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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外期货交易专用平台

通过直达系统可交易海外各大交易

所的股指期货、股指期权、商品期

货，目前主要交易品种为韩国股指

期货及期权、CME的商品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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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统简单易懂，策略经典 

- 设置快捷键进行快速交易

- 设置条件单实时进行风险控制 

1

2

3 - 汇聚交易精英们的智慧 



直达期货

开户

直达软
件

提交申
请

我们的宗旨： 

提供便利的交易平台，让用户抓住更多的Money

为满足客户需求，提供一对一的功能设计服务

  申请功能设计添加流程

3. 系统功能更新迅速 

软件开发

功能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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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系统简介



       安装网站

http://222.73.106.130:8080/clientshipanBuild/publish.htm 

     

1. 系统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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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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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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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界面简介 
行情切换按
钮

行情窗口

程序菜单

委托窗口

状态窗口切
换

账户信息

下单功能按
钮

持买持卖情
况

交易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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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界面简介（程序菜单） 

• 通过系统设置进行密码更改、

  界面、下单设置等

    

 

• 交易查询包括委托信息、成交

  查询、所有挂单、持仓查询、

  以及资金查询    

 

•  参见开户流程

 （将近期完善）  

委托下单 交易查询

银期转账

• 点击委托下单弹出“退出系统”

  的对话框，单击即可关闭系统

  界面 

    

系统设置

交易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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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界面简介（程序菜单） 

点击系统设置中的“更改密码”

即可弹出对话框，设置新密码后

点击确定即可！下单默认量、下

单参数和止损止盈设置将在下单

操作说明中进一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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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界面简介（程序菜单） 

单击系统设置中的“显示

标签栏”，打勾符号消失

的同时界面下方的交易

状态栏也随着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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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界面简介（程序菜单） 

单击系统设置中的

“显示状态栏”，系统界面

下方的状态信息随着打勾

符号的消失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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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界面简介（程序菜单） 

单击系统设置中的

“显示行情”，行情

窗口随着打勾符号

的消失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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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界面简介（程序菜单） 

单击系统设置中的

“显示下单栏”，委
托

命令界面随着打勾

符号的消失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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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界面简介（程序菜单） 

单击选择前端显示

除以系统外的界面

均无法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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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界面简介（行情切换） 

• 点击期货行情1并单击鼠标右键弹出

  对话框

• 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求新增或删除

  行情列表 

• 同时还可以修改行情列表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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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界面简介（行情窗口） 

• 以一品种一行的形式显示交易

  品种信息

• 包括交易所代码、品种名称、

  买卖价格、以及持仓量等21个

  字段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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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界面简介（行情窗口） 

﹒在行情窗口中单击

   鼠标右键即弹出设置

   列表框

单击设置显示合约即可弹出交易

品种选择设置框，选择交易所、

合约类别、选择月份等，自行

添加或删除交易品种，同时还可

对交易品种进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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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界面简介（行情窗口） 

﹒单击“设置列头显示”

   弹出列头显示框，用

   户自行选择所需的信息

﹒单击列表风格设置即可

   弹出设置框，设置字体、

   色彩、行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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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界面简介（委托下单功能） 

普通下单 快速下单 条件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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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界面简介（成交状态窗口） 

﹒交易所反馈信息，包括资金账号、

   货币、交易所、系统号、订单编号、

   委托状况、合约、买卖情况等信息

﹒单击鼠标右键弹出窗口

﹒用户可自行设置列头显示

   和列表风格；点击撤单

   即可取消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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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设置列头显示”

   弹出列头显示框，用

   户自行选择所需的信息

﹒单击列表风格设置即可

   弹出设置框，设置字体、

   色彩、行高等

  

3. 系统界面简介（成交状态窗口） 

单击此项即可进
行撤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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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下单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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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单设置 

下单操作设置主要由下单默认量设置、

下单参数设置、止损止盈设置组成。

单击下单默认量设置即可弹出对话框，

输入合约代码，设置开平仓数量，

点击保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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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下单参数设置”即

可出现对话框。

主要包括常规、下单快

捷键、其它快捷键

1. 下单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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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光标位置设置为“2”并

点击右下方 的“保存”，系统

将自动切换到委托命令栏并

自动选中“委托价格”框，便

于修改价格

1. 下单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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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单设置 
前面的方框显示打勾符号时，下单后
系

