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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前约定】：本文中所提到的鼠标操作习惯都约定为右手习惯

� 下载安装

新纪元网上交易系统是为新纪元期货公司客户提供的基于互联网进行期货相关实时交

易的一套软件。交易系统主要分为网上交易软件和银期转帐软件。凡在新纪元期货公司开设

期货交易帐户的客户，可以登录公司网站下载安装使用交易系统。具体下载地址为：

登录公司网站首页 http://www.neweraqh.com.cn 点击左侧“软件下载”图标

我公司分别通过电信宽带和网通宽带提供交易软件单独版本下载和富远行情、文华行情

以及澎博行情软件的下载，其中每款行情软件中都嵌有网上交易系统。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

使用行情习惯和使用网络情况选择下载其中一款或多款软件。

客户下载安装程序后，双击安装程序根据提示安装即可。

� 网上交易软件使用说明

目前我公司网上交易软件有新旧两个版本，只有在富远行情中同时嵌入了新版本和旧版

本，文华行情和澎博行情中只嵌入了新版本交易软件。新版本网上交易软件图标为“ ”，

旧版本网上交易图标为“ ”。本文以下所提到的网上交易软件，未特别指出是旧版交易

软件的，均指新版网上交易软件。

一、开始使用

1．登录程序

从桌面或行情相关交易菜单中运行网上交易程序，出现如图 1.1的登录对话框。

图 1.1

其中“选择接入地址”提供了网通接入和电信接入。客户根据自己使用的上网情况选择



接入速度较快的接入服务器，然后输入客户号和交易密码，点击登录按钮即可进入交易界面 。

新开户帐户和忘记密码后重设密码的客户，登录时必须修改密码才能进行交易。

【提示】：

① 为保证您的帐号安全，请不要在公共上网场所打勾使用复选框“□ 在这台机

器上保存我的帐号”。

② 对于需要通过代理上网的客户，点击“参数设置”按钮进行代理设置。有关代

理设置问题请询问您所在单位的网络管理员。

2. 界面功能介绍

登录完成后，进入交易界面。如图 1.2 所示，交易软件界面主要由实时行情行情窗口、

功能选择窗口、实时委托窗口、及时通知提示和操作提示五部分组成。

图 1.2

其中功能选择窗口有多个功能选项卡组成。目前有委托、资金持仓、成交、预委托、

代码表、历史成交、结算单、设置、自动单和止损止赢设置共十个功能选项卡。

【提示】：

① 及时升级软件可以不断增强软件现有功能，并且能及时添加软件新推出的功

能。当服务器提供新版本升级时，用户可以通过两种方法进行软件升级：一种是用户登

实时委托窗口

功能选择窗口

实时行情窗口

操作提示（二）操作提示（一） 及时通知提示



录时程序自动在屏幕右下角弹出升级提示框提示用户升级；另一种是用户手工升级。手

工升级具体方法请参见第四大条功能描述中的“设置”选项卡使用说明。

② 实时行情窗口可以根据用户自己需要关闭或打开。关闭或打开实时行情窗口方

法请参见第四大条功能描述中的“设置”选项卡使用说明。

二、实时行情窗口

实时行情窗口如图 1.3 所示，分为标题部分和行情盘面。

图 1.3

标题部分可为用户提供最多 20 项合约标题信息，行情盘面可为用户提供最多八支期货

合约的实时行情。标题部分和行情盘面都提供了灵活的设置功能，客户可按照自己的看盘习

惯设置行情窗口。

1. 标题设置

1.1 标题简易排序

标题栏中每个标题都支持鼠标拖动

排序功能。用鼠标左键拖动某项标题横

向移动到标题部分其它位置，松开鼠标

后程序会自动选择一个合适位置停放所

拖动的标题。此种排序方法优点是简单

快速。缺点是只对当次登录有效，程序

退出时不记录排序顺序。

1.2 设置标题项和显示顺序

在行情窗口任意位置单击鼠标右

键，然后在弹出的右键菜单中选择“标

题显示顺序设置”项，出现如图 1.4 所

示的“标题栏显示设置”窗口。客户可

根据自己需要，勾选所需标题信息，并

通过“上移”、“下移”功能按钮调整标

题项顺序，最后点击“确认”即可。

通过该方法设置的标题项目和显示

顺序在下次登录时仍然有效。

2. 合约行情设置

标题部分

行情盘面

图 1.4



在行情窗口任意位置单击鼠标

右键，然后在弹出的右键菜单中选

择“设置显示合约代码”项，出现

如图 1.5 所示的“合约行情设置”

