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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快期（Q7）软件入门介绍 

目标：本章的内容，旨在让您了解快期（Q7）软件的基本操作内容和

操作方式，以使您在最短时间可以使用快期（Q7）软件。 

1.快期（Q7）软件的典型界面截图 

 

图例中从上到下的顺序分别为系统菜单、内容窗口和状态栏三部分，下面分

别进行介绍。 

2.系统菜单介绍 

(1)     【系统——查期货账户资金】 

        作用：查询您期货账户的资金详细情况 

(2)     【系统——查历史结算单】 

        作用：查询您期货账户当日之前的历史日/月结算单 

(3)     【系统——修改密码】 

        作用：修改您期货账户的交易密码和资金密码 

(4)     【系统——锁定软件】 

        作用：锁定您的交易软件，输入正确的交易密码方能打

开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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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操作/设置： 

 可自行设置自动锁屏时间，系统缺省设置为不自动

锁屏 

(5)     【银期转账——银期转账】 

        作用：为您提供银行账户和期货账户的资金查询及资金

划转 

        相关操作/设置： 

 查询银行账户 

 查询期货账户 

 期货账户资金转银行 

 银行资金转期货账户 

 查询转账明细 

(6)     【报告——账户交易报告】 

          作用：为您提供特定或指定时间段内期货账户盈亏

统计报告 

(7)     【选项——快速设置向导】 

          作用：为您提供快期（Q7）软件的快速设置引导，

内容包括软件界面和常用配置。当您首次使用快期（Q7）

软件时，本向导将自动弹出并引导您进行相关操作。 

                   提示：完成快速向导会改变之

前的设置 

(8)     【选项——保存当前设置】 

          作用：快期（Q7）软件为您提供了个性化的界面和

操作的配置功能，并保存您的这些配置。您可以通过

对保存当前设置的操作选择自动保存哪些设置以及设

置保存的名称。 

(9)     【选项——加载保存设置】 

          作用：您可以通过此功能调取将软件配置恢复到以

前的设置 

(10)   【选项——选项设置】 

          作用：快期（Q7）软件为您提供了强大的界面和操

作的配置功能。通过【选项设置】您可以从界面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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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习惯、下单速度、操作便捷等全方位打造一个专

属于您个人的交易利器。 

          备注：【选项设置】功能在第三章中整章详细介绍。 

(11) 【帮助——使用说明】 

          作用：软件操作说明 

(12) 【帮助——关于】 

          作用：查询软件版本，多在客服人员在为您解决问

题查询使用 

(13)  合约组切换 

          作用：您可以通过其快速切换行情报价表/报价块

的期货合约内容。合约组内容需由您预先设定好。 

               

3.内容窗口介绍 

3.1 资金状态栏 

 

资金状态栏能实时动态显示您期货账户的主要资金状况，免去您查询

的烦恼，使您能轻松地掌握资金动态。 

快期（Q7）软件采用了强大的后台计算模块和主动查询模式，实现了您在交

易期间无需象现有下单软件那样点击查询，就可以实时地了解随行情变化的资金

变动情况、委托单是否成交、成交的详细交易记录等核心交易信息，让您有完全

崭新的交易体验。 

相关操作/设置： 

 查询资金账户详细信息，功能与系统菜单部分【系统——查期货账

户资金】相同。 

 如何调整（增加/删除/改变顺序）资金状态栏内容 

方法一：通过【选项】-【选项设置】-【表格设置】进行设置  

方法二：在资金状态栏内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菜单中选择【表格列

设置】进入设置界面  

进入表格设置选项，选择需设置的列表，下图以行情表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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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介绍 

1. 选择需要显示或不显示的列项目，打勾或取消打勾  

2. 使用“上移”“下移”按钮调整列项目的显示顺序，点击“确定”按钮 

 如何关闭显示资金状态栏以节省版面空间 

方法一：通过【选项】-【选项设置 】-【显示】进行设置，将“隐藏

标题”里的小勾去掉，确定退出设置。用鼠标左键按住“资金帐户”

标题拖拽到其他位置或者堆叠 

方法一：通过【选项】-【选项设置 】-【显示】进行设置，将“是否

显示”里的小勾去掉，确定退出设置。 

 

3.2 行情报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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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操作/设置： 

 如何设置自选合约和自选合约组 

 如何设置行情报价表的内容和顺序 

 如何利用行情报价表快速填写下单板 

 如何在行情报价表内实现快速委托 

  

3.3 行情报价块 

 

报价块内容介绍： 

第一排从左到右：合约代码、最新价、现量 

第二排从左到右：最低价、最高价 

第三排从左到右：买入价、卖出价 

第四排从左到右：买量、委托手数、卖量 

第五排从左到右：持仓、成交量 

相应操作/设置： 

 如何利用行情报价块快速填写下单板 

 如何在行情报块内实现快速委托 

3.4 合约列表 

 

相应操作/设置： 

 如何设置合约列表的内容和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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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下单板 

 

相应操作/设置 

 如何只使用键盘实现下单板下单 

 如何只使用鼠标实现下单板下单 

 让你实现简洁、快速下单的几项核心功能设置 

 什么是自动开平仓 

 利用委托相关设置选项实现快速下单的几个典型范例 

 

3.6 未成交单 

 

相应操作/设置： 

 如何快速撤单 

 如何快速修改未成交单的价格和数量 

 如何设置未成交单列表的内容和顺序 

3.7 所有委托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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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操作/设置： 

 点击所有委托单窗口最下面左边的选项按钮，您可以按照全部、挂

单、已成交、已撤单/错单四种类别分别查看相关委托单。 

 如何设置所有委托单列表的内容和顺序 

3.8 预埋/条件单 

 

 什么是预埋单和条件单，两者有什么区别 

1. 预埋单是用户预先填写的一份委托，在快期软件中它有两种触

发模式，手工出发、时间自动触发 

时间自动触发是，客户在一段时间中预埋下报单，一定是在下次进

入集合竞价或交易状态时发出报单： 

例如上海交易所 

在 8.55分之前发出的预埋单，在集合竞价时发出 

在 8.55~9.00之间发出的预埋单，在 9点开盘时发出 

在 9.00~10.15之间发出的预埋单，在 10.30开盘时发出 

在 10.30~13.00之间发出的预埋单，在 13.00开盘时发出 

在 13.00~14.10之间发出的预埋单，在 14.20开盘时发出  

2. 条件单是用户基于某种条件触发设想，预先填写的一份委托，

在快期软件中它有两种触发模式，手工出发、条件触发 

3. 预埋单和条件单的共同点均是用户在下单板上预先填写的一份

委托，且一旦填写好后均可手工触发。预埋单和条件单的区别主要

在委托的用途和理念不同，且预埋单单可以靠时间触发条件单不可

以，而条件单可以靠价格触发而预埋单不可以。 

 如何填写预埋单和条件单 

1. 首先在下单板填写完成一份委托单 

2. 点击“预埋/条件”单按钮 

3. 选择预埋单类型或进入条件选项设置条件 

 点击所有委托单窗口最下面左边的选项按钮，您可以按照全部、预

埋单、条件单、已发送委托单四种类别分别查看相关委托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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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设置预埋/条件单列表的内容和顺序 

