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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软件安装 

1， 到相关的下载页面下载软件安装包 。 

2， 双击软件安装包开始安装易盛外盘交易系统 iTrader 软件。 

 

3， 选择需要安装的磁盘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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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安装到操作系统安装位置 C 盘目录下。 

4，一路点击下一步完成软件的安装。 

 

5，点击完成按钮完成软件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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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情登录和交易登录 

1，行情登录 

运行桌面上易盛外盘交易系统软件的快捷方式 ，进入如下

登录界面： 

 

在服务器的下拉列表中选择本次需要登录的服务器名称，从而登

录该名称对应的地址。在用户名栏中输入行情帐号。在密码栏中输入

行情密码。如果需要收取查看期权行情就勾选“期权行情”按钮。如

果需要保存当前的用户名就勾选“保存账号”按钮，下次登录自动保

存上次登录账号。根据个人的选择服务器和网络环境，点击“连接”

按钮开始登录行情服务器。如果不需要查看行情可以点击“脱机”按

钮，这样可以不登录行情服务器而直接进入程序界面。点击“设置”

按钮可以打开服务器设置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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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易登录 

在登录行情服务器成功或者使用脱机方式进入程序界面后，可以

点击程序界面右上角的“交易”按钮界面： 。点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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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按钮弹出交易登录对话框。也可以单击左上角文件-连接交易服务

器。 

 

在用户帐号栏中输入单客户或者操作员帐号。在用户密码栏中输

入交易密码。 

   如果单客户登录用户类型选择单客户，操作员登录则用户类型选

择交易员。如果用户类型选择错误，会提示用户名不存在。 

在交易服务器下拉列表中选择本次需要登录的服务器名称，从而

登录该名称对应的地址。 

如果需要保存当前的用户名和密码就勾选“记住帐号”按钮，下

次登录便不需要重新输入账号。点击“登录”按钮开始登录交易服务

器。行情服务器和交易服务器都登录成功以后可以看到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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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iTrader 程序界面简介 

程序界面分为两大类别。上半部分是行情界面，下半部分是交易

界面。行情界面里显示所有跟行情相关的信息，交易界面中显示所有

跟交易相关的信息。 

3.1 系统工具条 

在默认的系统界面中系统工具条在程序界面的最右边，显示成长

条形，从上到下有很多快捷按钮。可以拖动系统工具条到任何位置。

如果想让系统工具条重新停靠在界面的最右边需要双击系统工具条。 

在界面中如看不到系统工具条或者想隐藏系统工具条，需要在菜

单“查看”下面的二级菜单中点击“系统工具条”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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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窗口分割 

选择系统工具条中的横、竖分割线，可以对窗口进行自由切割。 

图中最上面的房子形状的按钮可以将界面恢复到系统默认状态。 

“||”按钮可以将当前页面分成左右两个。 

“=”按钮可以将当前页面分成上下两个。 

“R”按钮将当前页面显示“交易页面”。 

   按钮将当前页面显示“行情页面”。 

3.3 行情界面简介 

3.3.1 定制行情列表 

在行情界面中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弹出右键菜单中的“定制表头”

菜单。 

 

在选择字段的弹出窗口中选择所需的字段，左边是系统所带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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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右边是已选择的字段。已选择字段中越靠上的在表头中越靠前。

这里可以根据个人习惯定制表头。 

 

3.3.2 切换到 K 线 

选择“查看”菜单下的“技术分析”子菜单或者点击系统工具栏

的 K 线快捷图标均可切换到 K 线界面。 

在行情列表界面中，首先点击想要查看 K 线的合约，使该合约处

于选中状态，此时改合约所在的行的背景色会变成蓝色。用鼠标左键

双击该行或者按下键盘上的回车键，也可以进入当前合约的 K 线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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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切换到分时线 

选择“分析”菜单下的“分时日线切换”子菜单或者点击系统工

具栏的分时快捷图标均可切换到分时线界面。 

 