窗口。客户可根据自己需要，勾选

所需合约代码，最后点击“确认”

即可。因为行情窗口只支持最多八

支合约行情，所以勾选合约超过八

支的只显示前面八支合约。

如果登录客户持有一支或多支

合约仓位，那么在勾选“□ 包含持

仓合约”复选框后，行情盘面将优

先从该客户持仓合约中选择最多八

支合约显示，不足八支的再从左边

列表框中勾选的合约中补齐。

通过该方法设置的合约行情在

下次登录时仍然有效。

3. 单击和双击操作

鼠标左键单击行情盘面中任意

一支合约，程序会自动将该合约代

码填入实时委托窗口中的合约代码

输入框；鼠标左键双击行情盘面中任意一支合约的买盘价或卖盘价，程序会将该合约的部分

信息自动填写到委托窗口中的对应输入框中。

鼠标单击、双击操作请结合第三大条中委托信息输入方式说明作进一步了解。

三、实时委托窗口

客户可以在本窗口发出实时委托指令或将填写好

的委托单送入预埋单列表。实时委托窗口如图 1.6 所

示。

委托窗口最上面一行“可用资金”和第七行“可

开数量”（或“可平数量”）是系统实时计算所得，用

户不能修改。其余委托信息输入框系统都提供了多种

灵活方便的输入方式，可以手工逐项输入，也可以从

行情窗口带入部分信息，也可以从持仓获得平仓委托

信息。

1. 行情带入部分信息

鼠标左键双击实时行情窗口中任意一支合约的卖

盘价，程序会自动以当前卖价买入开仓该合约的方式

填写委托窗口中的对应输入框；鼠标左键双击实时行

情窗口中任意一支合约的买盘价，程序会自动以当前

买价卖出开仓该合约的方式填写委托窗口中的对应输

入框。

例如双击豆粕 0709 的卖盘价 2688.00 ，程序自

图 1.4

图 1.5

图 1.6



动填写结果如下：

合约代码 m0709

买 卖 1.买入

开 平 1.开仓

委托价格 2,688.00

双击强麦 709 买盘价 1807.00 ，程序自动填写结果如下：

合约代码 WS709

买 卖 2.卖出

开 平 1.开仓

委托价格 1,807.00

2. 手工逐项输入

合约代码：

� 手工输入合约代码的全部字母和数字；

� 输 入“操作提示（一）”区提示的合约品种快捷码对应字符再加月份。比如 SR709
只要输入“-709”即可、al0709 只要输入“50709”即可；

� 单击行情窗口中某合约行情，程序自动填写该合约代码；

� 如果忘记合约代码，可以单击“功能选择窗口”的“代码表”选项卡查看合约

代码。单击代码表中任意一合约代码也可完成自动填写。具体界面请参见第四

大条功能描述的代码表选项卡使用说明。

买卖：

� 鼠标选择买卖方向；

� 键盘输入 1代表买，输入 2 代表卖。

开平：

� 鼠标选择开平方向；

� 键盘输入 1代表开仓、输入 2代表平仓。如果合约代码是上海品种，输入 4
代表平今仓。

委托价格：

� 手工输入价格；

� 点击委托窗口下方的买价、卖价、涨停、跌停；

� 按“PageUp”键即填入涨停价，按“PageDown”键即填入跌停价；

� 每点击一次输入框后面的微调按钮可以增加或减少该合约的一个最小变动价

格单位；

� 如果在设置中勾选了“□ 委托时自动填写市价”复选框，则委托价格输入框

留空，程序会自动按照买卖方向填写最新卖价或买价。请参见第四大条功能描

述的设置选项卡使用说明。

委托数量：

� 手工输入数量；

� 每点击一次输入框后面的微调按钮可以增加或减少一手。



不管如何输入，最大手数都不能超过下面“可开数量”（或“可平数量”）中显示的

手数。

3. 从持仓获得平仓委托信息

在功能选择窗口的资金持仓选项卡中，双击列表中的任意持仓合约可以自动填写该持仓