风险提示：请尽量不要在选项设置—》下单—》常规—》“下单板”

设置区域中，启用“使用自动开平时，取消开平仓选择”情况下使用

条件单功能，否则条件单埋入的开平状态将是“自动”状态，条件单

未自动触发前，一旦手工对标的委托单进行了操作，又未删除对应条

件单，自动开平原则将无法正确执行用户的最初需要，有可能反向开

仓或平仓。 

 

3.10 持仓 

 

相关操作/设置： 

 如何在持仓列表中快速平仓 

 什么是组合持仓 

 如何设置持仓列表的内容和顺序 

3.11 成交记录 

 

相关操作/设置： 

 点击成交记录窗口最下面左边的选项按钮，您可以按照成交明细和

委托合计两种不同方式查看成交记录。 

 如何设置成交记录列表的内容和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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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状态栏介绍 

 【交易日志】 

    交易日志位于状态栏的最左端，用于记录您账户的登录、委托、成

交等重要信息。图例如下： 

 

        交易日志可用鼠标双击打开查看详细内容，图例如下： 

 

   

 【行情/交易服务器连接状态】 

    状态栏中间偏右的两个五角星分别代表您的交易软件与综合交易平台

的行情服务器和交易前置服务器的连接状态，绿色表示连接正常，红色表

示连接中断。当您把鼠标移至五角星位置将出现“交易”、“行情”的提

示字符。 

 

 

 

 【各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 

     状态栏最右边为各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其分别来自四家国内期货交

易所的交易服务器，灰色代表交易时间段，红色代表非交易时间段。当您

把鼠标移至各时间位置时，将出现对应的交易所和当前交易状态。四个时

间从左到右的顺序是：上期所、大商所、郑商所和中金所。 

 

 

5.如何显示多档行情 

      概述 

现今所有期货交易所均不提供五档行情。快期根据客户需要进行了技术革

新，提供多档行情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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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功能也是在为交易所推出五档行情做准备。 

      多档行情的原理： 

1接收到第一个卖价和卖量作为卖①。 

2当接收到第二个卖价和卖量时候，将之前的卖①顶到卖②的位置上，以此

类推。 

3 上海交易所和能源交易所合约根据期货公司服务器是否提供五档决定是

直接显示五档还是显示多档 

 

6.2 设置显示多档行情 

设置：1.选项→选项设置→显示→常规，将多档行情是否显示勾选 

      2.将上图红框点击一下，使其处于勾选状态（不勾选只显示一档行情） 

 

6.快速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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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完风格和功能后点击完成，快速向导完成后软件会覆盖先前的设置。 

二、快期（Q7）软件操作 

1.如何使用鼠标实现下单板下单 

操作类型：纯鼠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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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快期（Q7）软件系统默认设置即可以使用纯鼠标下单板下单。但如果您在软件快

速向导时选择传统风格布局，或您更改了相关设置时，系统将不提供纯鼠标下单

板下单功能。涉及纯鼠标下单的相关功能设置项包括： 

       合约输入——【可以用鼠标输入合约代码】选项 

       价格输入——【可以用鼠标输入价格】选项 

       手数输入——【可以用鼠标输入常用手数】选项 

上述选项设置均在【选项】→【选项设置】→【常规】中设置。 

2.如何使用键盘实现下单板下单 

操作类型：纯键盘 

快期（Q7）纯键盘下单板下单的操作包含输入和输入/选择框切换两部分： 

        输入合约代码：在常规键盘输入合约代码和数字基础上，增加

了合约代码缩写/拼音输入以及键盘快速输入价格功能。 

        键盘快速输入价格：即当您在填写下单板输入委托合约代码和

选择交易方向后，软件会自动在价格输入框内填入该合约与交易方向相

对的买入/卖出价。如果您需要更改其他指定委托价时，只需要输入您需

要的更改的后几位数字即可完成价格输入。 

示例如下： 

当您选择买入 CU1004合约 3手时，软件自动在价格输入框填入当前卖出

价 56180。如果您希望委托价格指定为 56150，则您只需要输入 50 两个

数字，委托价即改为 56150。图示如下： 

 

        输入/选择框切换：使用键盘在合约、买卖方向、开平、手数、

委托价各选项间切换有以下几种方式： 

       回车键（enter键）从上到下依次切换、左右箭头左右切换； 

       Tab键从上到下依次切换、左右箭头左右切换； 

       上下箭头上下切换、左右箭头左右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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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金仕达软件的 1、3快捷键选择买卖方向和开平（备注：

用户需要选择好买卖方向后继续移动光标的，应该在选项设置的常

规选项中打开“1，3选择开平/买卖后自动移动光标”功能选项） 

3.如何在行情报价表内实现快速委托 

操作类型：纯鼠标 

快期（Q7）软件提供您在行情报价表上快速下单的功能，具体操作方式是： 

在行情报价表中将鼠标箭头移至您需要委托的合约行，在买入价/量或卖出/量区

域双击鼠标左键，您即可以在弹出的委托确认框点击确认即可完成委托下单。 

重要说明： 

        买卖方向：系统默认设置是反向下单，即点卖价下买单、点买价下

卖单。如果您的操作习惯与此相反，您可以进入【选项】→【选项设置】→

【鼠标快速下单】进行下单方向的更改。 

        委托价格：使用行情表鼠标快速下单时，委托价格即为您点击时行

情表中的买入/卖出价。 

        委托手数：使用行情表鼠标快速下单时，委托手数为您设置的品种/

合约默认手数。如果您未设置该品种/合约默认手数，系统默认为 1手。（默

认手数设置请见第三章第 2部分） 

        开/平仓：使用行情表鼠标快速下单时，系统均默认配合打开“自动

开平仓”功能。无持仓系统默认进行开仓操作；有持仓如果点击的买卖方向

和持仓相同则继续开仓；有持仓如果点击的买卖方向和持仓相反则进行平仓

操作。“自动开平仓”是快期（Q7）软件的一项重要功能，它可以为您提供

更便捷的交易体验，其功能详细介绍和设置请仔细学习第三章第 3部分内容。 

        备注：当您鼠标点击买卖区域之外的地方时，合约框将填入合约代

码，买卖方向和开平仓都需要您手动选择。 

  

4.如何在行情报块内实现快速委托 

快期（Q7）软件提供您在行情报价块上快速下单的功能，具体操作方式与行情报

价表基本一致，唯一不同的是行情报价块委托可以提供委托手数的输入，即可以

在下图所示红框位置输入委托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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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何利用行情报价表（块）快速填写下单板 

操作类型：纯鼠标 

为更便捷地为您提供委托单的填写和输入，快期（Q7）软件为您提供利用行情报

价表（块）快速填写下单板的功能，即当您在行情报价表中将鼠标或光标移至某

合约时，下单板将对应地自动填入合约代码、默认委托手数和委托价。这时您只

需要补充或更改您需要的内容，即可完成委托单的输入，这将大大的提高您的下

单速度。 

重要说明：当您用鼠标点击买入价/量或卖出价/量区域，系统还可以直接在下单

板填入买卖方向，具体买卖方向与在行情报价表（块）快速委托是一致的。） 

 

