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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入门 

1.1 登陆 

 

 选择系统语言。(注：切换语言后登陆框将重新打开)  

 输入用户名、密码 

 新密码：勾选密码框旁边的方框，支持登录时修改密码 

 勾选“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看穿式监管要求采集本机信息” 

 点击登陆，进入系统 

 

1.2 注销 

 点击菜单系统->注销。 

 弹出确认框，点击确定，系统返回登录界面 

 

1.3 退出 

 点击菜单系统->退出。 

 弹出确认框，点击确定，系统关闭。(注：可在确认框中选择下次不再弹出) 

 

1.4 修改密码 

 点击菜单系统->设置。 

 弹出选项对话框，切换到登录设置页面。 

 分别输入新旧密码。 

 点击确认，修改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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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语言 

 点击菜单系统->语言。 

○ 可以修改系统的语言，修改语言后会回到登录界面重新登录。 

1.6 系统界面 

 

上图是交易系统的主界面，交易过程涉及到的操作都在这里进行，该界面主要分为 17 块区

域： 

 ①菜单栏：系统各类设置入口。 

 ②账户栏：查看账户号。 

 ③报价区：展示用户添加合约的市场行情。 

 ④合约区：展示合约的详细信息。 

 ⑤只看期权：支持期权合约 T 型报价模式。 

 ⑥下单板：创建交易单。 

 ⑦策略区：添加策略、展示策略以及策略实时计算结果。 

 ⑧日志区：展示用户的操作日志和服务器端反馈的日志。 

 ⑨经纪行持仓区：展示用户的经纪行持仓。 

 ⑩价格监控区：显示进行价格监控的合约和策略以及对监控状态的修改。 

 ⑪挂单区：展示普通单与自动单，并支持单的修改、撤销操作。 

 ⑫成交单区：展示已成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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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⑬连接状态：展示系统和经纪行之间的连接情况，修改经纪行账户密码。 

 ⑭撤单限制：对经纪行交易账户/账户组进行撤单次数限制的管理。 

 ⑮状态栏：展示通告信息、错误日志、网络状况。 

 ⑯自动单状态：显示自动单的运行状态是否正在运行。 

 ⑰工作状态：进行报错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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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栏 

2.1 账户信息 

账户信息主要用于显示系统通过经纪行接口查询到的账户资金和持仓信息。 

 单击账户信息（ ），或单击 ，显示账户信息页面，包括保证金、权

益、风险度以及持仓。 

 

 

 

 

 

报价区 

3.1 报价区显示 

 报价区包括合约信息区、买盘报价区、卖盘报价区。报价区可添加多个合约组并切换查看，

每个合约组单独进行合约的增删等管理。另外可根据需要切换各种档数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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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合约组管理 

 
 

 
 

合约组管理页面进入方式有： 

 点击报价区工具栏添加合约组( )。 

 点击菜单系统->设置->合约组。 

 在已有的合约组的报价区内鼠标右击，然后选择“添加合约”。 

 

3.2.1 合约添加/删除/调整顺序 

 添加：在合约树中选择所希望添加到当前合约组的对象，点击合约操作区添加合约

( )或鼠标左键双击选中的合约完成添加（可 Ctrl/Shift 键+鼠标左击同时添加多个合

约，鼠标左键双击只能添加单个合约）。 

 删除：在合约组列表中选中合约，点击合约操作区删除合约( )或鼠标左键双击合

约完成删除，点击删除全部合约( )完成全部删除（可 Ctrl/Shift 键+鼠标左击同时删

除多个合约，鼠标左键双击只能删除单个合约，也可在报价区内鼠标右击某个合约

后选择删除它）。 

 调整顺序：在合约组列表中选中合约，点击合约操作区调整合约(  / )完成调整。 

 操作完成后，点击应用。 

 

3.2.2 合约组添加/删除/重命名 

 添加：点击合约组操作区添加合约组( )完成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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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点击合约组操作区删除合约组( )完成删除。 

 重命名：点击合约组操作区重命名合约组( )完成命名。 

 切换合约组：点击合约组操作区切换合约组( )切换显示的合约组。 

 操作完成后，点击确定。 

3.3 切换报价档数 

 单击报价区工具栏切换档位，可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切换各价格档（或在报价区内鼠

标右击操作）。 

3.4 切换合约组 

 单击报价区工具栏切换合约组，可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合约组（或在报价区内右击操