合约的平仓单信息，包括合约代码、买卖方向、开平方向、手数、最新买卖价。另见第四大

条中资金持仓选项卡使用说明。

输入完成点击“委托下单”按钮可实时提交委托，点击“预埋委托”按钮可存入预委托

单列表。需要说明的是，预委托单列表只存储于客户使用的计算机当前交易软件运行目录

中，如果客户更换计算机或更换运行目录，原来的预委托单将不再显示。

委托下单成功后通过功能选择窗口的“委托”选项卡进行查看和管理已委托单。无论功

能选择窗口中当前选项卡是否是“委托”，只要客户点击“委托下单”按钮后，“委托”选项

卡都会自动变为当前窗口。委托单详细信息请参见第四大条“委托”选项卡功能说明。

预委托单通过“功能选择窗口”的“预委托”选项卡进行查看和管理，详细信息请参见

第四大条“预委托”选项卡功能说明。

【提示】：

① 输入委托信息时可以使用回车直接转到下一个输入框，再结合合约快捷键，在

很多情况下可以只通过小键盘快速完成输入过程。比如输入以最新价买开糖 709 两手，

只要在小键盘按下面顺序输入即可：

-709 回车 1 回车 1 回车 回车 2 回车 回车

对以上操作熟练后，您会发现这是一种非常快速的手动下单方式。

② 默认情况下，委托成功后会弹出委托成功提示对话框。在功能选择窗口的设置

选项卡中将“□ 委托成功时提示”取消打勾即不再弹出。

四、功能选择窗口

1. 基本操作

针对大部分选项卡窗口，程序都提供了几项基本操作功能。客户灵活掌握这些操作可以

方便地进行统计、分析、查询有关信息。

鼠标右键弹出功能菜单

标题栏显示设置

� 右键菜单中点击“ ”,可设置标题栏显示项和显示顺序，类

似图 1.4；
� 通过拖动标题栏标题进行简易排序。

列排序

� 双击标题栏任一标题项，列表内容即按照该列升序或降序排序；

� 点击右键菜单中“ ”或“ ”进行列排序。



刷新功能

� 点击右键菜单“刷新 F5”项；

� 按“F5”键。

2. 委托

委托选项卡窗口如图 1.7 所示，分为委托单信息列表和及时信息提示窗口两部分。委托

单信息列表及时显示用户委托结果和成交情况；及时信息提示窗口中主要显示交易所反馈信

息。

图 1.7

委托单信息列表中显示的委托单来源于客户通过实时委托窗口的委托、公司报单员通过

后台对该客户的委托、行情触发的自动单委托。所有委托单共有以下几种状态：

未报 --- 客户该单委托已发送到期货公司但尚未向交易所发送

已报 --- 客户该单委托已发送到交易所

全部撤单 --- 客户撤单委托已成功

部成部撤 --- 客户撤单委托已发送到交易所但原委托已有部分成交

部分成交 --- 客户该单委托已经部分成交

全部成交 --- 客户该单委托已全部成交

废单 --- 无效单

当委托单处于未报状态、已报状态或部分成交状态时，可以对该单进行撤单。通过双击

委托单记录或者选中要撤单的委托记录点右键选择“撤单”、按“Delete”键、点击窗口上

的“撤单(Delete)”按钮都可以完成撤单操作。同时勾选多条委托记录前面的复选框，按

“Delete”键或点击“撤单(Delete)”按钮可以实现多条委托同时撤单。

【提示】：勾选标题栏中“□ 委托号”前面的复选框可以选择所有委托记录，然后

对所有委托记录执行撤单操作，系统会只对可撤单委托进行撤单，其它不可撤单委托不

会受到影响。

委托单信息列表

及时信息提示



3. 资金持仓

如图 1.8 所示，此窗口显示登录客户的持仓和资金情况。双击任一持仓记录可在委托窗

口自动填写该笔持仓对应的可平仓信息。

图 1.8

如果对该窗口中显示信息有异议，请手工刷新后再检查数据的正确性。

4. 成交