3.3.4 不同周期切换 

选择“分析”菜单下的“分析周期切换”子菜单会按顺序逐个周

期切换；选择“分析周期”菜单下的周期可以直接进入选择的周期；

点击系统工具栏的周期快捷图标可以快速切换到想要的周期。 

 



易盛期货外盘交易系统 iTrader 软件使用说明书  

10 
 

3.3.5 调用画图工具 

选择“查看”菜单下的“画线工具条”子菜单或者点击系统工具

栏的画线快捷图标均可调出画线工具栏。 

 

3.3.6 坐标切换 

选择“分析”菜单下的“主图坐标”子菜单可以切换 K 线纵坐标

类型。 

 

选择“分析”菜单下的“时间轴坐标”子菜单可以切换 K 线横坐

标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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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品种叠加 

选择“分析”菜单下的“主图叠加”子菜单可以调出“选择品种”

对话框，选择需要叠加的品种，可以在当前品种的 K 线图中显示所要

叠加的品种。 

 

3.3.8 增加指标窗口 

选择“分析”菜单下的“画面组合”，可以增加显示指标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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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 选择指标 

选择“分析”菜单下的“选择指标”子菜单可以调出“选择指标”

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可以选择需要的显示的指标。 

 

3.3.10 选择公式系统 

选择“分析”菜单下的“公式系统指示”子菜单可以调出“选择

指标”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可以选择需要的显示的公式。 



易盛期货外盘交易系统 iTrader 软件使用说明书  

13 
 

 

3.3.11 显示深度行情（10 档买卖） 

选择“查看”菜单下的“盘口信息”子菜单或者点击系统工具栏

的深度行情快捷图标，可以显-隐 10 档买卖信息。 

 

3.3.12 分笔成交信息 

选择“查看”菜单下的“分笔成交”子菜单或者点击系统工具栏

的分笔成交快捷图标，可以切换到分笔成交界面。 



易盛期货外盘交易系统 iTrader 软件使用说明书  

14 
 

 

3.3.13 自选板块管理 

在行情界面中点击鼠标右键，在弹出菜单中选择“设置自选板块”

可以调出“设置自选板块”对话框。在该弹出对话框中可以根据个人

要求增删改自选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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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情界面中选中某一个合约，点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

选择“加入到板块”可以将该合约加入到某个板块中。 

3.3.14 设置自选品种 

选择行情页面中的某个自选板块，在该自选板块中点击鼠标右键，

弹出“设置自选板块品种”对话框。 

 

在该对话框中选择需要增加到当前自选板块的合约或者删除当

前自选板块的合约。 

首先从交易所下拉列表中选中需要添加到当前自选板块的交易

所，然后选择品种类型，选择品种。之后，在待选合约列表中会出现

该交易所该品种该类型下的所有合约。从待选合约中选择需要的合约



易盛期货外盘交易系统 iTrader 软件使用说明书  

16 
 

点击“选中”按钮，即可将该合约加入到该板块中。同时，在右边的

已选合约中可以看到已经显示在当前板块中的合约。 

 

 

 自选品种选择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返回行情页面。选择刚

才的自选板块，新增加的自选品种就出现在该自选板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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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交易界面和下单操作简介 

3.4.1 定制交易列表表头 

在交易列表区域单击鼠标右键，选择“设置列头显示”。 

 

在弹出的设置列头显示对话框中勾选所需的字段，设置显示方式

和调整显示的顺序，排列越靠上，交易列表中越靠前。 

 



易盛期货外盘交易系统 iTrader 软件使用说明书  

18 
 

3.4.2 下单操作 

 

双击行情列表的买价或者卖价和深度行情的 10 档盘口的买卖价

格，会在下单栏自动填充品种合约信息 。 

定单类型： 

 限价：按照限定的委托价格下单 

 市价：按照行情最新价下单 

 限价止损：止损方向是平仓方向。限价止损最新价委托价和触发

价之间达到这样的关系才会触发合约交易：买入：O>=L>=T；卖出：

O<=L<=T； 

L 最新价，T 触发价，O 委托价 

 止损：市价止损简称，原则和限价止损相同，下出去的是一笔市

价委托单。 

 冰山单：首先需要品种合约所属上手系统支持“冰山单”下单类

型，其次客户需要开通权限才能交易冰山单。柜台->客户管理-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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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权限管理中给客户分配冰山单权限。关于冰山单详情可参考 4.1

