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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基本操作

一、下单操作

1、调出交易界面

以期货账户为例，在软件右上方菜单中点击【账户】->【期货账户】->下单主窗口，调出

交易界面，在左侧菜单中选择【三键下单】/【传统下单】，如下图：

2、三键下单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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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下单界面：完成一次下单需要点多个按钮，不仅浪费时间，还容易出错。

三键下单界面：三键下单，简化思考步骤，电脑帮你做判断，开仓时只需选择买多卖空，出场

时点平仓。

（1）操作方法：

如下图①-③所示步骤使用三键下单。注：点击【平仓】按钮后，软件根据持仓方向自动

判断发买平或卖平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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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键下单界面使用小技巧：

①、三键下单界面中涨跌板价格、最大可开仓手数是可以直接抓取到委托单中的，下图红框中

展示了如何抓取数据。

②、例如下图红框所示，点手数框、价格...，可以弹出来更多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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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如下图一所示，锁定状态下，点击其他合约的图表、报价、持仓栏等，不会改变交易界面

的合约。图二所示，未锁定状态下则会改变交易界面合约。

图一

图二

3、注意事项：

（1）下单默认手数，在交易界面左侧菜单的【默认手数】中设置。

（2）开仓时自动设置好止损止盈：交易界面左侧菜单【止损参数】中，勾选“开仓自动止损

止盈”。

（3）点击“买多”“卖空”按钮进行开仓时，按钮上显示的价格即为委托价。

（4）上海合约默认优先平今仓，其他市场合约按照交易所规定的先开先平原则平仓。

（5）下单时的相关参数设置可以在交易界面左侧的【参数设置】—>【选项设置】中找到。

4、常见问题解答：

（1）每个下单价格的含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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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排队价，买入以买价发委托，卖出以卖价发委托。

对手价，买入以卖价发委托，卖出以买价发委托。

市价，买入以涨停价发委托，卖出以跌停价发委托。（交易所撮合最优价成交，因此

和市场价下单效果是一样的）

最新价，买入/卖出都以最新价发委托。

超 价，买入以对手价+N 个变动价位发委托，卖出以对手价-N 个变动价位发委托。N

可在交易界面左侧菜单【超价参数】中设置。

注：当超价价格超过涨跌停板价格时，以涨跌停板价格委托。

（2）三键下单中的 和 按钮的含义。

答：两个按钮均针对当前交易合约操作，当合约委托后没有成交时，点击此按钮，会

撤掉当前挂单，再以当时市场的对价或排队价重新委托。

注：

当前合约如果有多个挂单，【撤单】、【对价跟】、【排队跟】三个按钮无效（因为软件不知道您要对哪个

挂单操作）。

（3）平锁仓功能是平两个方向还是一个方向？

答：是多空双向同时平仓。

（4）平锁仓功能委托价默认是什么？

答：默认为最新价委托，不可修改。

（5）平锁仓功能时如多空持仓手数不同如何处理？

答：多空持仓手数不同时，以多空持仓手数中的最小值为平仓手数。

（6）如下图所示，交易界面左侧【选项设置】中各个项目都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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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交易声音提示

答：勾选后，在委托发出和成交时都会有声音提醒；不勾选，则没有声音提醒。

②点击最大手数填单

答：勾选后，点击买多、卖空下面的最大可开仓手数，可以直接填写到手数框中。

③双击持仓和挂单列表的操作确认

答：在启动了“双击持仓列表快速平仓”的前提下，如果勾选了此项，双击持仓或挂单列表会

弹出，委托确认框，点击【确认】后再发平仓/撤单委托（如下图所示）；如果不勾选，双击

持仓直接发出平仓委托，双击挂单列表直接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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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持仓列表多空分列

答：勾选后，持仓列表先显示多头合约，再显示空头合约。

⑤大单拆分

答：单笔委托超过交易所上限，自动拆分成交易所上限手数。

⑥下单窗口位置记忆

答：勾选后，移动下单窗口到某个位置后隐藏下单窗口，再次呼出下单窗口时，下单窗口会显

示在隐藏前的位置；不勾选，下单窗口呼出时默认显示在电脑的左下角。

⑦盘口点价下单

答：勾选后，点击盘口的买卖价位置，会弹出如下图所示的小下单窗口，点击“买多” 、 “卖

空”按钮，以委托当时的买价 、 卖价发委托；不勾选，点击不会有任何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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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三键下单默认指定价下单

答：勾选后，点击报价列表或盘口的买入/卖出/最新，点击的价格会被抓到三键下单界面的价

格处（如下图红框所示），并且不与合约价格联动。如果需要联动，点击图中绿框中的联动按

钮，那么下单界面的价格会与合约的最新价联动；如果不勾选，点击合约后，交易合约的价格

框默认显示对手价，点击价格框或者微调按钮才会变成指定价。



9

⑨点持仓列表填单手数

答：该合约默认手数：选择此项，点击持仓列表的合约，交易界面的下单手数位置显示设置的

默认下单手数。该合约全部可用持仓：选择此项，点击持仓列表合约，交易界面的下单手数位

置显示全部的可用持仓。

⑩反手默认下单方式

答：点击下单主窗口的【反手】按钮，或者在持仓列表点击鼠标右键—>反手，在进行平仓和

反向开仓时都使用所选价格方式发委托。

⑪比例平仓下单方式

答：点击下单主窗口的【平 33%】、【平 50%】、【平 100%】按钮，在平仓时使用所选的价格

方式发委托。

⑫账户清仓下单方式

答：在持仓列表单击鼠标右键，选择【撤平仓单+账户清仓】，在平仓时使用所选的价格方式

发委托。

⑬下单板显示位置

答：选择右侧，三键下单和传统下单的下单板居右显示（例如下图所示）；选择左侧，下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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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左显示。

⑭优先平今品种设置

答：勾选状态下，上期所合约平仓顺序为默认的优先平今。取消勾选后，上期所合约优先平老

仓。

⑮委托确认

答：选择启用，点击下图红框位置，会弹出委托确认框；不启用，则直接委托，不会弹出确认

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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⑯双击持仓列表快速平仓

答：启用后，双击持仓列表可以对所选持仓发平仓委托；不勾选，双击持仓列表，不会有任何

效果。

⑰按照禁止双向持仓的原则，自动分配开仓/平仓

答：请参考下图红框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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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点鼠标右键找功能

在软件设计中，我们为每个界面所能做的操作都精心准备了右键菜单，所以如果您在使用

软件过程中找不到某个功能，请试试鼠标右键。

（一）系统报价界面

如：修改报价抬头顺序—＞右键的【抬头格式（域）调整】。

更换报价列表合约—＞右键的【选入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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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二）K线图界面

如：再增加一个副图窗口—＞右键的【增加副图】。

切换主图/副图指标—＞右键的【技术指标】。

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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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时图界面

如：同时显示其他合约的分时图右键—>【叠加参考合约】

看多天的连续分时图—＞右键的【历史回忆】

修改分时图的上下坐标范围—＞右键的【设置坐标范围】

图三

（四）交易界面

如：对某个持仓设置止损—＞右键的【设置止损单】

平所有持仓—＞右键的【撤平仓单+账户清仓】

对挂单撤单重发委托—＞右键的【对价跟进】

撤掉所有挂单—＞右键的【撤所有挂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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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三、编制美酷的指标

（一）不同指标线形提亮你的眼睛

在做分析时经常需要很多的指标线同时显示，但最关键的指标线可能只有 1、2 条，时时在众

多指标线中找到关键线很考验我们的双眼。软件中的指标线可以绘制出很多形式，我们可以将

关键的指标线显示成特殊的线形，这样在众多的指标线中就可以很方便的找到它。

1、同时控制颜色和线型

MA5:MA(C,5),SETSTYLECOLOR(LINETHICK1,COLORGREEN);

MA10:MA(C,10),SETSTYLECOLOR(LINETHICK1,COLORMAGENTA);

MA30:MA(C,30),SETSTYLECOLOR(LINETHICK3,COLORYELLOW); //对30周期均线进行中度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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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绘制小圆点线

MA5:MA(C,5),COLORGREEN;

MA10:MA(C,10),COLORMAGENTA;

MA30:MA(C,30),CIRCLEDOT; //将30周期均线绘制成小圆点。

3、绘制虚线

MA5:MA(C,5),COLOR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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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10:MA(C,10),COLORMAGENTA;

MA30:MA(C,30),DOT; //将30周期均线绘制成虚线

4、绘制变色线

MA1:MA(C,30),NOD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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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WCOLORLINE(C>=MA1,MA1,COLORRED,COLORGREEN); //价格大于等于 30 周期均线时，30 周

期均线为红色，否则为绿色

5、只显示指标数值，不绘制指标线

H20:HHV(H,20),NODRAW; //取 20 周期高点作为看盘参考，只显示数值，不画线。

L20:LLV(L,20),NODRAW; //取 20 周期低点作为看盘参考，只显示数值，不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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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颜色丰富你的图表
常见的k线颜色是用开盘价收盘价比较大小决定的，但有的用户不希望上升趋势中的阴线（绿

色）和下降趋势中的阳线（红色）颜色影响我们对趋势的判断。在软件中可以通过指标编写，

完全按照您的需求显示k线颜色。不仅仅是k线颜色可以绘制，还可以绘制带颜色指标带，让图

表色彩更丰富，更有利于我们分析。

1、绘制变色K线

MA30:MA(C,30);

DRAWCOLORKLINE(C>=MA30,COLORRED,0);//价格大于等于 30 周期均线时，画 K 线为实心阳线

DRAWCOLORKLINE(C<MA30,COLORGREEN,0); //价格小于 30 周期均线时，画 K线为实心阴线

2、将指定区域用颜色填充

MA5:MA(C,5),COLORGREEN;

MA10:MA(C,10),COLORMAGENTA;

MA30:MA(C,30),COLORYELLOW;//将30周期均线绘制成黄色

FILLRGN(C>MA30&&MA5>MA10,MA5,MA10,COLORRED); //价格在30周期均线之上，5周期线大于10

周期线时用红色填充

FILLRGN(C<MA30&&MA5<MA10,MA5,MA10,COLORGREEN); //价格在30周期均线之下，5周期线小于

10周期线时用绿色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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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释、图标、声音使你的图表更生动

当指标或 k线达到某种条件的时候可能是趋势开始的信号，我们经常需要在这样的位置标

注作为提醒，但在指标线非常接近目标值时很容易看错，并且手动在图上标注也非常麻烦。为

了解决这个问题，软件提供了相应的指标，可以在满足您设定的条件时自动在图上标注或声音

提醒，让电脑帮我们标注并提醒我们，既准确、又方便。

1、在符合条件的位置标注文字

KTEXT(ABS(C-O)>MA(ABS(C-O),20)*3,0,H,1,COLORYELLOW,'突破！'); //在长K线上标注黄色

文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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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符合条件的位置标注图标

MA5:MA(C,5),COLORGREEN;

MA10:MA(C,10),COLORMAGENTA;

MA30:MA(C,30),CIRCLEDOT; //将30周期均线绘制成小圆点

DRAWICON(C>MA30&&CROSS(MA5,MA10),L,'ICO1'); //30周期均线之上，5周期均线上穿10周期

均线的时候标注笑脸



22

可选图标

3、在符合条件时，发出声音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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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5:MA(C,5),COLORGREEN;

MA10:MA(C,10),COLORMAGENTA;

MA30:MA(C,30),COLORRED;

PLAYSOUND(C>MA30&&CROSS(MA5,MA10),'B'); //价格在30周期均线之上，并且5周期均线上穿

10周期均线时发出声音报警

注：下图中黄圈处为满足条件位置，盘中满足条件的时候，会发出声音报警。

（四）操作方法

如下图①—⑤所示建立和加载指标。

注：如果下图紫框中选择“副图指标”，指标加载后显示在副图上；选择“主图附加指标”，

指标加载后作为 k线的附加指标显示在主图上；选择“主图 k 线形态”指标加载后代替 k线显

示在主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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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界面个性化

使用一款行情交易软件，一般是从它的界面开始着手，用好软件的个性化设置，打造属于

自己的软件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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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定义系统工具条

软件上方“系统工具条”中的按钮支持自定义设置，不需要的按钮可以删除，需要的按钮

也可以增加。如下图所示：点击红框位置，在弹出的菜单中勾选或取消勾选按钮项，达到增加

或删除的效果。

（二）选项设置

【个性化】中的【个性化设置】，是软件功能设置的集结地，可以找到针对报价、k线图、

分时图、颜色、字体的大部分设置项目，所以要设置成自己的风格请到这里规划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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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页面

页面像文件夹一样，可以对内容做分类，方便快速切换到我们想要查看的内容。页面包括

系统页面和用户自建的个性化页面。

如下图红框所示，是系统按市场划分的行情报价页面。

如下图，我们还可以打造属于自己的个性化页面，以便更加方便快捷的打开我们想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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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页面：右上角菜单【个性化】->【新建页面】->【保存页面】。

建立好的页面可在“自定义”导航下方的页面工具条上点击调用，如上图⑥，或者在右上角【个

性化】->【打开页面】中查看。

在右上角菜单【个性化】->【页面管理】中，可对自设页面进行删除、移动或重命名等修改。

（四）交易界面设置

交易界面中提供很多交易参数设置，如止损参数、条件单参数、超价参数、追价参数等，

用好参数设置，打造更便捷、高效的下单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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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备份个性化设置