成交窗口显示登录客户当日的成交情况，分为分笔成交明细和成交合计两部分，如图

1.9 所示。

图 1.9

资金情况

持仓情况列表

成交合计

分笔成交明细



5. 预委托

该功能窗口管理预埋委托单。预埋委托单通过实时委托窗口添加（参见第三大条），列

表中的预埋单存储于交易程序运行目录中的 AS2000.INI 文件中，因此同一客户改变程序运

行目录或更换计算机将不能保证预埋单的一致性。预埋单窗口如图 1.10。

图 1.10

双击其中一条预委托记录或右键菜单中选择“发送委托”可自动发送该预委托单。同

时勾选多条预委托记录前面的复选框，然后选择右键菜单中的“发送委托”可实现发送多

条预委托单。另外右键现菜单中还提供删除、全部选择和全部不选等操作功能。

【提示】：勾选标题栏中“□ 合约代码”前面的复选框可以选择所有预委托记录。

6. 代码表

如图 1.11所示，代码表窗口显示系统中合约代码和合约名称的对应关系。点击任一合

约其代码可以自动填入实时委托窗口的合约代码输入框。

图 1.11

7. 历史成交

该窗口提供查询一段时间内的历史成交记录功能。

8. 结算单



该界面提供客户查询一天或一段时间内的交易及资金结算清单。

9. 设置

设置功能界面为用户提供了基本参数设置、合约代码快捷键设置和一键飞设置功能。基

本参数可以设置程序的显示风格和操作习惯，一键飞设置功能是转为提高客户短线操作速

度而设计的。

9.1 基本参数设置

如图 1.12，基本参数设置目前提供了以下功能：

图 1.12

□ 委托时填写市价

针对实时委托交易窗口委托价格输入框生效。勾选该复选框后，当委托价格留

空时，程序自动根据买卖方向填写当前合约的最新卖价或买价。另见第三大条第 2

条手工逐项输入的价格输入框。

□ 委托成功时提示

勾选该复选框后，客户每成功发出一笔委托都会弹出提交成功提示对话框。另

见第三大条提示②。

□ 预委托单发出后删除

针对预委托功能生效。勾选此功能，预委托单发出后将从列表中删除，同时也

从本地配置文件中的删除已发出委托，这将导致取消该功能后或下次登录也不再显

示该预委托单。

修改密码

用于修改交易密码。点击弹出修改密码对话框。目前交易密码只支持六位数字 。

自动单服务设置

点击弹出自助开通和取消自动单服务窗口。弹出窗口中明示了自动单服务协



议，请客户仔细阅读协议并接受服务协议后再开通自动单。如果客户没有开通自动

单服务，功能选项卡中将不出现“自动单”和“止损止赢设置”两项。

历史查询默认查询天数 6

对历史成交功能有效。客户可以修改默认天数。默认天数从当天起倒计天数。

□ 不显示已成功触发的自动单

对后面描述的自动单功能列表生效。勾选此功能后，被行情触发提交的自动单

将不在列表中显示。取消该功能后，有效期范围内的已触发自动单仍然会显示于自

动单列表中。

为查询方便，建议客户不要勾选此功能。

□ 显示合约行情

勾选该复选框，交易软件上方显示实时行情窗口，取消勾选，实时行情窗口消

失。此功能点击后立即生效。

列表行间距: 6

对所有功能选项卡的列表有效。行间距数值指屏幕象素值。行间距修改范围为

1～17，修改后退出程序重新启动后生效。

□ 登录后启动保证金监控中心网页

勾选后，每次登录都会自动弹出保证金监控中心网页供客户查询帐单。

□ 帐号在不同地方登录时提示

本交易系统允许一个帐号同时从不同地方登录。勾选该功能后，某帐户每次登

录时该帐户所有已登录客户都会收到及时提醒消息。

□ 提示信息自动关闭

对屏幕右下角升起的提示信息框有效。勾选该功能后，提示信息框在几秒后自

动关闭。提示信息框一般为及时通知提示、不同地方登录提示、软件升级提示。