作）。 

3.5 多视图报价 

 单击报价区工具栏添加报价视图( ) 。 

 弹出对话框，输入新视图名称。 

3.6 二十档报价 

 鼠标右击报价区的合约，在弹出对话框选择“打开 20 档报价”可显示此合约的 20 档报

价： 

 

 点击“切换方向”按钮可分别显示横向和纵向 20 档报价。 

3.7 合约报价区 

合约报价是市场报价的另一种显示方式，通过点击合约报价（ ）切换至该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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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买/卖价列中的数字若为红色，则代表最新市场报价较上一个报价有下跌；若为蓝色，则代表最新

市场报价较上一个报价有上涨。 

 在未开启显示价格面板（ ）时，点击报价，用户可以通过下单区对

该合约进行下单。 

 在开启显示价格面板（ ）时，点击报价，系统会弹出以 1 个最小变

动价格为间隔的价格列（如下图）。点击报价，用户可在弹出的下单框中进行下单。 

 

3.8 打开 K 线图 

鼠标右击报价区某合约，选择“打开 K 线图”可打开此合约的 K 线图。 

 

注：合约 K 线图是以此合约的最后成交价来画的，可在 K 线图界面的工具栏对此界面进行

颜色切换、标记、擦除、截图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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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添加价格监控 

价格监控用于当合约或策略的价格达到设定值时发出提示信息。 

 

 

 添加价格监控 

o 在“价格监控”面板下，左键点击“ ”或者右键点击空白处，可添加价格监

控； 

 

 

 

 

 

○ 右键点击选定的合约或者策略，可添加价格监控； 

 

 

○ 价格监控条件：买 1档/卖 1档/成交价(价格监控对象为策略时无“成交价”选项) 



ATP 交易系统说明书（客户端版）                           ATPlatform Technology Limited 
 

 13 / 46 
 

 

 

 编辑/删除价格监控 

○ 右键点击已添加的价格监控对象，可编辑或删除价格监控 

 
 切换价格监控状态 

○ 价格监控状态有三种：监控、停止、警告 

○ 右键点击价格监控对象或者左键点击状态图标，可切换价格监控状态 

 

 价格监控警报 

○ 当监控的合约或者策略报价满足监控条件时，会触发监控警报。 

a) 价格监控面板上相应监控条目有闪动提示； 

 

b) 合约区/策略区相应的合约/策略有闪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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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重要事件面板有信息警报，点击详情可跳转至价格监控面板； 

 

 

d) 在“系统->设置->声音设置”页面可设置价格监控的声音提示； 

 

○ 取消监控警报 

a) 在合约/策略区，右键点击警报的合约/策略，取消警报状态，同时对应条目的

监控状态由“警告”变为“停止”。 

 

 

b) 在价格监控面板，左键点击“ ”，或者右键点击报警的对象，取消警

报状态，同时对应条目的监控状态由“警告”变为“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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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约区 

4.1 合约区展示 

合约区包括合约树，合约表两个区域。选择合约树中的各层节点，合约表将显示其对应合约

的详细信息。也可通过关键字进行查找合约详情。 

 

 

（注：双击合约表中的固定手数可更改创建普通单时系统生成的默认手数。当固定手数设置为0时，默认手

数不固定，系统将根据报价信息生成手数；当固定手数设置为-1时，系统将在手数处留空。此处固定手数

设置的手数判定优先于系统 -设置 -默认选项 -固定手数。） 

4.2 添加合约到报价区 

合约表中右击，点击添加合约到，选择具体合约组。该合约将在报价区对应的合约组中显示

报价。 

4.3 合约表设置  

 左键单击每列表头可修改合约表中合约的升降序排序；右键点击可隐藏该列或自动调整

列宽至可以显示该列全部内容。 

 
 

 单击 并输入过滤条件后可对当前显示的合约进行筛选，单击 取消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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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问号( )可进行以下操作：显示所有列，调整所有列至同一宽度，自动调整列宽

至可以显示每列所有内容，快速清除所有过滤条件。 

 

 

 

 

策略区 

 

5.1 策略展示 

策略区提供展示策略公式的实时计算结果。 

 