可备份的个性化设置包括：自选、页面、工具条设置、画线分析、价格预警、合约叠

加、预备单、交易日志、系统指标区、收藏新闻、选项与参数、默认下单手数、止损参数、

超价参数。

1、本地导入导出页面、画线等个性化设置

如下图所示，点击软件右上方菜单【个性化】->【备份个性化设置】，勾选需要备份

的内容后点击【导出】，即可将个性化设置导出到本地；

在新软件同样位置选择【导入】，再点击之前备份出来的文件，即可导入备份的个性

化设置。

*该备份方式不支持跨软件，如 wh6 导出的页面不可导入 wh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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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云备份页面、画线等个性化设置

如下图所示，点击软件右上方菜单【系统工具】->【文华云服务】->【登录云盘】->

【上传个性化数据】，勾选需要备份的内容后点击【上传到云盘】，即可将个性化设置上

传到云端；

选择【下载个性化数据】即可下载之前存储在云端的个性化设置。

*该备份方式不支持跨软件，如 wh6 上传的页面不可下载到 wh7。

注：需注册文华云账号，通过文华云账号登陆文华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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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导出页面、画线等个性化设置到 wh7

如下图所示，点击软件右上方菜单【个性化】->【导出个性化设置到 wh7】->【导出】，

即可导出 wh6 的个性化设置。

在 wh7 软件右上方菜单【个性化】->【导入 wh6 个性化设置】，再点击之前备份出来

的文件，即可导入 wh6 个性化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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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备份个性化数据时，新软件会覆盖备份时勾选的全部选项，之前的设置不会保留。备份时没有勾选的选项，

会按照之前的设置保留。

例：软件原有页面 x，导入含有页面 a、b、c的个性化设置后，软件里只会显示页面 a、b、c ，页面 x不会

保留。

2.不登录交易账号，相关参数也会上传。按照账号备份的设置，在新软件上下载会根据登录的交易账号显示内

容，其他的设置会按照最后一次上传的内容显示。

按照账号备份的选项：预备单，选项与参数（含下单页面），默认下单手数/止损参数/超价参数。

3.指标公式的备份位置：【系统工具】->【指标管理器】->导入导出->云备份指标公式

第二部分 功能特色

一、数据

（一）文华商品指数—国内期货市场的大盘指数

投资者对某一交易品种价格的变化容易了解，但对于多种相关品种或某一类品种价格变

化，要逐一了解，既不容易也不胜其烦。如果不了解市场环境，投资者很难把握交易的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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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指数可以反映某一类品种的整体走势，为投资者的交易提供既直接又有效的参考信息。

1、文华指数介绍

文华商品指数（wenhua CCI），跟踪国内 44 种上市商品价格综合表现，较全面地涵盖了

目前市场上的期货品种。指数由“文华商品”总指数和“有色金属”、“建材”、“化工”、

“煤炭”、“谷物”、“饲料”、“油脂”、“软商品”、“黑链”、“油脂链”、“玉米链”、

“铁合金”、“原油”十三大分类指数，以及 44 个品种的分支指数构成。指数的实时价格数

据，在文华财经行情信息系统中实时发布，给投资者提供一个国内大宗商品价格即时走势的有

效参考。

2、文华指数构成

文华商品指数：包含 44 个品种，具体见以下工业品和农产品指数的说明；

工业品指数：包含 31 个品种，铜、铝、锌、铅、镍、锡、不锈钢、螺纹钢、原油、燃油、玻

璃、橡胶、NR、塑料、PVC、PTA、甲醇、聚丙烯、苯乙烯、沥青、乙二醇、尿素、纯碱、焦煤、

焦炭、动力煤、铁矿石、热卷、锰硅、硅铁、纸浆；

农产品指数：包含 13 个品种，大豆、玉米、豆粕、菜粕、豆油、棕榈油、菜籽油、棉花、白

糖、鸡蛋、玉米淀粉、苹果、红枣；

有色板块指数：铜、铝、锌、铅、镍、锡；

建材板块指数：螺纹钢、玻璃；

化工板块指数：橡胶、20 号胶、塑料、PVC、PTA、甲醇、聚丙烯、苯乙烯、沥青、乙二醇、

尿素、纯碱；

煤炭板块指数：焦煤、焦炭、动力煤；

谷物板块指数：大豆、玉米；

饲料板块指数：豆粕、菜粕、玉米；

油脂板块指数：豆油、棕榈油、菜籽油；

软商品板块指数：棉花、白糖；

黑链板块指数：焦炭、焦煤、铁矿、螺纹、热卷；

油脂链板块指数：豆二、豆油、豆粕、菜籽油、菜粕、棕榈油；

玉米链板块指数：玉米、淀粉。

铁合金板块指数：锰硅、硅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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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板块指数：原油、燃油。

3、编制原理：

（1）、各品种的指数（如橡胶指数）是加权计算的，以各月份的持仓量为权重。计算的结果

是价格，单位为人民币元。

（2）、文华商品指数，以及各行业指数（如有色板块指数），是算数平均计算的，首先对所

包含的所有品种进行指数标尺化，然后进行算数平均。计算的结果是标尺化的点数。

（3）、标尺的单位为点，最小变动点数为 0.01。标尺以 1994 年 9 月 12 日为基准日（现存最

早的上市期货品种大豆的开盘日期），基准指数为 100 点。

案例一：文华商品指数为交易提供参考信息

同产业链的品种往往会同涨同跌，指数综合了同产业链中所有品种的价格表现，任何品种

的异动都会率先反映到指数价格上，我们只需跟踪指数合约，便可及时了解市场变动，预判交

易方向。

如下图是沪锌 1分钟 K 线走势，红框区域正处于盘整状态，单从图上很难预知后市的走向

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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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在沪锌 K 线上叠加了有色指数的走势，同时观察两组 K 线就会发现，在沪锌盘整

阶段时指数就已开启了下跌趋势，果然，沪锌行情随后开始极速下跌。如果只看单合约的走势，

很难及时发现市场大环境的异动，错失良机。

案例二：文华商品指数提供连续分析数据

如下图是螺纹合约的 K 线走势，做长线交易的趋势分析，总是无法避免合约交割-挂牌期

的跳空（跳空会影响技术指标的连续性）和不活跃期（用户一般不会选择这个时期进行交易），

导致指标效果失真，用具体合约分析长期趋势参考价值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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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是螺纹指数的 K线图，以各月份持仓量为权重加权计算，走势非常接近主力合约，表

现出更强的数据连续性和技术指标连续性，对趋势分析更具有参考价值。

4、调用方法：

方法一：点击软件下方页面中的“商品分类指数”如下图所示。

方法二：在软件报价上点击鼠标右键，点击【合约管理】，在弹出窗口中左侧找到"文华商品"、

"郑州商品"、"大连商品"、"上期所一"、"上期所二"、"上海能源"和"中金所"市场，在中间栏

目中选择对应指数，点【选入】按钮，即可显示需要的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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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色抬头解读市场

常见的报价列表只有价格、持仓量、成交量等原始数据，软件中利用这些原始数据做出

更有利于我们交易的特色抬头指标，能准确揭示合约在市场的活跃程度和主力资金动向，为投

资者选择合约和技术分析提供参考依据。

1、投机度：

活跃的合约往往存在更多交易机会，投资者通常通过成交量的大小来判断合约活跃程度，

但成交量大的合约持仓量往往也会很大，很难单纯通过成交量值判断合约活跃性。软件中增

加了“投机度”抬头，可以用最快最简单的方法找到最活跃的合约。

2、速涨、现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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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通常会在报价列表中找有异动的合约寻找交易机会，抬头中只有涨幅反映当天的

行情涨跌，无法反映出短时间的行情异动。报价列表中新增“速涨”和“现涨”抬头，可以

很容易的发现短时间内上涨/下跌幅度大的合约，可以对这样的合约更多关注，抓住交易机会。

3 、沉淀资金：

沉淀资金可以反映市场资金构成，体现投资者对品种的投资热情。从图中可以看到价格

和持仓量并不高的股指合约占据了市场的一大部分资金，股指价格变化对市场的影响不容小

觑。

4、资金流向：

价格上涨一个百分点，可能是一千万资金推动的，也可能是一亿资金推动的，这两种情

形对投资者而言有完全不同的指导意义。“资金流向”抬头可以反映合约的资金流入流出值

大小，再配合观察投机度指标，如果投机度值也非常大，很可能是大资金在换手进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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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趋势度：

k 线实体越长，则力量越强，反之则力量越弱，趋势度抬头可以反映 k 线实体与上下影

线间的比例，上涨力量越强该值不断接近 1，下跌力量越强该值不断接近-1，力量越弱越接

近 0，再配合涨跌幅，可以更精准的判断力量大小，我们在报价列表上就可以轻松找出哪些

合约更有交易机会。

6、公式原理：

沉淀资金 = 双边持仓量
*
*最新价*交易单位*保证金比例

资金流向 = (双边持仓量
*
*最新价–(双边持仓量

*
-日增仓)*昨收)* 交易单位* 保证金比例

(
*
注：国内期货合约上述公式使用双边持仓量计算，需对持仓量乘以 2)

投机度 = 成交量/持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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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涨 =（最新价 - 前 1 分钟最新价）/前 1分钟最新价

现涨 = 最新价–前一笔最新价

趋势度 =（最新价 - 开盘价）/（最高价 - 最低价 ）

其他特色抬头原理：

流入比例 = 资金流向/沉淀资金

震幅 =（最高价 - 最低价）/ 昨结算

结涨 = 结算价-昨结算

日增仓% = 今日增仓/昨日持仓量

今日涨幅/跌幅 = 涨幅% =（ 最新价-昨结算
*
）/昨结算

(
*
注：默认以昨结算价计算，可在个性化设置->小数点与涨跌定义中修改比较基准价格)

1 分钟涨幅/跌幅 = 速涨 =（最新价-前 1 分钟最新价）/前 1分钟最新价

今日增仓比/减仓比 = 今日持仓量/昨日持仓量

量比 = 今日每分钟平均成交量/前 5 日每分钟平均成交量

成交金额 = 当天累计成交额 = 均价*成交量*合约单位

活跃度 = 每分钟现金流量的指数加权平均，现金流量=1 分钟内的成交金额*保证金比例

委比% = (委买手数-委卖手数)/(委买手数+委卖手数)

日强弱度 = 合约的收益率-上证（深证）指数收益率，收益率=（最新-昨收）/昨收

换手% = 换手率=成交量/流通总股数（总股本）

7、调用方法：

在报价列表单击鼠标右键->抬头格式（域）调整。

8、注意事项：

点击抬头名称（如：资金流向）可以对抬头内容进行排序。

（三）五档行情看清市场

期货中盘口默认显示 1 档买卖，就是说我们只能看到市场上最近的报价和量，无法得知在

买一卖一价之后的深度市场数据和市场上整体情况。而市场行为包含一切信息，一切信息都会

以价格形势反映在图表中，如果能了解市场状态，对我们的交易决策有很大帮助，而五档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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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让我们看清市场。

案例一：五档行情看清市场

下图为普通的盘口，只能看到最近一档的买量和卖量为 339:274.显示多空双方都比较活

跃，但后劲如何我们无法得知。

下图为同一时间的五档盘口截图：可以看到卖②—卖⑤的量远远大于买②—买⑤的量，市

场看空的力量更大。在看买卖方总量对比 1880 ：10357，空方占据了主导方向，短时间内价

格很难出现反弹。通过五档数据，让我们深度的了解了市场状态，为我们的交易提供了更多的

参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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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买卖量右侧的绿条为量的比例，+-数字为各价位委托手数的增减。

案例二: L2 数据让我们发现大单：

在普通的盘口上，我们只能看到买一/卖一价的总量，这个量有可能是一个人的行为，也可能

是多个人的行为，无法预测是否有大单存在。

L2 数据可以显示出买一/卖一量的前 10 笔挂单组成，如下图：卖一量为 1256 手，这 1256 手

由多笔挂单组成，其中的第一笔 1000 手为一人所挂，大单空向行为显现，再配合持仓量增减

可以确定大单进/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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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调用方法：

大商所有五档和 L2 数据发布，中金所有五档数据发布，都为收费项目。如需购买请点击

软件菜单的【帮助】－>网购付费功能，进行购买。付费后您会获得一个带有授权行情账号，

用此账号登陆软件，自动显示五档/L2 数据。

2、注意事项：

中金所五档不提供市场的加权平均价格和总委量，软件中显示的是五档的算术平均价格

和五档加和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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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权

（一）T型报价

1、专业的 T形报价

期权合约复杂繁多，我们需要一些重要的辅助数据来判断期权合约的风险和价值。如常见

的风险指标 delta、Gamma 等。但这些数据交易所不发布，在国外很多机构自己购置计算软件、

计算工具根据模型输入市场数据做出来，对于我们普通的交易者更是难于实现。

软件中提供了专业的期权 T 型报价（如下图所示），不仅让复杂繁多的期权合约清晰化、

简单化显示，还提供了实时监控各类风险的抬头报价，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注：红色底为实值合约区，蓝色底为虚值期权合约区，可在菜单【个性化】—>个性化设置中修改底色。

2、风险抬头指标解析

Delta：

衡量标的物价格变动时，期权价格的变化幅度。

如，Delta=0.5，那么标的物价格涨一元，期权价格会上涨 0.5 元。该值越高，意味着期权价

格对标的资产价格变化越敏感。

Gamma：

衡量标的物价格变动时，期权 Delta 值的变化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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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值越高，意味着 Delta 值对资产价格变化越敏感。

Theta：

衡量随着时间的消逝，期权价格的变化幅度。

简单理解为时间每经过一天，期权价值会损失多少。

Vega：

衡量标的物价格波动率变动时，期权价格的变化幅度。

该值越高，期权价格对波动率的变化越敏感。反之，波动率变化对期权价格变化的影响越小。

Rho：

衡量利率变动时，期权价格的变化幅度。

也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期权价格对无风险利率变化的敏感程度。该值越高，期权价格对利率变化

越敏感。

杠杆比率：

标的物价格与期权价格的比值。

杠杆比率越高，标的物价格每单位的变动可带来的盈利或亏损就越大，意味着投资风险较高.