章节。 

 影子单：首先需要品种合约所属上手系统支持“影子单”下单类

型，其次客户需要开通权限才能交易影子单。柜台->客户管理-客

户权限管理中给客户分配影子单权限。关于影子单详情可参考 4.2

章节。 

 

3.4.3 撤单操作 

 

在交易界面中的“委托信息”栏可以看到委托信息，选中要操作

的单子，单击鼠标右键，选择“撤单（选中）”即可。如果在客户端-

功能-交易选项-风险控制选项卡中选中“撤单需要确认”，会弹出“撤

单确认”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确定需要撤单，点击“确定”。如果没有勾选“撤单需要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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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委托信息栏或者所有挂单栏双击排队单，即可撤掉委托。 

若想同时撤掉当前所有的单子，可选择“撤单（全部）”。 

3.4.4 单客户改单操作 

 

在交易界面中的“委托信息”栏中选中要修改的单子，单击鼠标

右键，选择“修改”，可以修改“委托数量”和“委托价格”，修改完

成后点击“修改”按钮。“修改”不能修改“定单录入”定单，只能

修改报送交易所的挂单，修改电子单是先撤单，再下一笔修改后的电

子单。如果交易选项中风险控制菜单栏中勾选了下单需要确认按钮，

修改完后会提示下图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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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仔细核对“改动确认”对话框中的信息，确认无误后点击“确定”。 

3.4.5 客户端交易功能设置 

选择“功能”菜单下的“交易选项”子菜单可以调出“交易参数

设置”对话框。 

常规选项卡界面如下图所示。 

 

 回车键切换焦点：按 Enter 键，光标在下单栏会从左到右依次切

换焦点。 

 离开 N 分钟锁定系统：对客户端不操作 N 分钟后会锁定客户端，

再次进入需要输入交易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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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单栏持仓显示方式：全部持仓，表示该客户所有持仓的空头和

多头持仓量。 

  单笔持仓，表示该客户下单栏中对应的品种合约的多头和空头

持仓量。 

 下单栏竖向显示：竖向显示下单栏。勾选后激活“下单栏靠左显

示”选项，默认的是在右边显示。勾选“下单栏靠左显示”，竖向

下单栏会显示在左侧。 

 

 显示资金栏：客户端右下角显示单客户资金情况。 

 显示下单栏上商品类型选项：勾选后下单栏多出“品种类型”字

段。 

 收到消息提示窗口：收到消息后，客户端右下角会弹出窗口提示。

消息指柜台发送的交易消息。  

 收到新成交后提示：完全成交的单子会在右下角弹出对话框提示。 

 下单人过滤：如果两个交易员有相同的下属客户，其中一个交易

员给该客户下单后，想要另外一个交易员也看到该笔委托，则需

要在“下单人过滤”中填入两个交易员共有的下属客户编号。 

 港交所指数期货的订单在其他交易时段也有效：该功能是针对港

交所 T+1 时段设计的。如果勾选该选项，则委托的单子在 T+1 时

段也有效，如果不勾选该选项，在 T+1 时段无效。勾选该选项下

单后，委托信息栏中的交易时段会显示“含交易后”，表示该笔单

子在 T+1 时段也有效，如果显示“常规”，表示该笔电子单在 T+1

时段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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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击行情填单价格： 

挂单价，双击买价或十档行情中买价，自动填充“买/卖”栏为买

入。双击卖价或十档行情中卖价，自动填充“买/卖”栏为卖出。 

   对盘价，击买价或十档行情中买价，自动填充“买/卖”栏为卖出。

双击卖价或十档行情中卖价，自动填充“买/卖”栏为买入。 

 

批量下单功能简介： 

 

第一：需要在客户端\System\Servers.ini 文件中的[Trade]域下添加

BatchOrder=1 字段。 

第二：登录客户端交易时需要用经纪人身份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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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客户端->功能->交易选项->常规选项卡，单击批量下单设置，