例：如上图中的策略 S2，参与的A 合约为 CU1605-SH，方向为买入，参与的 B合约为 AG1604-SH，

方向为卖出。公式为 A-10*B。在某一时刻，A 的一档买价为 36390，一档卖价 36400。B 的

一档买价为 3251，一档卖价为 3321。 

那么，S2 蓝色区域表示"买 A – 10 *卖 B"，将与该策略设置的合约买卖方向一致的一档价格

代入计算，数值为 36400-10*3251=3890。S2 红色区域表示"卖 A – 10*买 B"，将与该策略设

置的合约买卖方向相反的一档价格代入计算，数值为 36390-10*3321=3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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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策略添加\修改\删除\调整顺序 

 添加：点击合约组操作区添加策略( )，弹出添加策略对话框，按照说明填入相关数

据，点击确定完成添加。 

 

  添加说明： 

1. 至少需要包含 A、B 两个品种。 

2. C 和 D 为可选项，用户可按实际需要使用，先使用 C 才可以使用 D。 

3. 公式合法字符为：AB、数字 0-9、括号、加减乘除、小数点；当使用 C 和 D 时，C

和 D 也为合法字符。(注：3A/2B 为非法公式，(3*A)／(2*B)为合法公式) 

4. 策略名建议用户填写有代表意义的名称，方便识别，长度最好不要超过 7 个中文或

15 个英文。 

5. D 为策略单对应合约默认价差，L 为策略单对应合约默认手数，执行次数为策略单

默认执行次数。 

6. 小数点位数：添加好策略后，策略区的比率显示的小数点位数。 

7. 开平/投保标志：指定策略触发后下单的开平和投保标志。 

8. 保护机制：可以根据需求选择是否启用保护机制，保护机制有以下三种类型。 

 不启用：公式条件满足则允许触发自动单； 

 类型 1：本轮触发的所有合约都挂单成功，才允许触发下一轮检查。超过一

定时长（5 分钟），也允许触发下一轮 

 类型 2：本轮触发的所有合约全部成交后，才允许触发下一轮检查。超过一

定时长（5 分钟），也允许触发下一轮； 

9. 追单、价差、手数、数量等参数在后文策略单处介绍。 

 



ATP 交易系统说明书（客户端版）                           ATPlatform Technology Limited 
 

 18 / 46 
 

 修改和删除：在策略区中点击策略名，弹出策略编辑对话框，点击删除完成策略的

删除，点击修改完成策略的修改。 

 

 调整：点击策略区第一列 U，该策略会向上移动。 

5.3 策略单模式 

策略单支持两种模式： 

 默认模式：系统默认的策略单模式，通过点击策略左右两侧的计算结果进行下单，

用户可选择四种运算方式：> ,>= , < , <=。 

 

 买/卖模式：系统将把策略看成一个组合单，左侧的比率视为买盘报价，右侧的视

为卖盘报价，点击左侧可以下卖/卖止损单，点击右侧可以下买/买止损单（注：如

果出现左侧值大于右侧值，需将策略中各品种方向交换）。 

 

o 买：公式<= 价格； 

o 买止损：公式>= 价格； 

o 卖：公式>= 价格； 

o 卖止损：公式<= 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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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快速下单 

系统可通过策略区的入口直接对相关合约当前市场价进行快速下单(限价单)。 

 将系统-设置-默认选项中的选项打开，并选择是否需要下单确认（建议选择需要）。 

 

 点击对应策略区计算结果后方的蓝色按钮。 

 

 对弹出的确认框信息进行确认，点击确定完成下单。 

 

5.5 多视图策略 

 单击报价区工具栏添加策略视图( )。 

 弹出对话框，输入新视图名称。 

 在新视图点击调整策略( )，可选择该视图需要查看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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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单区 

下单分为普通单，自动单两个类型。普通单即限价单、市价单、止损单、限价止损单和

Iceberg 单，自动单包括策略单、Stop 单、Gain Best 单、止损止盈单、定时单。点击切换按

钮至对应页面可分别下单。 

单有效期（TIF）说明： 

DAY：当天有效。 

GTC：一直有效直到被取消。 

GTD：指定日期前有效。 

 

6.1 普通单下单方向模式 

 普通单下单方向有两种模式： 

 买/卖下拉框模式：普通单界面合约的买卖方向以下拉框的方式进行选择： 

 

 

 买/卖按钮模式：下单方向的选择以按钮的方式进行选择，在系统-设置-默认选项 -

下单方向模式中选择买/卖按钮，点击确定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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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以买/卖下拉框模式进行各普通单的介绍。 

