一下单窗口——》持仓，可查看到账号下的持仓状况。



（2）如何查看账户资金信息及账单、修改密码

交易系统中提供查询账户信息的功能，可查询账户当日资金变动情况。

操作方法 1 、在任意下单界面中， 点击资金，即可查看资金变动情况。

操作方法 2、菜单栏中选择“交易”——“查询账单”——》资金，即可显示资金情况。

以基本下单指令界面为例：

提示：期货资金与股票资金通过点击的方式，可以进行相互切换来查看。

查询账单方法：菜单栏中选择“交易”——“查询账单”——》“账单”——》“历史账单”。

修改密码方法：菜单栏中选择“交易”——“查询账单”——》“修改密码”根据需要修改密码

的账号，进行修改。



（3）如何查看历史交易及账单报告

操作方法：在交易菜单中选择“账户及交易报告”选择报告范围。

名词解释：

手续费：显示的只是当天的手续费，如果查询的是今天之前的账户及交易报告则手续费显示为 0 ；

平仓盈亏：所有查询日期的盯市平仓盈亏之和；

持仓盈亏：在收盘前显示的是上一交易日的盯市浮盈加以开盘价计算的盯市浮盈，



          收盘后显示的是当天持仓的盯市浮盈，

          如果查询的是当天之前的账户及交易报告则持仓盈亏显示为 0 ；

          交易及账户结算报告中收盘后当日的持仓盈亏是根据收盘价算的，历史账单查询中的持仓盯市盈亏

是根据当日结算价算的；

其他项目：持仓盈亏减去手续费；

期末账户余额：期初账户净值减去手续费减去持仓盯市盈亏加平仓盈亏

             即：期末账户余额=期初账户净值 - 手续费 - 持仓盯市盈亏 + 平仓盈亏

             当天收盘前的期末账户余额为期初账户余额减去浮动盈亏加平仓盈亏

             即：期末账户余额=期初账户净值 - 持仓盯市盈亏 + 平仓盈亏

可用资金：期末账户净值减去持仓占用保证金

五、 程序化交易

    语法与函数

自编公式支持的操作符：

  ⒈＋操作符，表示“加法运算”。

  ⒉－操作符，表示“减法运算”。

  ⒊* 操作符，表示“乘法运算”。

  ⒋/ 操作符，表示“除法运算”。

例如：

CLOSE＋OPEN 表示求收盘价及开盘价的和。

CLOSE－OPEN 表示求收盘价及开盘价的差。

CLOSE*OPEN 表示求收盘价及开盘价的积。

CLOSE/OPEN 表示求收盘价及开盘价的商。

  ⒌&&(AND)操作符，表示“与运算”。

  ⒍||(OR)操作符，表示“或运算”。

  ⒎> 操作符，表示“大于运算”。

  ⒏< 操作符，表示“小于运算”。

  ⒐>=操作符，表示“大于等于运算”。

  ⒑<=操作符，表示“小于等于运算”。

  ⒒<>操作符，表示“不等于运算”。

  ⒓= 操作符，表示“等于操作符”。

例如：

CLOSE>OPEN 表示判断当前周期是否收阳。



CLOSE=OPEN 表示判断当前周期是否平盘。

  ⒔:=操作符，表示定义一个局部变量（这个变量在画图时是不画的）。

  ⒕: 操作符，表示声明了一个变量，并且在画图时画出它并且按这个名字显示。

例如：

TMP1:=(OPEN+CLOSE)/2; 

MA(TMP1,10); 

  上面的公式的第一个语句定义了一个局部变量 TMP1，在下面一行中引用了这个

局部变量，但是要注意的是这 个公式在画图的时候只画了第二条语句所求出的结

果。

  相反下面这个公式则需要画出两条线，第一条是自己定义的均价线，同时显示

了均价的名称为 AVP,第二条线 是均价的简单移动平均线。

AVP:(OPEN+CLOSE)/2; 

MA(AVP,10); 

自编公式语法：

1. 关于公式名称。公式的名称不可以和已经存在的公式重复。

2. 关于参数。每个自编公式最多可以定义四个参数，参数的定义如下，首先

是参数名称，然后是参数的最小值，最大值，最后是参数的默认值。在定义参数时

要注意的是参数名称不可以重复。

3. 关于变量名称。变量名称不可以互相重复，不可以和参数名重复，不可以和

函数名称重复。

4. 关于公式内容。公式的每个语句应该以分号结束，包括最后一条语句。在数

据公式的时候请您注意一 定要使用半角输入。在编写公式的过程中，如果您不记得

某个函数的确切写法，可以选择插入函数来插入函数。

5. 如果您在编写公式之后，想给这个公式加上注释，说明之类的东西，可以使

用公式说明来输入。

注：赢顺期货交易系统的指标、策略模型编写不再支持 If Else 的语句，条件语句

支持 IFELSE，具体用法请参考指标、策略模型逻辑判断函数语法列表。

自编公式支持的函数

1.策略模型函数

1.引用数据函数

AVPRICE 取得均价(在盘后对于国内三个期货交易所指结算价)

SETTLE

取得结算价(只有在日线周期盘后才能取得当日的结算价)

说明：如果用在周期小于'日'的 K线上如 5分钟 K线，一小时 k线，

每根 k线返回的值表示这根 k线当日开盘时到这根 k线的为止的结算

价(均价)

如果用在周期大于等于'日'的 K线上，返回当根 K线结束时间所在日

的结算价.



CLOSE 取得收盘价(在盘中指最新价)，也可简写为 C 。

HIGH 求高价，也可简写为 H 。

LOW 求最低价，也可简写为 L 。

OPEN 求开盘价，也可简写为 O 。

OPI 取持仓量

REF(X,N)
引用 X在 N个周期前的值

例:REF(CLOSE,5);表示引用当前周期前第 5个周期的收盘价

VOL 求成交量，也可简写为 V 。

GETPRICE

根据文华码取出某一合约的价格（任何周期上都返回当日的日线价

格）。

用法：

GETPRICE(1209, 'CLOSE');返回文华码为 1209 的合约合约的收盘价。

其中'CLOSE'可以替换为以下:

'OPEN': 开盘

'HIGH': 最高

'LOW': 最低

'CLOSE': 收盘

'NEW': 最新

'AVPRICE':均价

'SETTLE': 结算

'YCLOSE': 昨收

'YSETTLE':昨结算

'BID1': 买 1

'BIDVOL1':买 1 量

'ASK1': 卖 1

'ASKVOL1':卖 1 量

'VOLUME': 成交量

'OPI': 持仓量

'DELTAVOL':现手

'DELTAOPI':增仓

注意，该函数历史数据返回加载时刻的价格（与其 k线的时间无关），

加载后实时生成的 k线返回 k线时间对应的实时价格

2.金融统计函数

BARSLAST(X) 求上一次条件成立到当前的周期数。

COUNT(X,N)

表示统计在 N周期内满足 X条件的周期数。如果 N为 0则表示从已

申请到的数据的第一天开始算起。

例：WR:=-100*(HHV(HIGH,N)-CLOSE)/(HHV(HIGH,N)-LLV(LOW,N)); 



COUNT(WR>80,5);表示统计在 5个周期内满足 WR>80 的次数

DMA(X,A)

返回 X的动态移动平均，其中 A为常数，并且必须介于 0及 1之间。

计算方法：DMA(N)=DMA(N-1)*(1-A)+X(N)*A 其中 DMA(N-1)为第

(N-1)天的 DMA 值。

EMA(X,N)

表示求 X在 N周期内的平滑移动平均。（指数加权）

计算方法：EMA(X,N)=[2*X+(N-1)*EMA(X,(N-1))]/(N+1) 其中

EMA(X,(N-1))为第(N-1)天的 EMA 值

EMA2(X,N)

表示求 X在 N周期内的加权平均。（线性加权）

计算方法：

EMA2(X,N)=(N*X0+(N-1)*X1+(N-2)*X2+...+1*XN-1)/(N+(N-1)+(N

-2)+...+1),X0 表示本周期值，X1 表示上一周期值...

HHV(X,N)

得到 X在 N周期内的最高值，如果 N＝0，则从本地数据的第一个有

效周期开始算起。

例：HHV(HIGH,13);求 13 个周期内的最高价的最大值。

HHVBARS(X,N)

得到 X在 N周期内的最高值位置到当前的周期数。如果 N=0，则从

本地数据的第一个有效周期开始算起。

例：HHVBARS(VOL,0); 求历史成交量最大的周期到当前的周期数

LLV(X,N)

得到 X在 N周期内的最小值，如果 N=0，则从本地数据的第一个有

效周期开始算起。

例：LLV(LOW,25);表示求 25 个周期内最低价的最小值

LLVBARS(X,N)

得到 X在 N周期内的最小值的位置到当前的周期数。如果 N=0 则从

本地数据的第一个有效周期开始算起。

例：LLVBARS(VOL,0); 求历史成交量最小的周期到当前的周期数

MA(X,N) 

求 X 在 N 周期内的简单移动平均。

计算方法：MA=(A1+A2+A3+A4+A5)/5 求 A 在 5 个周期内的简单移动

平均

SAR(N,Step,M

ax)

得到抛物转向值。N为计算周期,Step 为步长,Max 为极值。（系统

函数，计算步骤后台自动完成）

例：SAR(17,0.03,0.3);表示计算 17 个周期抛物转向，步长为 3%，

极限值为 30% 

SMA(X,N,M)
得到 X在 N个周期内的移动平均，M为权重（M为常数）。

计算方法：SMA(N)=SMA(N-1)*(N-M)/N+X(N)*M/N 

SUM(X,N)

得到 X在 N周期内的总和，如果 N=0，则从第一个有效周期开始算

起。

例: SUM(VOL,10);表示统计 10 周期内的成交量总和

SUMBARS(X,A) 得到 X向前累加直到大于 A时的周期数。

TRMA(X,N) 求 X 在 N 周期内的三角移动平均。

TSMA(X,N)
求 X 在 N 周期内的时间序列移动平均。

计算方法：TSMA(X,N)= FOCAST(X,N)+SLOPE(X,N) 



3.数理统计函数

AVEDEV(X,N) 求 X 在 N 周期内的平均绝对偏差

DEVSQ(X,N) 数据偏差平方和。

FORCAST(X,N)
得到 X的 N周期线性回归预测值。

例:FORCAST(CLOSE,5);表示求 5周期线性回归预测

VAR(X,N) 得到 X在 N周期内的样本方差

VARP(X,N) 得到 X在 N周期内的总体样本方差

SLOPE(X,N) 

求线性回归的斜率

用法：

SLOPE(X,N)得到 X的 N周期的线型回归的斜率。

例:SLOPE(CLOSE,5);表示求收盘价5个周期线性回归线的斜率

STD(X,N) 

求标准差。

用法：

STD(X,N)求 X 在 N 个周期内的标准差。

STDP(X,N) 

求总体标准差。

用法：

STDP(X,N)为 X 的 N 日总体标准差。

数理统计举例

说明：

设一个数列，数列中数据的总个数为 N，以今天（2005-10-14）

五天内的 A0605 收盘价为例，N就为 5。数列的内容为：｛2766，

2805，2814，2886，2885｝。

1、算术平均值 MA(CLOSE,5)：数据总和除以总个数 N。

(2766+2805+2814+2886+2885)/5=2831.20。 可以用公式

MA(CLOSE,5),从今天的值上看出。

2、偏差：每个数据，减去算术平均值的结果。

2766-2831.20=-65.2， 2805-2831.20=-26.2, 

2814-2831.20=-17.2, 2886-2831.20=54.8, 

2885-2831.20=53.8, 各偏差相加，应该是等于 0的。

3、平均绝对偏差 AVEDEV(X,N)：将偏差的绝对值相加，除以总

个数 N。 (65.2+26.2+17.2+54.8+53.8)/5=43.44 

4、数据偏差平方和 DEVSQ(X,N)：将偏差的平方相加。

(-65.2)2+ (-26.2)2+ (-17.2)2+ (54.8)2+ (53.8)2=11130.80 

5、总体样本方差 VARP(X,N)：将偏差的平方相加，总和除以总



个数 N。用公式可以这样算： (-65.2)2+ (-26.2)2+ (-17.2)2+ 

(54.8)2+ (53.8)2/5=2226.16 

6、样本方差 VAR(X,N)：是总体方差的 N/(N-1)倍。

2226.16*5/(5-1)=2782.70 估算样本方差，总比总体样本方差

大一点，当 N够大时，两者趋于相等。

4.逻辑判断函数

BETWEEN(A,B,C)

判断条件“A位于 B及 C之间”是否成立，如果条件成立则

返回 1 (yes),否则返回 0 (no)。

例：BETWEEN(CLOSE,MA5,MA40); 表示收盘价介于 5日均线与

40 日均线之间。

CROSS(X,Y)

表示 X上穿 Y。

例：CROSS(CLOSE,MA(CLOSE,5));表示收盘线从下方向上穿过

5日均线

FILTER(COND,N)

过滤连续出现的信号。

用法：

FILTER(COND,N) 当 COND 条件成立时，将其后 N周期内的数

据置为 0。

例：FILTER(CLOSE>OPEN,3) 查找阳线，3天内再次出现的阳

线不被记录在内

注：不能与 BKPRICE,BARSBK,SKPRICE,BARSSK 一起使用

EXIST(COND,N)

判断 N个周期内是否有满足条件 COND 的情况发生。

例：EXIST(CLOSE>REF(HIGH,1),10);表示 10 个周期中是否存

在收盘价大于前一个周期的最高价

EVERY(COND,N)
判断过去 N个周期内是否一直满足条件 COND。

例：EVERY(CLOSE>OPEN,5);表示 5个周期内一直是阳线

LAST(COND,N1,N2)

判断过去 N1 到 N2 周期内是否一直满足条件 COND。

例：LAST(CLOSE>OPEN,10,5);表示从过去第 10 个周期到第 5

个周期内一直是阳线

LONGCROSS(A,B,N)

如果 A在前 N个周期内都小于 B，本周期上穿 B，则返回 1。

否则返回 0。

例：LONGCROSS(CLOSE,MA(CLOSE,10),20);表示收盘线在 10

日均线之下持续 20 周期后从下向上穿过 10 日均线

IFELSE(C,A,B)

如果条件 C成立则取 A值,否则取 B值

例：

A:=IFELSE(MA5>MA10,CROSS(DIFF,DEA),IFELSE(CROSS(D,K)

,2,0));当 MA5>MA10时，取是否满足DIFF上穿 DEA，否则(MA5

不大于 MA10)，当 K,D 死叉时，令 A赋值为 2，若上述条件都

不满足，A赋值为 0



A=1,BPK;//当 MA5>MA10，以 DIFF 上穿 DEA 作为开多仓条件

A=2,SPK;//当 MA5 不大于 MA10，以 K D 死叉作为开空仓条件

ISDOWN 判断该周期是否收阴。

ISEQUAL 判断该周期是否平盘。

ISUP 判断该周期是否收阳。

VALUEWHEN(COND,DA

TA)

当条件 COND 满足时，取当时的 DATA 的值，否则取得前面一

个满足条件 COND 的值。

例：VALUEWHEN(HIGH>REF(HIGH,5),HIGH);表示当前最高价大

于前五个周期最高价的最大值时返回当前最高价。

5.数学运算函数

ABS(X) 求 X 的绝对值

例：ABS(SAR(17,0.03,0.3));返回抛物转向 SAR(17,0.03,0.3)的绝

对值。

ACOS(X) 求 X 的反余弦值

ASIN(X) 求 X 的反正弦值

ATAN(X) 求 X 的反正切值

COS(X) 返回 X的余弦值

EXP(X) 返回 e的 X次幂

CUBE(X) 返回 X的三次方。

CEILING(X) 向上舍入，返回沿 X数值增大方向最接近的整数。

FLOOR(X) 向下舍入，返回沿 X数值减小方向最接近的整数。

INTPART(X) 取 X 的整数部分，返回沿 X绝对值减小方向最接近的整数。

LN(X) 得到 X的自然对数，以 e为底的对数。

例：LN(OPEN);求开盘价的自然对数。

LOG(X) 得到 X的常用对数，取得 X的以 10 为底的对数。

例：LOG(OPEN);求开盘价的以 10 为底的对数。

MAX(A,B) 求 A,B 中的较大者。

例：MAX(CLOSE-OPEN,0);表示若收盘价大于开盘价返回它们的差

值，否则返回 0。

MIN(A,B) 求 A,B 中的较小者。

例：MIN(OPEN,CLOSE);返回开盘价和收盘价中的较小值。

MOD(A,B) 返回 A对 B得到模。

例：MOD(CLOSE,500);收盘价除以 500 所得余数

NOT(X) 当 X 为 0 时返回 1,否则返回 0。

例：NOT(TIME=090530);表示该周期对应的时间不是 9:05:30AM。



POW(A,B) 得到 A的 B次幂。

例：POW(CLOSE,2);求得收盘价的 2次方。

REVERSE(X) 取反，返回符号相反的数值。

例：REVERSE(LOW);返回-LOW。

RANGE(A,B,C) 表示 A大于 B同时小于 C时返回 1，否则返回 0

SGN(X) 得到 X的符号，如果 X>0 则返回 1,如果 X<0 则返回－1，否则返回

0。

SIN(X) 得到 X的正弦值。

SQRT(X) 得到 X的平方根。

例：SQRT(CLOSE);收盘价的平方根。

SQUARE(X) 得到 X的平方。

例：SQUARE(CLOSE);收盘价的平方。

TAN(X) 得到 X的正切值。

6.时间函数

BARPOS 取得当前 K线的位置。

DATE 取得当前周期的日数（700101-341231）。

CLOSEMINUTE 

距收盘前时间。

用法：

CLOSEMINUTE 返回距离闭市前的时间（单位：分钟），方便闭市前

及时平仓。

DAY 取得当前周期的日数（1-31）。

HOUR 取得当前周期的小时数（0-23）。

MINUTE 取得当前周期的分钟数（0-59）。

MONTH 取得当前周期的月数（1-12）。

TIME
取得当前周期的时间数（0-2359），秒级周期返回值范围为：

0-235959。

WEEKDAY 取得当前周期的星期数（0-6）。

YEAR 取得当前周期的年数（1970-2034）。

7.绘图函数

BACKGROUNDSTYLE(i) 设置背景的样式。

用法：

BACKGROUNDSTYLE(i)设置背景的样式。

i = 0 或 1。



ICON 在 k 线图上，显示小图标。

用法：ICON(TYPE,ICON)，当 TYPE 为 1，则在 K线最

高价位置显示图标 ICON，当 TYPE 为 0，则在最低价位

置显示图标 ICON。

例：CLOSE>OPEN,ICON(1,'ICO1');表示 K线收盘大于

开盘时，在最高价上显示图标 1。

写完“ICON(1,” 以后，点击插入图标，再单击选中

的图标插入到函数中，图标用'ICO1'~'ICO105'表示

WORD 显示文字。

用法：WORD(TYPE,TEXT)，当 TYPE 为 1，则在 K线最

高价位置书写文字 TEXT，当 TYPE 为 0，则在最低价位

置书写文字 TEXT。

例：CLOSE>OPEN,WORD(1,'阳');表示 K线收盘大于开

盘时，在最高价上写"阳"字。

SOUND 播放声音。

用法：SOUND('N')，播放声音'N',。

例：CLOSE>OPEN,SOUND('A');表示 K线收盘大于开盘

时，播放声音"A"，条件如果一直满足，则只播放一次，

不重复播放。

点击设置声音，在弹出来的界面中设置声音，声音用

字符'A'~'J'表示。

DRAWICON 绘制小图标。

用法：

DRAWICON(COND,PRICE,ICON),当 COND 条件满足时,在

PRICE 位置画图标 ICON。

例：DRAWICON(CLOSE<OPEN,LOW,'ICO1');表示收阴在

最低价上画出图标 ICON1。

写完“DRAWICON(CLOSE<OPEN,LOW,” 以后，点击插入

图标按钮，再单击选中的图标插入到函数中，图标用

'ICO1'~'ICO105'表示.