检查程序升级

点击后检查服务器是否提供新版本升级，如果有，则弹出升级对话框。

9.2 合约代码快捷键设置

代码快捷键主要为委托窗口合约输入方便而设计。快捷键一般使用小键盘可打印键，一

旦设置好后，每次输入合约时只要输入相应快捷键即可。

9.2 一键飞设置

默认情况下，一键飞功能未开通。客户阅读完服务协议后，点击“开通服务”按钮即可

开通一键飞功能，如图 1.13。

一键飞功能含义是交易期间只要按下键盘上的一个功能键即可实现开仓、平仓、平仓反

手。功能键包括 F1～F12，每个功能键的按键功能由客户自己设定。在一键飞设置界面，首

先选择按键，然后输入合约代码、买卖开平方向和手数、浮动价位，如果是平仓可以选择



是否反手开仓，最后点“提交”按钮完成设置。在设置列表中选中其中一条设置记录，可

以修改设置或点击“删除”按钮删除设置。设置完成后，在交易程序的任何窗口按功能按

键都起作用。设置好的功能键列表存储于交易程序运行目录中的 AS2000.INI 文件中，因此

同一客户改变程序运行目录或更换计算机将不能保证一键飞功能键的一致性。

图 1.13

需要注意的是，一键飞只是将委托时大部分操作集成到一个键上完成，唯一没有集成的

是委托价格。一键飞的设计目的是在行情波动时能及时捕获理想价格进行快速委托。但在

投资者实际操作中，从看到行情到按键再到委托到交易所会需要一短暂的时间，任何人不

能保证在这一短暂的时间能行情不变动。而行情稍有变动就可能使委托单不成交。因此，

一键飞引入了浮动价位的概念。浮动价位的作用是在当前最新买卖价上上浮或者下浮几个

最小变动价位，将一键飞委托价格锁定到一个浮动区间内，以适应短暂的行情波动。具体

来讲，一键飞委托价形成规则如下：

买入时： 委托价格 = 最新卖盘价 + 浮动价位×最小变动价位

卖出时： 委托价格 = 最新买盘价 - 浮动价位×最小变动价位

对于一键飞浮动价位的设置因个人习惯不同而不同。一般来讲浮动价位越大，成交可能

性就越高，但是造成亏损的可能性也愈大。因此投资者应按照行情的波动和自己对亏损的

承受能力来设置合适的浮动价位。

10. 自动单

10.1 自动单简介

所谓自动单，就是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由电脑自动提交的一种委托方式。具体到新纪

元期货交易系统中的自动单，就是指在预先设置好一定的触发价位和触发方向的情况下，

当行情满足触发条件时，由电脑自动将委托指令发出的一种交易方式。

由于自动单交易的触发条件是预先设置的，在有效的交易时段内，只要满足条件，都可

以自动发出，因此它可以在止损、止盈、开仓等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客户依仗自动单，

可以在激烈的行情中避免人性的犹豫不决，由电脑果断实现交易计划；也可以在突发行情

时避免手工操作迟缓，由电脑及时捕捉合适价格；依仗自动单，客户还可以在交易时段内



放心处理其他要务，由电脑忠实执行交易计划。

10.2 自动单触发规则

自动单指令在刚生成未触发前并不是直接送达交易所，而是存储在公司的服务器中，只

有最新价格达到触发价格或越过触发价格时，该指令才以所填的委托价格或市价自动发送

到交易所交易系统。

自动单内容主要包含委托单信息和触发条件。委托单信息包括合约代码、买卖方向、开

平方向、委托价格、委托数量。自动单触发条件包括：触发方向、触发价格、最新价格。

自动单触发规则是当最新价格位于触发价格的触发方向时，系统自动按照委托信息向交易

所发送一笔委托。其中触发方向和触发价格由客户事先设定，触发方向分为“大于等于”

