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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錄系統 

1.1. “交易+行情”登錄方式 

按兩下“結好交易寶”，輸入交易帳號、登錄密碼、驗證碼後，彈出“免責聲明”閱讀後點擊“確認”，進行登

錄。 

“交易+行情”登陸方式：只能使用交易帳號登陸 

1、通過 adminpage 管理介面實現交易帳號及行情帳號綁定； 

2、交易帳號未綁定行情帳號或者綁定的行情帳號已過期，交易帳號登陸後，行情是延時 15 分鐘行情； 

3、交易帳號綁定了行情帳號（未過期），交易帳號登陸後，行情是即時行情； 

4、國際版行情帳號：不限地區（全球範圍內） 

5、國內版行情帳號：僅限中國內地使用； 

6、登入：使用交易帳號登入； 

7、登出：登出交易帳號； 

8、交易帳號互踢功能：即“後踢前”功能，交易帳號不能同時登入，後登入的帳號會踢出前面登入的相同交易 

帳號； 

9、第一次登入強制修改交易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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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輸入交易帳號所註冊設備收到的驗證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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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獨立+行情”交易登錄方式 

按兩下“結好交易寶”，輸入行情帳號、行情密碼、驗證碼後，點擊“登錄”進行登錄。 

在“獨立行情”內登錄交易，需在系統內打開交易系統：按 F12 快速鍵或點擊工具列交易圖示或點擊右上角“交

易”按鈕等方式打開。 

交易系統內登錄方式：打開交易系統時彈出登錄表單，在清單中選擇交易閘道（自動選點，結好交易伺服器）；

輸入您的帳戶號（勾上“保存帳號”，下次登錄不必再輸入）；點擊“鍵盤密碼”，右邊出現小鍵盤，輸入登錄密碼，

或鍵盤輸入；輸入驗證碼（右邊圖中的四位元數位）；最後點擊“確定”。然後彈出“免責聲明”閱讀後點擊“確認”

登錄交易系統。 

“獨立行情”登陸方式：只能使用獨立行情帳號登陸 

國際版行情帳號：不限地區（全球範圍內） 

國內版行情帳號：僅限中國內地使用 

新開戶用戶請注意：凡是首次登錄交易系統，登入後會先彈出修改密碼表單，為了防止您的密碼被盜，我們建議

新開戶使用者首次登入交易系統，首先進行密碼修改。 



                                                                      【windows 交易操作手冊】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4 

 

 

 



                                                                      【windows 交易操作手冊】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5 

 

 

正確輸入交易帳號所註冊設備收到的驗證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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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買入 

交易系統內下單，點擊交易系統左側功能表“買入”或上排按鈕“買入”，買入介面沒有點擊報價服務。輸入證券代碼，

買入價格，買入數量，選擇交易類型，下買入委託單。查看委託單，在右邊的“今日委託”查看，在“今日成交”查看委託

是否己成交(或是否已被拒絕、取消等)。 

交易類型：增強限價盤、限價盤、特別限價盤、競價盤、競價限價盤。 

增強限價盤、限價盤、特別限價盤、競價限價盤：可輸入價格，可輸入數量。 

競價盤：不可輸入價格，價格應為空，可輸入數量。 

買入介面“今日委託”和“今日成交”說明 

1、今日委託：只含可改撤狀態的單。 

2、今日成交：只含不可改撤狀態的單。 

本交易系統一大優越特色：買賣委託上有該股限定的最小價差及每手股數提示。 

 

2.1 送出條件 

   由於市場不接納超於市場價格 20 價位的委託,  

用戶須選擇預設的”送出條件”, 再設定較接近市場價格的”觸發價”, 待發出委託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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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賣出 