DRAWLINE(C1,P1,C2,P2,CO

LOR)

当条件 C1 及 C2 均满足时，从 P1 画直线到 P2，颜色

为 COLOR。

例：DRAWLINE(MA18< 

CLOSE,OPEN,MA5 >CLOSE,CLOSE,COLORCYAN); 表示当

收盘价大于 18 日均线并且小于 5日均线时，从开盘价

画青色直线到收盘价。

DRAWTEXT(C,P,TEXT) 表示当条件 C满足时在 P上写 TEXT 文字。

例：DRAWTEXT(CLOSE< OPEN&&REF(CLOSE,1)< 

REF(OPEN,1) &&REF(VOL,1)*1.1< VOL,LOW,'注'); 表

示连续两日收阴并且成交量比前一日至少多 10%时，

在最低价上写“注”字。

DRAWSL(COND,DATA,SLOPE, 画斜线，当条件 COND 满足时，从 DATA 开始以每个周



LEN,EXPAND,

COLOR)

期相差 SLOPE 个点的斜率画斜线，划线长度为 LEN 个

周期，EXPAND 为线段的延长方式（0：不延伸；1:向

左延伸；2:向右延伸；3：双向延伸）。

例：DRAWSL(LOW=LLV(LOW,50),LOW,5,3,2,COLORRED); 

表示当前最低价等于 50 周期内的最小值时，从当前最

小值开始以每隔 5个点的斜率画长度为 3个周期向右

延伸的斜线，颜色为红色

DRAWKLING 自定义 K线颜色，实空心及宽度。

用法：

DRAWKLING(WidthRatio,COLOR1,EMPTY1,COLOR2,EMPT

Y2)。按照宽度比例 WidthRatio 画线，阳线以 COLOR1

和 EMPTY1 判断，阴线以 COLOR2 和 EMPTY2 判断。

WidthRadio从 0到 1，COLOR1、COLOR2代表颜色，Empty

非 0 为空心。

例：DRAWKLINE(0.75,COLORRED,1,COLORCYAN,0);绘制

K线宽度比例为 0.75,阳线为红色空心，阴线为蓝绿色

实心。

DRAWNUMBER

(COND,DATA,NUMBER,PRECI

SION,COLOR)

画数字。当条件 COND 满足时，在 DATA 位置写数字

NUMBER（为数组），精度为 PRECISION（小数点后有

几位数字）。

例：

DRAWNUMBER(CLOSE/OPEN>1.08,HIGH,(CLOSE-OPEN)/O

PEN*100,2,COLORRED); 表示当日涨幅大于 8%时在最

高价位置显示涨幅(相对开盘价的百分比)。

FILLRGN

(COND,DATA1,DATA2,COLOR

)

填充区域，当条件 COND 满足时，填充 DATA1 及 DATA2

包围的区域。

例：FILLRGN(MA5>MA10,MA5,MA10,COLORRED); 表示

MA5>MA10 时以红色填充 MA5 和 MA10 之间的区域。

PLAYSOUND(COND, 'N')

当条件满足时，播放自定义声音'N'(自定义声音在插

入声音文件中设置，最多可以设置 10 个)。

例：PLAYSOUND(CLOSE>OPEN,'A');表示 CLOSE>OPEN

时播放自定义声音'A'。

KTEXT 在 k 线上标注文字。

用法：KTEXT(COND,POSITION,PRICE,LCR,COLOR,TEXT) 

当 COND 条件满足时,移动 POSITION 根 K 线,在 PRICE

位置书写 COLOR 色文字 TEXT。LRC 是文字占 K线左(0)

中(1)右(2)位置。

注：POSITION 参数负数代表向前移动 0代表满足条

件当根 K线 正数代表向后移动。LCR 代表显示在字符

位置的左右中位置，0为左，1为中，2为右。

例：KTEXT(O>C,2,H,1,COLORYELLOW,'注')在阴线的后

两根 K线处，在最高价位置中心上写"注"字。



POLYLINE

(COND,DATA,COLOR)

画折线，当条件 COND 满足时，连接各个 DATA 点。

例：

POLYLINE(CLOSE>=HHV(CLOSE,100),CLOSE,COLORRED)

; 表示在收盘价创 100 天新高点之间画折线。

PARTLINE

(COND,DATA,COLOR)

同 POLYLINE。

例：PARTLINE(HIGH>REF(HIGH,1),HIGH,COLORRED); 

表示当期最高价大于前期最高价用红色绘制最高价连

线线段。

STICKLINE

(C,P1,P2,Color,Empty)

如果条件C满足时，从P1到 P2画柱线，颜色为 Color,

如果 Empty 取 1，则为空心柱；如果 Empty 取 0，则为

实心柱。

例：

STICKLINE(OPEN-CLOSE>0,OPEN,CLOSE,COLORCYAN,0)

; 表示当开盘价大于收盘价时，从开盘价到收盘价画

青色的实心柱，即 K线阴线的实体部分。

VERTLINE

(COND,COLOR)

画垂直线，当条件 COND 满足时，画垂直线。

例：VERTLINE(HIGH>=HHV(HIGH,30),COLORRED); 表示

在价格创 30 天新高时画垂直线。

8.画线函数

ANGLELING(COND1,DATA1,COND2,DA

TA2,RATIO)

角度返回值。

用法：

ANGLELING(COND1,DATA1,COND2,DATA2,RATIO

);

从本地起始 K线开始计算，以相距最近两根分

别满足条件 COND1 的 DATA1 值和 COND2 的

DATA2 值构成起止点，在角度线段高度比例为

RATIO 处形成角度线，该函数返回 K线对应的

角度值。

例：ANGLELINE(C>O,H,O>C,L,1);相距最近的

阳线最高价与阴线最低价构成起止点形成角

度线，该函数返回 K线对应的角度值。

GOLDENLINE(COND1,DATA1,COND2,D

ATA2,RATIO) 

黄金分割返回值。

用法：

GOLDENLINE(COND1,DATA1,COND2,DATA2,RATI

O);

从本地起始 K线开始计算，以相距最近两根分

别满足条件 COND1 的 DATA1 值和 COND2 的

DATA2 值构成起止点，在差额的 RATIO 比率处

形成黄金分割线，该函数返回 K线对应的黄金

分割值。



例：GOLDENLINE(O>C,H,C>O,H,0.3);相距最近

的阴线和阳线，以各自最高价作为起止点，在

差额区间内的 0.3 比率处形成黄金分割线，该

函数返回 K线对应的黄金分割值。

HORIZONTALLINE(COND,DATA) 

水平返回值。

用法：HORIZONTALLINE(COND,DATA);

从本地起始 K线开始计算，满足条件 COND 的

DATA 值形成水平线，该函数返回 K线对应的

水平值。

例：HORIZONTALLINE(C>O,H);以阳线的最高价

为起点，截至下一根阳线为止形成一条水平

线，该函数返回 K线对应的水平值。

TRENDLINES(COND1,DATA1,COND2,D

ATA2)

趋势返回值。

用法：

TRENDLINES(COND1,DATA1,COND2,DATA2);

从本地起始 K线开始计算，以相距最近两根分

别满足条件 COND1 的 DATA1 值和 COND2 的

DATA2 值构成起止点形成趋势线，该函数返回

K线对应的趋势值。

例：TRENDLINES(O>C,H,C>O,H);相距最近的阴

线和阳线最高价形成一条趋势线，该函数返回

K线对应的趋势值。

WAVERULER

(COND1,DATA1,COND2,DATA2,COND3

,DATA3,RATIO) 

波浪尺返回值。

用法：

WAVERULER(COND1,DATA1,COND2,DATA2,COND3

,DATA3,RATIO);

从本地起始 K线开始计算，以相距最近三根分

别满足条件COND1的 DATA1值、COND2的 DATA2

值和 COND3 的 DATA3 值构成三点，在第三点偏

离前两点差额的 RATIO 比率处形成波浪尺线，

该函数返回 K线对应的波浪尺值。

例：WAVERULER(C>O,H,C>O,H,C>O,H,0.3);相

距最近的三根阳线，以各自最高价作为三个

点，在第三点偏离前两点差额的 0.3 比率处形

成波浪尺线，该函数返回 K线对应的波浪尺

值。

DRAWANGLELING

(COND1,DATA1,COND2,DATA2,RATIO

,COLOR) 

画角度线。

用法：

DRAWANGLELING(COND1,DATA1,COND2,DATA2,R

ATIO,COLOR);

从本地起始 K线开始计算，连接相距最近两根

分别满足条件 COND1 的 DATA1 值和 COND2 的



DATA2 值构成起止点，在线段高度比例 RATIO

处画角度线，颜色为 COLOR，截至下一根满足

COND1 条件的 K线处。

例：

DRAWANGLELINE(C>O,H,O>C,L,1,COLORGREEN)

;连接相距最近的阳线最高价与阴线最低价为

起止点，画高度比例为 1的绿色角度线，截至

下一根阳线为止。

DRAWGOLDENLINE

(COND1,DATA1,COND2,DATA2,RATIO

,COLOR) 

画黄金分割线。

用法：

DRAWGOLDENLINE(COND1,DATA1,COND2,DATA2,

RATIO,COLOR);

从本地起始 K线开始计算，连接相距最近两根

分别满足条件 COND1 的 DATA1 值和 COND2 的

DATA2 值构成起止点，在差额 RATIO 比率处画

黄金分割线，颜色为 COLOR，截至下一根满足

COND1 条件的 K线处。

例：

DRAWGOLDENLINE(O>C,H,C>O,H,0.3,COLORGRE

EN);连接相距最近的阴线和阳线，以各自最高

价作为起止点，在差额区间内的 0.3 比率处画

绿色黄金分割线，截至下一根阴线为止。

DRAWHORIZONTALLINE(COND,DATA,C

OLOR) 

画水平线。

用法：

DRAWHORIZONTALLINE(COND,DATA,COLOR);

从本地起始 K线开始计算，满足 COND 条件 K

线的 DATA 值处画水平线，颜色为 COLOR，截

至下一根满足 COND 条件的 K线处。

例：

DRAWHORIZONTALLINE(C>O,H,COLORGREEN);以

一根阳线的最高价为起点，画绿色水平线，截

至下一根阳线为止。

DRAWTRENDLINE(COND1,DATA1,COND

2,DATA2,COLOR) 

画趋势线。

用法：

DRAWTRENDLINE(COND1,DATA1,COND2,DATA2,C

OLOR);

从本地起始 K线开始计算，连接相距最近两根

分别满足条件 COND1 的 DATA1 值和 COND2 的

DATA2 值构成起止点，画趋势线，颜色为

COLOR，截至下一根满足 COND1 条件的 K线处。

例：

DRAWTRENDLINE(O>C,H,C>O,H,COLORGREEN);

连接相距最近的阴线和阳线的最高价为起止



点，画绿色趋势线，截至下一根阴线为止。

DRAWWAVERULER

(COND1,DATA1,COND2,DATA2,COND3

,DATA3,RATIO,COLOR)

画波浪尺线。

用法：

DRAWWAVERULER(COND1,DATA1,COND2,DATA2,C

OND3,DATA3,RATIO,COLOR);

从本地起始 K线开始计算，连接相距最近两根

分别满足条件 COND1 的 DATA1 值、COND2 的

DATA2 值和 COND3 的 DATA3 值构成三点，在第

三点偏离前两点差额的 RATIO 比率处画波浪

尺，颜色为 COLOR，截至下一根满足 COND1 条

件的 K线处。

例：

DRAWWAVERULER(C>O,H,C>O,H,C>O,H,0.3,COL

ORGREEN);连接相距最近的三根阳线，以各自

最高价作为三个点，在第三点偏离前两点差额

0.3 比率处画绿色波浪尺线，截至下一根阳线

为止。

WAVEPEAK(N) 

返回 K线图波峰位置。

用法：

WAVEPEAK(N) 如果当前K线最高价大于前后N

根 K线的最高价返回 1，否则返回 0。

例：WAVEPEAK(10); //如果当前 K线最高价大

于前10根 K线最高价且大于后10根 K线最高

价返回 1，否则返回 0

WAVEVALLEY(N) 

返回 K线图波谷位置。

用法：

WAVEVALLEY(N) 如果当前 K线最低价小于前

后 N根 K线的最低价返回 1，否则返回 0。

例：WAVEVALLEY(10); //如果当前 K线最低价

小于前10根 K线最低价且小于后10根 K线最

低价返回 1，否则返回 0

9.颜色函数

COLORRED 红色

COLORGREEN 绿色

COLORBLUE 蓝色

COLORMAGENTA 红紫色

COLORYELLOW 黄色

COLORLIGHTGREY 浅灰色

COLORLIGHTRED 浅红色



COLORLIGHTGREEN 浅绿色

COLORLIGHTBLUE 浅蓝色

COLORBLACK 黑色

COLORWHITE 白色

COLORCYAN 青色

10.未来函数

BACKSET 将当前位置到若干周期前的数据设为 1。

用法：

BACKSET(X,N),若 X 非 0,则将当前位置到 N周期前的数值设

为 1。

例：BACKSET(CLOSE>OPEN,3);表示当 K线收阳时，自当前位

置到 3周期前的数值设为 1

该函数参数支持变量计算如

BACKSET(CLOSE>OPEN,VAR1);//VAR1 是变量

本函数运算量很大，将占用很多的 CPU 资源，导致行情刷新

速度变慢，请谨慎使用!

REFX 引用后 N个周期的数据。

用法：

REFX(X,N)引用 X在 N个周期后的值。

例：REFX(CLOSE,5);表示引用自当前周期后第 5个周期的收

盘价

本函数运算量很大，将占用很多的 CPU 资源，导致行情刷新

速度变慢，请谨慎使用!

PEAK(X,P,M,C) 

取波峰值。

用法：

PEAK(X,P,M,C) 取得 ZIGZAG 的前 M个波峰的值。

例：PEAK(HIGH,10,1,1);表示最高价的 10%的之字转向的上

一个波峰的数值；PEAK(MA(HIGH,34),100,1,0);表示 34 个周

期内最高价均线的 100 个价位的之字转向的上一个波峰的数

值。

本函数运算量很大，将占用很多的 CPU 资源，导致行情刷新

速度变慢，请谨慎使用!

PEAKBARS(X,P,M,C) 

取波峰的位置。

用法：

PEAKBARS(X,P,M,C) 取得 ZIGZAG 的前 M个波峰的位置。

例：PEAKBARS(HIGH,10,1,1);表示最高价的 10%的之字转向

的上一个波峰到当前的周期数；



PEAKBARS(MA(HIGH,34),100,1,0);表示 34 个周期内最高价

均线的 100 个价位的之字转向的上一个波峰到当前的周期数

本函数运算量很大，将占用很多的 CPU 资源，导致行情刷新

速度变慢，请谨慎使用!

TROUGH(X,P,M,C) 

求前 M个波谷的值。

用法：

TROUGH(X,P,M,C) 求 ZIGZAG 前 M 个波谷的值。

例：TROUGH(LOW,10,1,1);表示最低价的 10%的之字转向的上

一个波谷的数值；

TROUGH (MA(LOW,34),100,1,0);表示34个周期内最低价均线

的 100 个价位的之字转向的上一个波谷的数值

本函数运算量很大，将占用很多的 CPU 资源，导致行情刷新

速度变慢，请谨慎使用!

TROUGHBARS(X,P,M,C) 

求前 M个波谷的位置。

用法：

TROUGHBARS(X,P,M,C) 求前 M个波谷的位置。

TROUGH(LOW,10,1,1);表示最低价的 10%的之字转向的上一

个波谷到当前的周期数；

TROUGH (MA(LOW,34),100,1,0);表示34个周期内最低价均线

的 100 个价位的之字转向的上一个波谷到当前的周期数

本函数运算量很大，将占用很多的 CPU 资源，导致行情刷新

速度变慢，请谨慎使用!

ZIGZAG(X,N,C) 求之字转向。

用法：

ZIGZAG(X,N,C)求 X 的在条件 N下的之字转向值。

例：ZIGZAG(HIGH,10，1);表示最高价的 10%的之字转向

ZIGZAG(MA(HIGH,34),100,0);表示 34 个周期内最高价均线

的 100 个价位的之字转向

ISLASTBAR 判断该周期是否为最后一根 k线。

用法：

ISLASTBAR 如果是最后一个 K线返回 1（Yes），否则返回 0

（No）

本函数运算量很大，将占用很多的 CPU 资源，导致行情刷新

速度变慢，请谨慎使用!