和“小于等于”两种，最新价格指交易时间内最新市场价格。

例如，某一合约的买入平仓自动单条件设置为：

触发方向： ≥

触发价格：10000

委托价格：10050

则该合约的市场行情最新价只要大于等于 10000，交易系统即以 10050 的价格向交易所发送

一张买入平仓单。

触发价格和委托价格形成了一个自动单指令的价格区间，触发价格是这个区间的最理

想价格，委托价格则是区间的最“差”价格。在下买单时委托价格要高于或等于触发价格，

在下卖单时委托价格则应低于或等于触发价格。

因为期货行情在突破关键价位时的变化速度一般是很快的，而自动单被激活到提交有

一定的时间差（这个时间差非常的小），因此在确定触发价格和委托价格时最好拉开一定的

价差，以确保自动单指令被“激活”后能够成交。价差幅度的大小体现了希望成交的坚决

程度，幅度大成交的可能性大，幅度小则有不成交的可能。所以不同的人确定价差的幅度

会不一样，这因人而异，只要你认为是最适合的就行了。

10.3 管理自动单

自动单可以通过手工添加或通过止损止赢参数自动生成。通过止损止赢参数自动生成自

动单请参见第十一大条。手工添加自动单界面如图 1.14。

图 1.14

一张完整的自动单包括委托信息、触发条件和有效期。客户通过图 1.14 中右侧窗口可



以手工添加自动单。首先填写委托信息（如果客户决心自动单触发后成交，可以勾选“□ 按

市价委托”而不用填写委托价格），然后填写触发条件、选择有效期，最后点击“加入自动

单”按钮即可完成添加工作。自动单的有效期指从提交开始，在未触发情况下到指定有效

日期（包含该日期）一直有效。

添加的自动单显示在自动单窗口列表中，处理结果是未触发。未触发自动单可以通过双

击操作或右键菜单选择删除功能进行删除。对于满足触发条件的自动单，系统会以委托价

报到交易所，触发成功的单子跟手工报单的效果一样，将出现在委托选项卡界面中，同时

自动单处理结果修改为已触发；触发失败的单子可能是因为资金不足或持仓不足导致下单

失败，此时自动单处理结果为触发失败。对于已触发自动单，客户可以勾选设置选项卡中

的“□ 不显示已成功触发的自动单”而使已触发自动单不再显示，另参见第 9 条设置选项

卡的基本参数设置。

手工添加的用于止损止赢的平仓自动单不能够和持仓手数自动保持同步，所以客户在自

动单触发前通过手工下达平仓指令方式平仓后，务必删除该合约的止损止赢平仓自动单，

否则可能造成触发平掉后来的开仓。

【提示】：及时手工刷新自动单列表以掌握自动单触发最新情况。

11. 止损止赢设置

11.1 简介

止损止盈设置是客户根据自己的资金情况和交易习惯，在开仓成交之前分别对合约的多

空开仓预先设置止损（或止盈）幅度。客户一旦设置好某合约的多仓（或空仓）止损止盈

幅度，则在删除该设置之前，客户每次对该合约开多仓（或空仓）成交时，系统依据设置

自动生成对应的止损止盈触发指令。如果客户对止损或止盈均进行了设置，则将生成两条

触发指令，如果只进行了单项设置，则只生成一条触发指令。止损止盈触发指令以当天有

效的自动单方式出现在自动单列表中，可以点击自动单选项卡查看止损止盈触发指令执行

情况。管理手工添加自动单的方法对止损止盈触发指令同样有效。

止损止盈触发指令实际就是由系统根据止损止盈幅度自动生成的自动单，与手工添加的

自动单比较，有以下特点：

� 止损止盈触发指令只有开仓成交当日有效。

� 同时生成止损和止盈两条触发指令的情况下，如果其中一条被触发提交，另一条将

被系统自动作废。

� 如果在触发指令触发前，通过正常下达平仓指令进行了部分平仓或全部平仓，触发

指令中平仓手数会自动减少，保持和持仓手数同步。

我们可以通过图 1.15 从整体上了解止损止盈设置、止损止盈、止损止盈触发指令和自

动单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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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损止盈设置

开仓成交

自 动 单

行情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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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