  

操作类型：纯键盘 

        按 F1快捷键，光标进入行情报价窗口 

        使用↑/↓选中需要委托的合约 

        合约代码自动填入下单板的合约输入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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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如何快速撤单 

操作类型：纯鼠标 

         操作一：用鼠标选中需要撤单的委托记录，点击窗口右侧的“撤单”

按钮。 

         操作二：用鼠标双击您需要撤单的委托记录。 

         操作三：用鼠标点击窗口右侧的“全撤”按钮，可撤销全部委托单。 

  

操作类型：纯键盘 

        按 F2快捷键，进入未成交单窗口 

         操作一：使用↑/↓选中需要撤销的委托，按 Delete 键或小键盘- 

键或 Alt+X组合键，即可撤销该委托记录 

         操作二：使用 Ctrl+Delete组合键或 Alt+C组合键撤销全部未成交

委托 

         操作三：快期软件提供按合约和买卖方向快速撤销多个未成交委托

单的便捷操作，具体设置请见【选项】--【选项设置】--【撤单-键盘快速

撤改单】 

7.如何快速修改未成交单 

快速修改未成交单，实质是快期委托终端自动将撤单指令和新的委托指令先后发

出的组合指令之一，它可以让您用简单的一两步操作去完成以前需要的先撤单再

填单的繁琐操作。 

操作类型：纯鼠标 

        在未成交单窗口用鼠标双击需修改的委托单的未成交手数或报单价

格处，该委托单的未成交手数或报单价格即变成可修改状态 

        填入新的委托手数或报单价格，鼠标点击之外的区域，界面会弹出

报单指令，您点击确认后即发出。 

操作类型：纯键盘 

        按 F2 快捷键，进入未成交单窗口。使用↑/↓选中需要改单的未成

交委托。 

        按小键盘* 键，未成交手数则变成可修改状态；按小键盘/ 键，报

单价格则变成可修改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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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入新的手数或价格后，按回车（Enter）键，界面会弹出报单指令，

再按回车（Enter）键即发出。 

快速改单示意图： 

图例 1：修改委托手数示例 

 

图例 2：修改报单价格示例 

 

图例 3：改单委托的组合指令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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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如何快速平仓 

快速平仓即在持仓列表中使用鼠标以对手价平仓的快速操作。 

操作类型：纯鼠标 

        在持仓列表中用鼠标选中需要平仓的持仓记录，双击鼠标即弹出平

仓委托指令，点击确认后即发出平仓报单。 

        重要说明一：快期软件自动将今仓和昨仓分列，如果您双击今仓列，

则只平今仓；如果您双击进仓列之外的区域，则根据该合约（或品种）的默

认手数设置以及自动开平设置确定平仓手数（系统默认为全部持仓）。如需

了解详细原因或修改相关设置，请详细学习下一章的自动开平功能设置） 

        重要说明二：在系统缺省设置下，如果之前已经有该持仓的平仓挂

单，您也无需进行撤单操作，系统将自动将原平仓单撤单并发出新的平仓单。

（如需了解详细原因或修改相关设置，请详细学习下一章的自动开平功能设

置） 

9.如何键盘一键下单 

一键下单在快期软件属于键盘快速下单的一部分，即在报价表中或者整个软件界

面内实现一键快速下单。 

操作类型：纯键盘 

        按 F1快捷键，进入报价表窗口（光标已经在报价表内则可省略此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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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一：使用↑/↓选中需要委托的合约，按 1 键或小键盘 1 键可

按卖一价委托一个带消息确认的买单 

         操作二：使用↑/↓选中需要委托的合约，按 3 键或小键盘 3 键可

按买一价委托一个带消息确认的卖单 

        操作三：使用↑/↓选中需要委托的合约，按 4键或小键盘 4键可按

买一价委托一个带消息确认的买单 

        使用↑/↓选中需要委托的合约，按 6键或小键盘 6键可按卖一价委

托一个带消息确认的卖单 

        使用↑/↓选中需要委托的合约，按 7键或小键盘 7键可按卖一价填

写一个委买单到下单板并且光标停留在价格输入框 

        使用↑/↓选中需要委托的合约，按 9键或小键盘 9键可按买一价填

写一个委卖单到下单板并且光标停留在价格输入框 

 

重要说明： 

        快捷键：以上罗列的快捷键为系统的默认配置，主要是为了延续传

统软件使用习惯。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快捷键进行新增、删除或修

改，合理规划使用避免冲突，一键下单快捷键支持组合键，例如 Ctrl+q 

        买卖方向：用户在设置一键下单的时候，就设置并决定了快捷键的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用户在设置一键下单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设置

委托的价格包括买一价、卖一价、最新价 

        超   价：用户在设置一键下单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设置

是否超价，系统的默认设置都是 0，即不超价。超价设置为正数表示下单时

有利于成交方向调整 N个价位；超价设置为负数表示下单时不利于成交方向

调整 N个价位 

        下单动作：用户在设置一键下单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设置

对应的下单动作或填单动作。例如（发出报单带确认、发出报单不带确认、

填单后光标到价格、填单后光标到手数、填单后光标到下单按钮等等 9种动

作可选） 

        委托手数：使用一键下单的时候，委托手数为您设置的品种/合约默

认手数。如果您未设置该品种/合约默认手数，系统默认为 1 手。（默认手

数设置请见第三章第 2部分） 

        开/平仓：使用一键下单时，系统均默认配合打开“自动开平仓”功

能。无持仓系统默认进行开仓操作；有持仓如果点击的买卖方向和持仓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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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继续开仓；有持仓如果点击的买卖方向和持仓相反则进行平仓操作。“自

动开平仓”是快期（Q7）软件的一项重要功能，它可以为您提供更便捷的交

易体验，其功能详细介绍和设置请仔细学习第三章第 3部分内容。 

        作用区域：系统默认的一键下单区域为报价表内，快期软件同时提

供在整个软件界面内，光标无论在任何处均可实现一键快速下单，即作用区

域为软件界面全局。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全局界面一键下单所委托的合约，

仍然是报价表内筐选的合约，无论光标是否在报价表内。由于选择此项容易

造成误解，所以我门建议用户在使用的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 

  

10.如何使用跟盘价 

 点击下单板的指定价按钮可以在指定价和跟盘价之间切换。 

 跟盘价始终跟对手价，即下单板上选择买入则跟卖价，选择卖出则跟买

价。 

 

三、快期（Q7）软件选项配置 

目标：本章的内容，旨在让您学习快期（Q7）软件的显示、交易选项设置，以使

您能将标准配置的快期（Q7）软件成为适应您交易习惯的个性化软件。 

基础：点击系统菜单栏【选项】→【选项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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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何设置自选合约组 

1.1 增加/删除自选合约 

操作介绍    

        选择系统菜单栏上【选项】的【选项设置】 

        在选项设置界面中选择左侧项目栏的【自选合约】后，即有如

下图示： 

 