#IMPORT [CODE, 

PERIOD, FORMULA] AS 

VAR 

引用某品种在某个周期上加载了某个指标的数据。

用法：

#IMPORT [CODE, PERIOD, FORMULA] AS VAR。 引用 CODE 所

对应的合约 PERIOD 周期下指标 FORMULA 的数据。

CODE 文华码，PERIOD 周期，FORMULA 引用指标名，VAR 定

义变量名

注意：1.只能引用 .FML/.XFML 文件



2.只能引用如下周期：MIN1 MIN3 MIN5 MIN15 MIN30 HOUR1 DAY 

WEEK MONTH 

3.只能短周期引用长周期

4.被引用的指标中不能存在引用

5.如果不写文华码，默认引用当前合约

11.头寸函数

SETDEALPERCENT

设置下单的虚拟资金使用比例

用法：

SETDEALPERCENT(fPercent)表示每次按资金的 fPercent（范围

1~100）下单。

例子：SETDEALPERCENT(20); //每次按资金比例的%20 下单

注：应该与 AUTOFILTER 函数同时使用

SETDEALVOL(nVol) 

设置模型每次下单按设置的手数下单。

用法：

SETDEALVOL(nVol)表示每次模型下 nVol 手单。

例子：SETDEALVOL(2); //模型每次下单 2手

注：不可与 SETDEALPERCENT 函数同时使用

交易系统必须启动

效果测试不执行此函数

12.信号记录函数

BARSBK

上一次买开信号位置

用法：

BARSBK 返回上一次买开仓距离当前 k线的 k线数。

BARSSK

上一次卖开信号位置

用法：

BARSSK 返回上一次卖开仓距离当前 k线的 k线数。

BKPRICE

买开信号位置的买开信号价位。

用法：

BKPRICE 返回最近一次模型买开位置的买开信号价位。

例如:

BKPRICE-CLOSE>60 && BKPRICE>0, SP;//如果买开价位比当前价位

高出 60,且买开价位存在，卖平仓

请注意当模型存在连续多个开仓信号(加仓)的情况下，该函数返回

的是最后一次开仓信号的价格,而不是开仓均价。

注：BKPRICE 只在加载之后的 K线上才返回信号价位，历史 K线信

号由于无信号价位会返回 0，使用时请注意判断 BKPRICE>0。效果

测试中该函数返回信号位置的收盘价

SKPRICE

卖开信号位置的卖开信号价位

用法：

SKPRICE 返回最近一次模型卖开位置的卖开信号价位。



例如:

CLOSE-SKPRICE>60 && SKPRICE>0, BP;//如果当前价位高出卖开价

位 60， 且卖开价位存在, 买平仓

请注意当模型存在连续多个开仓信号(加仓)的情况下，该函数返回

的是最后一次开仓信号的价格,而不是开仓均价。

注：SKPRICE 只在加载之后的 K线上才返回信号价位，历史 K线信

号由于无

信号价位会返回 0，使用时请注意判断 SKPRICE>0。效果测试中该

函数返回信号位置的收盘价

交易模型中的交易指令：

期货交易指令

买开 公式中用 BK 表示

买平 公式中用 BP 表示

卖开 公式中用 SK 表示

卖平 公式中用 SP 表示

买平后买开新仓 公式中用 BPK 表示

卖平后卖开新仓 公式中用 SPK 表示

股票、权证、外汇交易指令

买入 公式中用 BUY 表示

卖出 公式中用 SELL 表示

套利模型中的交易指令

第一腿买开，第二腿卖开 公式中用 BKSK 表示

第一腿卖开，第二腿买开 公式中用 SKBK 表示

第一腿买平，第二腿卖平 公式中用 BPSP 表示

第一腿卖平，第二腿买平 公式中用 SPBP 表示

编程举例：

1. MACD 公式。

MACD 公式有三个参数：SHORT(短期)、LONG(长期)、M 天数，一般为 12、26、10 

MACD 公式的用法：

①DIFF、DEA 均为正，DIFF 向上突破 DEA，买入信号。

②DIFF、DEA 均为负，DIFF 向下跌破 DEA，卖出信号。

③DEA 线与 K线发生背离，行情反转信号。



④分析 MACD 柱状线，由红变绿(正变负)，卖出信号；由绿变红，买入信号。

其中：

⑴DIFF 线 收盘价短期、长期指数平滑移动平均线 间的差

⑵DEA 线 DIFF 线的 M日指数平滑移动平均线

⑶MACD 线 DIFF 线与 DEA 线的差，彩色柱状线

  按照上述原理，MACD 公式应该写成如下形式：

参数表：

  参数名 最小值 最大值 默认值

  SHORT 5 40 12 

  LONG 20 100 26 

  M 2 60 10 

公式写成如下形式即可：

  DIFF:=EMA(CLOSE,SHORT)-EMA(CLOSE,LONG); 

  DEA:=MA(DIFF,M); 

  MACD:2*(DIFF-DEA); 

公式的第一行对应于⑴，公式的第二行对应于⑵，公式的第三行对应于⑶。

  

2. KD 公式：

算法：对每一交易日求 RSV(未成熟随机值) 

⑴RSV=(收盘价－最近 N日最低价)/(最近 N日最高价－最近 N日最低价)×100 

⑵K 线：RSV 的 M1 日移动平均

  ⑶D 线：K值的 M2 日移动平均。

参数：N、M1、M2 天数，一般取 9、3、3 

用法：

  ①D>70，超买；D<30，超卖。

  ②线 K向上突破线 D，买进信号；线 K向下跌破线 D ，卖出信号。

  ③线 K与线 D的交叉发生在 70 以上，30 以下，才有效。

  ④KD 指标不适于发行量小，交易不活跃的股票；

  ⑤KD 指标对大盘和热门大盘股有极高准确性。

参照 KD 公式算法，KD 公式可以按照如下方式来编写。

参数表：

  参数名称 最小值 最大值 缺省值

  N 1 100 9 

  M1 2 40 3 

  M2 2 40 3 

公式的内容如下：

RSV:=(CLOSE-LLV(CLOSE,N))/(HHV(CLOSE,N)-LLV(CLOSE,N))*100; 

K:SMA(RSV,M1,1); 

D:SMA(RSV,M2,1); 

  

3. K 线：

算法略。

公式如下：



TMP:=OPEN-CLOSE; 

DRAWLINE(TMP>0.00001,HIGH,TMP>0.00001,OPEN,COLORCYAN); 

DRAWLINE(TMP>0.00001,LOW,TMP>0.00001,CLOSE,COLORCYAN); 

DRAWLINE(TMP<-0.00001,HIGH,TMP<-0.00001,CLOSE,COLORRED); 

DRAWLINE(TMP<-0.00001,LOW,TMP<-0.00001,OPEN,COLORRED); 

DRAWLINE(ABS(TMP)<0.00001,LOW,ABS(TMP)<0.00001,OPEN,COLORWHITE); 

DRAWLINE(ABS(TMP)<0.00001,HIGH,ABS(TMP)<0.00001,OPEN,COLORWHITE); 

STICKLINE(TMP>0.00001,OPEN,CLOSE,COLORCYAN,0); 

STICKLINE(TMP<-0.00001,OPEN,CLOSE,COLORRED,1); 

公式说明：

  第一行，当当前周期收阴时，从 HIGH 向 OPEN 画直线，颜色为 COLORCYAN；

  第二行，当当前周期收阴时，从 LOW 向 CLOSE 画直线，颜色为 COLORCYAN；

  第三行，当当前周期收阳时，从 HIGH 向 CLOSE 画直线，颜色为 COLORRED；

  第四行，当当前周期收阳时，从 LOW 向 OPEN 画直线，颜色为 COLORRED；

  第五行，当当前周期平盘时，从 LOW 向 OPEN 画直线，颜色为白色；

  第六行，当当前周期平盘时，从 HIGH 向 OPEN 画直线，颜色为白色；

  第七行，当当前周期收阴时，从 OPEN 向 CLOSE 画实心柱线，颜色为 COLORCYAN；

  第八行，当当前周期收阳时，从 OPEN 向 CLOSE 画空心柱线，颜色为 COLORRED；

指标编写与加载

（一）如何编指标

在“程序化”菜单中，选择"编辑交易模型"，在弹出的"公式管理器"里新建。如图 5-1-1

和 5-1-2

图 5-1-1



图 5-1-2

为方便用户自建公式，编辑器备有"插入函数"、"插入颜色"和"引用其它公式"的功能。利用文

华函数和语法编写指标：如图 5-1-3



图 5-1-3

编写完毕，点击“语法检查”测试成功后取名保存即可,如图 5-1-4



图 5-1-4

（二）如何设置指标线形？

赢顺期货交易系统增加编写指标函数加粗 BOLD、虚线 DOT 函数，可以在指标代码中进行编

写。

例如：5日均线加粗，十日均线变为虚线，可以如下编写：

      MA5:MA(C,5),BOLD;

      MA10:MA(C,10),DOT;

（三）如何在主图上显示指标的买卖信号？

在菜单栏中选择“程序化参数设置”——指令间连线显示前打勾即可,如图 5-1-5



图 5-1-5

程序化模型编写与加载

（一）什么是程序化交易？

程序化交易是一种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支持下，瞬间完成你预先设置好的组合交易指令的一

种交易手段。您可以将您的交易思路，通过文华提供的函数、语法及编辑平台，编写成交易模

型，实现自动交易。

一、交易模型与指标的区别

模型虽然来源于指标，但是不同于指标。举一个例子，大家都是看均线，为什么有人赚钱，

有人赔钱？这是因为不同人选择的什么交叉形态买、什么形态卖的时机不一样，如果用几个不

同的指标结合做交易决策，各种形态怎么结合准确性会更高，那就更需要交易经验的总结，需

要个人的智慧。



程序化模型，就是让客户把这些经验的总结写到模型里，或者说把交易者决策的过程和依据，

用计算机语言描述出来固化下来，让电脑去有效执行。

二、程序化交易的优势

程序化交易，用的是人的思想，但是电脑去执行，电脑执行有 2 个好处：

（1）首先执行得快，电脑下单比人操作快，同样的机会，电脑下单能抓住，人下单未必能抓

住。

（2）有了程序化，一个人可以让 10 台电脑同时去执行自己的交易思想，一个人可以操作更

多的账户，更多的资金。

也正是基于以上因素，机构大都采用用程序化交易，可以说程序化是机构的必备工具。也正

是因为机构采用了程序化，才有了“散户赚钱是偶然的，机构赚钱是必然的”的结果。

三、模型检测

程序化交易平台，还提供一个工具，让他们用历史数据来测试和优化模型，从胜率、平均利

润率、标准离差率、R 乘数等多个不同的角度来对模型作出评价。

客户可以自己编写交易模型(交易公式)，实现自动下单。可以发出：买开 /买平/卖开/

卖平/反手指令，极大方便了技术派进行操盘。

当交易模型满足条件时，就会发出交易指令，如下图所示。选中相应的交易信号点击“手

动干预”，探出的下单窗口会自动填入客户已经预先设好委托数量等其他条件，点击“下单”

就可以按照信号方向发出委托指令（如果客户设置成全自动交易，系统会不需要确认自动下单）。

如图 5-2-1



图 5-2-1

程序化交易系统的原理

       

图 5-2-2

客户通过程序化交易系统发出的委托指令通过一键通下单系统，进入期货公司和交易所。通过

程序化交易来进行下单和客户通过自助委托软件手动下单具有同等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如图

5-2-3



图 5-2-3

注意事项

1.使用“程序化交易”的是已经登录交易，否则程序化交易无法工作。

2.使用一键通委托程序下单以前，请阅读“免责声明”。

3.当您离开电脑的时候，一定要把电脑锁屏，以免别人使用你的账号进行交易。

（二）如何编写程序化交易模型？

菜单栏中点击程序化，选择编写交易模型，选择新建：如图 5-2-4和 5-2-5



图 5-2-4

图 5-2-5

编写交易模型的时候，可以点击“插入”，选择“插入函数”来查询和套用软件支持的函数。

其中包括数学函数，时间函数，绘图函数等全部的函数语句。如下图所示：



图 5-2-6

点击“插入”，选择“引用其他公式”来引用已有的交易模型，选择一个交易模型后点击“引

用公式”拷贝直接将模型引用过来。如下图所示：

图 5-2-7

（三）如何在编写程序化交易模型遇到问题的时候获得帮助

程序化交易平台提供了强大的编写模型功能，同时文华财经也提供了优质的服务，在编写模型

的时候如果遇到问题可点击“帮助”查看文华函数和语法说明；也可点击“帮助”——“有问

必答”进入文华论坛进行提问，每天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对论坛问题进行回复；同时还提供了电

话咨询和邮件咨询的服务：如图 5-2-8

电话：400-811-3366

邮箱：research@wenhua.com.cn



  

图 5-2-8

（四）如何对交易模型进行效果测试

客户交易模型编写好以后，可以进行“效果测试”以及详细的资金曲线，如下图所示：

效果测试操作方法：在要测试的合约中加载待测试模型，点击“收益率测算”，在弹出的

参数这是框中设置相应参数，点击确定,如图 5-2-9



图 5-2-9

点击演算过程部分的“详细信息”查看资金曲线,如图 5-2-10

图 5-2-10



通过效果测试并且对资金曲线（图中红色的折线为资金曲线）满意，认为交易模型已经满足您

的要求了，下一步要做的就是“保存模型”。

最后一步就是“加载”，这时图表上就出现根据您的交易模型出现的交易信号了。一旦交易模

型满足要求，系统就会发出交易指令 。

效果测试指标项说明：

测试天数 测试的自然天数（不包括当天）

测试周期数 测试的 K 线根数

指令总数 出现指令数目

初始资金 初始投入总资金

空仓周期数 没有持仓的周期数

最长连续空仓周期数 连续无持仓的 K 线根数

最长交易周期* 开仓到持仓为 0 这个过程一共占用的周期数称为交易周期；多头，空头所有

交易都有一个对应的交易周期值，取其中的最大值

标准离差： √(SUM((每次盈利-平均盈利)^2,N)/ N)

标准离差率： 离差/平均盈利

盈亏总平均/亏损平均* （（总盈利-总亏损)/交易次数） / （总亏损/亏损交易次数）

最大回撤 从测试开始到结束，动态权益计算出来的波段从高点到低点回撤的最大值

每手最大回撤 每手回撤的最大值。（每手回撤：对于每次交易，用该次交易的亏损值除以

这次交易过程中的成交次数）

每手平均盈亏 （总利益-总亏损）/ （总成交量的 1/2）

期间最大权益 整个测试过程中每个周期已缴保证金+剩余可用资金+持仓浮盈所得结果中

的最大值。

期间最小权益 整个测试过程中每个周期已缴保证金+剩余可用资金+持仓浮盈所得结果中

的最小值。

手续费 交易产生的总手续费

成交额 成交价*（开仓或者平仓手数）*交易单位



盈利率 （最终权益-出始资金）/出始资金

胜率 非亏损交易周次数/总交易次数

平均盈利/最大回调（最大回撤）* 平均盈利 = 总盈利/盈利交易次数

平均盈利/平均亏损* 平均亏损 = 总亏损/亏损交易次数

净利润 净利润 = 总盈利 - 总亏损

总盈利 盈利的总和

总亏损 亏损的总和

其中持仓浮盈 其中持仓的浮动盈亏，最后交易状态如果是有持仓，按照收盘价计算盈亏。

交易次数* 发生交易的次数

盈利比率* 盈利次数/总交易次数

盈利次数* 盈利的交易次数

亏损次数* 亏损的交易次数

持平次数* 持平的交易次数

平均交易周期 总周期数/交易次数

平均盈利交易周期* 总周期数/盈利次数

平均亏损交易周期* 总周期数/亏损次数

平均盈亏(利润) 总利润率/总交易次数

平均盈利 每一次的盈利额比总资金额的均值

平均亏损 每一次的亏损额比总资金额的均值

最大盈利* 单笔最大盈利

最大亏损* 单笔最大亏损

净利润/最大亏损* （总盈利-总亏损）/最大亏损

最大连续盈利次数： 测试周期内连续盈利交易的次数

最大连续亏损次数： 测试周期内连续亏损交易的次数

最大持仓 所有周期里持仓的最大值

最大使用资金 这里的使用资金指的是持仓缴纳的保证金



扣除最大盈利后收益率 （最终权益-最大赢利-初始资金）/初始资金

扣除最大亏损后收益率 （最终权益+最大亏损-初始资金）/出始资金

注：对于盈利、亏损的计算，带有*的是都是以从开仓到持仓为 0 算一次交易计算盈亏，未标注*的是按照一开

一平来计算盈亏。

（五）如何进行参数优化

当对当前编写的模式不是十分满意或者打算通过调整参数改进模式,可以通过”参数优

化”功能实现匹配最优参数.在收益率测算这部分下，通过点击“抽样初选”和“精选”进

行最优参数匹配以达到模型的最佳参数配置.如图 5-2-11

图 5-2-11

如下图所示,系统正在进行参数优化,为您筛选最优参数配置. 优化后的参数显示在最优值

中.同时,不仅可以设定总盈利率的最优参数,还可以自己选择其他参考标准的最优参数.