11.2 设置方法

点击止损止盈设置选项卡，进入如图 1.16 所示设置界面。 设置分为买入开仓和卖出开

仓两种情况。

11.2.1 开仓为买入时止损止盈参数的设置

对于买入开仓而言，行情下跌低于开仓价时亏损，客户需要止损，行情上涨超过开仓价

时为盈利，客户可以止盈。在设置界面，首先在合约代码中输入合约号，买卖类别选择买

入，此时可以看到最新价下跌超过开仓价时是止损操作，最新价上涨超过开仓价时是止盈

操作，如图 1.16 所示。

���� 止损操作

在“最新价下跌超过开仓价：”后面的输入框中填写止损幅度点数，在“就发

出开仓成交价 - ”后面的输入框中填写最低平仓委托价幅度点数。

当开仓成交后，系统自动根据以上设置生成止损触发指令，其触发方向是“下

跌”，即“≤” ，触发价格＝“开仓价－止损幅度点数” ，委托价格＝“开仓价

－最低平仓委托价幅度点数”。根据自动触发规则，最低平仓委托价幅度点数应该

大于止损幅度点数以提高触发后成交率，具体请参见 10.2 节描述的自动单触发规

则。

���� 止盈操作

在“最新价上涨超过开仓价：”后面的输入框中填写止盈幅度点数，在“就发

出开仓成交价 + ”后面的输入框中填写最低平仓委托价幅度点数。

当开仓成交后，系统自动根据以上设置生成止盈触发指令，其触发方向是“上

涨”，即“≥” ，触发价格＝“开仓价＋止盈幅度点数” ，委托价格＝“开仓价

＋最低平仓委托价幅度点数”。根据自动触发规则，最低平仓委托价幅度点数应该

小于等于止盈幅度点数以提高触发后成交率。

止损止盈触发指令手工添加自动单



图 1.16

11.2.2 开仓为卖出时止损止盈参数的设置

对于卖出开仓而言，行情上涨低于开仓价时亏损，客户需要止损，行情下跌超过开仓价

时为盈利，客户可以止盈。在设置界面，首先在合约代码中输入合约号，买卖类别选择卖

出，此时可以看到最新价下跌超过开仓价时是止盈操作，最新价上涨超过开仓价时是止损

操作，如图 1.17 所示。

图 1.17

���� 止盈操作

在“最新价下跌超过开仓价：”后面的输入框中填写止盈幅度点数，在“就发

出开仓成交价 - ”后面的输入框中填写最高平仓委托价幅度点数。

当开仓成交后，系统自动根据以上设置生成止盈触发指令，其触发方向是“下

跌”，即“≤” ，触发价格＝“开仓价－止盈幅度点数” ，委托价格＝“开仓价

－最高平仓委托价幅度点数”。根据自动触发规则，最高平仓委托价幅度点数应该

小于等于止盈幅度点数以提高触发后成交率。

���� 止损操作

在“最新价上涨超过开仓价：”后面的输入框中填写止损幅度点数，在“就发

出开仓成交价 + ”后面的输入框中填写最高平仓委托价幅度点数。

当开仓成交后，系统自动根据以上设置生成止损触发指令，其触发方向是“上



涨”，即“≥” ，触发价格＝“开仓价＋止损幅度点数” ，委托价格＝“开仓价

＋最高平仓委托价幅度点数”。根据自动触发规则，最高平仓委托价幅度点数应该

大于止盈幅度点数以提高触发后成交率。

11.3 提交、修改或删除

在检查参数设置无误后，点击提交，则完成该合约的某一方向的止损或止盈设置。如果

还有其他合约要设置，可以继续上述步骤。如果要删除某一项设置，则在选定该项设置后

点击删除即可。如果要对所设定的参数进行修改，则输入合约代码、方向，重新输入新参

数提交即可。

参数一旦设定，直到你进行新的修改或删除之前一直有效。

五、及时通知

及时通知是公司通过后台给单个客户或所有客户发送的通知信息。在线客户电脑屏幕右

下角会升起及时通知提示窗口，不在线客户在下次登录时电脑屏幕右下角也会升起及时通知

提示窗口。如果客户没有点击查看通知信息，交易软件的“及时通知提示”（图 1.2中所示）

图标会不停闪动。

图 1.18

客户双击图 1.2 中所示的“及时通知提示”可以弹出如图 1.18 所示当日及时通知信息列

表窗口。点击“查看历史信息”按钮可以查看以往通知信息。历史通知信息只存储于交易程

序接收通知当时所运行的电脑目录中，客户更换电脑或更换运行目录后将不能查看历史通知

信息。



� 银期转帐软件使用说明

新纪元期货公司现已开通了全国建行、江苏工行和北京工行三家银行的网上银期转帐服

务。客户只要在这三家银行其中一家或多家开户并和期货资金帐号建立对应关系即可使用网

上银期转帐系统。使用网上银期转帐系统，客户出入金完全自主，无需预约，在银行与期货

之间划款即刻到帐。