        在示图红框位置中【合约组】选择需要设置的自选合约组。 

        在示图红框位置中【交易所】选择自选合约的交易所 

        在示图红框位置中【交易所】下面的合约列表中选中需要增加

的合约（按住键盘 Shift键或 Ctrl键可多选），点击【增加】按钮即

可增加自选合约。 

        在示图红框位置中【自选合约代码】的合约列表中选中需要删

除的合约（按住键盘 Shift键或 Ctrl键可多选），点击【删除】按钮

即可删除自选合约。 

        在示图红框位置中点击【上移】/【下移】按钮，可改动自选

合约的排列顺序。 

        在软件的行情报价表/报价块窗口内，点击鼠标右键，可弹出

『设置自选合约』的快速入口，点击该入口可直接进入自选合约设置。 

1.2 增加/删除自选合约组 

操作介绍    

1.   选择系统菜单栏上『选项』的『选项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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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选项设置界面中点击左侧项目栏的『自选合约』前的+号，即显示

出『合约组设置』。选择『合约组设置』后即有如下图示： 

 

3.   点击示图红框部分内的【增加】按钮并输入合约组名称，即实现增加

新的合约组。 

4.   在示图红框部分内的自选合约组列表中选中需要删除的合约组，点击

【删除】按钮，即实现删除不需要的合约组。 

5.   在示图红框部分内的自选合约组列表中【合约组名】列点击合约组名，

可修改合约组名称。 

6.   在示图红框部分内的自选合约组列表中【是否显示】列选择哪些合约

组显示（打√），选中的自选合约组在系统状态栏的最右侧依次列出。 

7.    在示图红框部分内的自选合约组列表中【切换快捷键】列设置合约

组切换快捷键，可实现行情报价表/报价块的自选合约组切换。 

2.默认手数设置 

2.1 概述 

默认手数是指您在进行下单操作时还没有填写下单手数或没有明确指定下

单手数时，系统会按照默认手数设置的数量形成下单指令中的委托数量。 

默认手数 

 

2.2 哪些下单操作会涉及默认手数 

        单击/双击报价表 

        单击/双击报价块 

        下单板填入合约代码后 



 

22 

        使用自动开平功能 

        单击/双击持仓 

2.3 如何设置默认手数 

操作介绍 

A．系统菜单栏点击【选项】→【选项设置】→【默认手数】 

B．系统菜单栏点击【选项】→【品种默认手数】 

 

 

说明： 

        默认手数设置可按品种和合约设置对应的默认委托手数。如上

图所示中 CU（品种）和 CU1005（合约），当品种和合约都设置有默认手

数时，委托以合约优先、品种其次的顺序确定对应的默认手数。 

3 常规配置 

3.1 概述 

常规设置是指常规下单方式中为使您能有更好的用户体验提供的便捷化、

个性化的操作设置,由于功能的增加和改进原 2.48版本中的“选项设置”--

“下单”—“常规”在 2.50 版本中做了更为合理方便的位置和名称优化,

大致分拆为两个设置界面，其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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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条件单类型选择 

V2.5中系统默认的条件单类型为”服务器条件单”,用户可以通过对此功能选项

进行“打勾”启用本地条件单。条件单的设置和使用详细见本说明书“预埋/条

件” 

3.3 不支持市价的品种用涨跌停限价模拟 

选择使用“不支持市价的品种用涨跌停限价模拟”功能时，由于某些交易

所不支持“市价”指令，用户在下单板价格输入框内输入“市价”指令时，

系统根据用户选择的买卖方向，用该合约对应的涨跌停限价进行模拟市价

的委托。系统默认的配置是使用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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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大单分拆功能    

  

用户可以利用此功能实现对大单的快速分拆和下单， 

当不勾选时，代表不分拆。勾选后，设置值为“0”时代表按照交易所规定分拆，

设置值为“N”时按照设置的 N分拆，不足分拆部分，保持不变； 

特别说明:大单分拆功能需配合自动开平功能使用,如非自动开平状态,即使设置

了最小分拆参数也不能使用大单分拆功能 

3.5 合约、价格、手数、输入以及价格增强输入框设置 

3.5.1合约输入框增强设置 

选项一：可以用鼠标输入合约代码 

选择使用“可以用鼠标输入合约代码”功能时，鼠标点击在下单板的合

约输入栏时，软件会先后自动弹出品种选择菜单和合约选择菜单，您可

以只使用鼠标操作完成委托合约的选择。 

选择“可以用鼠标输入合约代码”功能后，操作时的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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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二：可以输入缩写和拼音： 

选择使用“可以输入缩写和拼音”功能时，在下单板的合约输入栏输入

缩写或拼音，软件会自动弹出与缩写或拼音相匹配的合约列表，您可以

使用键盘的上移或下移键完成委托合约的选择。 

选择“可以输入缩写和拼音”功能后，操作时的图示如下： 

 

3.5.2价格输入框设置 

选项一：可以用鼠标输入价格 

选择使用“可以用鼠标输入价格”功能时，鼠标点击在下单板的委托价

输入栏时，软件会先后自动弹出数字输入软键盘，您可以只使用鼠标操

作完成委托价格的输入。 

选择“可以用鼠标输入价格”功能后，操作时的图示如下： 

 

选项二：键盘快速输入价格 

选择使用“键盘快速输入价格”功能时，无论你使用键盘输入还是使用

鼠标进行数字键盘输入，您只需要输入您需要修改的价格后几位数字即

可。即如下图中后三位红色的“410”所示，原委托价为买价“56360”， 

需修改为“56410”时，只需输入“410”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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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手数输入框设置 

手数输入框设置是通过预设您常用的一组（9个）委托数量，以实现纯鼠标

的快速便捷操作。 

选择“可以用鼠标输入常用手数”功能后，操作时的图示如下： 

 

 

3.6 下单板设置 

选项一：下单前确认 

选择使用“下单前确认”功能时，所有通过下单板点击下单按钮下单时

都会弹出下单确认消息框。系统默认的配置是使用“下单前确认”功能

的。 

选项二：切换合约时自动填入默认手数 

选择使用“切换合约时自动填入默认手数”功能时，所有在下单板上切              

换合约的同时，手数输入框内的手数自动锁定该合约的默认手数，系统

默认的配置是使用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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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项三: 使用自动开平时，取消开平仓选择 

选择使用“使用自动开平时，取消开平仓选择”功能时，下单板将会取

消开平仓选项，下单板上“开/平”按钮变为“自动”状态，系统自动判

断开仓、平仓、平今，除非手动点击“开/平”按钮恢复到“开/平”状

态否则不可以人工对开平仓进行选择。系统默认的配置是不使用此功能。 

选项四：键盘输入完成后光标自动向下移动 

选择使用“键盘输入完成后光标自动向下移动”功能时，用户在下单板

填单，无论用 1，3切换买卖或是 1，2，3开平后，光标都会自动下移到

下面一行的选项内容上去。系统默认的配置是不使用此功能。 

选项五：光标在价格输入框按回车直接下单 

 选择使用“光标在价格输入框按回车直接下单”功能时，光标只要在下

单板价格输入框内，用户只需按“回车”键即可以直接下单，此功能方

便了用户在修改完价格之后快速下单。系统默认的配置是不使用此功能。 

3.7 下单板顺序设置 

        快期（Q7）下单板顺序设置，对“标准下单板”不适用，目前

只针对“横条下单板”和“竖条下单板”。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上或下移动下“横条下单板”和“竖