图 5-2-12

（六）如何加密销售

期货公司的研发人员编的模型，给客户用，一旦客户离开这个期货公司，模型自动失效。



图 5-2-13

具体操作方法：

选择加密销售，设置购买者的文华帐号、到期时间及输出路径：如图 5-2-14

图 5-2-14

购买者得到公式后选择导入路径进行导入,如图 5-2-15



图 5-2-15

2、设置查看密码，此功能是为了给本机电脑软件中的模型进行加密，防止被盗用源码。

（七）如何启动程序化交易

启用编好的交易模型实现自动下单。（如下图所示）选择模型，然后加载。

运行中的模型



图 5-2-16

（八）如何设置程序化交易的下单手数

方法一：可以在程序化策略模型管理器的右侧设置下单手数，模型触发后以固定手数下单。

在程序化交易窗口“下单手数”后空白处填写下单手数即可。如图 5-2-17

图 5-2-17

方法二：也可按合约设置下单手数：将“按合约”勾选，点击“…”针对合约设置下单手数即

可。如图 5-2-18



图 5-2-18

（九）如何选择交易方式

程序化交易提供可选的交易方式：“只进行多头交易”、“只进行空头交易”和“双向交易”

方法：在程序化策略模型管理器中点击“交易方式”后的下拉框选择即可。

图 5-2-19

（十）如何选择下单价格

图 5-2-20

程序化交易提供排队价、对价、对价连续追价、超价和停板价四种下单价格。

提示：



1、

排队价：即挂价，以买价买入，以卖价卖出；

对价：即对手价，以卖价买入，以买价卖出。

对价连续追价：以对价形式发出委托，并且启用追价

超价：在下单时按照买卖方向加减 N 个最小变动价位，以提高成交几率

停板价：以涨跌停板价格发出委托（涨跌停委托不等于涨跌停成交，是以最优价格成交）

2、超价追价参数在下单界面设置

（十一）如何进行全自动下单

方法：在程序化策略模型管理器中的右侧，可以对下单方式进行设置，选择不需要确认（全

自动）的时候，当模型满足条件时，系统会自动发出委托；选择需要确认（半自动）的时候，

当模型满足条件时，会发出确认下单的提示框，而选择只显示信号的时候，则只会在图上显

示剪头，没有提示框也没有委托。如图 5-2-21

图 5-2-21

（十二）如何实现加载模型后在另外指定的合约中下单

方法：在程序化策略模型管理器中的右侧， “交易合约”下进行设置，点击“另外指定”，

选择指定下单的合约即可；如图 5-2-22



图 5-2-22

（十三）如何在程序化交易中设置止损止盈

方法：在程序化策略模型管理器中，可以选择启动或者不启动止损止盈，点击后面的设置框，

可以对止损和止盈进行设置, 如图 5-2-23

图 5-2-23

（十四）如何在程序化交易中切换分析周期

方法：在加载模型的主图中点击右键-分析周期，点击需要的周期即可，如图 5-2-24



图 5-2-24

提示:周期进行切换后模型要重新加载方能有效

（十五）如何在程序化交易中切换合约

方法：在加载模型的主图中点击右键——选择合约，选择所需要的合约，如图 5-2-25



图 5-2-25

提示:合约进行切换后模型要重新加载方能有效

（十六）如何在模型运行过程中修改相关设置       

如果模型启动后需要修改相关的设置，可按照以上说明进行相关功能的修改，修改后必须要点

击“加载”，否则修改无效，如图 5-2-26

图 5-2-26



（十七）如何在程序化中使用分析指标       

在主图加载了程序化模型时，可以叠加指标对模型进行辅助分析

方法：在主图中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叠加分析指标，选中要叠加的指标即可，如图 5-2-27