弹出如下图所示界面。 

 

批量下单设置说明： 

1，输入组号和组名称，在组下单策略中选择该组的下单策略，选

择完成后单击提交。 

2，给组添加客户，选择右侧的可选客户，单击 ，也可单击

全选客户。 

3，下单策略分为三种，比例、比例分拆、定额分拆，只有组下单

策略为比例时，才需要为组内客户设置一个基准客户。其他两种

策略不需要选择基准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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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组下单策略选择完后，单击组内客户的下单比例字段，输入组

内客户的下单比例后单击确定。 

5，客户端下单栏勾选批量，如下图所示，输入委托量为 10。单

击确定后即可批量下单。 

 

6，三种组下单策略分析： 

 如组 A 内客户有 ES001、ES002、ES003，比例为 1:2:3。客户端

下单委托量为 10 

 

 比例：ES002 为基准客户，所以 ES001 委托量=10/2*1=2，ES002

委托量为 10，ES003 的委托量=10/2*3=15 

 比例分拆：10/6=X/1，ES001 委托量（X）=10/6=2（四舍五入） 

              10/6=X/2，ES002 委托量（X）=10/6*2=3（四舍五

入） 

              10/6=X/3，ES003 委托量（X）=10/6*3=5 

定额分拆：第一轮，ES001 委托量为 1，ES002 委托量为 2，ES003

委托量为 3，还剩余 4 笔委托，继续第二轮。ES 委托量为 1+1，

ES002 委托量为 2+2，ES003 委托量为 3+1，10 笔委托量按照

定额分拆发放完毕。 

 

快速下单选项卡界面如下图所示。 

快速下单选项卡需要客户具有“一键下单”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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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下单该选项卡需要柜台-客户管理-客户权限管理中给客户添

加“一键下单”权限之后才会显示该选项卡。 

在该选项卡中设置快速下单选项后，还需要在“下单默认量设置”

中设置需要快速下单的合约信息和下单量。如下图所示。 

 

 



易盛期货外盘交易系统 iTrader 软件使用说明书  

27 
 

设置完下单默认量设置和快速下单快捷键后，需要在行情上选中

已经添加到下单默认量设置中的合约行情，选中之后按已经设置好的

“快速超价键”，就会快速下单。 

 

其他快捷键选项卡如下图所示。 

 

其他快捷键的选项卡和快速下单快捷键有区别。该选项卡的快捷

键是设置买卖方向和订单类型信息的。可以配合“回车键切换焦点”

使用。 

 

声音设置选项卡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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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选哪个功能，相应的就有会声音提示。 

 

风险控制选项卡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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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单需要确认：下单时会弹出对话框用来确认下单的信息。 

 下单确认框默认焦点放在取消按钮上：该选项需要结合“下单需要

确认”功能使用，勾选后，下单后弹出的下单确认对话框中以取消

为默认按键，不勾选以确定为默认按键。例如，勾选，下单后，

弹出下单确认界面，单击回车键，该笔订单取消，委托信息也不

存在该笔取消的订单；不勾选，单击回车键，该笔订单委托成功。 

 下单后清空买卖：下单后会清空这次下单的买卖方向，下次下单

需要再次填入买卖方向。 

 撤单需要确认：撤单时会弹出对话框进行确认。 

 单笔最大下单手数：客户端单独控制的单笔最大下单量。如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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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下单量大于设置的最大下单手数，客户端会弹出提醒，如下图

所示，但不会强制控制最大下单量。 

 

 下单时委托价偏离范围：用来设置委托价和最新价相比的偏离范

围。如果下单时委托价超过设置的委托范围，客户端会弹出对话

框进行提示。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自动填单时保留上次委托数量：下单时的委托数量会保留下来，

再次下单时的委托数量和上次委托数量相等。 

 下单后订单类型设置为限价：无论上次下单类型是哪种订单类型，

再次下单时，下单类型自动填充为限价。 

 下单后有效类型设置为当日有效：无论上次下单的有效类型是哪

种有效类型，再次下单时有效类型自动填充为当日有效。 

 下单后取消强平选项：下单后自动取消强平选项。 

 下单合约临近只可平仓日提前 N 天弹出提示：交易日离合约只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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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仓日期第 N 天时，客户端会弹出提示。该功能需要配合柜台-