6.2 限价单 

限价单是以指定的或优于指定价格买或卖一个合约的定单。 

 点击报价区中的卖价创建买单，或买价创建卖单。（双击则弹出下单对话框） 

 在有效时间类型区域选择你所希望的类型，默认为 DAY。 

 在价格与手数区域，输入你希望定单的价格与手数。 

 发送定单，点击下单。 

 

6.3 市价单 

市价单是以当前市场的最优价格买或卖一个合约的定单。 

 点击报价区中的卖价创建买单，或买价创建卖单。 

 在有效时间类型区域选择你所希望的类型，默认为 DAY。 

 在手数的编辑区域，输入你希望定单执行的交易手数。 

 在单类型选择 Market。 

 发送订单，点击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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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市价止损单 

市价止损单是当市场价格达到止损点时，系统便会发出市价单。 

 点击报价区中的卖价创建买单，或买价创建卖单。 

 在有效时间类型区域选择你所希望的类型，默认为 DAY。 

 输入交易手数及止损点，价格默认为市场价。 

 在单类型选择 STP。 

 发送订单，点击下单。 

 

6.5 限价止损单 

限价止损单是当市场价格达到止损点时，系统便会发出限价单。 

 点击报价区中的卖价创建买单，或买价创建卖单。 

 在有效时间类型区域选择你所希望的类型，默认为 DAY。 

 输入交易手数、止损点和价格。 

 在单类型选择 STL。 

 发送订单，点击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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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Iceberg 单 

Iceberg 单是在限价单的基础上设置了可见手数，在发出交易单后，系统会按指定价格发

出一个限价定单，交易手数等于可见手数；待该笔限价定单成交，系统便会以同样的价格再

发出一笔同等数量的限价定单，等待成交，以此类推，直至交易结束。 

 点击报价区中的卖价创建买单，或买价创建卖单。 

 在价格与手数区域，输入你希望定单执行的价格与手数。 

 在有效时间类型区域选择你所希望的类型，默认为 DAY。 

 在单类型选择 ICE 和选择 Iceberg 单的可见手数。 

 发送订单，点击下单。 

 

6.7 策略单 

策略单是当多个合约之间的价格关系满足用户设置的策略时，触发各个合约以当前市场价格

的下单，可设置调整定单价差（D）、手数（L）、策略类型、是否拆单、是否创建循环单、数

量和单次触发数量。 

 

 点击策略区中对应策略的公式结果，填充策略下单板。（双击则弹出下单对话框） 

 根据需要对交易单的相关参数进行修改。 

 发送定单，点击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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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词解释： 