图 5-2-27

（十八）如何在程序化中使用画线工具       

在主图加载了程序化模型时，可以对模型进行画线的辅助分析

方法：在主图中调出画线工具，对 K线图表进行画线即可，如图 5-2-27



图 5-2-28

（十九）如何解决指令忽闪       

设置信号确认时间

当信号出现后并持续一定时间后再发出委托，以此避免价格变化过快或者突发的价格变化导致

的信号忽闪。 如图 5-2-29

图 5-2-29

程序化参数设置及算法交易监控

（一）如何进行程序化参数设置

方法：在菜单栏中选择程序化——程序化参数设置，即可对程序化参数进行设置，如图5-3-1



图 5-3-1

全自动信号消失处理设置：

1、还没有成交—》撤单：已形成挂单后信号消失，若此时合约委托未成交则对挂单进行撤单处

理。

2、开仓信号消失：选择“立即平仓”操作即开仓信号消失后系统会立即发出平仓指令，平掉消

失的开仓信号所开仓位。选择“等反向信号出现再平仓”即开仓信号消失后

系统不会立即进行操作，会等到反向信号出现时再进行平仓操作，例如，买

开信号消失，系统会等到卖开信号出现时进行平仓操作。

3、SPK、BPK 信号消失：选择“恢复持仓”操作系统在信号消失后自动恢复到最近的一次交易

指令的状态和手数；选择“平仓”操作系统会在信号消失后对最新开的仓位

进行平仓处理。

图 5-3-2

信号消失恢复持仓是指信号消失后系统会自动恢复到最近的一次交易指令的状态和手数。



例： 使用模型自动交易沪铜 0811 在 2008 年 8 月 22 日发出卖出开仓信号，之后在 2008 年 9 月

4 号发出买开并平空指令，系统会自动将 8 月 22 日的持仓平掉并开多仓，此时如果买平开指令

消失，系统会按照 8 月 22 日的开仓方向及手数重新开空仓，并平掉多单，这样既保住了 8 月

22 日到 9 月 4 日之间的盈利又保持了原来的趋势继续盈利。

4、平仓信号消失：选择“不做处理”操作，系统会在平仓信号后不做任何开平仓的处理；选择

“恢复持仓”操作，系统会在平仓信号消失后对最近的一次交易指令的状态

和手数进行仓位的恢复，原理同上面所讲，例如：买平信号消失后系统会按

照买平信号之前的卖开信号的开仓方向和手数进行开仓设置，这样就既保住

了卖开信号所开仓位的盈利又保持了原来的趋势继续盈利。

注：除 1 的信号消失处理外，2—4 的信号消失处理均是针对已成交信号的设置

信号确认，从 K线走完开始计时：

即当前 K 线走完之后再发出交易指令，选择此设置后，若当前 K 线满足触发条件，需等 K 线

走完即第二根 K 线开盘价出现时才发出交易指令。

指令间连线显示：

选择此项，显示指令间连线，如图 5-3-3

图 5-3-3

全自动交易加载时仓位初始化：

选择该项，系统会在加载全自动交易模型时提示仓位初始化处理操作，如图，持仓栏中，白糖

1203 合约已有一手持仓，模型当前信号为 BP，在对白糖 1203 合约加载全自动模型时系统会提

示您进行模型历史交易处理，选择“多头 1 手，空头 0 手”那么系统会模型为您的模型中有 1



手多头持仓，下一个信号出现时（由于当前模型信号为 BP 则下一个信号只可能为 BK 或 SK），

若是 BK 信号则系统只出现信号不会发出开仓委托，如果是 SK 信号则系统会先将持仓中的 1

手多头平掉后再开空仓。如图 5-3-4

图 5-3-4

全自动交易平仓前查询持仓：

选择该项，在平仓前系统会自动查询交易系统中的现有仓位，如果出现平仓信号，但实际交易

系统中已没有仓位可平，那么是只出平仓信号不发平仓委托，若未勾选该选项，在遇到这种情

况时会出现委托失败。

（二）如何使用算法交易过程监控  

操作方法：点击软件菜单栏中的“交易” “监控运行日志”，可以得到详细的系统自动交易的

全部过程。同时可以通过取消算法交易或者取消以后批次的算法交易终止程序的运行。如下图

所示，如图 5-3-5



图 5-3-5

六、套利交易

（一） 如何自由配比套利

1、使用方法：

套利菜单->内外盘自由配比，设置两腿合约,系统将在右侧自动生成合约列表,点击交易参

数设置，进入参数设置界面，修改下单份数、交易配比手数及合约的流动性，点击应用确定->

完成套利配比。

2、操作流程图



图 6-1-1

（二） 如何实现国内跨期套利

1、使用方法：

套利菜单->套利下单->跨期，选择交易市场、套利品种及方向,系统将列出该市场中所有符

合条件的套利对表达式，点击确定将其添加到套利表达式列表中，选中要下单的套利对，设置

好方向、价差以及份数后点击“买入价差”按钮进行下单。套利对列表上单击鼠标右键可进行

将套利对添加至自选、查看套利价差图的操作。

2、操作流程图





提示：

1、跨期关键词：品种相同，交割月份不同。

2、方向：系统根据合约的近远月设定。正向：第一腿近月，第二腿远月；反向：第一腿远月，第二腿近月。

3、蝶式：近中远三个月份不同但品种相同的合约间进行买近卖中买远或卖近买中卖远的套利操作。

4、下单份数：每一次对该套利对下单时的默认下单对数。

5、算价差手数：每腿用几手该合约来计算价差。点击手数配比保证货物价值基本相同，合理计算价差。

6、交易配比：每份套利对中含有该合约的数量。

7、货物价值：合约的最新价与配比手数作乘的结果。通过交易配比使买卖合约的货物价值大致相等，实现

风险完美对冲。

8、流动性：设置流动性低的合约优先下单，解决瘸腿问题。

9、滑点：设置价差滑动范围，分批下单时最新价差超过滑点范围暂停下单，控制交易成本。

10、价差图表：两种形成方式：套利价差分时图及套利价差 K 线图。

11、商品期货跨期套利与股指期货跨期套利操作方法相同。

（三）如何实现国内跨品种套利

1、使用方法：

套利菜单->套利下单->跨品种，选择第一腿交易品种、第二腿交易品种,系统将列出两个品

种所有符合条件的套利对表达式，点击确定将其添加到套利表达式列表中，选中要下单的套利

对，设置好方向、价差以及份数后点击“买入价差”按钮进行下单。套利对列表上单击鼠标右

键可进行将套利对添加至自选、查看套利价差图的操作。

2、操作流程图：



提示：



1、跨商品关键词：交割月份相同，品种不同。通常存在竞争或上下游产业的关系。

2、下单份数：每一次对该套利对下单时的默认下单对数。

3、交易配比：每份套利对中含有该合约的数量。

4、货物价值：合约的最新价与配比手数作乘的结果。通过交易配比使买卖合约的货物价值大致相等，实现

风险完美对冲。

5、算价差手数：每腿用几手该合约计算价差。点击手数配比保证货物价值基本相同，合理计算价差。

6、如上图例所示：当两腿买卖合约单价相差很大时，需要点击手数配比修改算价差手数。跨品种时会有应

用，跨期套利不涉及该问题。

7、流动性：设置流动性低的合约优先下单，解决瘸腿问题。

8、滑点：设置价差滑动范围，分批下单时最新价差超过滑点范围暂停下单，控制交易成本。

9、价差图表：两种形成方式：套利价差分时图及套利价差 K线图。

（四）如何实现股指基差套利

1、使用方法：

套利菜单->套利下单->股指基差，选择期货合约、现货指数、交易标的以,系统将列出所有

符合条件的套利对表达式，点击确定将其添加到套利表达式列表中，选中要下单的套利对，设

置好方向、价差以及份数后点击“买入价差”按钮进行下单。套利对列表上单击鼠标右键可进

行将套利对添加至自选、查看套利价差图的操作。

2、操作流程图：





提示：

1、股指基差期现套利关键词：股指期货，现货指数，期现套利。

2、ETF 含义：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拟合现货指数沪深 300。

3、系统自动算出标的与沪深 300 现货指数的相关系数并提供两者相关图，方便您查看选择。

4、下单份数：每一次对该套利对下单时的默认下单对数。

5、交易配比：每份套利对中含有该合约的数量。

6、货物价值：合约的最新价与配比手数作乘的结果。通过交易配比使买卖合约的货物价值大致相等，实现

风险完美对冲。

7、流动性：设置流动性低的合约优先下单，解决瘸腿问题。

8、滑点：设置价差滑动范围，分批下单时最新价差超过滑点范围暂停下单，控制交易成本。

9、价差图表：两种形成方式：套利价差分时图及套利价差 K线图。

（五）如何实现大豆提油套利

1、使用方法：

套利菜单->单击内外盘自由配比->选择蝶式套利后，选择多空品种；点击交易参数设置，

修改下单份数、交易配比及合约的流动性；点击价差图表，选择价差形成方式，点击确定->生

成价差图。

2、操作流程图：



图 6-5-1

提示：

1、大豆提油套利关键词：三个品种为蝶式套利，是跨商品套利的高级形式。

2、下单份数：每一次对该套利对下单时的默认下单份数。

3、交易配比：每份套利对中含有该合约的数量。

4、算价差手数：每腿用几手该合约计算价差。点击手数配比保证货物价值基本相同，合理计算价差。

5、如上图例所示：当买卖合约单价相差很大时，需要点击手数配比修改算价差手数。

6、货物价值：合约的最新价与配比手数作乘的结果。通过交易配比使买卖合约的货物价值大致相等，实现

风险完美对冲。

7、流动性：设置流动性低的合约优先下单，解决瘸腿问题。

8、滑点：设置价差滑动范围，分批下单时最新价差超过滑点范围暂停下单，控制交易成本。

9、价差图表：两种形成方式：第一腿—第二腿=价差，形成价差图；或者第一腿∕第二腿=价差（价比），

形成价比图。

（六）如何查看配置成功的套利价差图

在套利表达式列表中单击鼠标右键->套利价差图（分时）/（K线）。点击价差显示设置，

选择套利价差图显示类型和引用数据。



图 6-6-1

提示：

1、 套利 K 线：开盘价差，收盘价差，点击 K 线还可获知价差均值。

2、 单击鼠标右键进行技术分析操作。

3、 单击鼠标右键——》加载程序化模型进行程序化。

4、 单击鼠标右键——》套利下单，进行下单操作

（七）如何套利开仓

使用方法：

套利菜单->单击套利下单->在套利表达式中,单击套利对->下单窗口中的合约将自动变为

您鼠标点击的套利对，选择买卖方向，点击 ，切换选择下单价差方式->点击“买入价

差”或者“卖出价差”按钮开仓。

图 6-7-1

提示：

1、对价价差：买入价差时，对价价差为第一腿合约的卖价与第二腿合约的买价之间的价差；卖出价差时，

对价价差为第一腿合约的买价与第二腿合约的卖价之间的价差。

2、挂价价差：买入价差时，挂价价差为第一腿合约的买价与第二腿合约的卖价之间的价差；卖出价差时，



挂价价差为第一腿合约的卖价与第二腿合约的买价之间的价差。

3、停板下单：做多一腿合约以涨停价发委托，做空一腿合约以跌停价发委托。

（八）如何套利平仓

使用方法：

套利菜单->单击套利下单->在套利持仓栏中，鼠标左键单击想平仓的套利对->点击“套利

平仓”，修改平仓份数，点击 ，切换选择平仓价差方式->点击确定，即可发送平

仓委托。

图 6-8-1

（九）如何套利撤单

发送的委托未成交或部分成交，未成交的委托可以执行撤单操作。

操作方法：套利菜单->单击套利下单->点击终止交易后点击清理现场执行相应的撤单操作。

图 6-9-1

提示：



1、“终止交易”是指立即终止这次的套利交易行为，但是在点这个按钮之前的成交合约保留。

2、点击“终止交易”再点击“清理现场”，是指立即终止这次的套利交易行为，但是在点这个按钮之前的

已经完成配对的套利对保留，并自动撤掉挂单，并平掉没有配对的持仓。

（十）如何使用手动配对功能

适用情况：

进行多笔同一套利对的下单操作时，套利持仓栏中套利对没有合并显示。

操作方法：点击套利下单窗口中的手动配对->在 A 栏中逐一单击您想合并的套利持仓，点

击删除->系统将删除的相同的套利持仓自动合并并计算出最多可生成份数，点击生成持仓->合

并后的套利对在下栏中显示，关闭->该套利持仓在套利下单窗口的持仓栏中显示。

图 6-10-1

（十一）如何在套利中应用技术分析

操作方法：

鼠标右键单击套利价差图->在菜单中选择趋势指标或摆动指标->单击指标列表中指标

名称。

A栏



图 6-11-1

提示：

1、套利中只能加载系统自带指标，不支持加载自编指标。

(十二)如何有效避免套利瘸腿- -设定合约流动性级别

套利两腿合约并非全部为主力合约时，为减少套利交易单边风险，可以对不同合约设置

流动性级别的高低，减小单边持仓的风险防止出现瘸腿现象。

操作方法：

交易参数设置中->单击需要修改的合约，点击修改->选择流动性级别高低，单击确定->

流动性显示为修改后结果。



图 6-12-1

提示：

下单时流动性级别低的合约先下单，成交后流动性级别高的合约再下单，有效防止瘸腿。

(十三)如何提高成交几率- -算法交易之追价

操作方法：

套利菜单->单击套利参数设置->勾选套利组合启用追价，点击保存。

图 6-13-1

提示：

追价原理：当单腿合约发出委托，但没有成交，产生挂单以后，规定时间没有成交，系统自动撤掉原有挂

单，按照最新的对价方式的价格，重新发送委托。规定时间为下单板追价参数中设置的触发时间。



(十四)如何提高成交几率- -算法交易之分批

操作方法：套利菜单->单击套利参数设置->在两种分批策略中选择一种，点击保存。

图 6-14-1

提示：

1、分批策略 A 每批下一份：当一份套利合约的两腿手数全部成交以后，下一份才开始下单，保证每一批

次结束时双边持仓。

2、分批策略 B 每批份数根据盘面买卖量自动确定：每一批次，系统根据两腿合约盘面的买卖量自动调整，

每批次根据较小的买量或者卖量发出委托，保证双边持仓的同时，提高分批下单效率。

(十五)如何有效控制下单成本- -巧妙设置滑点

当套利单量比较大，成交时间较长，价差变化较快的时候，容易冲击交易成本。

可以利用系统中的滑点的设置功能避免套利风险的产生。减小套利风险。



图 6-15-1

提示：

滑点原理：分批下单时，每一批次下单之前，系统自动判断最新价差是否偏离交易触发时的价差，当最新

价差超过设定的范围时，后面批次自动停止。当最新价差回到设定的范围内时，后面的批次自动继续下单，从

而将交易成本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十六)如何快速抓住套利机会- -套利条件单

操作方法：

套利表达式列表——》单击鼠标右键——》套利条件单，当价差满足设定的条件时，系统

自动进行套利下单，利用条件单功能，有效捕捉套利机会。

图 6-16-1

提示：

1、同一合约，可以同时设定 3个套利条件单。

2、条件单只有在软件正常运行状态下才能触发，交易账户退出、网络中断等情况条件单无效。

3、设置成功的条件单在套利下单界面的套利表达式中可以看到条件单标记



附 1、热键列表

（一）、自定义热键

用户可以在“系统工具-个性化设置”中对分析周期和技术分析指标的热键进行自定义。下表为

系统默认自定义热键。

分析周期热键

热键名 功能

0 输入 TICK 图

1 载入 1 分钟 K 线图

2 载入 3 分钟 K 线图

3 载入 5 分钟 K 线图

4 载入 10 分钟 K 线图

5 载入 15 分钟 K 线图

6 载入 30 分钟 K 线图

7 载入 1 小时 K 线图

8 载入半日周期 K 线图

9 载入日周期 K 线图

技术分析指标热键



类型 热键名 指标描述

趋

势

分

析

指

标

MA 移动平均线/K 线加移动平均线

PUPU 瀑布线

SAR 止损点

BOLL 布林通道线

ENV 轨道线

CDP 逆势操作

HCL 均线通道

MIKE 麦克支撑压力

摆

动

分

ADTM 动态买卖气指标

ARBR 人气意愿指标

ASI 振动升降指标

ATR 真实波幅

B3612 三减六日乖离

BBI 多空指数

BIAS 乖离率

CCI 顺势指标

CR CR 能量指标

DBCD 异同离差乖离率

DDI 方向标准离差指数

DMA 平均线差

DMI 趋向指标

DMIQL 趋向指标（钱龙）

DPO 区间震荡线

KD 随机指标

KDJ 随机指标



析

指

标

LWR LWR 威廉指标

MACD 指数平滑异同移动平均线

MI 动量指标

MICD 异同离差动力指标

MTM MTM 动力指标

PSY 心理线

QHLSR QHLSR 阻力指标

RC 变化率指数

RCCD 异同离差变化率指数

ROC 变动速率

RSI 相对强弱指标

SLOWKD 慢速 KD

SRDM 动向速度比率

SRMI MI 修正指标

W&R W&R 威廉指标

ZDZB 筑底指标

量

仓

分

析

指

标

MV 均量线

VOL 双向成交量

OPI 持仓量

OBV 能量潮

VR VR 容量比率

VROC 量变动速率

VRSI 量相对强弱

WVAD 威廉变异离散量

CCL 持仓量走势

CJL 成交量



（二）、系统热键

1、常用热键

热键名 功 能

回车 模板和报价列表之间切换

"ESC" 回前一个报价页面

0 Enter TICK 图

1 Enter 上证 A 股

2 Enter 上证 B 股

3 Enter 深证 A 股

4 Enter 深证 B 股

5 Enter 上证债券

6 Enter 上证基金

7 Enter 深证债券

8 Enter 深证基金

01 Enter 成交明细

F1 提问软件功能

F2 文华说说

F3 或 03 Enter 上证指数分时图

F4 或 04 Enter 深证成指分时图

F5 或 05 Enter 股票实时图与 K 线图切换

F6 或 06 Enter 调出自选股

F7 切换技术指标模板

F8 切换技术分析周期

F9 当前窗口全屏放大/恢复

F10 基本面数据

F11 刷新数据

F12 调出交易软件

页面名称 Enter 调入页面



71 Enter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行情

72 Enter 上海期货交易所行情

73 Enter 大连商品交易所行情

74 Enter 郑州商品交易所行情

61 Enter 上证 A 股 涨跌排名

62 Enter 上证 B 股 涨跌排名

63 Enter 深证 A 股 涨跌排名

64 Enter 深证 B 股 涨跌排名

65 Enter 上证债券 涨跌排名

66 Enter 上证基金 涨跌排名

67 Enter 深圳债券 涨跌排名

68 Enter 深圳基金 涨跌排名

80 Enter 沪深 A 股综合

81 Enter 上海 A 股综合

82 Enter 上海 B 股综合

83 Enter 深圳 A 股综合

84 Enter 深圳 B 股综合

85 Enter 上海债券综合

86 Enter 深圳债券综合

87 Enter 上海基金综合

88 Enter 深圳基金综合

89 Enter 香港证券综合

300 Enter 创业板报价

600 Enter 中证指数列表

601 Enter 上证指数列表

602 Enter 深证指数列表

Ctrl+"A" 在 K 线图上某一根上，查看当天分时图

Ctrl+"B" 股票切换复权

Ctrl+"C" 复制合约



Ctrl+"V" 粘贴合约

Ctrl+"D" 成交明细统计分析

Ctrl+"S" 储存页面

Ctrl+"L" 调入其它页面

Ctrl+"O" 恢复纵坐标正常比例

Ctrl+"Q" 在 K 线图上某一根上，查看当天重要新闻

Ctrl+"W" 全屏切换

Ctrl+"P" 打印

Ctrl+"←" 设置 K 线起始时间

Ctrl+"→" 设置 K 线起始时间

Alt +"Z" 添加到自选页面

Alt +"D" 删除自选合约

Alt +"E" 分钟图消除跳空

Alt +"Y" 纵坐标是否显示和显示在左侧或者右侧

Alt +"K" 股票切换复权，期货切换是否显示交割信息

Alt + F11 重传数据

Alt + F12 调用画线工具条

ALT + F3 软件最小化

shift+"←" 向左平移图形

shift+"→" 向右平移图形

shift+"X" 显示/隐藏水平格线（行情页面）

shift+"Y" 显示/隐藏垂直格线（行情页面）

"-" 后翻切换 k 线形态

"=" 切换 k 线上的指标

"PgUp" 上一个合约

"PgDn" 下一个合约

"Tab" 切换活动窗口

"↓" 报价或新闻窗口上移，或者缩小图形

"↑" 报价或新闻窗口上移，或者放大图形



"→" 坐标移至下一根 K 线

"←" 坐标移至上一根 K 线

2、 画线热键

热键名 功 能

"← 、→ " 按"←、 → "键选择画线的起止 K 线

"↓ 、↑" 按"↓ 、↑"键选择画线起始 K 线上的高、开、低、收等价位

Enter （回车）
按"← 、→、↓ 、↑ "确定起止 K 线和价位后，按 Enter （回车）开始或结

束画线

3、新闻热键

热键名 功能

SPACE(空格键) 调出下单登陆界面

ENTER（回车键） 关闭已打开的新闻窗口

↑和↓ 切换上一条、下一条新闻

4、交易热键

热键名 功能

F12调出下单主窗口

   ~ 调出下单板

Alt+Q 涨停价买入

Alt+w 跌停价卖出

Alt+A 全部平仓

Alt+S 全部撤单

5、横式下单界面热键

热键名 功能

TAB、← 和→ 切换光标焦点位置

↑和↓ 焦点在“手数”框中时，可以调整框中数字的大小。



小键盘的\ * - + 分别为买开、卖开、平仓、撤单的热键

6、竖式下单界面热键

热键名 功能

TAB、↑和↓ 切换光标焦点位置

← 和 → 焦点在“手数”和“价格”框中时，可以调整框中数字的大小。

7、外盘下单界面热键

热键名 功能

TAB、↑和↓ 切换光标焦点位置

← 和 →

焦点在“买/卖”位置时，可以切换“买”“卖”。

焦点在“手数”“价格”“止损”“止盈”框中时，可以调整框中数字的大小。

焦点在“类型”位置时，可以切换“指定价”“市价”“条件单”。

PaDn/PaUp

1、焦点在“买/卖”位置时，可以切换“买”“卖”。

2、焦点在“开/平”位置时，可以切换“开仓”“平今”“平仓”。

3、焦点在“类型”位置时，可以切换“指定价”“条件单”。

附 2：画线工具使用说明

画线工具说明书

趋势线

使用方法

 趋势线的画法

单击鼠标左键，选取一点作为趋势线的起点，移动鼠标在分析图中选取

趋势线的终点，点击鼠标左键便可生成趋势线。



 工具说明

    技术分析的一个重要论点就是：价格沿趋势变动。历史图表也表明，几乎

所有中期的（甚至是长期的）价格变动都差不多沿着一条直线进行。有效的趋

势线应由二个以上的支撑点（下跌时）或阻力点（上升时）连接而成。

注：趋势线一般是高点和高点的连线，或者是低点和低点的连线。但低点

（高点）和高点（低点）的连线在判断  股价的趋势时，也能发挥很大作用，

这条线用来作为重要的支撑（压力）线有时还是十分有效的。

 研判方法

   如果价格处于上升趋势或下跌趋势中，说明价格正加速前进，处于明显的多

头或空头市场中，否则认为市场处于无势可言的状况，即"盘整态"。

一条斜线（趋势线）会把 K线图分成两部分，线的上方被视为多头区域，线的

下方被视为空头区域，斜线斜率的大小反应了趋势变动速度的大小。趋势线的"

角度"，即每天上涨或下跌的幅度，实际上是一种"速度"的表现，所以，45 度

角的趋势线一般称为"定速线"；如果行情既非强势也非弱势，趋势线变成接近

于水平，说明行情处于无方向的盘整期。

1、有效的趋势线是价格回调或反弹时重要的支撑线或阻力线。趋势线为什么有

如此大的作用，可能的原因有：（1）股市中一种趋势一旦确立，一般很难改变。

（2）趋势线有时也是市场信心和心理成本的象征，如果股价突破了趋势线，很

容易造成多方或空方的崩溃，所以，所谓"市场主力"就会刻意维持股价沿趋势

线运动。

2、价格一旦突破趋势线，则是重要的趋势反转信号，应注意买入或卖出。越重

要越有效的趋势线被突破，其转势的信号越强烈。被突破的趋势线原来所起的

支撑和压力作用，现在将相互交换角度。即原来是支撑线的，现在将起压力作

用，原来是压力线的现在将起支撑作用。�

注：这种方法在实际操作中，确实既简单又有效，趋势代表价格的前进方

向，正常情况下，价格应该持续顺着趋势的轨迹前进，有时，价格会忽而朝趋

势线的左方偏离，忽而朝右方偏离，这就形成了价格与趋势线的"乖离"，这种

乖离的研判方法，与移动平均线"乖离"的研判方法类似，因为趋势线和移动平



均线均表示股价落在"线"附近的概率较大，因而这些线对价格有一定的"吸引

力"，移动平均线表示目前大多数人的持仓成本，趋势线表示价格前进的方向。

因而，在移动平均线和趋势线周围，会不断出现价格的涨落，当价格距离趋势

线超过一定距离时，便会受吸引力的牵制，而逐步向趋势线靠拢，反之，当价

格接近趋势线时，又会逐步偏离趋势线而产生乖离,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历史数

据乖离的大小来判断现在价格是否即将进行修正。

射线

 使用方法

 射线的画法

选取一个相对高点和一个相对低点作为射线的起止，单击鼠标左键便可

形成一条射线线。

      

 工具说明

垂直线一般用于在时间轴上标示不同的界限，或用于技术指标信号和动态

价位的比较。

水平线

 使用方法

 水平线的画法

选取一点作为水平线的起点，单击鼠标左键便可形成一条水平线。

 工具说明

水平线用来标示不同的水准。特别是用来标示支撑和压力位。支撑位是指

当价格受买方(多头)控制时，阻止其下跌的水准。压力位则相反，当价格受卖

方 (空头) 控制时，抑制其进一步上涨的水准。

         

 研判方法

支撑和压力线会阻止或暂时阻止股价向一个方向继续运动。我们知道股价

的变动是有趋势的，要维持这种趋势，保持原来的变动方向，就必须冲破阻止



其继续向前的障碍。比如说，要维持下跌行情，就必须突破支撑线的干扰，创

造出新的低点；要维持上升行情，就必须突破上升的压力线的干扰，创造出新

的高点。同时，支撑线和压力线又有彻底阻止股价按原方向变动的可能。当一

个趋势终结了，它就不可能创出新的低点和新的高点，这样支撑线和压力线就

显得异常重要，是取得巨大利益的地方，

1、上升趋势中，如果未创新高，即未突破压力线，我们可以说这个上升趋势

已经处在关键位置，如果往后的股价又向下突破了这个上升趋势的支撑线，一

个趋势转折重要信号就产生了，通常这意味着，这一轮上升趋势已经结束，下

一步的走向是下跌的过程。同样，下降趋势中，如果末创新低，即末突破支撑

线，这个下降趋势就已经处于关键位置，如果下一步股价向上突破了这个下降

趋势的压力线，这就发出了这个下降趋势将要结束的强烈的信号，股价的下一

步将是上升的趋势。

2、支撑和压力地位可以相互转换。一个支撑如果被突破，那么这个支撑将成

为压力；同理，一个压力被突破，这个压力将成为支撑。这说明支撑和压力的

角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改变的，条件是它被有效的足够强大的股价变

动突破。

竖线

 使用方法

 竖线的画法

选取一点作为竖线的起点，单击鼠标左键便可形成一条垂直竖线。

      

 工具说明

垂直线一般用于在时间轴上标示不同的界限，或用于技术指标信号和动态

价位的比较。



线段

 使用方法

 线段的画法

单击鼠标左键，选取一点做为线段的起点，移动鼠标在分析图中选取线

段的终点，点击鼠标左键便可生成线段，线段的距离就是起点到终点的距离。

 工具说明

线段工具的用法与趋势线、支撑线和压力线相同，不同之处是线段的距离

是一定的。

矩形

 使用方法

 矩形的画法

单击鼠标左键，选取一点作为矩形起点，移动鼠标，窗口中的矩形大小

会随之改变，将鼠标放至适当位置，单击左键即可生成相应的矩形，矩形的大

小是由以选取的两点为端点的对角线长度和角度决定。

       

 工具说明

矩形又称箱体，就是把股价的高点做顶,低点做底,在一个涨跌的周期里画

成一个方形的箱。

 研判方法

股票在运行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价格区域.即股价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波

动，这样就形成一个股价运行的箱体。当股价滑落到箱体的底部时会受到买盘

的支撑，当股价上升到箱体的顶部时会受到卖盘的压力。一旦股价有效突破原

箱体的顶部或底部，股价就会进入一个新的箱体里运行，原箱体的顶部或底部

将成为重要的支撑位和压力位。

1、箱体整理指股票在箱体内运动时，在触到顶部区(或箱体的高位区)附近即



回落，触到底部区(或箱体的底位区)附近即反弹。箱体整理说明多空双方力量

均衡，两方都在找突破方向，此时大部分股票走势向上向下突破都没有定论,

但有些股票走势在突破前还是有迹可寻的。

2、股价收盘有效突破箱顶，意味着原先的强阻力变成了强支撑，而股价必然

向上进入上升周期。只要技术指标盘中不即时显示箱顶标志，增加持仓应该是

个不错的选择，尤其当股价升势明显时。同理，当上升中的股价出现箱顶标志

后开始出现下跌，以后很可能会下跌或整理一段较长的时间，将时间或精力耗

在其中是件不明智的事情。突破(跌破)强阻力(支撑)必然上涨(下跌)寻强阻力

(支撑),突破上箱底进入上箱寻顶,跌破下箱顶进入下箱寻底。

三角形

 使用方法

 三角形的画法

单击鼠标左键，选取一点作为三角形的起点，移动鼠标至第二点再单击

鼠标左键选中，在第三点处单击鼠标左键即可完成一个三角形。

       

 工具说明

三角形形态的特点是：价格波动的幅度从左至右逐步减小，多空双方的防

线逐步靠近，直至双方接火，形成价格的突破。根据具体情况，三角形形态又

分为上升三角形、下降三角形和正三角形等。

 研判方法

1、上升三角形，其趋势为上升势态，多方占优，空方较弱，多方的强大买盘

逐步将价格的底部抬高，而空方能量不足，只是在一水平颈线位做抵抗。（1）

从Ｋ线图中可绘制低点与低点相连，出现由左至右上方倾斜的支撑线，而高点

与高点相连，基本呈水平位置。

（2）在上升三角形形态内的成交量也是从左至右呈递减状态，但当它向上突破

水平颈线时的那一刻，必须要有大成交量的配合，否则成交量太小的话，价格



将会出现盘整的格局，从图形上走出失效形态。如果在上升三角形形态内的成

交量呈不规则分布，则维持盘整的机率要大。

（3）由于上升三角形属于强势整理，价格的底部在逐步抬高，多头买盘踊跃，

上升三角形突破成功的话，突破位为最佳买点，后市则会有一波不俗的涨幅。

如果上升三角形突破失败的话，则会承接形态内的强势整理而出现矩形整理，

形成头部形态的机率也不会太大。

2、下降三角形，买卖双方力量却与上升三角形所显示的情形相反。

（1）空方力量不断地增强抛售压力，股价还没回升到上次高点便抛出，而多方

坚守着某一价格的防线，使股价每回落到该水平便获得支撑。

（2）当购买的实力消耗尽时，卖出的力量把水平的需求线支撑力击破，形成一

个短期卖出信号。

（3）“下降三角”往下跌破，不必大量的成交量来说明，一般在跌破后数天，

成交会呈现增加的趋势，这一点与“上升三角形”不同。在向下跌破后，有时

可能会出现假性回升，回升将会受阻于“下降三角”的底线水平之下。

3、正三角形（又称对称三角形），在其水平出现了徘徊争持的局面，每一次短

期回升的高点都较上次为低，但与此同时，新的短期回落，其低点都上次为高，

而成交量在这期间呈现下降的倾向。

（1）图形上将高点和低点，分别以直线连接起来，就可以画出一个上下相称的

三角形状，而这两条线最终会相交于一点。

（2）成交量在对称三角形成的过程中不断减少。一般情形之下， “对称三角”

的徘徊调整后，会继续原来的趋势移动。

（3）行情必须往其中一方明显突破后，才可以采取相应的买卖行动。如果往上

冲阻力（必须得到大量成交量增加的配合），就是一个短期买入信号。反之若是

往下跌破（在低成交量之下跌破），便是一个短期卖出信号。

上（下）45 度线

 使用方法



 上（下）45 度线画法

选取起始点，单击鼠标左键便可形成向上（下）的 45 度射线。

 工具说明

45 度线代表江恩的主要的上升或下降趋势线。也可以按照 45 度画出其管

道线，从显著高点（下 45 度线）或低点（上 45 度线）出发，平行于基本的趋

势线。

       