统将自动返回委托界面，否则界面保
持

不变。此时，默认价格可自行选择，
通

常设置为“对盘价”

-点击显示打勾符号时，双击排队单即可快速撤单，委托
下

  单类型一般设置为“投机”

-点击显示打勾符号时，表示平仓时自动撤单，即委托界
面

  中的买卖记录消失，平仓撤单方式自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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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单设置 

- 用鼠标双击行情界面中的交易品种时，可获取买卖量

   或默认开仓，用户可自行 选择，通常都会选中“双击

   默认开仓”

- 用户还可设置“Tab”快捷键，选择上下键时点击左边的

   方框，选择左右键时点击右边的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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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价格与行情同步刷新”与“仅合约改变时获取价
格”

   一般都会选前者，以便于实时、快速下单

- 显示标签栏的快捷键时，用户可很清楚的看到每一项

   快捷键，以便更好的使用

- 单击行情窗口或委托窗口中的交易品种，此时，相关

   信息将自动输入委托命令栏中

 

1. 下单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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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单设置 

- 委托命令栏中的默认焦点可通过输入数字来进行设
定，

   设置左起第一项时，默认焦点为合约代码

- 持仓状态栏也可随意进行调整，选中单笔持仓时，持

   仓信息将以每笔的状态显示

- “开满自动撤单”表示账户中的资金已不能再交易时， 

   下单后将显示自动撤单

- 为了让价格信息更醒目，特添加了“加红色边框显示”

   的功能，用户可自行选择添加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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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单设置 

止损止盈设置是一种条件单，当顺势交易
时，

只要是盈利的头寸，就应该持有，趋势不
变，

头寸不变。如市场转势或出现转势的征兆，

此时就应该止盈；而当持有亏损的头寸，为

限制亏损而达到控制风险的目的，应当及时

止损。

单击止损止盈设置即可弹出对话框 ，具体的

操作将在以下操作说明中进一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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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普通下单 

用鼠标左键双击行情窗口对应的品

种时，系统便自动输入委托信息

 

在委托命令栏中依次输入信息，在

指令输入框，用户用鼠标双击时，

对应输入指令会自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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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普通下单 

在下单参数设置中的普通下

单中设置买卖的快捷键

用鼠标点击买/卖框内，按“1”

显示“买”，按“2”显示“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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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快速下单 

点击“快速”即可进行快速

下单，在此之前需进行

快捷键的设置

单击“下单默认量设置”，

设置品种委托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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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快速下单 

单击下单参数设置

进入下单快捷键的界面

◆快速超价表示用户在进行快速下单时,

   可以进行委托价格的调整, 可设定超出卖

   价几点买入或低于几点买进, 用户可调整

   超价点数实现委托价格的调整

◆设置“1”键为卖价买进，“3”键为买价卖出

  超价点数为 “1”时, 按“1”键表示以 超出

   1点的卖价买入开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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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快速下单 

◆快速平仓表示在快速下单过程中,

   平仓操作方式是一次将原有持仓全部

   平完,还是按照设定快速下单数量单笔

   平仓, 前者为“全部”,后者为“分笔”

◆同样,快速撤单时也可以选择“撤选中”或

   “撤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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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快速下单 

◆为达到快速、强行清仓的效果,特设置了 “一

   键清仓”的快捷方式,用户可输入自己喜好的

  键盘按键、选择价格类型、以及超价点数

◆价格类型分为最新价、对盘超价、挂单超价

   和市场价，用户可根据情况设定价位，达到

   最快清仓的目的，一般选中“对盘超价”



41

4. 条件单 

单击“止损止盈设置”即

可出现对话框，点击切换

交易市场的下滑按钮可选

中交易品种所对应的交易

所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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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条件单 

◆在“品种/合约”方框中输入交易品种代码，设置

   止损止盈的价差和触发价格类型

◆止损止盈价格就相当于触发价格，买入时止损

   止盈价格必须大于等于委托价格，卖出时止损

   止盈价格必须小于等于委托价格，否则无法下

   单

◆触发价格类型可分为对盘价、最新价、以及挂

   单价，交易者可根据自己制定的盈利目标进行

   止损止盈的价位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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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条件单 

同时用户也可根据情况设置

止损止盈单的有效期限，分

为当天有效和永久有效，最

后点击“保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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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