溢价率：

期权到期前，标的物价格需要变动多少百分比才可让期权投资者在到期日实现损益平衡。

溢价率衡量期权风险高低，该值越高，实现损益平衡越不容易，投资风险越高。

3、调用方法

点击软件左侧导航条上的“期权”，或者在期货合约报价列表单击鼠标右键—>期权链。

注：报价列表右键—>抬头格式（域）调整，调用更多风险指标抬头。

（二）彩票式交易策略

期权合约数量是标的物数量的 20 倍之多，想从众多合约中寻找合适交易的那一个需要很

大工作量。软件将期权中常用的策略分析方法，划分为六种彩票式交易策略，自动为我们筛选

适合各类策略的合约，并对每个期权合约给出简洁、专业的损益平衡分析图，让期权交易有了

最得力的助手。

案例一：以小博大（似买双色球），“看大涨”策略

使用时机：多头涨势如虹，预料后续还有一波不小的涨幅。

付出相对较低的有限成本买入看涨期权，标的合约行情大涨超过损益平衡点后行权，可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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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丰厚利润（涨势越大，赢利越多），似买双色球（投入小，损失小，胜率低，有可能获得高

回报）。当然，你也可以在行权前转手卖掉期权合约，赚取其中的价差。“看大涨”策略中罗

列出了符合此交易需求的期权合约（与此相反则是“看大跌”策略）。

下图为“看大涨”期权合约报价，及合约对应的损益平衡分析图。

案例二：以大博大（似买刮刮卡），“看小涨”策略

使用时机：看多后市，但认为不会大幅上涨。

付出相对略高的有限成本买入看涨期权，标的合约行情上涨超过损益平衡点后行权，可获

得利润（涨势越大，赢利越多），似买刮刮卡（投入稍高，损失稍高，胜率稍高，也有可能获

得高回报）。当然，同样你也可以在行权前转手卖掉期权合约，赚取其中的价差。“看小涨”

策略中罗列出了符合此交易需求的期权合约（与此相反则是“看小跌”策略）。

下图为“看小涨”期权合约报价，及合约对应的损益平衡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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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 “看不涨”策略（似卖双色球）。

使用时机：期货价格经过一段上涨，面临高点或阻力，预计后市转空或者进行调整。

卖出看涨期权，获得权利金。当标的合约行情下跌，期权买方不会行权，这样可以获得权

利金，如果行情上涨超过损益平衡点将会损失，上涨越多，损失越大。似卖出双色球（收益小，

胜率高，一旦失败，损失不可预计）。当然也可以在行权前平仓，获得价差收益。“看不涨”

策略中罗列出了符合此交易需求的期权合约（与此相反则是“看不跌”策略）。

下图为“看不涨”期权合约报价，及合约对应的损益平衡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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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调用方法

点击软件左侧导航条上的“期权”，或者在报价列表单击鼠标右键—>期权链，调出期权报价

页面，在点击下图红框位置调出不同策略的报价列表及损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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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的期权交易界面

一、明了易用的下单界面

期权合约由于有认沽认购两种形式，因此，交易方向由期货的开、平双向，变成了四个方

向。投资者的每一次交易所需要关注的焦点也就多了一倍，例如，认沽认购方向、买卖方向等。

Wh6 期权交易界面可直接从 T 型报价抓取合约信息，配合特有三键下单、传统下单两种风格

的交易界面，让投资者在不需要改变期货交易操作习惯的前提下，更便捷的交易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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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智能行权

期权买方拥有决定行权或放弃行权的权利，而卖方则必须被动行权，若投资者持有多个期

权合约，并同时包含买卖两种方向的持仓，那么，在行权时，持仓界面的卖方持仓就成了操作

上的干扰，给行权造成了不便。软件特设行权界面，自动筛选可行权持仓，并按照标的物合约、

认沽认购方向分类排列，为投资者省去了行权时不必要的筛选和思考。

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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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机开平仓

如下图①-③所示，是如何利用三键下单进行期权下单。注：点击【平仓】按钮后，软件

根据持仓方向自动判断发买平或卖平委托。

2、行权/放弃行权

如下图所示是如何进入行权/放弃行权界面

行权：如下图所示，是如何进行行权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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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行权：如下图所示，是如何放弃行权操作

撤销行权/放弃行权申请：如下图所示，是如何撤销行权/放弃行权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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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权交易使用小技巧

1、T 行报价直接抓价下单，省去填单步骤

2、行权界面可做看涨、看跌期权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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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方法

在软件右下角点击【期货户】，登陆期权交易服务器，调出交易界面，即可在该界面交易期权。

注意事项

1、下单默认手数，在交易界面左侧菜单的【默认手数】中设置。

2、三键下单界面点击“买多”“卖空”按钮进行开仓时，按钮上显示的价格即为委托价。

3、下单时的相关参数设置可以在交易界面左侧的【参数设置】—>【选项设置】中找到。

4、软件不限制提交虚值（实值）期权行权（放弃）申请的，但会给出是否行权（放弃）的确

认窗口，避免投资者误操作。

5、当资金或持仓（客户）不足导致行权失败时，软件会给出相关信息的反馈。

常见问题解答

1、是否支持限价下单？

答：支持，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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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是否支持对价、挂价等市价指令？

答：支持，期权三键下单界面支持和期货一样的五种市价下单指令，如下图所示

五种下单指令含义如下：

（1）排队价：买入以买价发委托，卖出以卖价发委托。

（2）对手价：买入以卖价发委托，卖出以买价发委托。

（3）市价时：买入以涨停价发委托，卖出以跌停价发委托。（交易所撮合最优价成交，因此

和市场价下单效果是一样的）

（4）最新价：买入/卖出都以最新价发委托。

（5）超 价：买入以对手价+N 个变动价位发委托，卖出以对手价-N 个变动价位发委托。N 可

在交易界面左侧菜单【超价参数】中设置。

注：当超价后的价格超过涨跌停板价格时，以涨跌停板价格委托。

3、是否支持期权合约询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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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支持，如下图所示，是如何进行询价和查看询价记录

4、如何查看期权合约持仓？

答：可直接在下单界面查看期权持仓

5、期权开仓是否收取保证金？

答：买入期权开仓收取权利金，交易冻结权利金。

卖出期权开仓收取保证金，交易冻结保证金。

保证金可在持仓栏查看，权利金可在资金菜单下查看。

6、买入期权，行权后，如何查看获得的期货合约？

答：可直接在交易界面查看，行权完全完成后，会在持仓界面出现相应的认购/认沽期权合约

对应方向的标的物期货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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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图表

（一）特色分时图

案例一、红绿柱揭示多空能量对比

常见的分时图上只有分时线、成交量、持仓量，均价线常见价量指标，没有体现多空双方

力量的指标。如下图，股指开盘后价格下探，之后有了小幅的回调，此时无法预测后势，如果

能知道当时的多空力量对比情况，对我们的交易决策有很大的帮助。

软件分时图中轴增加了反映多空能量对比强度的指标，红柱代表多头强，绿柱代表空头强，

柱的长短代表能量的大小。如下图所示，价格出现回调时如果能同时观察能量柱，会发现绿柱

在逐步缩短，空方力量在减弱，如果当时持有空仓，要小心了。随后能量柱由绿转红，多方力

量增强，价格出现了微幅上涨。多空能量柱让我们在分时图上又多了一个参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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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计算方法：

（当前价格-前第 5 分钟价格）/ 前第 5 分钟价格,开盘 1-5 分钟均与开盘价比较。正数为红

色，负数为绿色。

2、调用方法：

打开软件上方菜单【个性化】下的“个性化设置”，在左侧找到“分时图设置”，勾选“显

示多空能量红绿柱”。

案例二、叠加其他合约分时走势，价差变化一目了然

关联合约的价格走势会存在一定的变化关系，所以我们在交易的时候，对其相关联合约的

价格走势也要实时注意，但这样需要频繁在两个合约间切换观察比对，非常麻烦。如下图所示

为在沪深 300 与 if 合约的分时图，在交易时经常需要在两个合约间来回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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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将两个合约的分时线放在一张图上显示，就会更直观、方便，给我们省去了很多麻

烦。下图为 IF 叠加了沪深 300 合约分时图，价差变大变小一目了然。当 if 与沪深 300 价格超

过合理价差时，可以对 IF 做相应的买入/卖出委托。

调用方法：

分时图上点击鼠标右键->叠加参考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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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除跳空还你连续图表

由于新旧合约更迭，在新合约上市时会出现大幅度跳空缺口，使得图表断档不连续，这样

的图表无法使用画线、指标等常规方法进行分析；以指标为基础的程序化也可能因为跳空影响

而出现错误的信号，导致错误的指导。

跳空现象不仅出现在新合约上市阶段，由于受到境外夜盘影响，也经常出现在每天的开盘

时间，在开盘的关键时刻影响我们对行情的判断。

案例一：

下图为if1305日k线图，合约在交割—挂牌（2011.5.20-2012.3.19）期间存在很大跳空，

均线大幅度偏离k线趋势，均线指标失去了分析指导作用。

图一

下图为if1305日k线消除跳空后的效果。在交割—挂牌的无数据期间补充了if加权指数日

线数据（白色K线部分），消除跳空后图表更连续，指标更平滑，我们即可按惯用的方法做分

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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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案例二：

下图为 if1305 的 1 分钟 k 线图，在 2013.4.24 日开盘价和前一天的收盘价间存在很大跳

空，均线受前一天 k线数据影响，对开盘的做空趋势反应迟钝。

图三

下图为消除跳空后的 if1305 1 分钟 k 线图，消除跳空后均线与前一天趋势保持一致，均

线交叉形态彻底形成，做空指令显现，消除跳空后我们得到了更多的信息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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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1、消除跳空原理：

原理 1：折算历史 k线数据

（1）日线以下周期

以交易日作为消除跳空点，用新一天第一根 K 线开盘价-前一天最后一根 K 线收盘价，加到前

一日 K线的高开低收上，消除 K 线图上的隔夜缺口。

（2）日线周期

① 主连合约

以主连换月时间作为消除跳空点，用新主力合约在换月前一日的收盘价-旧主力合约在换月前

一日的收盘价，加到前一段主连合约 K线上，消除 K线图上的换月缺口。

② 非主连合约

以合约挂牌时间点作为消除跳空点，用跳空点的开盘价-跳空点前一日的收盘价，加到前一段

合约 K线上，消除 K线图上合约交割的缺口。

原理 2：插入一段仿真 k线

在合约交割至挂牌期间插入文华品种指数的数据。仅支持日线周期使用。

2、注意事项

（1）日线以上周期、自定义日及以上周期、秒周期不支持消除跳空。

（2）消除跳空机制目前还尚未应用到外盘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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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调用方法：

k 线图界面点击鼠标右键－>更多－>消除跳空。

（三）分价图的解读—显现压力位看清成交密集区

如下图所示，分时图的横坐标是时间，纵坐标是价格和成交量，从分时图中可以分析出每

一个时间点的成交量对价格的影响。但如果想除去时间条件了解某个价位上的总成交量，分析

市场中对哪个价位争议最大，及某个价位上多空双方的对比情况，分时图就无法实现了。

想要除去时间看清真正的价量关系，我们需要一个以成交量为横坐标、价格为纵坐标的图

表，下图右侧的分价图正是这样的图表。从分价图中可以很容易找到成交量最大的价位，这样

的价位很可能成为日后的一个支撑、压力价位。再看下图价位对应的多空双方的成交量，大部

分价位都是空方（绿线长度)大于多方(红线长度），合约的价格也在空方的推动下呈现逐步下

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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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

分价图以当日逐笔成交明细数据为基础，统计每个价位上的总成交量以及多空双方成交量

大小，并绘制横线显示（绿柱代表空头成交量，绘制在前；红柱为多头成交量，绘制在后）。

总成交量横线的分布可直观的反映成交集中在哪些价格上；对比红线和绿线的长短，可洞

悉该价位上多空力量的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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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价图解读：如上图，以多方成交为例，在 7048 价位上成交手数为 242，其中多方成交手数

110，成交 5 笔，占该价位总成交量的 45.45%；

调用方法

如下图，是分价图的调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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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常见问题解答：

1、分价图右侧的两条小横线各代表的是什么价格？

答：分价图右侧的黄色小横线代表最新价价位；

白色小横线是涨跌基准的价格，可在右上角菜单->【个性化】->【个性化设置】->【小数点涨

跌定义】中调整涨跌比较的基准价。

（四）交易日记—记录交易动态，及时纠偏

复盘是投资者总结交易经验的重要途径，但对于主观交易者来说，成交记录反映的只

是交易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对交易计划、执行过程的回顾和反思。软件提供交易日记

功能，可直接将交易感悟标注在对应的 K线上，相比普通记录方式更加便捷直观，结合 K

线形态可系统的分析交易中的问题，及时纠偏。

如下图，在盘中记录这根 K线上的交易计划、入场点以及判断理由等内容，记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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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线下方会生成图标标记，点击图标可直接查看日记分析。