条下单板”内项目的顺序。 

3.8 下单板“开/平”与“买卖”方向快捷键设置 

      V2.5 快期中跟个性化的增加了，下单板上“开/平”与“买/卖”

方向的快捷键可设置功能，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和对键盘不同

的规划合理进行利用。 

        系统默认的买入是“1”；买出是“3”；开仓是“1”；平仓是

“3”；平今是“2”；系统自动选择是“0” 

3.9 下单板清空设置 

        V2.5快期中在下单板设置窗口中,增加了“设置清空下单板”的

按钮，方便用户查找和设置，用户也可直接到“风险管理”设置页面直

接对下单板清空的内容进行选择和设置。系统默认的下单板清空设置为

“不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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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动开平设置 

4.1 概述 

自动开平是指用户在进行下单操作时没有明确指定【开仓】【平仓】或【平

今】，同时可能没有明确指定下单的手数。在这种情况下，系统会按照特定规则

理解用户意图，并形成下单指令。 

4.2 哪些下单操作会涉及到自动开平 

        键盘快捷下单：用户按一个键就直接发单，不需要输入开平和

手数 

        鼠标快捷下单：用户双击就直接发单，不需要输入开平和手数 

       双击报价表 

       双击报价块 

       双击持仓 

         下单板上指定使用自动开平：只输入手数，不指定开平 

4.3 自动开平的基本处理原则 

自动开平处理的基本原则是【无仓开仓，有仓先平】。即当下单时，若

手上没有相反方向的持仓，会直接进行开仓操作，否则会根据下面的选项，

对此持仓进行平仓或部分平仓操作。 

在【选项设置】-【自动开平】页面中共有 3个选项： 

        按持仓量全平（这个是默认选项） 

        按默认手数平仓，超出持仓量部分不处理 

        按默认手数平仓，超出持仓量部分反向开仓 

备注：默认手数在【选项设置】-【品种设置】页面。 

4.4 按持仓量全平 

4.4.1 业务含义 

当有头寸时进行相反方向的下单，则： 

        撤销原来的平仓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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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用户输入手数，按先平今后平仓的顺序发平仓单。如果用

户没有输入手数，则按全平处理。 

4.4.2 案例 

假定自动开平选项设置为【按持仓量全平】，用户现有 cu0901 多头昨仓 4 手，

今仓 3 手，并已挂有卖平今单 1 手。Cu0901 的默认开仓手数设置为 2 手。那么

以下动作的效果分别是： 

序号 用户操作 实际执行指令 

1 双击报价表中 cu0901那一行的买价 

Cu0901 撤原平今单 

Cu0901 卖  平今  3手 

Cu0901 卖  平仓  4 手 

2 双击报价表中 cu0901那一行的卖价 Cu0901 买  开仓  2 手 

3 双击持仓中 cu0901那一行 同 1 

4 下单板上填 cu0901, 卖，手数 10 同 1 

5 下单板填 cu0901, 卖，手数 5，点下单 

Cu0901 撤原平今单 

Cu0901 卖  平今  3手 

Cu0901 卖  平仓  2 手 

6 下单板填 cu0901, 卖，手数 1，点下单 
Cu0901 撤原平今单 

Cu0901 卖  平今  1手 

7 报价块填 10手，双击买价 同 1 

8 报价块填 10手，双击卖价 Cu0901 买  开仓  10 手 

4.4.3 掌握要点 

        用户只要做了和持仓方向相反的下单，就一定是全平，除非用户指

定的手数小于持仓手数。 

        用户的平仓单以对手价发出，如果万一没有完全成交，只要再重复

一遍操作，就可以追平。比如用户双击持仓项平仓，如果平仓单没有成交完，

就再双击一次持仓项即可。 

        此选项保证在平仓完成前不会生成开仓单。也就是用户进行快捷下

单不会形成锁单效果。 

        此选项是默认选项，对大多数客户都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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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按默认手数平仓，超出持仓量部分不处理 

4.5.1 业务含义 

当有头寸时进行相反方向的下单，则： 

        根据用户输入手数，按先平今后平仓的顺序发平仓单。如果用

户没有输入手数，则按默认手数处理。 

4.5.2 案例 

假定自动开平选项设置为【按默认手数平仓，超出持仓量部分不处理】，用户现

有 cu0901多头昨仓 4手，今仓 3手，并已挂有卖平今单 2手。Cu0901的默认开

仓手数设置为 2手。那么以下动作的效果分别是： 

序号 用户操作 实际执行指令 

1 双击报价表中 cu0901那一行的买价 
Cu0901 卖  平今  1手 

Cu0901 卖  平仓  1手 

2 双击报价表中 cu0901那一行的卖价 Cu0901 买  开仓  2 手 

3 双击持仓中 cu0901那一行 同 1 

4 下单板填 cu0901, 卖，手数 10，点下单 
Cu0901 卖  平今  1手 

Cu0901 卖  平仓  4手 

5 下单板填 cu0901, 卖，手数 5，点下单 同 4 

6 下单板填 cu0901, 卖，手数 1，点下单 Cu0901 卖  平今  1手 

7 报价块填 10手，双击买价 同 4 

8 报价块填 10手，双击卖价 Cu0901 买  开仓  10 手 

4.5.3 掌握要点 

        此选项适合于习惯分笔开仓，分笔平仓的用户。 

        此选项保证在平仓完成前不会生成开仓单。也就是用户进行快捷下

单不会形成锁单效果。 

        此选项不会执行自动撤单。如果用户原来挂上的平仓单没有成交，

需要手动撤单，或者改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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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按默认手数平仓，超出持仓量部分反向开仓 

4.6.1 业务含义 

当有头寸时进行相反方向的下单，则： 

        根据用户输入手数，按先平今后平仓的顺序发平仓单。如果用

户没有输入手数，则按预设手数处理。 

        如果手数按平仓处理完后还有剩余，会把剩下的手数作为开仓

单发出。 

4.6.2 案例 

假定自动开平选项设置为【按默认手数平仓，超出持仓量部分反向开仓】，用户

现有 cu0901多头昨仓 4手，今仓 3手，并已挂有卖平今单 2手。Cu0901的默认

开仓手数设置为 2手。那么以下动作的效果分别是： 

序号 用户操作 实际执行指令 

1 双击报价表中 cu0901那一行的买价 
Cu0901 卖  平今  1手 

Cu0901 卖  平仓  1手 

2 双击报价表中 cu0901那一行的卖价 Cu0901 买  开仓  2 手 

3 双击持仓中 cu0901那一行 同 1 

4 下单板填 cu0901, 卖，手数 10，点下单 

Cu0901 卖  平今  1手 

Cu0901 卖  平仓  4手 

Cu0901卖  开仓  5手 

5 下单板填 cu0901, 卖，手数 5，点下单 
Cu0901 卖  平今  1手 

Cu0901 卖  平仓  4手 

6 下单板填 cu0901, 卖，手数 1，点下单 Cu0901 卖  平今  1手 

7 报价块填 10手，双击买价 同 4 

8 报价块填 10手，双击卖价 Cu0901 买  开仓  10 手 

4.6.3 掌握要点 

        此选项适合于习惯分笔开仓，分笔平仓的用户。 

        此选项在平仓完成前可能会生成开仓单。 

        此选项不会执行自动撤单。如果用户原来挂上的平仓单没有成交，

需要手动撤单，或者改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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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双击持仓时永远不会产生开仓单。 