品种信息管理中“合约只可平仓提前天数”使用。 

3.4.6 交易信息查询 

在交易界面中，可切换标签查询交易信息。 

 

3.4.7 历史成交查询 

在交易界面中，点击下方的标签栏中的“历史成交”标签可以查

看历史成交信息。需要在起始日期和结束日期中选入需要的日期。 

 

3.4.8 资金查询 

在交易界面中，点击下方的标签栏中的“资金查询”标签可以查

看资金信息。在客户端\System\Servers.ini 中的[Trade]字段 

Organiz=1，客户端资金查询窗口会显示“授信资金”， 授信资金=

初始保证金/(总权益-授信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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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易界面中，点击下方的标签栏中的“资金调整”标签可以查

看资金调整信息。需要在起始日期和结束日期中选入需要查询的日期。 

 

在交易界面中，点击下方的标签栏中的“出入金”标签可以查看

出入金信息。需要在起始日期和结束日期中选入需要查询的日期。 

 

3.4.9 账单查询 

在交易界面中，点击下方的标签栏中的“账单查询”标签可以查

看账单信息。选择需要查询的账单日期和账单类型，点击查询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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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0 消息查询 

在交易界面中，点击下方的标签栏中的“消息查询”标签可以查

看消息信息。消息是由有权限的交易员登录柜台后，在柜台-消息管

理中发送的交易消息。 

 

3.4.11 交易员订单操作 

3.4.11.1 定单录入 

用交易员身份登录交易服务器，在委托信息栏右键单击可导出订

单录入选项卡。定单录入只在易盛系统生效，不会报送到交易所。界

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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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来源：E-Trader 表示单客户下单，J-Trader 表示非易盛客户端

下的单，人工单表示人工下下单，程序单表示用 API 下单，代理单交

易员下的单子，交割行权表示交割行权后的单子。 

系统会根据录入定单的委托状态判断是否生成持仓，扣除手续费

和保证金等持仓资金情况。 

3.4.11.2 定单修改 

定单修改用来修改定单状态，但最终的定单修改不会报送交易所，

只在易盛系统内部生效。 

操作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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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1.3 定单删除 

定单删除用来删除易盛系统内部的无效或者异常定单，删除完定

单显示灰色，该笔定单的持仓、手续费、保证金等持仓资金信息也会

删除。 

3.4.11.4 定单转移 

定单转移用来在两个资金账号中进行定单的转移。定单转移转移

后台录入的定单。该笔定单的持仓、手续费、保证金等持仓资金信息

也会随之转移到另外一个资金账户中。转移的单子只在易盛系统内部

生效。操作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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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1.5 成交录入 

成交录入只能录入到易盛系统内，不报送交易所。成交录入主要

用来做结算前对排队单进行成交单录入，使易盛系统内部持仓和交易

所持仓同步。成交录入的委托量应该小于等于待修改定单的委托量。 

操作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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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1.6 Carry 录入 

Carry 录入也就是移仓，把老仓平掉，下远期合约单，所以 Carry

录入界面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方界面是近期 3M 合约信息，下方界

面是远期 3M 合约信息。要下 3M 合约单，第一步首先需要修改“柜

台-交易管理-LME 到期日管理”，输入合约编号，合约编号就是 3M 合

约到期日期，例如 130726 ，输入完成后单击设置，然后单击审核。

第二步，客户端下 3M 合约单。设置完合约到期日之后，如果没有 3M

老仓，可以直接下单。如果有 3M 合约持仓而且交易日当天不平仓的

话，则需要 Carry 录入来移仓。 

特殊说明：由于 3M 合约每个交易日都需要修改合约到日期，所

以如果有 3M 持仓而且交易日当天不平仓的话，下单的第二个交易日

就需要重新设定“柜台-交易管理-LME 到日期管理”，之后再录入 Carry

单。如果想平掉老仓，首先要设置 3M 合约到期日为三个月后的今天

日期，其次进行 Carry 单录入平掉老仓并且把老仓转移到交易日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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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仓，之后再下一笔与交易日 3M 持仓方向相反的 3M 合约，就可以