调用方法：

在 k 线图上点击鼠标右键 -> 更多 -> 交易日记，热键 Ctrl+N。

使用方法：

1、在 K 线图右键菜单选择“交易日记”，在弹出的编辑框中记录交易相关内容；

2、弹出的对话框默认显示最新 k 线日期，可通过日期控件调整日期；

3、点击 K 线下方的交易日记标志，可打开日记分析；

注意：

1、交易日记保存在本地，支持导入导出/个性化上传下载备份；

2、交易日记根据客户端记录，同一客户端记录的日记不区分交易账号显示；

3、分钟到日线之间的周期，可以显示交易日记；在分钟/小时周期记录日记，日记图标显示在

当天最后一根 k线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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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特色指标

1、多空量比指标

目前期货市场中有一种被普遍应用于预测行情走势的方式是：看成交多空双方的力量强弱，

市场多方力量强价格会上涨；空方力量强价格会下跌。当成交量出现异动时，多空双方力量强

弱会明显显示出来，我们可据此预测价格走势。

但市场上出现明显异动的情况不是天天都有发生，如下图所示。如何找到一个指标能更好

的了解多空双方力量强弱？？

文华独创的“多空量比（DUALVOL）”指标对期货市场成交量变化具有更高的敏感度，可

实时揭示多空能量强弱，如下图所示。用户可以根据指标中的红、绿柱判断市场多空双方力量

强弱，从而对市场的未来走势判断提供更精准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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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理：

柱 高：主动买量与主动卖量的差值；值为正则在中轴之上画柱，值为负则在中轴之下画柱。

柱颜色：柱颜色与主动买量、主动卖量的差值有关，求 SMA(主动买量-主动卖量，P,1)的返

回值，如果值为正则为红色柱，值为负则为绿色柱（P为指标的参数值，可自己修

改。)

（2）调用方法：

在 k线图的副图上单击鼠标右键—>技术指标—>量仓分析指标—>多空量比。

调用热键：DUALVOL

（3）相关常见问题解答：

①、主动买量，主动卖量是怎么计算的？

答：最新成交价与卖价相同则该笔成交量为主动买的成交量，最新成交价与买价相同则该笔

成交量为主动卖的成交量。

②、如何修改“多空量比”指标参数 p 的值？

答：在多空量比指标上点击鼠标右键—>设置指标参数。选中 DUALVOL，修改右侧 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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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持仓异动指标

期货交易讲究顺势而为，也就是说要跟随目前主导行情的力量进行交易；这些力量的异动

往往是行情逆转的重要因素；例如：当市场处于上升趋势时，表明长线多头主力占据了控制权，

这时多头的减仓行为对上升趋势的打击会远比空头的加仓行为大；因此观察多头、空头增减仓

情况可以作为研判后市行情逆转的重要参考因素。

目前常用的 CJL（成交量）指标能够帮助我们判断成交量和持仓量的总体变化，但它缺乏

敏感性，当看到放量我们再去追行情可能已经错失良机。

文华独创的“持仓异动（CCL）”指标通过提示“多头增仓”、“多头减仓”、“空头增

仓”、“空头减仓”这四个重要的多空动作，明确揭示具有主导作用的多空力量的动向，在传

统的仓量指标基础上，为趋势分析提供了更有深度的信息，让交易者能够提前做好准备，而不

至被打的措手不及，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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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理：

标注文字
收盘价与前一周

期收盘价比较

持仓量与前一周期持

仓比较
柱体颜色及位置

多头增仓 收盘价上涨 持仓量增加 红色、零轴之上

空头减仓 收盘价上涨 持仓量减少 红色、零轴之下

空头增仓 收盘价下跌 持仓量增加 绿色、零轴之上

多头减仓 收盘价下跌 持仓量减少 绿色、零轴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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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高：持仓量增量。

（2）、调用方法：

在 k线图的副图上点击鼠标右键—>技术指标—>量仓分析指标—>持仓异动。

调用热键：CCL

四、交易

（一）画线下单—脱离下单窗口

有不少习惯于看图表下单的投资者，但是要下单还需要再调出下单界面，无法在图表上直

接精准的完成下单动作；文华独创的画线下单就是针对这一现象而设计的， 通过画线的方式

在图表上快速做出反应，即方便又可缓解盯盘的辛苦。

案例一：根据图表形态直接在图表上画线下单

例如下图一，开盘后价格一直在震荡，此时无法预测后市是突破上涨还是下跌。利用画线

下单，可直接在图表上确定突破前期高低点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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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画线后无论价格突破上沿或下沿，系统都会被触发自动发出下单委托。例如下图二，行

情向上突破画线，买开仓线触发，成功开仓，持有多单 1手。使用画线下单无需盯盘，直观、

精准瞬间完胜！

图二

案例二：画线下单可对突变行情做急速应变

例如下图三，对于已有的持仓我们可以提前画好平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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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但是行情有时会发生突变，例如下图四，行情突然强势下拉，这时根据盘感判断可能有一

波极速的下探行情，随即我们快速向下拖动平仓线以跟随图表形态修改平仓价位；画线下单可

以在毫秒间完成拖动，帮我们利润最大化，如果使用传统的以价格设置平仓的方式，很可能来

不及修改平仓价格而直接被触发下单，从而失去赚取更多利润的机会。



74

图四

1、调用方法：

方法一：在k线图或分时图点鼠标右键->画线下单

方法二：点击软件上方菜单栏中的【账户】->【期货账户】->【画线下单】，即可调出画线下

单工具。

方法三：点击软件上方工具条的“...”按钮，勾选画线下单，工具条上即可调出画线下单。

2、画线下单触发原理：

最新价碰触/越过画线时触发画线下单；如果价格跳空（如开盘跳空）直接穿越画线也可触发。

3、使用方法：

（1）、设置画线

点击画线下单板按钮，在弹出窗口中（如上图所示）设置手数后，鼠标移动到图表预画线

的位置，单击鼠标左键，画线完成。

注：画“买、卖、平、反”线时勾选“使用默认下单手数”，则画线时按照下单界面左侧的"默认手数"

值作为下单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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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拖动画线改变价格

当鼠标在画线附近变成“小手”形状时，按住鼠标左键，拖动画线到目标价位，松开鼠标，

价格即修改完成。

（3）、修改画线下单参数

当鼠标在画线附近变成“小手”形状时，单击鼠标右键，选择【画线属性】即可修改价格、

手数和买/卖方向。

4、按钮动作解析：

（1）买/卖：画买/卖开仓线；

（2）平：画平仓线(根据持仓自动判断方向)；

（3）反：画反手线（平仓成交后反向开仓，如果既有多头又有空头，会在画线时弹出提示框

选择反手方向）；

5、注意事项：

（1）、开仓后可画多条对应的平/反线，先满足先触发，当没有持仓时，平、反线依然保留且

有效，当价格达到平反线位置时会触发平仓委托，但由于手数不足，会委托失败。

（2）、画线直接保存在云端，本地断网、断电、交易未登陆画线依然可以触发。

（3）、画“买、卖、平、反”可在交易界面左侧【条件单参数】中设置持续性，可设置当前

交易日有效或永久有效。

6、相关常见问题解答：

1.画线下单触发后为什么没成交？

答：画线下单是在合约价格满足画线条件后向交易所发送平仓委托的，委托到交易所后最

终能否成交要看委托价格是否满足交易所的撮合成交条件，如果满足了就可以成交，不满

足即不能成交。画线下单委托价格在软件中可设置，如何设置请参考下面问题 4。

2.画线下单时，为什么成交价和画线价格不一样？

答：画线下单中画线价格是系统确认是否发出委托的依据价格，而委托时，系统会按照您

设置的委托形式下单，例如设置了对价委托，那么会以市场上当时的对价发出委托；成交

价是由交易所撮合成交的结果。

3.画“买、卖、平、反”线时不显示默认手数的框了，如何再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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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下单界面左侧【条件单参数】中取消勾选“画线下单使用默认下单手数”，画线时会

再次弹出手数设置框。

4.“买、卖、平、反”触发后的委托价格如何设置？

答：下单界面【条件单参数】中“画线下单委托价”处可以设置触发后的委托价格，例如

下面的图五。

各个选项含义如下：

“画线价”，买入／卖出都以画线价格委托。

“对价”，买入以卖价发委托，卖出以买价发委托。

“市价”，买入以涨停价发委托，卖出以跌停价发委托。（交易所撮合最优价成交，因此

和市场价下单效果是一样的）

“最新价”，买入/卖出都以最新价发委托。

“超价”， 买入以对手价+N 个变动价位发委托，卖出以对手价-N 个变动价位发委托。可

以在交易界面左侧菜单【超价参数】中设置。

注：当超价后的价格超过涨跌停板价格时，会以涨跌停板价格委托。

5.“买、卖”线开仓后是否可以自动止损？

答：下单界面的【条件单参数】中“画线下单自动止损”选择启用，例如图五，买卖线开

仓后会有止损功能。止损的默认策略和止损价差参数，可以下单界面左侧【止损参数】中

设置。

图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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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鼠标炒单

炒单用户根据盘感入场，委托方式也是在盘感出现后确定的，所以不能把委托方式预先设

置好。但炒单要求快，如果想进场再去调委托方式，恐怕行情已经过去了。软件中提供了闪电

炒单界面，可以方便的以任意价格进出场，极大方便喜欢用鼠标下单的炒单用户。

鼠标炒单将行情中的各档价格和量显示在交易界面中，通过点击价格对应的买卖量，达到

以指定价格发送委托的效果，除此外，还提供了方便的撤单和可视功能，如下图所示：

调出方法

软件右上角菜单【账户】—>【期货账户】—>闪电炒单

注意事项

1、手数为事先设置的默认下单手数。默认下单手数可以在交易界面左侧“参数设置”中“默

认手数”中设置。

2、价格栏中设有灰色滚动提示条，可以清晰直观的看出价格的变动方向。

3、“同向下单时撤掉原有挂单”如果打钩，委托时如果同向有挂单，会先撤掉挂单，再发

委托。如果不勾选，委托时则不会撤掉同向挂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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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键盘炒单—29 种委托方式一键下单

炒单用户根据盘感入场，委托方式也是在盘感出现后确定的，所以不能把委托方式预先设

置好。但炒单要求快，如果想进场在去调委托方式，恐怕行情已经过去了。软件中提供了 29

种键盘委托方式，一键下单，助炒单用户一臂之力。

案例：多样的委托方式，炒单用户可以策略委托

下图为股指合约盘口，当我们计划买入合约时发现买卖价出现了 2 个最小变动价位的断档

（买价 2620.2，卖价 2620.6），如果以 2620.2 的价格发买委托，需要排在 170 个买单之后，

很可能成交不了，如果以对价 2620.6 买入，虽然成交几率提高，但由于盘口断档我们的成本

也会相对抬高，并且这个断档越大我们的成本越高。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以 2620.4 的价格买入，即在挂价基础上加一个最小变动价位，不仅

提高了成交几率，成本也要比对价委托低。炒单热键中的“插队买”正是这样一种委托方式。

1、使用方法：



79

（1）打开下单界面左侧的【炒单热键】，例如下图所示，点击快捷键处位置设置动作的快捷

键：

（2）按 ctrl+开/关的快捷键，启动键盘下单界面，如上图所示应该按 ctrl+z。当在软件右上

角出现如下图红框所示界面时，说明炒单热键功能已经成功启动了，在键盘上按设置好的

快捷键，可以做出相应操作或委托。

炒单热键动作解析：

开/关：启动键盘下单界面。

开/平/自动：设置下单时的委托方向。如果选择自动，会根据仓位情况决定开/平方向，如：

有多头持仓时点"卖"快捷键,会自动平多，而不是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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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给炒单窗口：光标定位在炒单窗口的手数位置，按手数增减快捷键可以调手数。

切换合约：按顺序切换报价列表合约，图表为分时或 k 线图时可以使用 pgup/pgdn 键切换合约。

挂 1-5 买：在买价基础上减 0-4 个最小变动的价位的价格发买委托。

挂 1-5 卖：在卖价基础上加 0-4 个最小变动的价位的价格发卖委托。

插队买/卖：在买/卖价基础上加/减一个最小变动价位的价格发买/卖委托。

成交价买/卖：以最新价的价格发买/卖委托。

对价买/卖：以卖/买的价格发买/卖委托。

超价买/卖：在卖/买价的基础上加/减 N 个最小变动单位价格发买/卖委托。

涨板买入/卖出：以涨跌停板价格，发买/卖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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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写满仓手数：填写最大可开仓手数。

撤单： 撤掉当前合约所有挂单。

撤最易成交的买单：撤委托价最高的买委托单（不区分开平方向，只看价格）。

撤最易成交的卖单：撤委托价最低的卖委托单（不区分开平方向，只看价格）。

反手：平掉当前合约持仓，并相同手数反向开仓。

挂赢 N 点平仓单：在成交均价的基础上加/减 N个最小变动价位的价格发平仓委托。N 值可在

【炒单热键】右侧设置。

挂赢 2-5 点平仓单：在成交均价的基础上加/减 2-5 个最小变动价位的价格发平仓委托。

对价全平：对当前合约所有持仓以对价发平仓委托。

挂价全平：对当前合约所有持仓以挂价发平仓委托。

市价全平：对当前合约所有持仓以市价发平仓委托。

超价全平：对当前合约所有持仓以超价发平仓委托。

插队全平：对当前合约所有持仓以插队价发平仓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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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注意事项：

（1）"手数"框中的默认手数，可以在下单界面左侧【参数设置】中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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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小键盘上的 NumLock 键锁定时小键盘上的快捷键才有效。