5.键盘快速下单设置 

键盘快速下单包括“一键下单”功能和“一键填单”功能，用户在设置和使

用键盘快速下单功能时，都必须要先启动“□启动键盘快速下单”即在小框内打

勾。默认配置是没有打勾的，用户需要手工将勾打上。快期软件不但延续传统软

件使用习惯，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快捷键进行新增、删除或修改，合理

规划使用避免冲突，“一键下单”或“一键填单”快捷键支持组合键，例如

Ctrl+q。 

快期软件支持设置更多的快捷键来让用户使用键盘快速下单。 

 
        快捷键：现有罗列的快捷键（1、3、4、6、7、9等）为系统的默认

配置，主要是为了延续传统软件使用习惯。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快

捷键进行新增、删除或修改，合理规划使用避免冲突“一键下单”或“一键

填单”快捷键支持组合键，例如 Ctrl+q；同时应注意大键盘和小键盘设置的

区别，请勿将大小键盘上的对应动作或超价设置，设置错位，例如：“大键

盘 1”上设置的超价 2 个价位，却在“小键盘 1”上按键，自然不会有对应

的动作和效果 

        买卖方向：用户在设置“一键下单”或“一键填单”的时候，就设

置并决定了快捷键的买卖方向 

        开/平仓：使用“一键下单”或“一键填单”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

要设置开平方向包括开仓、平仓、平今、自动 

“自动”：无持仓系统默认进行开仓操作；有持仓如果点击的买卖方向和持

仓相同则继续开仓；有持仓如果点击的买卖方向和持仓相反则进行平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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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开平仓”是快期（Q7）软件的一项重要功能，它可以为您提供更便捷

的交易体验，其功能详细介绍和设置请仔细学习第三章第 3部分内容 

        买卖价格：用户在设置“一键下单”或“一键填单”的时候，可以

根据自己的需要设置委托的价格包括买一价、卖一价、最新价 

        超   价：用户在设置“一键下单”或“一键填单”的时候，可以

根据自己的需要设置是否超价，系统的默认设置都是 0，即不超价。超价设

置为正数表示下单时有利于成交方向调整 N个价位；超价设置为负数表示下

单时不利于成交方向调整 N个价位 

        下单动作：用户在设置“一键下单”或“一键填单”的时候，可以

根据自己的需要设置对应的下单动作或填单动作。例如（发出报单带确认、

发出报单不带确认、填单后光标到价格、填单后光标到手数、填单后光标到

下单按钮等等 9种动作可选） 

        作用区域：系统默认的“一键下单”或“一键填单”区域为报价表

内，快期软件同时提供在整个软件界面内，光标无论在任何处均可实现一键

快速下单，即作用区域为软件界面全局。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全局界面一键

下单所委托的合约，仍然是报价表内筐选的合约，无论光标是否在报价表内。

由于选择此项容易造成误解，所以我门建议用户在使用的过程中需要特别注

意。 

 

其他重要说明 

        委托手数：使用“一键下单”或“一键填单”的时候，委托手数为

您设置的品种/合约默认手数。如果您未设置该品种/合约默认手数，系统默

认为 1手。（默认手数设置请见第三章第 2部分） 

  

6.一键清仓 

       什么是一键清仓 

一键清仓就是使用预先设定好的键盘快捷键将所有的持仓进行平仓处理 

      如何设置一键清仓 

路径：选项→选项设置→下单常规 

设置：1.光标在快捷键框里，在键盘上敲击想要设置的快捷键或组合快捷键 

2.进行平仓报单价的选择 

3.进行超价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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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使用一键清仓 

在快期主界面内，敲击设置过的快捷键就能实现一键清仓 

风险提示：使用此功能有可能导致用户误操作，谨慎使用！ 

特别说明：“一键清仓”中的平仓报单价和“自动止损”中的平仓报单价，为同

一价格，任何一边价格变更，另一边的设置同时发生变更，且始终保持一致。 

 

 

 

 

7.鼠标快速下单设置 

鼠标快速下单包括“鼠标快速下单”功能和“鼠标快速填单”功能，用户使

用鼠标快速下单的使用区域包括 “报价表”、“报价块”、“持仓” 列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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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区域，其中点击“报价表”和“报价块”列表的对应动作设置是相同的, “持

仓”列表的对应动作另外单独设置的。 

 
        下单方向：系统默认的下单方向是“反向，点卖价下买单，点买价

下卖单”，这是为了能够快速成交而设计的，传统商品期货用户都能适应。

证券用户如果不习惯，亦可以选择“同向，点买价下买单，点卖价下卖单”

由于选择此功能利于挂单不利于成交，建议证券用户配合超价功能使用。快

期软件还人性化的为用户提供了，临时改变下单方向设置的功能键即”□允

许 Ctrl点击临时反转方向”系统默认使用此功能. 

        下单动作：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设置单击，双击报价以及持仓

的下单或填单动作。例如（发出报单带确认、发出报单不带确认、填单后光

标到价格、填单后光标到手数、填单后光标到下单按钮等等 9种动作可选） 

        填单下单价格调整:此功能即“超价”功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设

置是否超价，系统的默认设置都是 0，即不超价。超价设置为正数表示下单

时有利于成交方向调整 N个价位；超价设置为负数表示下单时不利于成交方

向调整 N 个价位，特别注意超价功能 2.46 版本对“持仓”列表内鼠标快速

下单不适用,新版本中会增加这项功能使用. 