 研判方法

1、在牛市中，只要价格维持于上升 45 度线的上侧，则牛市持续有效。而在熊

市中，只要价格维持在下降 45 度线的下侧，则熊市持续有效。

2、市场对 45 度线的突破，通常构成主要的趋势反转信号。在 45 度线上，价

格与时间正好处于完美的均衡状态中（趋势线中提到过）。在上升趋势中，当价

格跌破上升 45 度线时，上述均衡状态被打破，趋势可能发生变故。同理，在下

降趋势中，当价格突破下降 45 度线时，下降趋势反转信号出现。

正弦线

 使用方法

 正弦线的画法

单击鼠标左键，选取起始点，移动鼠标再选取一点作为终点，便可以生

成正弦线，其中起点与终点的纵向垂直距离决定正弦线的振幅（波谷的振幅），

起点与终点的横向水平距离决定正弦线的 1/4 周期长度。

 工具说明

正弦线工具是时间周期的度量工具，在研究价格形态的时候，发现形态形

成所经历的时间长短，与随后的市场变化的幅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这种



关系被称为周期性，形状类似于正弦线。周期的底部称为波谷，顶部为波峰。

一般认为峰不如谷稳定、可靠，因此，沿着周期波动的低点来测量周期长度。

 研判方法

周期理论中包含四条最重要的基本原理：叠加原理、谐波原理、同步原理、

比例原理。

1、叠加原理，所有的价格变化均为一切有效周期简单相加的结果。假定我们

能够从价格变化中分解出每个周期成分，只要把每个周期都简单地向后推延，

然后再结合起来，结果就应当是未来的价格趋势。

2、谐波原理，相邻的周期长度之间通常存在倍数关系。一般为 2倍或者 1/2

的关系。

3、同步原理，一种强烈的倾向性，即不同长度的周期常常在同一时刻达到谷

低。

4、比例原理，在周期长度与振幅之间具备一定的比例关系。周期越长，那么

其振幅也应当成比例地较大。

圆弧

 使用方法

 圆弧的画法

圆弧底：从左向右画圆弧，单击鼠标左键，选取一点作为起点，移动鼠

标，再选取相对低点作为终点，再点击鼠标左键便可生成圆弧底。

圆弧顶：从右向左画圆弧，单击鼠标左键，选取一点作为起点，移动鼠

标，再选取相对高点作为终点，再点击鼠标左键便可生成圆弧顶。

 工具说明

圆弧可以用来衡量圆顶、圆底形态，本形态代表着趋势平缓、逐渐的变化。



价格从上升到下降、或者从下降到上升的变化过程，极为平缓，同时，图表下

方的交易量也倾向于形成相应的盆状形态。在顶部和底部，交易量均随着市场

的逐步转向而收缩，最后，当新的价格方向占据主动时，又都相应地逐步增加。

 研判方法

1、圆弧顶形态中股价呈弧形上升,虽然顶部不断升高,但每一个高点微升即回

落,先是出现新高点,后回升点略低于前点，同时在成交量方面也会成圆弧状。

多方在维持一段股价或指数的升势之后,力量逐步趋弱,难以维持原来的购买力,

使涨势缓和,而空方力量却有所加强。导致双方力量均衡,此时股价保持平台整

理的静止状态。一旦空方力量超过多方,股价开始回落,起初只是慢慢改变,跌势

不明显,但后来空方完全控制市场,跌势转急,表明一轮跌势已经来临。有时圆弧

顶部形成后,股价不一定马上下跌,只是重复横向发展形成平台整理区域。这平

台整理区域称作碗柄。不过,这碗柄很快会被突破,股价继续朝预料中的趋势下

跌。

2、圆弧底形态的形成是由于价格经过长期下跌之后，卖方的抛压逐渐消失，

空方的能量基本上已释放完毕，许多的高位深度套牢盘，因价格跌幅太大，只

好改变操作策略，继续长期持仓不动。但由于短时间内买方也难以汇集买气，

价格无法上涨，加之此时价格元气大伤，价格只有停留在底部长期休整，以恢

复元气，行情呈极弱势。持仓人不愿割肉，多头也不愿意介入，此时，价格进

入“休眠期”。 圆弧底形成末期，股价迅速上扬形成突破，成交量也显著放大，

股价涨升迅猛，往往很少回档整理。

平行线

 使用方法

 平行线的画法



三点确定平行线，前两点确定平行线的斜率，第三点到前两点确定的直

线的距离决定平行线间的具体。

 工具说明

1、等距水平平行线定义

等距水平平行线是在由达韦斯•尼古拉所创立的"股票箱理论"的基础上演

变而来(其基本原理、作图方法和研判要点与"股票箱理论"基本相同，)，它是

"股票箱理论"应用中的一种"特例"：

（1）所画出的全部平行线均为水平平行线。而"股票箱"所画出的平行线

既可以是水平平行线，更多的则是带有倾斜角度的平行线。因此，等距水平平

行线主要是用于价格(包括指数)在作水平横向波动阶段的分析与研判，以及价

格突破"旧箱"的上(或下)边线之后波动空间(长度)的量度。

（2）一般而言，在"标准坐标"(又称"算术等距刻度坐标")中使用"等距水

平平行线"效果较好。但不排除在少数情况下，在"半对数坐标"(又称"半对数

刻度坐标")中使用"等距水平平行线"，也可能会有较好的分析和预测效果。

（3）实证表明，价格波动的内在规律与波动力度并非千篇一律。在部分

股票(而非全部股票)或部分股票的某一个波动阶段的分析中，适用于在"标准

坐标"之下使用"等距水平平行线"来预测与量度，表明这一阶段波动的力度比

较符合线性增长(变动速率)的特征。其直观的现象就是这一波动阶段中上升或

下跌的力度均较为温和，不及呈对数增长波动(变动速率)的力度来得凌厉。

4、画"股票箱"时需要选择三个点，而在画"等距水平平行线"时只需要选

定两个点：一个上边线的点和一个下边线的点，操作时相当便捷。

2、对数水平平行线定义

对数水平平行线是在由达韦斯•尼古拉所创立的"股票箱理论"的基础上

演变而来(其基本原理、作图方法和研判要点与"股票箱理论"基本相同，它是"

股票箱理论"应用中的一种"特例"：

（1）所画出的全部平行线均为水平平行线。而"股票箱"所画出的平行线

既可以是水平平行线，更多的则是带有倾斜角度的平行线。因此，对数水平平



行线主要是用于价格(包括指数)在作水平横向波动阶段的分析与研判，以及价

格突破"旧箱"的上(或下)边线之后波动空间(长度)的量度。

（2）一般而言，在"半对数坐标"(又称"半对数刻度坐标")中使用"对数水

平平行线"效果较好。但不排除在少数情况下，在"标准坐标"(又称"算术等距

刻度坐标")中使用"对数水平平行线"，也可能会有较好的分析和预测效果。

（3）实证表明，价格波动的内在规律与波动力度并非千篇一律。在部分

价格(而非全部股票)或部分价格的某一个波动阶段的分析中，适用于在"半对

数坐标"之下使用"对数水平平行线"，表明这一阶段波动的力度比较符合对数

增长(变动速率)的特征，其直观的现象就是这一波动阶段中上升或下跌的力

度，相对于呈线性增长波动(变动速率)的力度而言，要凌厉得多。

（4）画"股票箱"时需要选择三个点，而在画"对数水平平行线"时只需要

选定两个点：一个上边线的点和一个下边线的点，操作时相当便捷。

甘氏线

 使用方法

 甘氏线的画法

单击鼠标左键，选取一点作为起点，移动鼠标，再选取一点作为甘氏线

的终点，单击鼠标左键便可生成甘氏线。

 工具说明

甘氏线(Gann line)分上升甘氏线和下降甘氏线两种，是由 William D．Gann

创立的一套独特的理论。Gann 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股票技术分析大师。甘氏

线就是他将百分比原理和几何角度原理结合起来的产物。甘氏线是从一个点出

发，依一定的角度，向后画出的多条直线，所以甘氏线又称为角度线。



图为-个甘氏线各个角度的直线图。

图中的每条直线都有一定的角度，这些角度的得到都与百分比线中的那些

数字有关。每个角度的正切或余切 分别等于百分比数中的某个分数(或者说是

百分数)。

甘氏线中的每条直线都有支撑和压力的功能，但这里面最重要的是 45 度

线、63.75 度线和 26.25 度线。这三条直线分别对应百分比线中的 50%，62.5%

和 37.5%百分比线。其余的角度虽然在价格的波动中也能起一些支撑和压力作

用，但重要性都不大，都很容易被突破。

 研判方法

第一步：确定起始点，被选择的点同大多数别的选点方法一样，一定是显著的

高点和低点，如果刚被选中的点马上被创新的高点和低点取代，则甘氏线的选

择也随之变更。下图中我们选择了 2002 年 1 月 29 日的最低点为起始点。

第二步：确定起始点后，再找角度(即 45 度线)，如果起始点是高点，则应画

下降甘氏线；反之，如果起始点是低点，则应画上升甘氏线。这些线将在未来

起支撑和压力作用。

例： 鼠标画法：移动鼠标到被选为起始点的 2002 年 1 月 29 日的最低点，移

动鼠标找角度(2002 年月 22 日的最高点)即可。如图：



阻速线

 使用方法

 阻速线的画法

单击鼠标左键，选取一点作为起点，移动鼠标，再选取一点作为阻速线

的终点，单击鼠标左键便可生成阻速线。

 工具说明

阻速线是一种将趋势线和百分比回撤融为一体的新技巧，是埃德森•古尔

德开创的，实质上也属于趋势线三分  法的具体应用。阻速线测绘的是趋势上

升或下降的速率（或者说是趋势的速度）。



 研判方法

1、如果上升趋势正处于调整之中，那么阻速线向下折返的余地通常是到上方

的速度线（2/3 阻速线）为止；如果它又被超越了，那么价格还将跌到下方的

速度线（1/3 阻速线）；如果下方的速度线也跌破了，那么价格就可能一路而下，

直至原趋势的起点的水平。在下降趋势中，下放的速度线如果被突破，那么价

格很可能上冲到上方速度线处。要是后者也失守，那就意味着价格将会涨到原

趋势的起点的水平。

正如所有的趋势线一样，速度线一旦被突破，角色也会反串。这样，在上升趋

势的调整过程中，如果上面的线（2/3 线）被突破，价格则跌到 1/3 线，再从

后者上面反弹。这时候，上面的线已演变成阻挡障碍了。仅当上面这条线被重

新穿回，那么价格才可能向原高点挑战。同样的道理在下降趋势中也成立。

2、第一步：确定起始点，被选择的点同大多数别的选点方法一样，一定是显

著的高点和低点，如果刚被选中的点马上被创新的高点和低点取代，则阻速线

的选择也随之变更。下图中我们选择了 2002 年 1 月 29 日的最低点为起始点。

第二步：确定起始点后，再找角度，如果起始点是高点，则应画下降阻速线；

反之，如果起始点是低点，则应画上升阻速线。

例： 鼠标画法：移动鼠标到被选为起始点的 2002 年 1 月 29 日的最底点，移

动鼠标找角度即可。如图：



黄金率

 使用方法

 黄金率的画法

单击鼠标左键，选取一点作为起点，移动鼠标，再选取一点作为黄金率

线的终点，单击鼠标左键便可生成黄金率线。

 工具说明

黄金分割率(0.382，0.618)是一组自然和谐的比率，应用在技术分析上，

当价格调整时，0.382，0.618 作为回调或反弹的关键位，准确度较高，与波浪

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此工具提供 8个比率点位，分别是 0.191、0.382、0.5、

0.618、0.809、1.382、1.618、2.618。



 研判方法

1. 0.382 和 0.618 是反映了股市变化的重要转折点。当股价涨势趋近或达到

38.2%和 61.8%时，反跌很可能出现。反之，当股价跌势趋近或 38.2%和 61.8%

时，反弹的可能性很大。   

2. 当股价上升时，可按黄金率算出上升的空间价位。一般预计股价上升能力

与反转价位点的数字是 0.191、0.382、0.618、0.809 和 1。当股价涨幅超过 1

倍时，反跌点数字为 1.91、1.382、1.618、1.809 和 2，依次类推。   

3. 反之，当上升行情结束，下跌行情开始时，上述数字仍然可以预计反弹的

不同价位。

百分比线

 使用方法

 百分比线的画法

单击鼠标左键，选取一点作为起点，移动鼠标，再选取一点作为百分比

线的终点，单击鼠标左键便可生成百分比线。

 工具说明

百分比线是将一定的价格空间分为 8等分，1/8，2/8，3/8，4/8，5/8，

6/8，7/8，8/8，另外又以 3为分母，分成 1/3 和 2/3。综合上述空间，以百分

比来表示。用来描述一些重要的支撑、阻力位。此工具默认显示 2/8、4/8、6/8

三个等分点的线。

 研判方法

1、百分比线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人们的心理因素和一些整数的分界点。当股

价持续向上，涨到一定程度，肯定会遇到压力，遇到压力后，就要向下间撤，

回撤的位置很重要。黄金分割提供了几个价位，百分比线也提供了几个价位。



以这次上涨开始的最低点和开始向下回撤的最高点两者之间的差，分别乘上几

个特别的百分比数，就可以得到未来支撑位可能出现的位置。设低点是 10 元，

高点是 22 元。这些百分比数一共 10 个，它们是: 0.125 0.25 0.375 0.5 0.625 

0.75 1 0.33 0.67 。

2、这里的百分比线中，0.33、0.67 这二条线最为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回撤

到是人们的一种心理倾向。

波浪尺

 使用方法

 波浪尺的画法

上涨趋势浪，单击鼠标左键，选取最低点作为起点，移动鼠标再选取一

个高点作为第二点，再在回调波的低点处单击鼠标左键作为第三点，上涨波浪

尺便可生成。

下跌趋势浪，单击鼠标左键，选取最高点作为起点，移动鼠标再选取一

个低点作为第二点，再在回调波的高点处单击鼠标左键作为第三点，下跌波浪

尺便可生成。

 工具说明

波浪尺是运用黄金分割法于艾略特波浪理论，具体应用是将黄金分割比例

来单独测量某个波浪的上下起伏幅度。

   

如图：上涨趋势，A为起点，B为第二个点，C为第三个点，以 A、B点之



间的距离用黄金分割法分别计算出 0.382、0.5、0.618、1、1.382、1.5、1.618、

2 的份数，在 C点的基础上加上上面计算的份数，即形成预测以后波浪的波动

幅度的波浪尺。下跌趋势同理。

弧线

 使用方法

 弧线的画法

单击鼠标左键，选取一点（应为显著的高点和低点）作为起点，如果刚

被选中的点马上被创新的高点和低点取代，则起始点的选择也随之变更。确定

起始点后，再找第二点即弧线的圆心，也应选择市场重要的顶点和底点。

 工具说明

菲波纳奇弧线体现了时间因素。这也是一种回撤测算技术，其构造方法与

阻速线的类似。首先在图上找出上下两个极端的点（通常是市场的重要顶点和

底点），然后以第二个点为圆心，按照菲波纳奇参数，38.2%，50%，61.8%，从

两点之间的垂直线段上截得三个半径，分别画出三条弧线。这三条弧线从时间

和价格两方面标识了可能出现支撑或阻挡的位置。

周期线

 使用方法

 周期线的画法

单击鼠标左键，选取周期线的起点，移动鼠标再选取周期线的终点，便

可生成一组垂直平行的周期线，周期线间的距离（即周期数）由起点和终点之

间的周期数决定。



 工具说明

此工具遵循循环周期理论，画出相等时间间隔的许多垂直线。通常地，单

位时间间隔相对应一个周期。

 研判方法

周期线可以提醒交易者，当价格波动至周期线附近时，正处于上升行情的，应

留意价格可能形成的高点；正处于下跌行情的，应留意价格可能形成的低点。

但它们不一定形成头部或者底部，可能仅仅是一处回档或反弹幅度稍大的转折

点而已。

斐波那契周期数

 使用方法

 斐波那契周期数的画法

单击鼠标左键，选取斐波那契周期数的起点，便可以生成。

 工具说明

斐波纳切周期线：从重要的市场顶部或底部起向未来数算，得出的时间目

标。其中的垂直线分别标志着未来第 1、第 2、第 3、第 5、第 8、第 13、第 21、

第 34、第 55 及第 89 个交易周期的位置。这些周期可能意味着市场的重要转折

点。



线性回归带、回归通道

 使用方法

 线性回归带的画法

单击鼠标左键，选取一点作为起点周期，移动鼠标再选取终点周期，便

可生成线性回归带、回归通道。

 工具说明

线性回归、线形回归带及线形回归通道：线性回归、线性回归带及线性回

归通道是根据数学上线性回归的原理来确定一定时间内的价格走势。线性回归

将一定时间内的股价走势线性回归，然后来确定这一段时间内的总体走势；线

性回归带是根据这一段时间内的最高、最低价画出线性回归的平行通道线；回

归通道是线性回归带的延长。

  回归通道由五个部分构成：

  1、中间的这条线叫回归线，也是通道的主轴线。回归线是通过对股价作

线性回归分析统计而形成的，它是一种有别于传统线型的趋势线，最接近于股

价趋势的真实内涵。

  2、回归线上方的平行线叫通道上轨线。

  3、回归线下方的平行线叫通道下轨线。

  4、通道的实线部分叫回归确认带，即是回归确认的长度，也是进行回归

分析起点终点的距离。

  5、通道的虚线部分叫回归预测带，就是回归通道所预测股票未来走势区

间。股票的未来走势将在回归预测带中形成技术判断。

 研判方法

1.用趋势线原理确定回归线；

2.用主要趋势形成的时间跨度确定回归确定带的长度；

3.回归确认带的长度一经确定不可轻易改变；

4.当趋势线明显改变是修正回归线，并用重新确定的回归线重新确定回归确认



带的长度；

5.股价突破通道上轨时将冲高回落；

6.股价回落至回归线时将获得支撑而反弹；

7.股价跌破回归线时是卖出信号；

8.股价跌破通道下轨时是止损信号；

9.回归通道对上升第二浪有更强的预测作用。

量度目标

 使用方法

 量度目标的画法

单击鼠标左键，选取目标价格的起点，移动鼠标，选取目标价格的终点，

便可以生成距离相等的一组横向平行线。

 工具说明

此工具画出相等价位间隔的许多水平平行线。通常地，单位间隔相对应一

个价格变动幅度。可以用来度量价格形态的目标价格。

螺历

 使用方法

 螺历的画法

点击螺历图标，便可以在 K线图的左上角生成螺历列表。

 工具说明



螺历是一种周期计算的规则，经常被用来计算股市以及商品出现拐点的时

间。螺历是利用太阳自转 SUN、月亮公转(MOON)水星公转(MER2)及自转周期

(MER1)的变化来综合预测行情变化，按菲波纳奇数排列依次展开。

附 3：函数及语法说明

语法与函数

自编公式支持的操作符：

  ⒈＋操作符，表示“加法运算”。

  ⒉－操作符，表示“减法运算”。

  ⒊* 操作符，表示“乘法运算”。

  ⒋/ 操作符，表示“除法运算”。

例如：

CLOSE＋OPEN 表示求收盘价及开盘价的和。

CLOSE－OPEN 表示求收盘价及开盘价的差。

CLOSE*OPEN 表示求收盘价及开盘价的积。

CLOSE/OPEN 表示求收盘价及开盘价的商。

  ⒌&&(AND)操作符，表示“与运算”。

  ⒍||(OR)操作符，表示“或运算”。

  ⒎> 操作符，表示“大于运算”。

  ⒏< 操作符，表示“小于运算”。

  ⒐>=操作符，表示“大于等于运算”。

  ⒑<=操作符，表示“小于等于运算”。

  ⒒<>操作符，表示“不等于运算”。

  ⒓= 操作符，表示“等于操作符”。

例如：

CLOSE>OPEN 表示判断当前周期是否收阳。

CLOSE=OPEN 表示判断当前周期是否平盘。

  ⒔:=操作符，表示定义一个局部变量（这个变量在画图时是不画的）。

⒕: 操作符，表示声明了一个变量，并且在画图时画出它并且按这个名字显示。

例如：

TMP1:=(OPEN+CLOSE)/2; 

MA(TMP1,10); 

  上面的公式的第一个语句定义了一个局部变量 TMP1，在下面一行中引用了这个

局部变量，但是要注意的是这 个公式在画图的时候只画了第二条语句所求出的结

果。



  相反下面这个公式则需要画出两条线，第一条是自己定义的均价线，同时显示

了均价的名称为 AVP,第二条线 是均价的简单移动平均线。

AVP:(OPEN+CLOSE)/2; 

MA(AVP,10); 

自编公式语法：

1. 关于公式名称。公式的名称不可以和已经存在的公式重复。

2. 关于参数。每个自编公式最多可以定义四个参数，参数的定义如下，首先

是参数名称，然后是参数的最小值，最大值，最后是参数的默认值。在定义参数时

要注意的是参数名称不可以重复。

3. 关于变量名称。变量名称不可以互相重复，不可以和参数名重复，不可以和

函数名称重复。

4. 关于公式内容。公式的每个语句应该以分号结束，包括最后一条语句。在数

据公式的时候请您注意一 定要使用半角输入。在编写公式的过程中，如果您不记得

某个函数的确切写法，可以选择插入函数来插入函数。

5. 如果您在编写公式之后，想给这个公式加上注释，说明之类的东西，可以使

用公式说明来输入。

注：赢顺期货交易系统的指标、策略模型编写不再支持 If Else 的语句，条件语句

支持 IFELSE，具体用法请参考指标、策略模型逻辑判断函数语法列表。

自编公式支持的函数

1.策略模型函数

1.引用数据函数

AVPRICE 取得均价(在盘后对于国内三个期货交易所指结算价)

SETTLE

取得结算价(只有在日线周期盘后才能取得当日的结算价)

说明：如果用在周期小于'日'的 K线上如 5分钟 K线，一小时 k线，

每根 k线返回的值表示这根 k线当日开盘时到这根 k线的为止的结算

价(均价)

如果用在周期大于等于'日'的 K线上，返回当根 K线结束时间所在日

的结算价.