（3）关闭炒单后，炒单热键的键，才能用来输入。

（4）快捷键中的字母都为大写，下单时注意把键盘的"大写锁定"打开。

（5）炒单热键开仓可以支持自动止损止盈。在下单界面左侧【止损参数】中，勾选"开仓自动

止损止盈"。再用炒单热键开仓时，可以按照【止损参数】中的"默认策略"和"国内合约

默认价差参数"中的参数值启动止损。

（四）多样的云止损止盈—止损同样需要策略

您的止损策略还停留在用固定价格止损止盈么？趋势行情中，您的头寸是否常被小幅震荡

触发止损洗掉出局，遗憾的错过了后面的行情？软件中提供了多种止损策略，让投资者在趋势

的震荡中保住头寸，让利润跟随行情奔跑。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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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理说明：

（1）限价止损、限价止盈原理：

传统止损止盈方式，以固定价差做止损止盈。

（2）跟踪止损原理：

这是一种动态止损方法，止损价位会随着盈利的增加而变化，这种方法可以最大程度实现"让

盈利奔跑"。做多开仓，设置跟踪止损后的最高价每上涨一个价位，止损平仓价就跟着上涨一

个价位，当价格从 回撤了设置的止损价差时，触发止损。下图为做多跟踪止损示意图，

做空则相反。

：此最高价是从设置止损后开始记录的，不一定是开仓后的最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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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本策略原理：

做多开仓后，在"开仓均价+设置的保本价差"位置产生了一条保本线，最新价超过设置的保本

止损线后，再回落到这个保本止损线时才触发止损。这是一种现代人的止损思想——盈利状态

下止损，目的是保住赚到的利润，文华软件中通常称之为"保本"。下图为做多保本止损示意图，

做空则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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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止损止盈触发原理：

最新价达到止损（止盈）价自动触发止损（止盈）；如果价格跳空（如开盘跳空）直接穿越止

损止盈价同样可以触发。

注：止损止盈默认以市价委托，点击查看止损单/条件单/市价单风险揭示。

3、使用方法：

（1）开仓自动止损止盈设置：

①、手动开仓成交后，持仓单自动带有止损止盈设置。

手动开仓是指使用“三键下单”、“传统下单”、“下单工具条”、“闪电炒单”、

“炒单热键”、“下单键盘”开的仓。按下图①~④步设置好，当开仓成交后持仓自动

带有③处所选的止损止盈策略（止损止盈的价差值取图中④处的设置值）。

②、条件单开仓和画线开仓如果启动了开仓自动止损（交易界面左侧的【条件单参数】中

设置），也是按照上图③处的默认策略和④中的参数值启动止损。

（2）对已有持仓设置止损止盈：

①、设置止损单

持仓列表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窗口中如下图①~③步所示，设置止损单。

http://www.wenhua.com.cn/popwin/sjdf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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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盘浮动，价位回撤 ”计算公式：多头止损价位=启用止损后的最高价-回撤价位

空头止损价位=启用止损后的最低价+回撤价位

②、设置止盈单

持仓列表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窗口中如下图①~③步所示，设置止盈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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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设置保本单

持仓列表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窗口中如下图①~③步所示，设置保本单。



87

“保本策略”计算公式：多头保本平仓价位=开仓均价+盈利价差

空头保本平仓价位=开仓均价-盈利价差

④、拖动持仓线设置止损止盈

在持仓线处按住鼠标左键，然后向上或向下拖动，可以直接对持仓合约设置止损止赢。如

下图对沪镍 1605 设置止损止赢线，已经设置的止损止赢可随意拖动，在止损止赢线上点击鼠

标右键—>删除，可删除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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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仓同时设置任意止损止盈价

按下图①~③所示步骤开仓成交后，持仓单会自动带止损止盈设置（止损止盈价在下图

②处设置）。

注：1止损价或止盈价设置为 0，相当于不启动止损或止盈；

2 买开仓动态跟踪的价差=图中②里"价格"-"止损价"，卖开仓动态跟踪的价差=图中②里"止损价"-"价

格"。如果差值小于 0，相当于不启动止损；

（4）暂停、启用、修改、删除设置好的止损止盈单

如下图所示：在止损单列表点击鼠标右键，可以暂停、启用、修改、删除止损止盈单。

注：如果暂停在重新启用跟踪止损，止损价=启用后出现的最高（低）价-(加)回撤价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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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意事项：

（1）设置损盈单后，使用其他软件修改了交易密码，需要在文华软件重新登录交易，否则损

盈单触发时会委托失败。

（2）设置损盈单后，使用其他软件平仓，需要在文华软件上手动删除损盈单，否则损盈单满

足条件仍然触发，触发时会对账户持仓平仓，若无持仓，则损盈单委托失败。

（3）开盘后价格跳空，直接越过止损/止盈价，损盈单会直接触发，成交价是开盘后最新的价

格附近的价位。

5、相关常见问题解答：

（1）止损止盈单在退出交易后还能触发吗？

答：止损止盈单在云端保存，且永久有效，软件退出、电脑断网/断电都不受影响。

（2）云端止损止盈单一定能成交吗？

答：不保证成交，云端止损止盈单在文华云端监测止损止盈条件是否满足，满足后再委托

到交易所，能否成交要看委托价格是否满足交易所的撮合成交条件，如果满足了就可以成

交，不满足即不能成交。

（3）云端止损单若触发了，软件里能看到吗？

答：可以在已触发列表中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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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设置了止损止盈后，可以再手动平仓吗？

答：可以，止损止盈设置在本机监测，未发到交易所，不占用您的可用持仓，所以可以手动平

仓。

（5）手动平了某合约的部分仓位后，该合约对应的止损止盈单的数量也会相应减少吗？

答：不会相应减少，如有 3 持仓，分别设置 3 个止损单，当手动平掉 1手后，止损单仍然为 3

个，哪个止损条件先满足，先触发委托，当该合约持仓全部平掉后，止损止盈单自动被删

除。

（6）1手持仓，可以设置多个止损止盈单吗？

答：可以，一个持仓可以设置多个止损止盈单，哪个先满足就先触发，当没有持仓时，剩余的

止损止盈单自动被删除。

（7）如何知道我的持仓是否设置了止损止盈？

答：如下图所示，看持仓界面的“损盈”列是否有√，如果有，说明该持仓有止损止盈设置。

除了此方法外，还可以在“损盈单”列表看止损单的详细情况。

（8）止损止盈为什么没成交？

答：止损止盈是在合约价格满足您设置的止损止盈条件时向交易所发送平仓委托的，委托到交

易所后最终能否成交要看委托价格是否满足交易所的撮合成交条件，如果满足了就可以成

交，不满足即不能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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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止损止盈的成交价为什么和我设置的止损止盈价不一样？

答：软件中设置的止损价格是触发价，也就是说这个价格是系统确认是否发出委托的依据价格。

委托时系统会按照投资者设置的委托形式下单，例如设置了对价委托，那么会以市场上当

时的对价发出委托，成交价是由交易所撮合成交的结果。

（10）如何设置止损止盈的委托价？

答：如下图所示，在下单界面左侧的【止损参数】中设置。

“对价”，买入以卖价发委托，卖出以买价发委托。

“市价”，买入以涨停价发委托，卖出以跌停价发委托。（交易所撮合最优价成交，因

此和市场价下单效果是一样的）

“超价”， 买入以对手价+N 个变动价位发委托，卖出以对手价-N 个变动价位发委托。

可以在交易界面左侧菜单【超价参数】中设置。

注：当超价后的价格超过涨跌停板价格时，会以涨跌停板价格委托。

（11）有 10 手螺纹 1910 合约，可以分批次止损止盈么，如何再新增止损止盈单？

答：可以，点击下图的下拉框，可以新增止损单、止盈单、保本单，这样就可以实现多批

次止损

注：止损触发时，交易所会按照先开先平的原则平掉持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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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在哪里找止损的相关设置？

答：如下图所示，下单界面的【止损参数】中可以找到止损的相关设置。

①开仓自动止损的基准价：

计算止损价格离不开基准价，比如设置开仓后亏损 10 个点止损，我们要有一个基准价，

用它来判断现在亏损了几个点。软件中有两种形式的基准价，分别是第一批成交价和委托发出

时对价。

②默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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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设置的是开仓自动止损止盈的策略形式，软件提供多种策略组合，一个合约可以同时

启用多个止损策略。

③多单止损比较/空单止损比较：

多单止损比较/空单止损比较是指，以什么价格为基础判断是否满足了止损条件，默认为

最新价，不可修改。即：最新价达到止损价位时，发出平仓委托。

注：最新价是指交易所抽样发出的最新成交价。

④ 国内合约默认止损点差参数：

国内合约默认止损点差参数 可以选择按价差或跳点数设置止损。按价差设置止损，设置

的是多少价格差值；按跳点数设置止损，设置的是多少个最小变动价位。

（13）股票除权除息后止损止盈单如何执行？

答：股票合约止损止盈单，在股票除权除息当天早上开盘前会被暂停，需要用户手动处理。

因为除权除息后，股票价格会减少很多，止损止盈单很容易被触发。除权除息日期最多前

7天，软件会在登录交易后和止损单列表事件列显示，用户可以看到事件提醒。

注：如果用户不手动修改或者删除，止损止盈单会一直暂停。

（14）条件单和损盈单在集合竞价期间能否触发？

答：时间条件单可触发参与集合竞价，价格条件单和损盈单需开盘后满足条件才能触发，集合

竞价期间不会触发。

（15）日最高价/最低价达到了条件单/损盈单的价格条件，为什么没有触发？

答：条件单/止损单的触发判断比较依据是交易所发布的行情数据价格，而交易所发布的行情

数据是快照方式的，最高价/最低价有可能会漏掉，导致有的情况下最高价/最低价上的损盈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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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条件单无法触发。

（五）丰富的云条件单—省时省力省心

案例一：满足价格条件自动委托

做图表分析时，判断出关键价位后不得不时刻关注合约价格的变动情况，盯盘、等待下单

机会。但这样一来，就无法对商品的总体走势或其他品种做分析，束缚了我们的交易。

条件单可以帮我们解决这样的问题,设置好如下图的价格条件单，当 cu1912 合约价格上涨

超过 47180 时，系统会自动发出买开仓委托，无需交易者盯盘手动委托。

注：价格条件单的委托价格可输入指定价格或选择触发价、对手价、超价和市价委托。其中，触发

价是指条件单触发时的最新价。

不同委托方式的滑点：触发价<对价<超价<市价

不同委托方式的成交率：触发价<对价<超价<市价

案例二：尾盘自动平仓

对于不希望留隔夜仓的投资者来说，尾盘平仓是每天要做的事情，若持仓合约有多个，临

近收盘时，不得不手忙脚乱的平仓，除此之外，还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忘记平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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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用时间条件单可以免去这样的麻烦，到了预设时间，时间条件单会自动为我们发出平

仓委托。如下图，当时间达到 14:59:01 秒时，自动发出 cu1912 的卖出平仓委托，给我们省去

了很多麻烦。

案例三：开盘抢单

受外盘行情或一些消息的影响，早盘行情经常会有大的跳空和迅速的拉升或下挫，当我们

需要开盘第一时间委托时，只能主观判断是否开盘再手动发委托，往往抢不到好的价格。

如下图，设置开盘触发条件单，系统会在开盘瞬间自动发出委托，远远大于人脑的反应速

度和操作速度，能够让委托在更有利的价位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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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理：

价格/时间/开盘触发条件单原理：满足设置的条件时，软件自动按照“订单”内容发委托。

点击查看止损单/条件单/市价单风险揭示。

http://www.wenhua.com.cn/popwin/sjdf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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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用方法：

打开软件的下单界面，点击下单界面右下角的【云条件单】按钮，见下图。

3、云条件单

条件单设置之后在云端运行，电脑断网、断电、软件没有开启，云服务器上的条件单和止损单

依然有效。

4、注意事项：

（1）开盘触发条件单只能在非交易时间设置，该功能在商品期货的 9:00、10:30、13:30、21:00

开盘均有效，股指期货为 9:30、13:00。

（2）时间条件单中的时间取交易所时间。

（3）预备单不会自动发委托，需要手动在预备单列表右键->立即发出，预备单才会委托。

（4）预备单如果没手动委托，就一直存在客户端中。

（5）设置条件单后，使用其他软件修改了交易密码，需要在文华软件重新登录交易，否则条

件单触发时会委托失败。

（6）设置平仓条件单后，使用其他软件平仓，需要在文华软件上手动删除条件单，否则条件

单满足仍然触发，触发时会对账户持仓平仓，若无持仓，则条件单委托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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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开盘后价格跳空，直接越过条件单的触发价位，条件单会直接触发，成交价是开盘后最

新的价格附近的价位。

常见相关问题解答：

（1）如何预设下单方向和价格，在下单时直接发单？

答：可将下单策略提前设置成预备单，当需要下单时直接手动发出，免去下单时急急忙忙填单

的麻烦。如下图所示，在下单板的【预备单】列表，通过右键菜单添加和发出预备单。

预备单原理：在下单界面的【预备单】列表右键->立即发出，软件自动按照上图中“订单”内

容发委托。

注意：

①预备单不会自动发委托，需要手动在预备单列表右键->立即发出，预备单才会委托；

②预备单如果没手动委托，就一直存在客户端中。

（2）在设置条件单时“永久有效”和“当前交易日有效”，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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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永久有效”：设置为永久有效条件单，会自动确认结算单，不需要每天手动确认结算单，