平掉 3M 持仓。如果不进行 Carry 单录入操作，直接下反方向的 3M

合约，这时不会平仓而是开仓。 

操作界面如下图所示。 

 

 

 系统号，成交号：不用太关心，系统自动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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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账号：选择 3M 持仓的资金账号。 

 上手号：选择 3M 合约对应的上手编号，可以在柜台-基本设置-

品种信息管理中查到上手编号。 

 交易所：自动填充为 LME 伦敦金属交易所。 

 商品：选择 3M 持仓的品种。 

 近期买卖：如果持仓为空头，需要选择“买”，反之如果持仓是多

头，需要选择“卖”。目的就是为了平掉老仓。因为外盘不区分开

平，如果和持仓方向相反就意味着平仓。下方的“远期买卖”会

和近期买卖方向相反的进行联动。 

 近期合约：选择持仓的 3M 合约的合约编号。 

 近期成交价：近期合约的成交价格。 

 近期成交量：输入近期合约的成交量，指的是需要平仓的成交量，

需要平几仓，就输入多少成交量。 

 平指定价格的持仓：勾选这个复选框会激活其下方的近期持仓价。 

 近期持仓价：这个价格需要和下面表格框里面的持仓价格相同 

 远期合约：选择需要的远期合约，输入 3M 表示交易日当天。 

 远期成交价：输入远期合约的成交价。 

 远期成交量：和上方输入的近期成交量相同。 

 平指定价格的持仓：输入远期合约持仓价。 

 远期持仓量：和远期成交量相同。 

 币种：3M 合约的交易币种，系统自动填充。 

 手续费：输入交易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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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row：当上方的“近期买卖”选择“买入”，这个按钮会显示

“Borrow”，意味着近期买入。如果上方“近期买卖”选择“卖出”，

这个按钮就会显示“Lending”，意味着近期卖出。 

 

Carry 单录入界面需要说明的是：当选择资金账号、上手号、商品、

近期买卖、近期合约、近期持仓价时，下方的持仓框里面的内容会根

据选择的条件进行匹配改变。上方和下方的合约信息选择时可以灵活

运用。不一定是上方近期就是为了平仓，下方远期就是为了开仓。例

如有两笔 3M 持仓，就可以首先 carry 录入两笔同时平仓，之后再 carry

录入两笔开仓就行。 

Carry 单录入手续费问题： 

1，勾选了手续费框，然后填上 0，手续费为 0  

2，不勾选，两周内的不收，大于两周的按默认收，两周内，指的是

远期合约与近期合约的日期差 ，手续费都是按照单边收取。 

 

3.4.11.7 行权录入 

行权录入是为了客户电话行权后使结算时易盛系统持仓和上手

系统持仓同步。 

行权录入客户端不做持仓检查，系统是否有期权持仓都可以进行

行权录入。行权录入后会生成一笔期权持仓和对应标的物的期货持仓，

如果有期权持仓，则会需要录入持仓方向相反的期权合约，平掉原有

的期权持仓。行权录入后生成的期货持仓的委托价格是期权合约的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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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价。在柜台-基本信息管理-品种信息管理-结算中可以修改执行价倍

数来调整行权录入后期货合约的委托价格。 

 

3.4.11.8 平仓检核表 

交易员可在平仓查询页面中单击右键选择平仓检核表，导出客户

的平仓信息。平仓检核表是方便交易员核对下属客户的平仓情况信息

的表格。目前易盛系统支持五种不同格式信息的平仓检核表： 

 详细信息（*.txt）：按照不同的上手，总和出客户所有合约的

平仓量，导出格式为 txt 格式文件。 

 详细信息（*.csv）：按照不同的上手，总和出客户所有合约的

平仓量，导出格式为 csv 格式文件。 

 简要信息（*.txt）：按照不同的上手，只显示出有进行平仓的

合约的平仓量，导出格式为 txt 格式文件。 

 简要信息（*.csv）：按照不同的上手，只显示出有进行平仓的

合约的平仓量，导出格式为 csv 格式文件。 

 明细文本（*.txt）：按照不同的上手，按日期显示出每个客户

每日的平仓详细信息，导出格式为 txt 格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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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2 刷新交易数据 