        鼠标点报价总是开仓:快期软件围绕快速交易理念设计，不仅可以在

的“报价表”和“报价块”列表内点击报价下单开仓，同时也可以点击报价

下单平仓，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设置是否在“报价表”和“报价块”

列表内点击报价下单平仓。系统默认的设置是不使用此功能。 

 

其他重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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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卖价格：即用户在“报价表”买买区域或“报价块”列表内鼠标

点击的价格。用户在“持仓”列表鼠标快速下单的价格是用户点击对应持仓

方向的对手价 

        委托手数：使用“鼠标快速下单”的时候，委托手数为您设置的品

种/合约默认手数。如果您未设置该品种/合约默认手数，系统默认为 1手。

（默认手数设置请见第三章第 2部分） 

        开/平仓：使用“鼠标快速下单”的时候，系统均默认配合打开“自

动开平仓”功能。无持仓系统默认进行开仓操作；有持仓如果点击的买卖方

向和持仓相同则继续开仓；有持仓如果点击的买卖方向和持仓相反则进行平

仓操作。“自动开平仓”是快期（Q7）软件的一项重要功能，它可以为您提

供更便捷的交易体验，其功能详细介绍和设置请仔细学习第三章第 3部分内

容。 

8.过度交易限制 

       什么是过度交易限制 

过度交易限制是指用户可以通过进行设置，限制自己进行交易的手数，频率

等 

 

 

     每日最大开仓数量限制：每日可开手数的限制 

     每日撤单次数提示：每日撤单的笔数限制 

     每日最大开仓次数限制：每日可开笔数的限制 

     单日权益亏损幅度限制：每日亏损额达到帐户一定的百分比后将不能开仓 

     开仓及撤单限制仅对中金所有效：勾选后限制只对中金所的品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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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止损单/止盈单 

 

  止损止盈单的含义 

止损止盈单是指用户在开仓委托时，会同时指定相应的止损价、止盈价和相关的

一些信息，这样的一个信息组合称为止损止盈单。当该笔开仓委托全部成交或部

分成交后，系统会根据客户预先设定的止损、止盈信息生成止损和止盈两笔平仓

条件单。 

  止盈止损单的内容要点 

快期的止损止盈功能不但采用了服务器止损止盈，同时提供了功能更加强大的客

户端本地止损止盈作为可选。快期的止损止盈可以针对品种进行设置，同时也可

以针对具体合约进行设置，增加了设置的灵活性。 

 

1 采用服务器止损止盈的最大优点，即用户只要完成止损止盈单的设定，即使不

在线，当达到触发条件也能保证止损止盈单的正常触发。 

 

2 采用客户端本地止损止盈单有很多优点。第一，可以避免止损单被恶意击穿。

第二，摆脱了服务器对委托条件单的笔数限制。第三，强大的追踪止损（即浮动

止损）功能，锁定已有的盈利。采用客户端本地止损止盈单也有一定的风险，详

细请参见本节的止盈止损单风险揭示。 

 

  相应操作/设置： 

设置页路径：通过【选项】-【选项设置】-【下单】-【自动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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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页面说明 

 

 

  如何使用止盈止损单 

服务器止损单（止盈单） 

案例： 

以价格 56210进行铜 cu的买入开仓（以开仓价为基准进行调整），当最新价为

56180 以对手价进行止损（3 个价位），最新价为 56250 以对手价进行止盈（4

个价位）。为了保证成交允许在 1个价位内进行调整。 

设置图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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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止损单（止盈单） 

1.        不勾选服务器条件单 

2.       在设置完基本的止损止盈条件后（详见服务器止损止盈案例一）还可

以选择使用追踪止损和平仓前先撤掉原平仓单 

 

  什么是浮动止损 

浮动止损" 的逻辑含义是允许客户对于未平仓合约或者新开仓单设定一个根据

市场价格变动而变动的止损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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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损止盈单在软件的预埋条件单里进行显示 

 

 

   如何修改本地止损止盈单 

在本地的止盈止损单上直接点击触发条件和报单手数进行修改（同一般改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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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揭示 

1 使用本地止盈止损单时，如果本机死机，本机断线将造成止盈止损单无法正常

发出。 

2用户在使用自动止盈止损功能进行操作时，在服务器单和本地单中选择其中之

一进行使用。由于止损止盈单是在持仓改变时进行发送的，所以在帐户中有委托

和持仓时不要进行服务器单和本地单之间的切换。举例：使用本地止盈止损单并

且设置了追踪止损，买入持仓某合约 3手，改设置为服务器止盈止损，平仓 1手。

由于持仓改变剩余的 2手持仓变为服务器止盈止损，追踪止损失效。 

3在对本地止盈止损单进行修改时，鼠标滚轮的上下滚动能调整数字大小。 

4 交易所的先开先平原则对止盈止损的影响。 

 

如上图，用户利用“每笔开仓价”做为触发类型时，进行 A,B,C,D四个买入，并

设置止损。最新价行情已击穿 C买入的止损点，但是根据交易所先开先平原则 A

单被平仓，A的止损移至 C位置。止盈止损变为下图显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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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表格列表的内容和顺序设置 

表格即例如行情报价表、持仓列表等以行和列组成的列表，快期软件也为用

户提供了个性化的设置，即用户可以自行设置显示哪些列和各列的排列顺序。  

表格设置有两种设置方法：  

方法一：通过【选项】-【选项设置】 】-【表格设置】进行设置  

方法二：在各列表（例如行情报价表）点击鼠标，在弹出菜单中选择【表格

列设置】进入设置界面  

进入表格设置选项，选择需设置的列表，下图以行情表为例： 

 

操作介绍 

1.      选择需要显示或不显示的列项目，打勾或取消打勾  

2.      使用“上移”“下移”按钮调整列项目的显示顺序  

3.        点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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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表格字体颜色，行宽，列宽 

 

3.1概述 

该功能可以实现客户对表格字体颜色和行列宽的个性化设置 

3.2 表格字体颜色 

设置路径：选项→选项设置→显示→表格字体颜色 

设置方法： 

 可以在配色方案中选择软件预设的配色 

 表格字体颜色分为报价表设置和其他列表设置 

 文字和底色不要设置成相同的颜色 

 字号推荐在 10号-26号之间 

3.3 行宽 

设置路径：选项→选项设置→显示→表格字体颜色→行间距 

3.4 列宽 

设置路径：在任意表格内点击右键，选择自动调整列宽 

 

12.提示及反馈设置 

提示及反馈设置是通过对下单及交易时间的各种反馈选择，实现您在交易关

注和减少不必要打扰之间的有效平衡。 

下单反馈的状况有以下三种，您可以在是否弹出反馈提示框以及是否发出提

示音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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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单成功 

       下单失败 

       挂单成交 

交易时间反馈是指在进入交易时间或交易时间结束时是否提示，您可以在是

否弹出反馈提示框以及是否发出提示音做出选择。 

V2.5版快期不仅支持 PC喇叭发音，同时支持“.WAV”格式多媒体声音提示，

V2.5 版快期为用户还预设了多种声音供用户选择,用户还可将自己喜欢的多媒

体声音加入快期的声音提示库进行调用并加载使用. 