CLOSE 取得收盘价(在盘中指最新价)，也可简写为 C 。

HIGH 求高价，也可简写为 H 。

LOW 求最低价，也可简写为 L 。

OPEN 求开盘价，也可简写为 O 。

OPI 取持仓量

REF(X,N)
引用 X在 N个周期前的值

例:REF(CLOSE,5);表示引用当前周期前第 5个周期的收盘价

VOL 求成交量，也可简写为 V 。



GETPRICE

根据文华码取出某一合约的价格（任何周期上都返回当日的日线价

格）。

用法：

GETPRICE(1209, 'CLOSE');返回文华码为 1209 的合约合约的收盘价。

其中'CLOSE'可以替换为以下:

'OPEN': 开盘

'HIGH': 最高

'LOW': 最低

'CLOSE': 收盘

'NEW': 最新

'AVPRICE':均价

'SETTLE': 结算

'YCLOSE': 昨收

'YSETTLE':昨结算

'BID1': 买 1

'BIDVOL1':买 1 量

'ASK1': 卖 1

'ASKVOL1':卖 1 量

'VOLUME': 成交量

'OPI': 持仓量

'DELTAVOL':现手

'DELTAOPI':增仓

注意，该函数历史数据返回加载时刻的价格（与其 k线的时间无关），

加载后实时生成的 k线返回 k线时间对应的实时价格

2.金融统计函数

BARSLAST(X) 求上一次条件成立到当前的周期数。

COUNT(X,N)

表示统计在 N周期内满足 X条件的周期数。如果 N为 0则表示从已

申请到的数据的第一天开始算起。

例：WR:=-100*(HHV(HIGH,N)-CLOSE)/(HHV(HIGH,N)-LLV(LOW,N)); 

COUNT(WR>80,5);表示统计在 5个周期内满足 WR>80 的次数

DMA(X,A)

返回 X的动态移动平均，其中 A为常数，并且必须介于 0及 1之间。

计算方法：DMA(N)=DMA(N-1)*(1-A)+X(N)*A 其中 DMA(N-1)为第

(N-1)天的 DMA 值。

EMA(X,N)

表示求 X在 N周期内的平滑移动平均。（指数加权）

计算方法：EMA(X,N)=[2*X+(N-1)*EMA(X,(N-1))]/(N+1) 其中

EMA(X,(N-1))为第(N-1)天的 EMA 值

EMA2(X,N)
表示求 X在 N周期内的加权平均。（线性加权）

计算方法：



EMA2(X,N)=(N*X0+(N-1)*X1+(N-2)*X2+...+1*XN-1)/(N+(N-1)+(N

-2)+...+1),X0 表示本周期值，X1 表示上一周期值...

HHV(X,N)

得到 X在 N周期内的最高值，如果 N＝0，则从本地数据的第一个有

效周期开始算起。

例：HHV(HIGH,13);求 13 个周期内的最高价的最大值。

HHVBARS(X,N)

得到 X在 N周期内的最高值位置到当前的周期数。如果 N=0，则从

本地数据的第一个有效周期开始算起。

例：HHVBARS(VOL,0); 求历史成交量最大的周期到当前的周期数

LLV(X,N)

得到 X在 N周期内的最小值，如果 N=0，则从本地数据的第一个有

效周期开始算起。

例：LLV(LOW,25);表示求 25 个周期内最低价的最小值

LLVBARS(X,N)

得到 X在 N周期内的最小值的位置到当前的周期数。如果 N=0 则从

本地数据的第一个有效周期开始算起。

例：LLVBARS(VOL,0); 求历史成交量最小的周期到当前的周期数

MA(X,N) 

求 X 在 N 周期内的简单移动平均。

计算方法：MA=(A1+A2+A3+A4+A5)/5 求 A 在 5 个周期内的简单移动

平均

SAR(N,Step,M

ax)

得到抛物转向值。N为计算周期,Step 为步长,Max 为极值。（系统

函数，计算步骤后台自动完成）

例：SAR(17,0.03,0.3);表示计算 17 个周期抛物转向，步长为 3%，

极限值为 30% 

SMA(X,N,M)
得到 X在 N个周期内的移动平均，M为权重（M为常数）。

计算方法：SMA(N)=SMA(N-1)*(N-M)/N+X(N)*M/N 

SUM(X,N)

得到 X在 N周期内的总和，如果 N=0，则从第一个有效周期开始算

起。

例: SUM(VOL,10);表示统计 10 周期内的成交量总和

SUMBARS(X,A) 得到 X向前累加直到大于 A时的周期数。

TRMA(X,N) 求 X 在 N 周期内的三角移动平均。

TSMA(X,N)
求 X 在 N 周期内的时间序列移动平均。

计算方法：TSMA(X,N)= FOCAST(X,N)+SLOPE(X,N) 

3.数理统计函数

AVEDEV(X,N) 求 X 在 N 周期内的平均绝对偏差

DEVSQ(X,N) 数据偏差平方和。

FORCAST(X,N)
得到 X的 N周期线性回归预测值。

例:FORCAST(CLOSE,5);表示求 5周期线性回归预测

VAR(X,N) 得到 X在 N周期内的样本方差



VARP(X,N) 得到 X在 N周期内的总体样本方差

SLOPE(X,N) 

求线性回归的斜率

用法：

SLOPE(X,N)得到 X的 N周期的线型回归的斜率。

例:SLOPE(CLOSE,5);表示求收盘价5个周期线性回归线的斜率

STD(X,N) 

求标准差。

用法：

STD(X,N)求 X 在 N 个周期内的标准差。

STDP(X,N) 

求总体标准差。

用法：

STDP(X,N)为 X 的 N 日总体标准差。

数理统计举例

说明：

设一个数列，数列中数据的总个数为 N，以今天（2005-10-14）

五天内的 A0605 收盘价为例，N就为 5。数列的内容为：｛2766，

2805，2814，2886，2885｝。

1、算术平均值 MA(CLOSE,5)：数据总和除以总个数 N。

(2766+2805+2814+2886+2885)/5=2831.20。 可以用公式

MA(CLOSE,5),从今天的值上看出。

2、偏差：每个数据，减去算术平均值的结果。

2766-2831.20=-65.2， 2805-2831.20=-26.2, 

2814-2831.20=-17.2, 2886-2831.20=54.8, 

2885-2831.20=53.8, 各偏差相加，应该是等于 0的。

3、平均绝对偏差 AVEDEV(X,N)：将偏差的绝对值相加，除以总

个数 N。 (65.2+26.2+17.2+54.8+53.8)/5=43.44 

4、数据偏差平方和 DEVSQ(X,N)：将偏差的平方相加。

(-65.2)2+ (-26.2)2+ (-17.2)2+ (54.8)2+ (53.8)2=11130.80 

5、总体样本方差 VARP(X,N)：将偏差的平方相加，总和除以总

个数 N。用公式可以这样算： (-65.2)2+ (-26.2)2+ (-17.2)2+ 

(54.8)2+ (53.8)2/5=2226.16 

6、样本方差 VAR(X,N)：是总体方差的 N/(N-1)倍。

2226.16*5/(5-1)=2782.70 估算样本方差，总比总体样本方差

大一点，当 N够大时，两者趋于相等。

4.逻辑判断函数

BETWEEN(A,B,C) 判断条件“A位于 B及 C之间”是否成立，如果条件成立则



返回 1 (yes),否则返回 0 (no)。

例：BETWEEN(CLOSE,MA5,MA40); 表示收盘价介于 5日均线与

40 日均线之间。

CROSS(X,Y)

表示 X上穿 Y。

例：CROSS(CLOSE,MA(CLOSE,5));表示收盘线从下方向上穿过

5日均线

FILTER(COND,N)

过滤连续出现的信号。

用法：

FILTER(COND,N) 当 COND 条件成立时，将其后 N周期内的数

据置为 0。

例：FILTER(CLOSE>OPEN,3) 查找阳线，3天内再次出现的阳

线不被记录在内

注：不能与 BKPRICE,BARSBK,SKPRICE,BARSSK 一起使用

EXIST(COND,N)

判断 N个周期内是否有满足条件 COND 的情况发生。

例：EXIST(CLOSE>REF(HIGH,1),10);表示 10 个周期中是否存

在收盘价大于前一个周期的最高价

EVERY(COND,N)
判断过去 N个周期内是否一直满足条件 COND。

例：EVERY(CLOSE>OPEN,5);表示 5个周期内一直是阳线

LAST(COND,N1,N2)

判断过去 N1 到 N2 周期内是否一直满足条件 COND。

例：LAST(CLOSE>OPEN,10,5);表示从过去第 10 个周期到第 5

个周期内一直是阳线

LONGCROSS(A,B,N)

如果 A在前 N个周期内都小于 B，本周期上穿 B，则返回 1。

否则返回 0。

例：LONGCROSS(CLOSE,MA(CLOSE,10),20);表示收盘线在 10

日均线之下持续 20 周期后从下向上穿过 10 日均线

IFELSE(C,A,B)

如果条件 C成立则取 A值,否则取 B值

例：

A:=IFELSE(MA5>MA10,CROSS(DIFF,DEA),IFELSE(CROSS(D,K)

,2,0));当 MA5>MA10时，取是否满足DIFF上穿 DEA，否则(MA5

不大于 MA10)，当 K,D 死叉时，令 A赋值为 2，若上述条件都

不满足，A赋值为 0

A=1,BPK;//当 MA5>MA10，以 DIFF 上穿 DEA 作为开多仓条件

A=2,SPK;//当 MA5 不大于 MA10，以 K D 死叉作为开空仓条件

ISDOWN 判断该周期是否收阴。

ISEQUAL 判断该周期是否平盘。

ISUP 判断该周期是否收阳。

VALUEWHEN(COND,DA

TA)

当条件 COND 满足时，取当时的 DATA 的值，否则取得前面一

个满足条件 COND 的值。

例：VALUEWHEN(HIGH>REF(HIGH,5),HIGH);表示当前最高价大

于前五个周期最高价的最大值时返回当前最高价。



5.数学运算函数

ABS(X) 求 X 的绝对值

例：ABS(SAR(17,0.03,0.3));返回抛物转向 SAR(17,0.03,0.3)的绝

对值。

ACOS(X) 求 X 的反余弦值

ASIN(X) 求 X 的反正弦值

ATAN(X) 求 X 的反正切值

COS(X) 返回 X的余弦值

EXP(X) 返回 e的 X次幂

CUBE(X) 返回 X的三次方。

CEILING(X) 向上舍入，返回沿 X数值增大方向最接近的整数。

FLOOR(X) 向下舍入，返回沿 X数值减小方向最接近的整数。

INTPART(X) 取 X 的整数部分，返回沿 X绝对值减小方向最接近的整数。

LN(X) 得到 X的自然对数，以 e为底的对数。

例：LN(OPEN);求开盘价的自然对数。

LOG(X) 得到 X的常用对数，取得 X的以 10 为底的对数。

例：LOG(OPEN);求开盘价的以 10 为底的对数。

MAX(A,B) 求 A,B 中的较大者。

例：MAX(CLOSE-OPEN,0);表示若收盘价大于开盘价返回它们的差

值，否则返回 0。

MIN(A,B) 求 A,B 中的较小者。

例：MIN(OPEN,CLOSE);返回开盘价和收盘价中的较小值。

MOD(A,B) 返回 A对 B得到模。

例：MOD(CLOSE,500);收盘价除以 500 所得余数

NOT(X) 当 X 为 0 时返回 1,否则返回 0。

例：NOT(TIME=090530);表示该周期对应的时间不是 9:05:30AM。

POW(A,B) 得到 A的 B次幂。

例：POW(CLOSE,2);求得收盘价的 2次方。

REVERSE(X) 取反，返回符号相反的数值。

例：REVERSE(LOW);返回-LOW。

RANGE(A,B,C) 表示 A大于 B同时小于 C时返回 1，否则返回 0

SGN(X) 得到 X的符号，如果 X>0 则返回 1,如果 X<0 则返回－1，否则返回

0。

SIN(X) 得到 X的正弦值。

SQRT(X) 得到 X的平方根。



例：SQRT(CLOSE);收盘价的平方根。

SQUARE(X) 得到 X的平方。

例：SQUARE(CLOSE);收盘价的平方。

TAN(X) 得到 X的正切值。

6.时间函数

BARPOS 取得当前 K线的位置。

DATE 取得当前周期的日数（700101-341231）。

CLOSEMINUTE 

距收盘前时间。

用法：

CLOSEMINUTE 返回距离闭市前的时间（单位：分钟），方便闭市前

及时平仓。

DAY 取得当前周期的日数（1-31）。

HOUR 取得当前周期的小时数（0-23）。

MINUTE 取得当前周期的分钟数（0-59）。

MONTH 取得当前周期的月数（1-12）。

TIME
取得当前周期的时间数（0-2359），秒级周期返回值范围为：

0-235959。

WEEKDAY 取得当前周期的星期数（0-6）。

YEAR 取得当前周期的年数（1970-2034）。

7.绘图函数

BACKGROUNDSTYLE(i) 设置背景的样式。

用法：

BACKGROUNDSTYLE(i)设置背景的样式。

i = 0 或 1。

ICON 在 k 线图上，显示小图标。

用法：ICON(TYPE,ICON)，当 TYPE 为 1，则在 K线最

高价位置显示图标 ICON，当 TYPE 为 0，则在最低价位

置显示图标 ICON。

例：CLOSE>OPEN,ICON(1,'ICO1');表示 K线收盘大于

开盘时，在最高价上显示图标 1。

写完“ICON(1,” 以后，点击插入图标，再单击选中

的图标插入到函数中，图标用'ICO1'~'ICO105'表示

WORD 显示文字。

用法：WORD(TYPE,TEXT)，当 TYPE 为 1，则在 K线最



高价位置书写文字 TEXT，当 TYPE 为 0，则在最低价位

置书写文字 TEXT。

例：CLOSE>OPEN,WORD(1,'阳');表示 K线收盘大于开

盘时，在最高价上写"阳"字。

SOUND 播放声音。

用法：SOUND('N')，播放声音'N',。

例：CLOSE>OPEN,SOUND('A');表示 K线收盘大于开盘

时，播放声音"A"，条件如果一直满足，则只播放一次，

不重复播放。

点击设置声音，在弹出来的界面中设置声音，声音用

字符'A'~'J'表示。

DRAWICON 绘制小图标。

用法：

DRAWICON(COND,PRICE,ICON),当 COND 条件满足时,在

PRICE 位置画图标 ICON。

例：DRAWICON(CLOSE<OPEN,LOW,'ICO1');表示收阴在

最低价上画出图标 ICON1。

写完“DRAWICON(CLOSE<OPEN,LOW,” 以后，点击插入

图标按钮，再单击选中的图标插入到函数中，图标用

'ICO1'~'ICO105'表示.

DRAWLINE(C1,P1,C2,P2,CO

LOR)

当条件 C1 及 C2 均满足时，从 P1 画直线到 P2，颜色

为 COLOR。

例：DRAWLINE(MA18< 

CLOSE,OPEN,MA5 >CLOSE,CLOSE,COLORCYAN); 表示当

收盘价大于 18 日均线并且小于 5日均线时，从开盘价

画青色直线到收盘价。

DRAWTEXT(C,P,TEXT) 表示当条件 C满足时在 P上写 TEXT 文字。

例：DRAWTEXT(CLOSE< OPEN&&REF(CLOSE,1)< 

REF(OPEN,1) &&REF(VOL,1)*1.1< VOL,LOW,'注'); 表

示连续两日收阴并且成交量比前一日至少多 10%时，

在最低价上写“注”字。

DRAWSL(COND,DATA,SLOPE,

LEN,EXPAND,

COLOR)

画斜线，当条件 COND 满足时，从 DATA 开始以每个周

期相差 SLOPE 个点的斜率画斜线，划线长度为 LEN 个

周期，EXPAND 为线段的延长方式（0：不延伸；1:向

左延伸；2:向右延伸；3：双向延伸）。

例：DRAWSL(LOW=LLV(LOW,50),LOW,5,3,2,COLORRED); 

表示当前最低价等于 50 周期内的最小值时，从当前最

小值开始以每隔 5个点的斜率画长度为 3个周期向右

延伸的斜线，颜色为红色

DRAWKLING 自定义 K线颜色，实空心及宽度。

用法：

DRAWKLING(WidthRatio,COLOR1,EMPTY1,COLOR2,EMPT



Y2)。按照宽度比例 WidthRatio 画线，阳线以 COLOR1

和 EMPTY1 判断，阴线以 COLOR2 和 EMPTY2 判断。

WidthRadio从 0到 1，COLOR1、COLOR2代表颜色，Empty

非 0 为空心。

例：DRAWKLINE(0.75,COLORRED,1,COLORCYAN,0);绘制

K线宽度比例为 0.75,阳线为红色空心，阴线为蓝绿色

实心。

DRAWNUMBER

(COND,DATA,NUMBER,PRECI

SION,COLOR)

画数字。当条件 COND 满足时，在 DATA 位置写数字

NUMBER（为数组），精度为 PRECISION（小数点后有

几位数字）。

例：

DRAWNUMBER(CLOSE/OPEN>1.08,HIGH,(CLOSE-OPEN)/O

PEN*100,2,COLORRED); 表示当日涨幅大于 8%时在最

高价位置显示涨幅(相对开盘价的百分比)。

FILLRGN

(COND,DATA1,DATA2,COLOR

)

填充区域，当条件 COND 满足时，填充 DATA1 及 DATA2

包围的区域。

例：FILLRGN(MA5>MA10,MA5,MA10,COLORRED); 表示

MA5>MA10 时以红色填充 MA5 和 MA10 之间的区域。

PLAYSOUND(COND, 'N')

当条件满足时，播放自定义声音'N'(自定义声音在插

入声音文件中设置，最多可以设置 10 个)。

例：PLAYSOUND(CLOSE>OPEN,'A');表示 CLOSE>OPEN

时播放自定义声音'A'。

KTEXT 在 k 线上标注文字。

用法：KTEXT(COND,POSITION,PRICE,LCR,COLOR,TEXT) 

当 COND 条件满足时,移动 POSITION 根 K 线,在 PRICE

位置书写 COLOR 色文字 TEXT。LRC 是文字占 K线左(0)

中(1)右(2)位置。

注：POSITION 参数负数代表向前移动 0代表满足条

件当根 K线 正数代表向后移动。LCR 代表显示在字符

位置的左右中位置，0为左，1为中，2为右。

例：KTEXT(O>C,2,H,1,COLORYELLOW,'注')在阴线的后

两根 K线处，在最高价位置中心上写"注"字。

POLYLINE

(COND,DATA,COLOR)