一、开始使用

从桌面或行情相关交易菜单中运行新纪元银期转帐程序，出现类似网上交易程序登录界

面（图 1.1），客户根据自己使用的上网情况选择接入速度较快的接入服务器，然后输入客户

号和期货资金密码，点击登录按钮即可进入转帐界面。新开户帐户和忘记资金密码后重设密

码的客户，登录时必须修改密码才能进行转帐操作。

如图 2.1所示，银期转帐软件界面提供了转帐、历史转帐流水查询和软件设置功能。

图 2.1

二、转帐

点击“期银转帐”选项卡，进入图 2.1所示转帐界面。在转帐之前，请客户首先点击界

面右侧的“刷新期货资金信息”和“查询银行余额”，了解自己期货可取资金和银行余额（注

意在选择江苏工行后点击“查询银行余额”，程序会弹出窗口要求输入银行查询密码），然后

按照下面的步骤完成转帐操作。

第一步、选择业务类别。由银行帐户向期货保证金帐户转入资金，请选择[ 1.银行->期
货]。由期货保证金帐户向银行帐户转出资金，请选择[ 2.期货->银行]。



第二步、选择银行名称。点击“银行名称”下拉列表选择您要出入金的银行。此处列出

了客户所有和期货资金帐号建立过对应关系的银行帐号所在的银行名称。选择银行名称后，

下面的“银行帐号”自动列出您的银行帐号。为安全起见，软件默认只显示银行帐号后 8
位。客户可以通过“设置”选项卡自己设定显示银行帐号的位数，具体请参见第四大条设置

使用说明。

第三步、输入转帐金额。如果业务类别是[ 1.银行->期货]，此处金额必须小于银行余额 。

银行余额通过点击“查询银行余额”获得。如果业务类别是[ 1.期货->银行]，此处金额必须

小于等于期货可取资金。可取资金通过点击“刷新期货资金信息”获得。关于可取资金的计

算原则请参见第五大条

第四步、如果转帐类别是[ 1.银行->期货]，同时银行名称是“江苏工行”，则需要输入

银行密码。在所有转帐操作中，只有江苏工行的银行转期货操作需要银行转帐密码，其它转

帐操作银行密码输入框都是灰色不可输入状态。

第五步、点击确认转帐按钮。

完成以上五步操作后，程序向系统发送转帐指令，同时转帐界面左边窗口中新增该次了

转帐记录并实时显示处理结果。如果在勾选了设置选项卡中的“□ 转帐成功时提示”功能，

程序会弹出对话框及时显示转帐处理结果。

三、查询历史转帐流水

点击历史转帐流水选项卡进入查询历史转帐流水功能界面，如图 2.2 。在该界面，客户

可以查询一段时间内某个银行帐号或所有银行帐号的查询余额记录和转帐记录。

图 2.2

四、软件设置

设置选项卡提供了几项简单的软件设置功能，客户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惯进行设置。界面

如图 2.3。



图 2.3

□ 转帐成功时提示

勾选该复选框后，客户每成功发出一条转帐指令都会弹出提示对话框及时显示

转帐处理情况。另见第二大条提示。

修改资金密码

用于修改登录银期转帐程序的密码。点击弹出修改密码对话框。目前资金密码

只支持六位数字。

列表行间距: 6

对所有功能选项卡的列表有效。行间距数值指屏幕象素值。行间距修改范围为

1～17，修改后退出程序重新启动后生效。

银行帐号只显示后 8 位

对所有界面显示银行帐号有效。客户可以修改默认位数。银行帐号剩余前面的

位数用“*”代替。

检查程序升级

点击后检查服务器是否提供新版本升级，如果有，则弹出升级对话框。

五、期货可取资金计算原则

在保证客户风险率安全的情况下，参照其它条件，按照最小可取原则确定可取额度。客

户出金后资金情况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三条具体原则：

1、出金后客户可能最大风险率不得高于 80％ 。其中

持仓保证金＋开仓未成交冻结资金

可能最大风险率＝ ─────────────────── ≤ 80%
出金后总权益－持仓盈利－手工冻结资金



2、出金后总权益扣除手工冻结资金和持仓盈利后余额保证不低于当日平仓盈利。即：

出金后总权益－持仓盈利－手工冻结资金 ≥ 当日平仓盈利

3、出金后总权益扣除手工冻结资金和持仓盈利后余额保证不低于帐户最低余额限制（一

般是 300 元）。即：

出金后总权益－持仓盈利－手工冻结资金 ≥ 最低余额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