提示及反馈设置的界面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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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列表导出功能 

 

使用方法： 

在任意列表中点击右键，选择导出列表 

14.如何保存软件设置 

操作介绍 

选择系统菜单栏上『选项』的『保存当前设置』后，即有如下图示： 

 

功能说明 

      『保存当前设置』为您提供【界面布局】、【配色方案】、【自选合

约】、【下单及其他】四项内容的设置保存，您可以根据您的要求选择保存

相关的各项内容并命名保存。 

      『保存当前设置』保存的配置文件后缀名为“.q7cfg”，保存于您 Q7

安装目录的根目录下。 

      快期（Q7）软件为您提供了自动保存【界面布局】、【配色方案】、

【自选合约】、【下单及其他】的功能。当您进行的操作对界面、配色、自

选合约、下单等产生修改后，即使不进行『保存当前设置』操作就退出软件，

系统也能自动保存您的相关修改，并在您下次登录软件后将这些配置作为系

统的默认配置。只是由于您未对这些配置另行命名存储，如果再次进行配置

修改后，您将无法在软件内返回现有的配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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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软件锁屏设置 

操作介绍 

      选择系统菜单栏上『选项』的『选项设置』 

      在选项设置界面中选择左侧项目栏的『显示』后，即有如下图示： 

 

 

      在示图红框位置的输入栏中填写自动锁屏前的空闲时间，时间单位为

秒。 

功能说明 

      当自动锁屏前的空闲时间设置为【0】时，表示软件不自动锁屏。快期

（Q7）软件系统缺省设置是不自动锁屏。 

      当快期（Q7）软件锁屏（包括自动和手动）后，您需要在下面的图示

中正确输入软件登录密码，即交易密码，方可重新进入软件交易界面。 

 

16. 高级市价指令、FAK 及 FOK 指令 

      在【选项】-【选项设置】-【下单】-【高级】设置好高级指令参

数，再进行下单操作，适应于所有下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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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快期日志路径 

      在【选项】-【打开日志目录】点击后可以直接打开软件日志 

 

 

 

 



 

48 

四、套利功能 

1. 标准套利 

标准套利是指交易所规定的标准套利组合，按照指定价差，对价，市价下单

不会出现单腿成交的现象，一定是两腿同时成交或者同时不成交。 

操作介绍 

      选择系统菜单栏上【选项】的【选项设置】的【自选合约】在右

侧找到【大连组合】【郑州组合】选择需要交易的交易所标准组合，点击右

边的【添加】按钮，添加到【自选合约】 

      可通过下单板，键盘，鼠标快速等进行下单操作 

 

 

2. 自定义套利 

自定义是为了不局限于标准套利，方便用户自己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由设置合

约组成的自定义组合，支持指定价差下单，对手价下单，市价下单。 

操作介绍 

      选择系统菜单栏上【选项】的【选项设置】 

      在选项设置界面中选择左侧项目栏的【自选合约】下的【自定义套

利】设置好自定义套利合约以及价比，量比等参数后，通过右侧的【添加】

按钮加入到自选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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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比：当您设置好“价比”参数后，软件会在【自选报价表】的

【最新价】字段列根据您的参数设置计算出对应的最新价。如

rb2005&hc2005,价比 2:1,该合约的自选【最新价】=rb2005最新价*2-hc2005

最新价*1 

      量比：是下单时前后合约的委托手数，如 rb2005&hc2005,量比

3:2，下单时是 rb2005合约的手数为 3，hc2005合约的手数为 2 

指定价差下单 

下单板支持在价格输入框直接输入“指定价差”然后点击下单，下单后进入

到【套利池】板块，状态为【启动中】，软件会根据报价表买卖量数去判断

可成交的手数发出下单指令。如，套利池板块 rb2005&hc2005 合约的启动中

的委托单手数是 50，报价表判断当前价差可成交为 3，那么是先发送 3 笔，

剩余 47继续等待，再次到达价差后再发出。 

      【套利池】板块可通过【选项】-【选项设置】-【显示】-【常规】

勾选显示套利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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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价、市价下单 

在下单板的价格输入框直接输入“对手价”或“市价”进行下单委托后，会

分别以两个合约的对手价或者市价委托直接进入委托单列表，不进入到套利池。 

指定价差下单更利于把握价差，对价和市价下单更利于成交。 

五、期权功能 

T 型报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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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中提供了专业的期权 T型报价 

      【期权报价表】可通过【选项】-【选项设置】-【显示】-【常规】勾

选显示期权报价 

 

询价 

      在【期权报价表】鼠标右键点击【询价】进行询价功能 

 
 

行权 
郑商所大商所上期所均提供到期日实值自动行权指令 

      在【持仓】板块点击期权持仓，鼠标右键→行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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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行权（到期日） 
       上期所：提供买方行权放弃指令，如果要放弃部分或者全部实值期权，

则带入全部或者部分放弃数量，无单独取消自动行权指令 

       郑商所：提供买方行权放弃指令，如果要放弃部分或者全部实值期权，

则带入全部或者部分放弃数量，无单独取消自动行权指令 

       大商所：到期日放弃自动行权指令，若买方选择部分行权，则再次发

起数量行权指令 

      在持仓板块点击期权持仓，鼠标右键→行权→放弃 

 

行权前期权自对冲 

申请对其同一交易编码下同一期权合约的双向期权持仓进行对冲平仓 

      郑商所：无期权自对冲指令 

      大商所：指令包括资金账号，合约，指令当日生效，收取双边平仓手

续费，且不参与平今优惠 

      上期所：指令包括资金账号，合约，数量，指令当日生效，收取双边

行权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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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持仓板块点击期权持仓，鼠标右键→自对冲→行权前期权自对冲 

 

 

 

行权后期货自对冲 

期权买方申请对其统一交易编码下的行权后的双向期货持仓进行对冲平仓，也可

以申请对其同一交易编码下的行权后获得的期货持仓与期货市场原有持仓进行

对冲平仓，对冲数量不超过行权获得的期货 

      郑商所：无期权自对冲指令 

      大商所：跟随期权行权指令，在下达行权指令时选择是否进行期货对

冲，收取期货平仓费用 

    上期所：跟随期权行权指令，在下达行权指令时选择是否进行期货对冲，

不收取费用 

    在持仓板块点击期权持仓，鼠标右键→行权→行权（勾选行权后期货持

仓自动平仓）→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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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权后期货自对冲 

期权卖方被履约后申请对统一交易编码下的期货持仓进行对冲平仓 

    郑商所：无期权对冲指令 

    大商所：指令包括资金账号，指令长期有效，收取期货平仓费用 

    上期所：指令包括资金账号，合约，数量，指令当日有效，不收取费用 

    在持仓板块点击期权持仓，鼠标右键→自对冲→履约后期货自对冲 

 

 

查看申报结果 

期权卖方被履约后申请对统一交易编码下的期货持仓进行对冲平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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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商所组合保证金盘中优惠 

组合保证金优惠规则 

大商所组合支持盘中申请保证金优惠，软件实时申请实时释放包括了自动模式和

手动模式。期货对锁、期货跨期、期货跨品种收取高腿保证金，卖出期权和期货

的组合收取【期货保证金+期权权利金】，期权跨式和期权宽跨式收取【max(看

涨期权保证金、看跌期权保证金)+另一方权利金】 

自动模式组合 

自动模式下，软件会根据持仓按照大商所组合优先级顺序自动判断进行自动组合，

实时释放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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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模式组合 

    手工智能填充：在持仓内鼠标拖动选中两个合约后点击大商所组合

选中手动模式，自动化填充组合的方向与手数。 

    手动输入填充：用户根据自己的需求通过输入【合约– 方向 – 投/保 

– 手数】来组合。 

 
 

组合解锁 

在持仓的“组合栏”中选择要解锁的组合合约，点击“大商所组合”，注：只有

选择手动模式下才可以进行解锁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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