条件单一直有效，直至触发。

“当前交易日有效”：当日有效是指当个交易日条件单有效，对于有夜盘的合约，当个交易日

是指前一天的夜盘时间+当天的白盘交易时间。

（3）如何修改、删除条件单？

答：如下图所示是如何修改、删除条件单。

（4）云端条件单一定能成交吗？

答：不保证成交，云端条件单在云端保存，在文华云端监测条件是否满足，满足后再委托到交

易所，能否成交要看委托价格是否满足交易所的撮合成交条件，如果满足了就可以成交，不满

足即不能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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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云端条件单若触发了，软件里能看到吗？

答：可以，在交易界面【条件单】列表下（条件单列表空白位置单击鼠标右键->已触发列表）

查看。

（6）云端条件单开仓是否可以自动止损？

答：可以的，在设置云条件单的界面点【高级】，即弹出设置止损止盈的界面。如下图所示：

（7）条件单满足条件时是否弹出提示框，手动点确认后再下单？

答：条件单满足条件后自动委托，不需要手动确认后下单。

（8）条件单触发时该合约有挂单，可用持仓不足，还能正常委托吗？

答：条件单触发后，如果持仓可用数量不足，会自动撤掉原有挂单再进行委托。

（9）持仓手数小于平仓条件单手数，还能正常委托吗？

答：条件单触发时会查询持仓，按账户实际持仓手数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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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为什么条件单委托后的成交价不是我设置的价格？

答：条件单中的“条件”价格是系统确认是否发出委托的依据价格，而委托时，系统会按照“订

单”里的委托形式下单，如设置了对价，那么会以市场上当时的对价发出委托；成交价是由交

易所撮合成交的结果。

（11）在哪可以看到设置好的条件单？

答：如下图所示，设置好的条件单可以在“条件单”列表中找到，在条件单列表中点鼠标右键

可以对条件单进行修改、删除等操作。

（12）股票除权除息后条件单如何执行？

答：股票合约条件单，在股票除权除息当天早上开盘前会被暂停，需要用户手动处理。因

为除权除息后，股票价格会减少很多，条件单很容易被触发。除权除息日期最多前 7天，

软件会在登录交易后和条件单列表事件列显示，用户可以看到事件提醒。

注：如果用户不手动修改或者删除，条件单会一直暂停。



102

（13）条件单和损盈单在集合竞价期间能否触发？

答：时间条件单可触发参与集合竞价，价格条件单和损盈单需开盘后满足条件才能触发，集合

竞价期间不会触发。

（14）日最高价/最低价达到了条件单/损盈单的价格条件，为什么没有触发？

答：条件单/止损单的触发判断比较依据是交易所发布的行情数据价格，而交易所发布的行情

数据是快照方式的，最高价/最低价有可能会漏掉，导致有的情况下最高价/最低价上的损盈单

和条件单无法触发。

（15）条件单中的反手是什么意思？买入卖出方向应该如何选择？

答：反手=平仓+反向开仓。持有多头时，设置卖出反手；持有空头时，设置买入反手。

如下图，对豆油多仓在低于某价格时平仓再反向开仓，则对其设置一手卖出反手条件单，当条

件触发时会立即平掉豆油多单，成交后再卖开一手豆油空单。

（16）条件单订单里的平仓和平今仓有什么区别，应如何设置？

答：只有上期所有平今指令可以选择平仓或平今仓，其他交易所都只能选择平仓（交易所按照

先开先平原则平仓）。

上期所合约选择“平今仓”只能平当前交易日开的仓，即使今仓手数不足则也不会平老仓；

上期所合约选择“平仓”则优先平今仓，今仓手数不足再平老仓，但若在下面菜单中取消勾选

优先平今（软件默认勾选），则先平老仓，老仓手数不足可平今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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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所示取消优先平今设置：

（六）模拟交易—最佳练兵场所

近年来期货市场不断扩容，很多"新人"对期货交易规则和博弈环境不甚了解，想要学习又

苦于白天由于工作不能看盘，或者没有更多时间进行模拟交易，练习盘感无从下手，无法积累

投资经验；一些程序化交易者同样也面对着白天没有时间去测试模型的苦恼。文华财经推出的

模拟交易与实盘交易时间完全同步，在晚上夜盘开启时间也可同步进行模拟交易，是投资者绝

佳的"练兵场"。

1、模拟交易平台基本介绍：

模拟交易，支持国内 4 家期货交易所和境外 12 家交易所的期货合约，交易时间与实盘一

致，采用实盘的行情作为模拟交易的基础。

1、如何进行模拟交易：

（1）、注册账号

到文华官网，用手机号注册模拟交易账号，注册国内期货模拟账号最多可获得最多一亿元

人民币的虚拟资金，注册境外期货模拟账号可获得 100 万美元的虚拟资金。虚拟资金可通过软

件中的银期转账功能转入虚拟银行中，待需要时再从虚拟银行转到期货账户中。

*虚拟资金注册后不可重置。

http://db.wenhua.com.cn/fzjy/fzjy5.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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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看可交易模拟合约

到文华官网，查看可交易的模拟合约、保证金及手续费。

（3）、下载软件进行模拟交易

点击该网址 https://www.wenhua.com.cn/fzjy/fzjy2.asp，选择适合的软件进行模拟交

易。

五、资讯

（一）版块介绍

资讯会影响行情走势，为了了解更多资讯有时不得不奔走于不同的网站，从众多资讯中搜索于

我们有价值的消息，即麻烦，效果也不好。软件中的资讯平台集结了全面、权威、最新的资讯

和研究报告，将它们分类以不同版块呈现，您可以方便、快捷的得到想要的讯息，再也不用在

查找资讯上浪费很多时间和精力。

1、文华财经资讯的特点：

及时：提供 5*24 小时实时滚动资讯。

权威：拥有道琼斯资讯转发授权。

全面：任何一件影响期货市场的资讯都可以从这里找到。

2、文华资讯版块介绍：

当我们只想阅读某一类品种的相关资讯时，可以点击下图所示的资讯分类板块。

https://www.wenhua.com.cn/Home/SimulationTradePZGN
https://www.wenhua.com.cn/fzjy/fzjy2.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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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巧用“关键字”检索功能

如下图所示，软件中有代表性的关键字已经提炼出来，方便大家查看来检索相关资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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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时间：收录各国最新发布的经济数据资讯、央行动态以及政府官员讲话等信息的最新动向。

业界报道：提供当日股市、期市重大影响的事件、期货行业、证监会等机构的资讯等。

研究报告：研究报告来自业界投资者的投稿，由文华财经对稿件进行审稿发表。可以看到来自

期货公司、投资公司研究员及分析师的研究报告。报告中分析师会对各品种的市场背景，国际

局势、价格走势进行分析给出明确的涨跌观点和中长期走势预测，对交易有着很大的指导、借

鉴意义。

文华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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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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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sdaqStock Market)等美国股票市场相关资讯及数据信息。美国股市对全球股票市场有着重

要的影响。

LME 市场：深度报道伦敦金属交易所的相关资讯及数据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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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布情况以及相关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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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OT 市场：深度报道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的相关资讯及数据信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

(CME GroupIn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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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发布国际原油市场的相关资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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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包括全球五大洲各个国家的相关经济资讯，涉及房地产，商品，金融，进

出口贸易等多个领域。

突发资讯：第一时间对突发资讯进行报道。

文华统计：各个品种的进出口、库存等信息的整理报告，包括周度、月度、年度等数据。

系统通知：关于合约变化、培训等方面的通知。

节假日公告：世界主要国家及地区金融市场的假期休市时间。

分析师日历：这里囊括了国际各国数据及合约数据发布时间表。

期市日报：国内期货市场的行情走势综述，涵盖当日各个板块走势特点、原因、背景及资金流

向等。

（二）特有资讯介绍

1、“即时解盘”，第一时间解读异动行情背后的成因：

在交易的过程中，我们经常会发现某一品种的价格会有突然性的异动，文华财经会在这些

异动出现后，第一时间深度剖析异动行情产生的原因，并发布在 24 小时实时资讯中，查看以

“*”号开头的解盘资讯，投资者就可以马上了解到大盘及各合约特殊行情形成的背景和真实

的成因。

如下图所示，5 月 14 日上午，焦炭主力合约大幅上涨，突破近两个月的高位，黑色系品

种走势偏强，化工品、有色金属全线飘红。文华财经在第一时间给出了解盘报告，分析了本次

全面上涨是由于近期多地区实施环保政策对煤炭价格形成提振，同时钢厂生产方面开工率回

升，导致对铁矿焦炭等原料需求旺盛，结构性缺货导致了系列商品价格大幅飙升，同时也解读

了化工品和其他有色金属商品期货价格的走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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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报告”，看专家说法：

研究报告来自业界投资者的投稿，由文华财经对稿件进行审稿发表。在这里可以看到来自

期货公司、投资公司研究员及分析师的研究报告。报告中分析师会对各品种的市场背景、国际

局势、价格走势进行分析给出明确的涨跌观点和中长期走势预测，对交易有着重大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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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要资讯导读”，帮您筛选有价值的资讯

如果不是长期从事消息面研究工作，我们很难从众多资讯中敏感的抓住重要的讯息，也很

难知道究竟哪个消息会对市场产生影响。如下图所示，文华财经资讯中的“重要资讯导读”部

分可帮助投资者筛选最有价值的资讯，以版块分类的形式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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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数据发布时间表

长期的交易经验告诉我们，每每有重要数据发布时，行情都会有大的动荡，这就是期货

市场中的一条黄金定律--大事件效应。但当我们想要关注这些数据的发布时会发现，仅美国的

重要经济数据就有几十种，加之欧洲、亚洲等地区的各种数据，我们很难记住所有的信息发布

时间。文华财经分析师日历为您整理各国、各个品种的经济数据发布时间，重要数据信息尽在

掌握之中。

案例：

例如下图，我们从分析师日历的国际数据发布时间表中得知，美联储将在 3月 20 日举行

为期两天的议息会议。这一会议通常渗透美国未来的货币政策方向，根据“大事件效应”，在

3月 20 日临近的时候就要提高警惕了，美联储的会议消息很可能会带来国内外市场行情的大

波动。

会议结束的第二天，美联储加息政策落地，并暗示仍将加息 3 次。美元指数因加息按预期

上升，受到强有力的支撑，而对美元指数比较敏感的大宗商品板块，如有色板块和黑链指数等，

则相应的产生下行压力，导致大幅下跌。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一会议的召开，我们很可能在这轮

波动中损失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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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分析师日历为您汇总国际上重要统计数据的发布时间，还可总览各国经济数据公

布日程，投资者关注的分析数据发布日程一应俱全。

调用方法：

方法一：点击菜单栏的【资讯】－>【重要资讯导读】，利用站内搜索找到【分析师日历】，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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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二：点击软件下方的【24 小时资讯】，利用关键字检索【分析师日历】，例下图①

－③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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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价格预警

一、价格预警

压力位和阻力位都是价格可能出现反转的关键时刻，这样的时刻每一位投资者都不愿

意错过，如果有谁能在关键时刻及时提醒我们，那么一定会抓住更多的交易机会。提醒无

需求人，软件中就有这样的功能。

当价格达到关键价位时，软件中会出现弹窗和声音提醒，点击弹窗就能看到合约的行

情，也可以立即下单，不错过任何盈利机会。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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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所示，行情经历过一段时间的下跌之后进入上涨状态，虽然之后进入了回调阶

段，但我们无法预料后续是否会再次下跌。此时我们就可以在之前的价格低点 9100 处设

置价格预警，后续如果跌破低点价格，就会出现弹窗和声音提醒，点击弹窗即可进入图表，

就可以配合成交量等其他指标综合分析是否入场做空。

设置方法：

方法一，如下图所示设置价格预警：



115

方法二，如下图所示设置画线预警：

常见问题：

1. 如何添加、修改、删除价格预警？

答：方法一：点击图表右键—>【价格预警】，可以添加、修改价格预警设置；在画线预

警上单击鼠标右键，也可修改、删除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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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二：【系统工具】—>【管理价格预警】中设置。

2. 每个合约最多可以设置几条画线预警？

答：每个合约最多支持两个价格上限预警和两个价格下限预警，共四条画线预警。

3. 如何对现手、持仓量、成交量等进行预警？

答：图表右键—>【价格预警】中设置。

4. 如何修改预警提示声音？

答：【系统工具】—>【管理价格预警】中设置。

5. 如何调出已触发预警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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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系统工具】—>【已触发预警列】，快捷键 Shift+F2。

二、市场雷达

目前股票市场中有近 3000 只股票，如果一个合约一个合约的去找有交易机会的股票，几

个小时才能翻完，恐怕已经错过交易机会。市场雷达就是软件给你的一双电子眼，它帮你盯着

当天的所有在交易股票，当出现了你设置的监控情况时就及时的提醒你！实时捕捉股票的异动，

即刻找出你想要的那一个，帮你抓住交易机会，没有雷达，在市场中就像盲人一样。

雷达锁定目标

比如想关注股票中所有涨幅变化大或出现大额成交量的个股时，就可以通过市场雷达实

现。 雷达选项：涨幅突破临界比率为 5%；有巨额大单成交；5 分钟内涨幅超过 2%；预示着今

天应该有不错的表现。

当满足雷达条件时，软件左下角会弹出如下图所示消息，可以直接打开合约的分时图。

调用方法

软件右上方菜单【系统工具】—>市场雷达，弹出如下图所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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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雷达条件解析