当需要重新从交易服务器获取最新的交易信息时，点击“功能”

菜单下的“刷新交易数据”菜单。 

 

3.5 其他设置 

3.5.1 密码修改 

在“功能”菜单下选择“修改密码”子菜单可以调出“密码修改”

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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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需要修改的密码的类型，按照要求输入当前密码和新密码，

点击确认即可完成密码的修改。 

3.5.2 系统选项 

在“功能”菜单下选择“系统选择”子菜单可以调出“选项修改”

对话框。 

在客户端-功能-系统选项中可以设置易盛系统外观，界面如下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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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设置可以设置行情字体大小和类型，图形背景颜色，图形字

体，列表字体等。如果勾选外观设置选项卡左下角的“反色显示变化

行情”，客户端行情界面的行情变化时就会反色显示。 

系统参数选项卡设置如下图所示。 

可以根据具体选项意思来具体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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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设置”选项卡可以对软件进行升级。建议勾选“启动时检

测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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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预警系统 

在“功能”菜单下选择“预警系统”子菜单，可以调出“预警管

理”对话框。预警功能可以根据设置的预警条件进行提醒。例如客户

想监控 HKFE HIS 0719 该合约的最新价行情，当最新价高于或者低于

某个设定价格时，使系统提醒此时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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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交易系统质量评价 

在“功能”菜单下选择“交易系统评价”子菜单，可以调出“交

易系统质量评价”对话框。可以计算出所选的交易系统公式在某个合

约上的交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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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交易系统下拉列表中选择需要测试的公司，点击“品种名称”

按钮增加需要测试的合约，选取需要测试的时间段。点击计算按钮可

以看到结算结果。 

 

3.5.5 探索最佳参数 

在“功能”菜单下选择“探索最佳参数”子菜单，可以调出“交

易系统探索最佳参数”对话框。可以对需要的公式计算出该公式的最

佳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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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 优选交易系统 

在“功能”菜单下选择“优选交易系统”子菜单，可以调出“交

易系统全局优选”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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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 数据管理和下载 

在“功能”菜单下选择“数据管理”子菜单，可以调出“数据管

理”对话框。在“数据管理”对话框中可以导入和导出数据，查看除

权数据，查看合约代码对应表。 

 
 

3.5.8 快捷键设置 

在“功能”菜单下选择“热键设置”子菜单，可以调出“自定义

快捷键”对话框。在“自定义快捷键”对话框中可以设置某个功能的

快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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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 配置文件 Servers.ini 设置说明 

Servers.ini 的路径：客户端\System\Servers.ini 

Servers.ini 文件中部分字段含义。 

 ValidTypes=FOK,IOC,GFD,GTC,GTD   该字段对应客户端下单栏的

有效类型。如下图所示。如删除该地段的某个值，客户端有效类

型下拉菜单就会相应的减少该类型 

 
 

 Tabs=Order,Working,Match,PositionTotal,PositionSub,Liquidate,Mone

y,Msg,Bill,OrderProc,HisOrder,HisMatch    该字段对应客户端底部

的标签窗口，如下图所示，删除该地段的某个值，客户端底部的

标签栏也会相应的删除该标签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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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l]字段，如 Servers.ini 中添加该字段，客户端顶部的帮助菜单会

显示已“链接名称”命名的三个功能按键，单击该功能按键，则会

打开默认浏览器方位对应的“链接地址”。 

[url]下可以加任意个链接，规则是：链接名称=链接地址 

例如：需要添加临近交割信息查询、合约细则、最新按金表三个

超链接单击功能，链接地址分别输入公司相应的网址就行，则需

要在 Servers.ini 中需要添加以下信息： 

[url] 