画折线，当条件 COND 满足时，连接各个 DATA 点。

例：

POLYLINE(CLOSE>=HHV(CLOSE,100),CLOSE,COLORRED)

; 表示在收盘价创 100 天新高点之间画折线。

PARTLINE

(COND,DATA,COLOR)

同 POLYLINE。

例：PARTLINE(HIGH>REF(HIGH,1),HIGH,COLORRED); 

表示当期最高价大于前期最高价用红色绘制最高价连

线线段。

STICKLINE 如果条件C满足时，从P1到 P2画柱线，颜色为 Color,



(C,P1,P2,Color,Empty) 如果 Empty 取 1，则为空心柱；如果 Empty 取 0，则为

实心柱。

例：

STICKLINE(OPEN-CLOSE>0,OPEN,CLOSE,COLORCYAN,0)

; 表示当开盘价大于收盘价时，从开盘价到收盘价画

青色的实心柱，即 K线阴线的实体部分。

VERTLINE

(COND,COLOR)

画垂直线，当条件 COND 满足时，画垂直线。

例：VERTLINE(HIGH>=HHV(HIGH,30),COLORRED); 表示

在价格创 30 天新高时画垂直线。

8.画线函数

ANGLELING(COND1,DATA1,COND2,DA

TA2,RATIO)

角度返回值。

用法：

ANGLELING(COND1,DATA1,COND2,DATA2,RATIO

);

从本地起始 K线开始计算，以相距最近两根分

别满足条件 COND1 的 DATA1 值和 COND2 的

DATA2 值构成起止点，在角度线段高度比例为

RATIO 处形成角度线，该函数返回 K线对应的

角度值。

例：ANGLELINE(C>O,H,O>C,L,1);相距最近的

阳线最高价与阴线最低价构成起止点形成角

度线，该函数返回 K线对应的角度值。

GOLDENLINE(COND1,DATA1,COND2,D

ATA2,RATIO) 

黄金分割返回值。

用法：

GOLDENLINE(COND1,DATA1,COND2,DATA2,RATI

O);

从本地起始 K线开始计算，以相距最近两根分

别满足条件 COND1 的 DATA1 值和 COND2 的

DATA2 值构成起止点，在差额的 RATIO 比率处

形成黄金分割线，该函数返回 K线对应的黄金

分割值。

例：GOLDENLINE(O>C,H,C>O,H,0.3);相距最近

的阴线和阳线，以各自最高价作为起止点，在

差额区间内的 0.3 比率处形成黄金分割线，该

函数返回 K线对应的黄金分割值。

HORIZONTALLINE(COND,DATA) 

水平返回值。

用法：HORIZONTALLINE(COND,DATA);

从本地起始 K线开始计算，满足条件 COND 的

DATA 值形成水平线，该函数返回 K线对应的

水平值。



例：HORIZONTALLINE(C>O,H);以阳线的最高价

为起点，截至下一根阳线为止形成一条水平

线，该函数返回 K线对应的水平值。

TRENDLINES(COND1,DATA1,COND2,D

ATA2)

趋势返回值。

用法：

TRENDLINES(COND1,DATA1,COND2,DATA2);

从本地起始 K线开始计算，以相距最近两根分

别满足条件 COND1 的 DATA1 值和 COND2 的

DATA2 值构成起止点形成趋势线，该函数返回

K线对应的趋势值。

例：TRENDLINES(O>C,H,C>O,H);相距最近的阴

线和阳线最高价形成一条趋势线，该函数返回

K线对应的趋势值。

WAVERULER

(COND1,DATA1,COND2,DATA2,COND3

,DATA3,RATIO) 

波浪尺返回值。

用法：

WAVERULER(COND1,DATA1,COND2,DATA2,COND3

,DATA3,RATIO);

从本地起始 K线开始计算，以相距最近三根分

别满足条件COND1的 DATA1值、COND2的 DATA2

值和 COND3 的 DATA3 值构成三点，在第三点偏

离前两点差额的 RATIO 比率处形成波浪尺线，

该函数返回 K线对应的波浪尺值。

例：WAVERULER(C>O,H,C>O,H,C>O,H,0.3);相

距最近的三根阳线，以各自最高价作为三个

点，在第三点偏离前两点差额的 0.3 比率处形

成波浪尺线，该函数返回 K线对应的波浪尺

值。

DRAWANGLELING

(COND1,DATA1,COND2,DATA2,RATIO

,COLOR) 

画角度线。

用法：

DRAWANGLELING(COND1,DATA1,COND2,DATA2,R

ATIO,COLOR);

从本地起始 K线开始计算，连接相距最近两根

分别满足条件 COND1 的 DATA1 值和 COND2 的

DATA2 值构成起止点，在线段高度比例 RATIO

处画角度线，颜色为 COLOR，截至下一根满足

COND1 条件的 K线处。

例：

DRAWANGLELINE(C>O,H,O>C,L,1,COLORGREEN)

;连接相距最近的阳线最高价与阴线最低价为

起止点，画高度比例为 1的绿色角度线，截至

下一根阳线为止。



DRAWGOLDENLINE

(COND1,DATA1,COND2,DATA2,RATIO

,COLOR) 

画黄金分割线。

用法：

DRAWGOLDENLINE(COND1,DATA1,COND2,DATA2,

RATIO,COLOR);

从本地起始 K线开始计算，连接相距最近两根

分别满足条件 COND1 的 DATA1 值和 COND2 的

DATA2 值构成起止点，在差额 RATIO 比率处画

黄金分割线，颜色为 COLOR，截至下一根满足

COND1 条件的 K线处。

例：

DRAWGOLDENLINE(O>C,H,C>O,H,0.3,COLORGRE

EN);连接相距最近的阴线和阳线，以各自最高

价作为起止点，在差额区间内的 0.3 比率处画

绿色黄金分割线，截至下一根阴线为止。

DRAWHORIZONTALLINE(COND,DATA,C

OLOR) 

画水平线。

用法：

DRAWHORIZONTALLINE(COND,DATA,COLOR);

从本地起始 K线开始计算，满足 COND 条件 K

线的 DATA 值处画水平线，颜色为 COLOR，截

至下一根满足 COND 条件的 K线处。

例：

DRAWHORIZONTALLINE(C>O,H,COLORGREEN);以

一根阳线的最高价为起点，画绿色水平线，截

至下一根阳线为止。

DRAWTRENDLINE(COND1,DATA1,COND

2,DATA2,COLOR) 

画趋势线。

用法：

DRAWTRENDLINE(COND1,DATA1,COND2,DATA2,C

OLOR);

从本地起始 K线开始计算，连接相距最近两根

分别满足条件 COND1 的 DATA1 值和 COND2 的

DATA2 值构成起止点，画趋势线，颜色为

COLOR，截至下一根满足 COND1 条件的 K线处。

例：

DRAWTRENDLINE(O>C,H,C>O,H,COLORGREEN);

连接相距最近的阴线和阳线的最高价为起止

点，画绿色趋势线，截至下一根阴线为止。

DRAWWAVERULER

(COND1,DATA1,COND2,DATA2,COND3

,DATA3,RATIO,COLOR)

画波浪尺线。

用法：

DRAWWAVERULER(COND1,DATA1,COND2,DATA2,C

OND3,DATA3,RATIO,COLOR);

从本地起始 K线开始计算，连接相距最近两根

分别满足条件 COND1 的 DATA1 值、COND2 的

DATA2 值和 COND3 的 DATA3 值构成三点，在第



三点偏离前两点差额的 RATIO 比率处画波浪

尺，颜色为 COLOR，截至下一根满足 COND1 条

件的 K线处。

例：

DRAWWAVERULER(C>O,H,C>O,H,C>O,H,0.3,COL

ORGREEN);连接相距最近的三根阳线，以各自

最高价作为三个点，在第三点偏离前两点差额

0.3 比率处画绿色波浪尺线，截至下一根阳线

为止。

WAVEPEAK(N) 

返回 K线图波峰位置。

用法：

WAVEPEAK(N) 如果当前K线最高价大于前后N

根 K线的最高价返回 1，否则返回 0。

例：WAVEPEAK(10); //如果当前 K线最高价大

于前10根 K线最高价且大于后10根 K线最高

价返回 1，否则返回 0

WAVEVALLEY(N) 

返回 K线图波谷位置。

用法：

WAVEVALLEY(N) 如果当前 K线最低价小于前

后 N根 K线的最低价返回 1，否则返回 0。

例：WAVEVALLEY(10); //如果当前 K线最低价

小于前10根 K线最低价且小于后10根 K线最

低价返回 1，否则返回 0

9.颜色函数

COLORRED 红色

COLORGREEN 绿色

COLORBLUE 蓝色

COLORMAGENTA 红紫色

COLORYELLOW 黄色

COLORLIGHTGREY 浅灰色

COLORLIGHTRED 浅红色

COLORLIGHTGREEN 浅绿色

COLORLIGHTBLUE 浅蓝色

COLORBLACK 黑色

COLORWHITE 白色

COLORCYAN 青色

10.未来函数



BACKSET 将当前位置到若干周期前的数据设为 1。

用法：

BACKSET(X,N),若 X非 0,则将当前位置到 N周期前的

数值设为 1。

例：BACKSET(CLOSE>OPEN,3);表示当 K线收阳时，自

当前位置到 3周期前的数值设为 1

该函数参数支持变量计算如

BACKSET(CLOSE>OPEN,VAR1);//VAR1 是变量

本函数运算量很大，将占用很多的 CPU 资源，导致行

情刷新速度变慢，请谨慎使用!

REFX 引用后 N个周期的数据。

用法：

REFX(X,N)引用 X在 N个周期后的值。

例：REFX(CLOSE,5);表示引用自当前周期后第 5个周

期的收盘价

本函数运算量很大，将占用很多的 CPU 资源，导致行

情刷新速度变慢，请谨慎使用!

PEAK(X,P,M,C) 

取波峰值。

用法：

PEAK(X,P,M,C) 取得 ZIGZAG 的前 M个波峰的值。

例：PEAK(HIGH,10,1,1);表示最高价的 10%的之字转

向的上一个波峰的数值；

PEAK(MA(HIGH,34),100,1,0);表示 34 个周期内最高

价均线的 100 个价位的之字转向的上一个波峰的数

值。

本函数运算量很大，将占用很多的 CPU 资源，导致行

情刷新速度变慢，请谨慎使用!

PEAKBARS(X,P,M,C) 

取波峰的位置。

用法：

PEAKBARS(X,P,M,C) 取得 ZIGZAG 的前 M个波峰的位

置。

例：PEAKBARS(HIGH,10,1,1);表示最高价的 10%的之

字转向的上一个波峰到当前的周期数；

PEAKBARS(MA(HIGH,34),100,1,0);表示 34 个周期内

最高价均线的 100 个价位的之字转向的上一个波峰

到当前的周期数

本函数运算量很大，将占用很多的 CPU 资源，导致行

情刷新速度变慢，请谨慎使用!

求前 M个波谷的值。

用法：



TROUGH(X,P,M,C) TROUGH(X,P,M,C) 求 ZIGZAG 前 M 个波谷的值。

例：TROUGH(LOW,10,1,1);表示最低价的 10%的之字

转向的上一个波谷的数值；

TROUGH (MA(LOW,34),100,1,0);表示 34 个周期内最

低价均线的 100 个价位的之字转向的上一个波谷的

数值

本函数运算量很大，将占用很多的 CPU 资源，导致行

情刷新速度变慢，请谨慎使用!

TROUGHBARS(X,P,M,C) 

求前 M个波谷的位置。

用法：

TROUGHBARS(X,P,M,C) 求前 M个波谷的位置。

TROUGH(LOW,10,1,1);表示最低价的 10%的之字转向

的上一个波谷到当前的周期数；

TROUGH (MA(LOW,34),100,1,0);表示 34 个周期内最

低价均线的 100 个价位的之字转向的上一个波谷到

当前的周期数

本函数运算量很大，将占用很多的 CPU 资源，导致行

情刷新速度变慢，请谨慎使用!

ZIGZAG(X,N,C) 求之字转向。

用法：

ZIGZAG(X,N,C)求 X 的在条件 N下的之字转向值。

例：ZIGZAG(HIGH,10，1);表示最高价的 10%的之字

转向 ZIGZAG(MA(HIGH,34),100,0);表示 34个周期内

最高价均线的 100 个价位的之字转向

ISLASTBAR 判断该周期是否为最后一根 k线。

用法：

ISLASTBAR 如果是最后一个 K线返回 1（Yes），否

则返回 0（No）

本函数运算量很大，将占用很多的 CPU 资源，导致行

情刷新速度变慢，请谨慎使用!

#IMPORT [CODE, 

PERIOD, FORMULA] AS 

VAR

引用某品种在某个周期上加载了某个指标的数据。

用法：

#IMPORT [CODE, PERIOD, FORMULA] AS VAR。 引用

CODE 所对应的合约 PERIOD 周期下指标 FORMULA 

的数据。

CODE 文华码，PERIOD 周期，FORMULA 引用指标名，

VAR 定义变量名

注意：1.只能引用 .FML/.XFML 文件

2.只能引用如下周期：MIN1 MIN3 MIN5 MIN15 MIN30 

HOUR1 DAY WEEK MONTH 

3.只能短周期引用长周期

4.被引用的指标中不能存在引用



5.如果不写文华码，默认引用当前合约

11.头寸函数

SETDEALPERCENT

设置下单的虚拟资金使用比例

用法：

SETDEALPERCENT(fPercent)表示每次按资金的 fPercent（范围

1~100）下单。

例子：SETDEALPERCENT(20); //每次按资金比例的%20 下单

注：应该与 AUTOFILTER 函数同时使用

SETDEALVOL(nVol) 

设置模型每次下单按设置的手数下单。

用法：

SETDEALVOL(nVol)表示每次模型下 nVol 手单。

例子：SETDEALVOL(2); //模型每次下单 2手

注：不可与 SETDEALPERCENT 函数同时使用

交易系统必须启动

效果测试不执行此函数

12.信号记录函数

BARSBK

上一次买开信号位置

用法：

BARSBK 返回上一次买开仓距离当前 k线的 k线数。

BARSSK

上一次卖开信号位置

用法：

BARSSK 返回上一次卖开仓距离当前 k线的 k线数。

BKPRICE

买开信号位置的买开信号价位。

用法：

BKPRICE 返回最近一次模型买开位置的买开信号价位。

例如:

BKPRICE-CLOSE>60 && BKPRICE>0, SP;//如果买开价位比当前价位

高出 60,且买开价位存在，卖平仓

请注意当模型存在连续多个开仓信号(加仓)的情况下，该函数返回

的是最后一次开仓信号的价格,而不是开仓均价。

注：BKPRICE 只在加载之后的 K线上才返回信号价位，历史 K线信

号由于无信号价位会返回 0，使用时请注意判断 BKPRICE>0。效果

测试中该函数返回信号位置的收盘价

SKPRICE

卖开信号位置的卖开信号价位

用法：

SKPRICE 返回最近一次模型卖开位置的卖开信号价位。

例如:

CLOSE-SKPRICE>60 && SKPRICE>0, BP;//如果当前价位高出卖开价

位 60， 且卖开价位存在, 买平仓

请注意当模型存在连续多个开仓信号(加仓)的情况下，该函数返回



的是最后一次开仓信号的价格,而不是开仓均价。

注：SKPRICE 只在加载之后的 K线上才返回信号价位，历史 K线信

号由于无

信号价位会返回 0，使用时请注意判断 SKPRICE>0。效果测试中该

函数返回信号位置的收盘价

交易模型中的交易指令：

期货交易指令

买开 公式中用 BK表示

买平 公式中用 BP表示

卖开 公式中用 SK表示

卖平 公式中用 SP表示

买平后买开新仓 公式中用 BPK 表示

卖平后卖开新仓 公式中用 SPK 表示

股票、权证、外汇交易指令

买入 公式中用 BUY 表示

卖出 公式中用 SELL表示

套利模型中的交易指令

第一腿买开，第二腿卖开 公式中用 BKSK表示

第一腿卖开，第二腿买开 公式中用 SKBK表示

第一腿买平，第二腿卖平 公式中用 BPSP表示

第一腿卖平，第二腿买平 公式中用 SPBP表示

编程举例：

1. MACD 公式。

MACD 公式有三个参数：SHORT(短期)、LONG(长期)、M 天数，一般为 12、26、10 

MACD 公式的用法：

①DIFF、DEA 均为正，DIFF 向上突破 DEA，买入信号。

②DIFF、DEA 均为负，DIFF 向下跌破 DEA，卖出信号。

③DEA 线与 K线发生背离，行情反转信号。

④分析 MACD 柱状线，由红变绿(正变负)，卖出信号；由绿变红，买入信号。

其中：

⑴DIFF 线 收盘价短期、长期指数平滑移动平均线 间的差



⑵DEA 线 DIFF 线的 M日指数平滑移动平均线

⑶MACD 线 DIFF 线与 DEA 线的差，彩色柱状线

  按照上述原理，MACD 公式应该写成如下形式：

参数表：

  参数名 最小值 最大值 默认值

  SHORT 5 40 12 

  LONG 20 100 26 

  M 2 60 10 

公式写成如下形式即可：

  DIFF:=EMA(CLOSE,SHORT)-EMA(CLOSE,LONG); 

  DEA:=MA(DIFF,M); 

  MACD:2*(DIFF-DEA); 

公式的第一行对应于⑴，公式的第二行对应于⑵，公式的第三行对应于⑶。

  

2. KD 公式：

算法：对每一交易日求 RSV(未成熟随机值) 

⑴RSV=(收盘价－最近 N日最低价)/(最近 N日最高价－最近 N日最低价)×100 

⑵K 线：RSV 的 M1 日移动平均

⑶D线：K值的 M2 日移动平均。

参数：N、M1、M2 天数，一般取 9、3、3 

用法：

  ①D>70，超买；D<30，超卖。

  ②线 K向上突破线 D，买进信号；线 K向下跌破线 D ，卖出信号。

  ③线 K与线 D的交叉发生在 70 以上，30 以下，才有效。

  ④KD 指标不适于发行量小，交易不活跃的股票；

  ⑤KD 指标对大盘和热门大盘股有极高准确性。

参照 KD 公式算法，KD 公式可以按照如下方式来编写。

参数表：

  参数名称 最小值 最大值 缺省值

  N 1 100 9 

  M1 2 40 3 

  M2 2 40 3 

公式的内容如下：

RSV:=(CLOSE-LLV(CLOSE,N))/(HHV(CLOSE,N)-LLV(CLOSE,N))*100; 

K:SMA(RSV,M1,1); 

D:SMA(RSV,M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