1、申买（卖）大单：股票，挂单量/总股本>千分之一；期货，挂单量/持仓量>千分之一

2、换手率：股票换手率=成交量/流通总股数(总股本)；期货换手率=成交量/持仓量

3、大单成交：股票，成交额/总股本>千分之一；期货，现手/持仓量>千分之一

4、快速涨跌：股票 5 分钟内涨跌，期货 1 分钟内的涨跌。

第四部分 常见问题

一、图表使用问题

1、页面分割多个窗口，切换一个窗口的合约时希望其他窗口一起切换，如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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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用软件中的联动功能。在窗口的左上方，点击联动按钮（例如下图所示），可以实现窗

口间联动与否的切换。联动的窗口，当其中一个窗口切换合约时，其他几个联动窗口也跟着切

换。

2、盘口的大单数值是怎么定的，能否自己设置大单标准？

答：大单标准默认按照 5倍平均成交现量，可以在菜单栏的【个性化】->【个性化设置】->

【更多报价设置】中修改大单筛选倍数，例如下图所示。

也可自己设置固定大单标准：在 K线/分时图表上点鼠标右键，选择【设置大单阈值】。

注意：“平均成交现量”是从进入该合约图表后开始累积计算的，假设进入图表后的第一笔成交现

量是 2 手，第二笔是 3 手，第三笔是 4 手，当时的平均成交现量就是（2+3+4）/3=3 手。如果切换

到其他页面又重新回到该合约图表，平均成交现量又会重新累积计算。

3、K 线图上只有 5 条均线，想要 6 条或更多如何设置，如何修改均线颜色、线形？

6条均线：在 K线图上点击鼠标右键->叠加技术指标，在下图右侧的参数列表中修改 MA 组合

N6 的参数值，即可显示出第 6条均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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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均线：如下图所示，在左侧指标列表中多次选入 MA 扩展/MA 组合到右侧指标栏中，每选

入一次，会增加 2 条/6 条均线，在右侧的参数列表依次修改均线的参数即可。

颜色修改：打开指标源码，将 MA1:MA(CLOSE,N1);修改为 MA1:MA(CLOSE,N1),COLORRED;则 MA1

会显 示为红色，其他均线同样修改，如果您不知道颜色代码，点击例如下图所示①~③，可以

在源码处自动插入颜色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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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形修改：打开指标源码，将 MA1:MA(CLOSE,N1);修改为 MA1:MA(CLOSE,N1),DOT;则 MA1 会显

示为虚线，其他均线同样修改，如果您不知道线形代码，点击例如下图所示①~③，可以在源

码处自动插入线性代码。

颜色、线形同时修改：打开指标源码，将 MA1:MA(CLOSE,N1);修改为

MA1:MA(CLOSE,N1),COLORRED,DOT;则 MA1 会显示为红色虚线，其他均线同样修改，颜色、线

形代码可通过下列① ②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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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软件上方工具条的时间周期很少，如何调出来

答：软件上方工具条的时间周期可以自行增加，点击工具条上的...按钮，选择要添加的周期，

被选中的周期工具按钮会添加在软件上方工具条上。

5、分时图上的成交量如何设置红绿色？

答：点击菜单栏的【个性化】—＞【个性化设置】—＞【分时图设置】，勾选“成交量线用红

绿指示涨跌”。

6、指标值后面代表上涨下跌的小箭头，如何调出？

答：点击菜单栏的【个性化】—＞【个性化设置】—＞【更多 K 线图设置 2】，在“指标数值

显示”处的下拉框中选择“显示数值和涨跌小箭头”。

7、如何快速修改指标参数值？

答：在图表上单击鼠标右键选择【设置指标参数】，在弹出的窗口中即可修改指标值了。

8、如何快速切换指标？

答：鼠标左键单击 K线图上的指标名称，即可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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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如何一键隐藏画线？

答：在 k 线图表上单击鼠标右键—＞【更多】—＞【临时隐藏手工画线】；也可以使用热键

Alt+T。

10、如何设置鼠标滚轮换合约或者缩放图表？

答：点击菜单栏的【个性化】—＞【个性化设置】—＞【k 线图常用设置】，鼠标滚轮：切换

k线图合约或缩放 k线图显示比例。

11、如何设置画线的颜色和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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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在图表上点击鼠标右键—＞画线，调出画单工具箱后，点击下图中红框位置，在弹出的窗

口中设置画线的颜色、线型。

12、在画黄金分割线或者其他画线时，线的根数太少了，如何能设置的更多？

答：当鼠标在到画线附近变成小手形状时，点击鼠标右键—＞画线属性，修改画线的根数。

13、如何同步各个周期上的画线？

答：如下图所示，是如何设置各周期画线同步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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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如何将行情复盘

操作步骤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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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日内逐笔和多日逐根的区别

日内逐笔，是针对当日的复盘，更适合小周期使用。（分时图上只支持日内逐笔）

多日逐根，是针对长期分析以及 K 线走势的，更适合大周期上使用。（自定义周期只支持多日逐根）

15、如何取消图表上的持仓成本线?

答：点击菜单栏的【个性化】—＞【个性化设置】—＞【k线图常用设置】，取消勾选“显示

持仓成本线”。

16、如何将 k 线图或者副图的指标反转？

答：在主图/副图上点鼠标右键—＞【坐标】—＞【坐标反转】，反转主图/副图指标。

17、如何在 k 线图上叠加其他合约的 k 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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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在 k 线图上右键【叠加参考合约】，可将参考合约叠加到主图或显示到副图。

18、多窗口界面如何显示大的盘口信息？

答：鼠标移动到小盘口左侧竖线附近，当鼠标变成 ，按住鼠标左键向左拖动，即可显示大

盘口，如下图所示。或者在任一窗口中点鼠标右键—＞插入窗口，在新窗口中点击右键—＞插

入内容—＞盘口报价表。

19、分时图和 k 线图切换的快捷键是什么？

答：快捷键：F5/Tab。

20、k 线图坐标线太少，如何设置更多的坐标线？

答：软件上方菜单的【个性化】—＞【个性化设置】—＞更多 K线图设置 2中“调整坐标线间

距”可以选择网格根数。或者在 k线图上点击鼠标右键—＞坐标—＞合约化坐标线。

21、如何能批量删除/选入合约？

答：在报价列表上点击鼠标右键—＞合约管理，在合约栏中按住鼠标左键上下移动，可以一次

选中多个合约，再点击【选入】/【选出】，批量移动选中的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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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盘口逐笔明细名词解析

现手列颜色：

现手列为红色：主动买成交（成交价与卖价相同称为主动买）。

现手列为绿色：主动卖成交（成交价与买价相同称为主动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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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平列名词解释：

空开：以买价为成交价并且增仓为正值。

多开：以卖价为成交价并且增仓为正值。

双开：现手与增仓的值相同。

双平：现手与增仓的绝对值相同。

空平：以卖价为成交价并且增仓为负值。

多平：以买价为成交价并且增仓为负值。

多换：增仓为 0，并且最新成交价与卖价相同（主动买）。

空换：增仓为 0，并且最新成交价与买价相同（主动卖）。

注：灰色价格是场内另创新高新低数据，即交易所撮合成交后未以抽样 Tick 发布出来的最高

价/最低价，只支持国内期货品种显示。

23、指数合约和板块指数的盘口的贡献度是如何计算的？

答：

指数合约贡献度：

国内合约贡献度：（合约最新价-合约品种指数的昨结算）*合约的持仓量/合约品种指数的持

仓量

国外合约贡献度：（合约最新价-合约品种指数的昨收盘）*合约的持仓量/合约品种指数的持

仓量

板块指数贡献度：

（合约指数的最新价 - 合约指数昨结算）*比例系数

注：比例系数为后台算法，不对外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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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如何简便的设置自己的页面？

答：点击软件上方菜单的【个性化】—＞新建页面，在弹出窗口中选择页面模板。软件中已经

提供了 6 种模板，点击其中一种模板，自动生成模板窗口模式的页面。

25、分笔图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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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定义大单：单笔成交量大于 5倍的前一日平均成交量即为大单，除大单外为散单。

大单：绿表示大单空头部分占总的百分比（总：指的是当日总成交量，以下相同）

红表示大单多头部分占总的百分比

散单：绿表示散单空头部分占总的百分比

红表示散单多头部分占总的百分比

合计：绿色表示（空头大单+空头散单）/总

红色表示（多头大单+多头散单）/总

空方均价：空方最新价*空方成交量 的加权平均

多方均价：多方最新价*多方成交量 的加权平均

多换：多换和换手占总的百分比

空换：空换和换手占总的百分比

双开：双边开仓占总的百分比

双平：双边平仓占总的百分比

多开：黄色表示多头开仓中换手部分占总的百分比（其中的“换手部分”是指多开中现手

-增仓的手数部分）

红色表示多头开仓占总的百分比

空开：黄色表示空头开仓中换手部分占总的百分比

绿色表示空头开仓占总的百分比

空平：黄色表示空头平仓中换手部分占总的百分比

红色表示空头平仓占总的百分比

多平：黄色表示多头平仓中换手部分占总的百分比

绿色表示多头平仓占总的百分比

26、设置实心空心 k 线？

答：在 k 线图上单击鼠标右键->设置指标参数，会弹出例如下图所示界面，选中“k线”，修

改右侧 M 和 N 的值。M=0/1，代表阳线为实心/空心，N=0/1,代表阴线为实心/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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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如何避免指标返回值过大或是过小导致的 K 线被压缩？

答：利用定义变量函数“：=”。

例：布林通道+均线指标，由于 TMP2 值过小，导致指标图形被压缩，如下图

MID:MA(CLOSE,26);

TMP2:STD(CLOSE,26);

TOP:MID+2*TMP2;

BOTTOM:MID-2*TMP2;

MA1:MA(CLOSE,5),LINETHICK1;

MA2:MA(CLOSE,20),LINETHIC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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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指标后，可以正常显示，如下图：

MID:MA(CLOSE,26);

TMP2:=STD(CLOSE,26);

TOP:MID+2*TMP2;

BOTTOM:MID-2*TMP2;

MA1:MA(CLOSE,5),LINETHICK1;

MA2:MA(CLOSE,20),LINETHICK1;

28、K 线图上自带的价格高低点是如何计算的？怎样修改？是否可以通过自编指标调用？

K线图中显示的高低价格是波段高低点，波段高低点是根据当前屏幕上显示的 k线根数和个性

化设置中设置的波段高低范围计算的。

比如当前屏幕显示 100 根 K 线，波段高低价比较范围设置为 15%，那么就在主图上判断当前 k

线是否是前后 100*15%=15 根 k 线的最高点或最低点，作为波段高低点显示。

因为时间和 k 线标注的位置都不是固定的，会随着屏幕 k 线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不支持通过自

编指标调用。

设置方法：【个性化】—>【个性化设置】—>更多 K线图设置 2—>波段高低价比较范围

29、如何解决分时线显示异常的问题

分时图分时线显示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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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通常由于网络不顺畅导致,通过“优选服务器”功能选择适合自己的网络，保障分时

线等

数据正常显示。操作方法例如下图：

30、如何切换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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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1：使用热键 Home/End，切换；

方法 2：例如下图，点击红框处调出菜单切换指标。

31、如何调用 EXPMA 均线

例如下图，在【设置指标参数】中将“MA 组合”的“移动平均线类型”修改为“指数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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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如何解决 K 线数据缺失的问题

解决方法，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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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如何解决无法显示新合约的问题

报价中无法显示新合约，可更新该合约所在交易所码表，例如下图

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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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如何创建多窗口的自设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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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如何通过拖动鼠标平移 k 线

在右上角菜单【个性化】->个性化设置->K 线图常用设置中，将拖拽鼠标设置为平移 K线，在

K线图上按住鼠标左键，左右拖动即可，如下图所示。

36、如何区间放大、区间统计 k 线

在右上角菜单【个性化】->个性化设置->K 线图常用设置中，将拖拽鼠标设置为区间放大或统

计，在 K 线图上拖拽鼠标即可。

37、如何隐藏主图指标线

在 k 线图右键—>更多—>临时隐藏主图指标线，可以将主图指标线快速隐藏；热键：Al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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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使用问题

1、如何调出下单工具条？

答：点击菜单栏的【账户】—＞【期货账户】-＞【下单工具条】，快捷键“~”,调出如下图

红框处所示下单工具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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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易界面的逐笔浮盈和盯市浮盈有什么区别？

答：如果是老仓，逐笔浮盈按照最新价与开仓均价比较计算盈亏，盯市浮盈按照昨结算价与最

新价比较计算盈亏，如果是今仓就都按照开仓均价计算。

3、下单主窗口的调用快捷键是什么？

答：空格键。

4、我的止损止盈为什么没触发？

答：可能的原因：

使用的是开仓自动止损止盈功能时，下单界面左侧【止损参数】—＞【开仓自动止损止盈】

选项没有勾选。

5、如何知道持仓是否设置了止损止盈？

答：看持仓界面的“损盈”列是否有√，如果有，说明该持仓有止损止盈设置，可以在“损盈

单”列表看止损单的详情。

6、交易界面里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对手价、排队价、最新价、超价、市价都是什么意思？

答：排队价：买入以买价发委托，卖出以卖价发委托。

对手价：买入以卖价发委托，卖出以买价发委托。

市 价：买入以涨停价发委托，卖出以跌停价发委托。（交易所撮合最优价成交，因此和

市场价下单效果是一样的）

最新价：买入/卖出都以最新价发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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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 价：买入以对手价+N 个变动价位发委托，卖出以对手价-N 个变动价位发委托。N可