临近交割信息查询= http://www.baidu.com/ 

合约细则= http://www.baidu.com/ 

最新按金表= http://www.baidu.com/ 

四 定单类型说明 

易盛系统支持六种定单类型，限价、市价、限价止损、止损、冰

山单、影子单。其中冰山单和影子单需要权限支持。用具有用户权限

管理权限的交易员身份登录柜台，在客户管理-客户权限管理中给指

定的客户分配冰山单和影子单权限。重新登录客户端即可看到冰山单

和影子单的定单类型。 

4.1 冰山单 

冰山单下单时比普通的单子要多指定最大下单量和最小下单量。

冰山单下单成功后，这笔单子作为母单并不直接体现在盘面上不参与

http://www.baidu.com/
http://www.baidu.com/
http://www.bai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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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合，而是每次在最大和最小下单量之间随机指定一个数量作为委托

的数量发送一笔新委托，如果最大量和最小量相同，则会以固定的委

托数量发送委托，这笔委托作为一笔子单，直接体现在盘面上参与撮

合。等到这边子单完全成交后再在最大和最小下单量之间随机指定一

个数量作为委托的数量发送下一笔子单委托，直到把母单的全部委托

数量下完。委托队列中不会显示全部的母单委托量，只会根据行情数

据刷新频率每次显示随机委托数量或者固定委托数量的子单，行情显

示的只是母单的“冰山一角”，所以称这种单子为冰山单。 

 

4.2 影子单 

影子点下单时的参数需要指定价格和数量。下单成功后这笔单子

并不直接体现在盘面上，而是在收到一笔变化的行情后检测对盘价格

是否满足委托价（买入的时候卖一价小于等于委托价，卖出的时候买

一价大于等于委托价）。如果满足条件就会按照此笔行情里的对盘数

量和委托数量取两者小的作为真正的委托数量发送一笔委托。如果这

笔没有完全成交，就撤掉剩余数量的委托。等到下一笔行情到来的时

候重新检测，然后根据情况发送委托，直到把全部的数量成交完毕。 

比如 客户挂了 买入 1000 手  铜， 价格在 8000，当市场上出

现 铜的 卖一价<= 8000 时，比如 (7900       103), 那么 pats 会自

动挂出一个 103 手的买入限价单，价格在 8000。如果挂出去的一瞬

间，103 手已经被吃掉 20 手，那么实际只成交了 83 手，pats 会自动

撤销未成交的 20 手。然后等到下一笔行情到来的时候继续检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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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委托。 

 

4.3 限价止损 

限价止损形成一个限价委托，以限定止损价格的不确定可能造成

止损失败的不足。限价止损方向是和需要止损合约持仓的反方向。 

委托价和触发价之间达到一下的关系才会触发合约交易： 

买入：O>=L>=T；卖出：O<=L<=T； 

L 最新价，T 触发价，O 委托价 

如果限定价格不符合以上的规则，客户端会弹出触发失败或者立

即触发的提示对话框。 

该笔止损单最终的成交价是在触发价和行情价之间的价格。 

4.4 止损 

止损是市价止损，委托价格为市价，其他规则遵循限价止损规则。 

五 定单有效类型说明 

易盛系统支持五种定单有效类型，当日有效 GFD，限期有效 GTD，

即时全部 FOK，即时部分 IOC，长期有效 GTC。这五种有效类型可以

在客户端目录下 System 文件夹中的 Servers.ini 中自行配置，例如要显

示五种全部的定单类型，配置ValidTypes=GFD,GTD,FOK,IOC,GTC即可。 

即时全部 FOK：委托单到交易所即参与撮合，如果不能完全成交就撤

消这笔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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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部分 IOC：委托单到交易所即参与撮合，如果不能完全成交就撤

掉未成交部分。 

当日有效 GFD：委托单到交易所即参与撮合，委托单只在交易日当天

有效。 

限期有效 GTD：委托单到交易所即参与撮合，委托单在设定的有效期

内有效。 

长期有效 GTC：委托单到交易所即参与撮合，委托单长期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