在“資金股份”中按兩下賣出的股票，下賣出委託單。賣出介面沒有點擊報價服務。 

輸入賣出價格及股數後，選擇交易類型：選類型有“限價盤”、“增強限價盤”、“特別限價盤”、“競價限價

盤”及“競價盤”。 

然後點擊“賣出”，提交賣出委託。賣出委託提交後，會提示下單成功及您的委託單號，查看委託單，在“委託狀

況”查看。 

增強限價盤、限價盤、特別限價盤、競價限價盤：可輸入價格，可輸入數量。 

競價盤：不可輸入價格，價格應為空，可輸入數量。 

本交易系統一大優越特色：買賣委託上有該股限定的最小價差及每手股數提示。 

 

4. 雙向委託 

點擊交易系統左側功能表“雙向委託”中“買入”按鈕，下買入委託單。若想查看委託單，在右邊的“今日委託”查看，

在“今日成交”查看委託是否己成交(或是否已被拒絕、取消)。 

點擊交易系統左側功能表“雙向委託”中“賣出”按鈕，下賣出委託單。賣出委託提交後，若想查看委託單，在

“今日委託”查看，在“今日成交”查看委託是否己成交。 

 

 



                                                                      【windows 交易操作手冊】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9 

5. 委託改單/撤單 

已下委託單進行修改或取消時，點擊左功能表“改單/撤單”，進行改單或撤單操作。 

對某個委託單進行“改單”、“撤單”操作：點擊左菜單“改單/撤單”，當天所有未成交委託單都會列在“委託

中訂單”內。  

注意： 委託單只能在未成交狀態下才能進行改單/撤單，如果委託已成交，無法進行改單/撤單。  

 

6. 查詢 

6.1. 資金股份 

點擊查看所持有的股票及資金情況,按一下股票記錄查看當前股票明細，按兩下可以下賣出單。 

 

6.2. 多幣種 

點擊查看多幣種資金明細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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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今日委託 

點擊查看今日所有委託單記錄（含：部分取消、取消、全部成交、待處理中、審批拒絕、已進入市場、部分成交、

待處理中等狀態的單等狀態的單）。 

按一下今日委託裡面的股票記錄查看當前股票的委託明細。 

 

6.4. 今日成交 

點擊查看所有委託單今日成交記錄（含：部分取消、取消、全部成交、審批拒絕、部分成交等狀態的單）。 

 

6.5. 歷史委託 

點擊查看歷史（不含今日委託）所有的委託單記錄（含：部分取消、取消、全部成交、待處理中、審批拒絕、已

進入市場、部分成交、待處理中等狀態的單）。查看 90 天內（起止時間不限）的歷史委託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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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歷史成交 

點擊查看所有委託單歷史（不含今日成交）成交記錄（含：部分取消、取消、全部成交、審批拒絕、部分成交等狀

態的單）。查看 90 天內（起止時間不限）的歷史成交記錄。 

 

6.7. 預埋單 

點擊增加待買入或賣出股票，選擇待買入或賣出股票發送，發送成功，則股票買入或賣出成功。 

 

6.8. 現金提存 

點擊查看客戶存入或者取出資金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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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股票往來 

點擊查看客戶買入或賣出股票流水。 

 

7. 設置 

7.1. 修改密碼 

點擊左功能表中“設置”中“修改密碼”進行修改使用者登入密碼，密碼提示規則：密碼最少 8 位元，必須包

含字母和數位，且字母必須包含大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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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系統設置 

點擊進行系統設置。 

7.2.1. 系統參數 

1、顯示交易確定提示框 

2、顯示全部撤單和右鍵撤單提示框 

3、雙向委託賣出數量大於持倉數量時顯示提示框 

4、交易區隱藏自動鎖定交易 

5、閒置 XX 分鐘後鎖定 

6、記錄日誌 

7、下單保留數據 

 

7.2.2. 自動策略 

1、 價格自動跟蹤盤口資料 

2、 啟動自動跟盤口資料 

3、 買入缺省價：  可選擇買一~買十，賣一~賣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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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賣出缺省價：  可選擇買一~買十，賣一~賣十 

5、 買入數據缺省值： 可選擇默認 1 手，設置手數 

6、 賣出數量缺省值： 可選擇全部，自填。 

 

7.2.3. 免責聲明 

點擊查看免責聲明，由券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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