以在交易界面左侧菜单的【超价参数】中设置。

7、下单委托时希望弹出确认框，如何设置？

答：下单界面左侧的【选项设置】—＞【委托确认】选择启用。交易界面的很多操作设置项目

都在此项目下，用户可以根据需求选择。

8、反手是同时发平仓和开仓委托吗？

答：不是的，会先发平仓委托，平仓委托成交后再发开仓委托。

9、炒单热键为什么不起作用？

答：最常见的可能是炒单热键的开关没有启动，如果没启动开关，下单快捷键不会起作用。按

ctrl+开/关快捷键,开启炒单热键界面，开启会后在软件右上角出现如下界面。

10、三键下单界面中，如何抓价？

答：勾选交易界面左侧【选项设置】中的"三键下单默认指定价下单"，再点击盘口或报价列表

的买入、卖出、最新价，可将价格直接抓到交易界面的价格框里。注意下图黄圈为不联动状态，

抓过来的价格会随买价、卖价、最新价联动，如果切换到联动状态，则会与市场价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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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画线下单时，为什么成交价和画线价格差很多？

答：画线下单中画线价格是系统确认是否发出委托的依据价格，而委托时，系统会按照投资者

设置的委托形式下单，例如设置了对价委托，那么会以市场上当时的对价发出委托；成交价是

由交易所撮合成交的结果。

12、止损触发时，为什么成交价和设置的止损价格差很多？

答：我们设置的止损价格是触发价，也就是说这个价格是系统确认是否发出委托的依据价格，

委托时，系统会按照投资者设置的委托形式下单，例如设置了对价委托，那么会以市场上当时

的对价发出委托；成交价是由交易所撮合成交的结果。

13、点击持仓品种如何让分析图表联动？

答：如下图所示，将窗口切换成联动窗口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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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成交记录、委托记录栏能否实现合约联动？

可以，如下图，在成交列表或委托列表栏，点击鼠标右键—>【抓取合约】，可跳

转到相应合约的图表页面。

15、如何套利下单

例如下图所示，wh6 支持交易所标准套利合约的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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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自设套利配对，请使用睿期 wh7 软件（点击下载）。

16、如何进入操盘手页面

例如下图所示，操盘手页面可供交易者在一个页面完成下单、查看图表及报价的操作。

调用方法：点击右上角菜单【账户】—>【期货账户】—>【操盘手界面】。

http://rich.wenhua.com.cn/download.asp?p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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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如何银期转账？

答：点击菜单栏的【账户】—＞【期货账户】—＞【账户出入金】。

18、如何查询账单？

答：点击菜单栏的【账户】—＞【期货账户】—＞【账单查询及密码修改】。

19、如何修改交易密码、资金密码？

答：点击菜单栏的【账户】—＞【期货账户】—＞【账单查询及密码修改】。

三、速度性能问题

1、页面是多个报价窗口 + 多个 k 线、分时图窗口时行情变慢？

答：这个现象大多出现在成交活跃的时段，在单核的老电脑上问题更突出。

原因分析：期货合约数据更新快，软件收到每一个合约的每一笔新报价数据都要做运算和存储，

会占用更多的 CPU 资源，尤其是单核的老电脑，这样的页面导致行情变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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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办法：建议多个报价窗口合约数量总和不要超过 30 个。 软件计算 K线图的波段高低价，

会浪费时间。取消波段高低价速度就快了，可以在软件菜单的个性化—>个性化设置—>更多 k

线图设置 1中将“K线图显示波段高低价”勾选掉。

2、看 tick 图或秒周期 k 线，行情突然变慢？

答：这个现象大多出现在下午，在单核的老电脑上问题更突出。

原因分析：期货合约每秒更新 2 -4 次的，活跃的合约 2 小时下来就有 1万笔以上了，每来一

笔新数据要对 1万笔数据做插入和图表运算，这远比看 K线图占用的 CPU 资源大得多。

解决办法：建议每经过半小时左右，重新调入一下页面，这个过程系统会自动删除一些窗口内

不显示的数据。

3、自编指标中用到了运算量大的函数，加载在 K 线图上行情更新慢？

答：这个现象大多出现在 k 线图窗口 k线密集的情况下，在单核的老电脑上问题更突出。

原因分析：ZIGZAG、PEAKBARS、TROUGH、TROUGHBARS、PEAK、REF、SUM 等函数，每来一笔行

情数 据都要对一段 k 线，甚至全部 k 线做运算的，这要耗费更多的 CPU 资源。（一般的函数 来

一笔新行情数据，只需要计算最后一根 k 线的数据就可以）

解决办法：改用多核电脑，并且改用赢智软件，赢智软件能充分利用多核 cpu 资源提高运算速

度。

4、软件启动慢？

答：这个现象发生在单核的老电脑上，问题比较突出。

原因分析：软件启动过程要对所有交易所的所有合约，在内存建立一个检索表，这个过程比较

耗费 CPU 资源。另外，如果交易和行情一起登录，还要对交易窗口做初始化，比单独登录行情

耗费更多的时间。

解决办法：改用多核电脑，2 核电脑能把启动时间缩短为现在的 1/2，4 核电脑能把启动时间

缩短为 1/4。

5、软件调出 k 线图速度慢，经常卡死？

答：这个现象发生在使用联通、电信以外的用户，问题比较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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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中国的电信运营商，只有电信、联通这二家公司有自己的城际、省际、国际主干网，

其他的运营商都是租用这二家的主干网资源。因为这二家也卖自己的宽带，配给作为 竞争对

手其他家宽带提供商的带宽不容易确定质量情况。

解决办法：建议安装电信或联通的宽带。在北方（北京、天津、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内

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要安装联通宽带，在其他省份要安装电信的宽带。

6、多 k 线图窗口页面，使用自定义周期，行情更新慢，调出 K线图页面慢？

答：这个现象发生在网络状况不好，数据传输慢的情况下，问题比较突出。

原因分析：自定义周期的数据量很大的，是常规周期的 5倍以上。每次调用自定义周期的 k 线

都需 要从服务器申请下来几千根 1 分钟数据，本机来合成。互联网的速度都是时快时慢的（不

同于专线是速度恒定的），在网络状况好的前提下下载一般都能在 3 秒内完成，但 是在网络

慢的时候需要 10 秒或者更长时间。

解决办法：建议安装电信或联通的宽带，降低现象发生的概率。在北方（ 北京、天津、山东、

山西、河南、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 ）要安装联通宽带，在其他省份要安装电

信的宽带。

四、其他常见问题

1、如何备份软件中的页面、自编的指标等设置？

答：点击软件上方菜单的【个性化】—＞【导出个性化设置】，可以保存软件中的页面、指标、

画线等常用设置。把导出的文件在通过同样位置导入新软件中即可。

2、如何云端存储个性化设置

注册文华云账号后，可以上传包括页面、止损单、条件单等的个性化设置，在不同客户端登陆

云账号均可下载之前云端存储的个性化设置。

设置方法：右上角菜单->【系统工具】->文华云服务，登录文华云账号后，可以把自选、各种

参数设置等云端保存，实现异机漫游。

3、一台电脑能否同时打开两个赢顺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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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可以，需要把软件安装两次，安装在不同的目录下。桌面上会有两个软件图标，分别点击

启动不同软件。

4、购买文华产品，如何付费？

答：点击菜单栏的【帮助】—＞【网购付费功能】。

5、软件是否有老板键，点击后可以把软件隐藏起来？

答：软件上方菜单的【系统工具】—＞【收到后台运行】，可自定义快捷键。

6、如何设置公式的属性？

答：如下图所示：

三种属性含义:

副图指标：默认加载到副图，可通过叠加指标的方式加载到主图，坐标方式为独立坐标，多指

标叠加，指标值不影响图形显示。典型指标：KDJ，MACD。

K 线附属指标：默认加载到主图，坐标方式为附属 K线，多指标叠加，指标值差异可能导致图

形压缩。典型指标：MA 组合，BOLL 布林通道线。

主图 K 线形态：默认加载到主图，每个主图只能加载一种 K形态，系统默认的 K 线形态是“K

线（蜡烛图）”。典型指标：竹线，宝塔线。

属性为“K线附属指标”的 KDJ 加载到主图后，K 线压缩。



150

属性为“副图指标”的 KDJ 加载到主图后，K 线和 KDJ 指标各自坐标独立，均能正常显示。

如何在主图叠加属性是“副图指标”的指标。如下图，通过在主图点右键设置技术指标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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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软件经常打不开，需要重新安装才能用，怎么解决

这是有的杀毒软件和文华软件不兼容，杀毒软件错误删除文件导致的。文华产品出厂前是使用

360 和金山这二个市场份额最大的杀毒软件做兼容性测试，电脑管家、诺顿等其它软件因份额

较低，暂时无法保证兼容性。

建议使用 360 或金山杀毒软件，请不要安装其他杀毒软件。

解决办法：卸载电脑中的其他杀毒软件后，重新安装文华软件。

8、如何设立自建板块

新版赢顺增加了板块的概念，每个板块可以放不同的合约，在每个页面中都可以快速切换这些

板块，软件中已经提供自选一~自选五，五个板块，如果需要更多板块，请按下图所示方法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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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如何管理自建板块

如下图所示步骤，可以对板块进行删除、移动、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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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如何画线预警

例如下图所示方式设置画线预警，当价格达到画线价时可发出声音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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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如何查看文华对关键交易日的解读

在 k 线图右键—>更多—>信息灯塔，日 k 线图的下方会出现例如下图所示的黄点，点击即可查

看。

12、如何调出导航工具条？

答：点击菜单栏的【个性化】—＞【个性化设置】—＞【k线图常用设置】，勾选“启用左侧

的行情板块导航工具条”

第五部分 快捷键

快捷键 动作

Enter 看图表（报价列表 -> 分时走势图 -> k 线图 -> 报价列表）/自设页面窗口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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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 回到报价（报价列表 <- 分时走势图 <- k 线图）/自设页面窗口还原

Insert 增加副图子窗口

Delete 删除副图子窗口

PgUp 向上翻页

PgDown 向下翻页

Home 切换 k 线副图的分析指标

End 反向切换 k 线副图的分析指标

= 切换 K 线主图指标

- 反向切换 K 线主图指标

F1 文华客服论坛

F2 文华商品指数的分时走势图

F3 上证指数的分时走势图

F4 深证成指的分时走势图

F5/Tab 切换图表（分时走势图 -> K 线图 -> 分时走势图 ）

F6 我的板块

F8
切换周期（1分钟 -> 3 分钟 -> 5 分钟 -> 10 分钟 -> 15 分钟 -> 30 分钟 -> 1

小时 -> 3 小时 -> 1 天 -> 1 周 -> 1 月 -> 1 季 -> 1 年 -> 1 分钟）

Ctrl + F8
反向切换周期（1分钟 <- 3 分钟 <- 5 分钟 <- 10 分钟 <- 15 分钟 <- 30 分钟

<- 1 小时 <- 3 小时 <- 1 天 <- 1 周 <- 1 月 <- 1 季 <- 1 年 <- 1 分钟）

F10 基本面资料

F11 刷新数据

F12 画线

空格键 下单主窗口

↑ 放大 K 线图表

↓ 缩小 k 线图表

← 左移 1 根 k 线根数查价

→ 右移 1 根 k 线根数查价

Ctrl + ← 左移 5 根 k 线根数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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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rl + → 右移 5 根 k 线根数查价

Shift + ← 向左平移一根 K 线

Shift + → 向右平移一根 K 线

Alt + ↓ 鼠标向下平移一个像素

Alt + ← 鼠标向左平移一个像素

Alt + → 鼠标向右平移一个像素

Alt + ↑ 鼠标向上平移一个像素

Ctrl + A 在日 k 线上查看当前光标位所对应日期的分时走势图

Ctrl + B 显示交易记录

Ctrl + D 当日逐笔回顾

Ctrl + F 指标管理

Ctrl + K 临时放大 k 线图主图

Ctrl + L 隐藏/显示盘口（大盘口 -> 小盘口 -> 不显示盘口）

Ctrl + M 在报价列表调用多股同列

Ctrl + N 交易日记

Ctrl + O 临时隐藏画线下单

Ctrl + R k 线图坐标反转

Ctrl + S 保存自设页面

Ctrl + W 全屏显示

Ctrl + X 在报价列表调用多周期同列

Ctrl + Z 后退

Ctrl + ~ 调出持仓小窗口

Ctrl + Home 指定 k 线起始日期

Ctrl + End 显示定位到最新的 k 线

Ctrl + Alt + O 屏幕截图

Ctrl + 鼠标滚轮 缩放K线图显示比例/切换 K线图合约(通过[个性化]->[k线图常用设置]修改)

Ctrl + 拖拽鼠标 平移 K 线/区间放大或统计 (通过[个性化]->[k 线图常用设置]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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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 + A 切换背景颜色

Alt + B 隐藏指标数值

Alt + D 删除报价列表的合约

Alt + E 折算历史 k 线方式消除跳空

Alt + F 隐藏报价列表的合约

Alt + J 分钟 K 线图只显示当日数据

Alt + K 向前复权 -> 向后复权 -> 除权

Alt + L 切换到对数坐标

Alt + O 图表上显示持仓成本线

Alt + P 切换双 K 线对比图

Alt + R 隐藏 K 线主图指标线

Alt + S 加入自选

Alt + U 主图坐标纵向范围只考虑 k 线图/考虑所有的附属指标

Alt + V 显示/多窗口下十字光标联动

Alt + ~ 调出止损开仓界面

Alt + F3 显示/软件最小化

Shift + ~ 调出闪电炒单界面

Shift + F1 画线预警

Shift + F2 已触发预警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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