D：价差，设置之后下单价格为市场价+/-价差，买方向+价差，卖方向-价差，设置的数值应为产品最小变

动价格的整数倍。 

L：手数，策略单执行时对应合约的下单手数。 

追单：满足条件下单后，若当前价格无法促成交易，则撤销原挂单，再以最新对手价+/-价差重新挂单。 

小数位：策略区数值显示的小数位数。 

数量：策略单需执行的总次数。 

单次触发数量：对于一次触发下单，最多可同时完成的执行次数，单次触发数量应小于或等于数量。 

拆单：每次按照合约的手数比例自动拆分为最小单位手数进行下单。 

主动腿：主动腿主要用于钓鱼，以满足客户期望的价格将主动腿挂于市场，吸引别人成交；当主动腿的挂

单成交后（可部分成交），被动腿的合约才会进行下单。主动腿的挂单价格根据被动腿的对手价、策略单公

式及其他逻辑推算得出。 

只挂 1 档、有利、不利、区间：用于主动腿扩大下单范围，用户可根据需要设置主动腿下单区间及改单范

围： 

o 只挂 1 档: 主动腿是否只挂一档价格。 

o 区间：距离对手价的有效 TickSize 的倍数，处于这个区间才会下单。区间的有效值为 1~500,默认值

为 5。 

o 有利改单范围: 当满足条件的主动腿价格需变动时，在已有挂单有利于盈利的情况下，主动腿价格至

少变动了指定 ticks 才会改单。 

o 不利改单范围：当满足条件的主动腿价格需变动时，在已有挂单不利于盈利的情况下，主动腿价格至

少变动了指定 ticks 才会改单。 

 例：以上图设置的主动腿策略单为例，假设目前： 

CL1904-NYM 的买一档价格为 50.34，卖一档价格为 50.50； 

CL1903-NYM 的卖一档价格为 50.18， 

此时主动腿 CL1904-NYM 以价格 50.43 挂单到市场，即主动腿价格 50.43 满足公式

50.43-50.18=0.25>0.24, 且满足在下单区间[50.34, 50.34+15tick=50.49] 内。 

如果行情变化，使得满足公式的主动腿挂单价格应为 50.41，此时继续维持 50.43 的挂单价格

是有利于交易者盈利的（不利于成交），但因价格变动小于有利改单范围 3tick，因此不会撤单； 

如果行情变化，使得主动腿挂单价格应为 50.39，此时价格变动大于等于有利改单范围 3tick，

主动腿撤掉原挂单并以价格 50.39 重新挂单。 

先手：先手策略主要用于设定合约的成交先后顺序。当策略单条件达到后，先下先手合约的挂单，当先手

合约成交后（可部分成交），其他合约才会进行下单。 

循环单：勾选循环单后，相当于多建一个策略 2，策略 2 的买卖方向与策略 1 的方向相反，公式为填入的

循环单公式。一次执行周期为先执行策略 1，全部成交后再执行策略 2，待策略 2 全部成交后才会进入下一

次的执行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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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Stop 单 

Stop单是当合约最后成交价/市场买价/市场卖价超过（买方向-高于、卖方向-低于）止损价

后，以设定的下单价挂单。 

 切换下单区到 Stop 单面板下。 

 输入该单的相关数据。 

 发送定单，点击下单。 

 

 

6.9 Gain Best 单 

Gain Best 单，目的是为了有效的控制市场变动导致的盈利损失或亏损。通过设定相关参数

（基准价、Step 值和 Gap 值），系统会监测市场报价并据此不断调整基准价，使基准价一直

向盈利增加的方向调整。即使价格走势向反向回调，系统也会根据 Step 值的设置及时触发

自动单，从而减少盈利的损失甚至是亏损。 

参数名词解释： 

基准价：当市场价第一次达到自动单设置的下单价格时，初始基准价设置为该价格。 

Price Gap：当市场价相较基准价更优于该数值时，将基准价往更优方向调整与该数值相等的价格。 

Step：当市场价相较基准价回调该数值时，该自动单被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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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换下单区到 Gain Best 单面板下。 

 输入该单的相关数据。 

 发送定单，点击下单。 

 

例：假设用户发送 Gain Best 单,买入 1 手 CU160505-LME,预设价格：102,gap：2, step：1。下单后 

CU160505-LME 的市场卖价变化如下。 

 

1. 价格第一次到达预设价格 102,此时设置基准价格 102。 

2. 价格一路往有利方向移动到 100,到达 A 点时,基准价格(102)-A 当前价格(100) >=gap(2),此时调整新

的基准价格 100。 

3. 同样,价格继续波动移动到 B 点,基准价格(100)-B 当前价格(98) >=gap(2), 此时调整新的基准价格

98。 

4. 过了 B 点之后,价格一度波动回调到 C 点,但是 C 当前价格(98.5)-基准价格 (98)<step(1),所以该单条

件未被触发。 

5. 同样,价格继续波动移动到 D 点,基准价格(98)-D 当前价格(96) >=gap(2),此时调整新的基准价格 96。 

6. 同样,价格继续波动移动到 E 点,基准价格(96)-E 当前价格(94) >=gap(2),此时调整新的基准价格 94。 

7. 最后,价格回调到 F 点,F 当前价格(95)-基准价格(94)>step(1),此时该单条件被触发。以预设价格 102

发送买单。 

6.10 止盈止损单 

止盈止损单挂单后，系统首先以指定价格下一个普通单，一旦这个普通单有部分成交或全部

成交，止盈止损单开始监控市场价格变动。当市场价格相对于成交均价达到止盈/止损点后，

自动单将触发下单，把已成交部分的平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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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换下单区到止盈止损单面板下。 

 输入该单的相关数据。 

 发送订单，点击下单。 

 

 止盈/止损：相对于成交均价，盈利/亏损的价位，需为合约最小价格变动单位的整

数倍。 

 类型：若为 LIM，则下一个 limit 价格的普通单；若为 Market，则下一个市场价+-1%

（往有利于成交的方向）价格的普通单。 

 平仓价格：触发价格+/- （往有利于成交的方向）10 个最小价格变动单位。 

 

6.11 定时单 

定时单是指在指定的时间段内，每隔一定时间，以指定的价格和手数去下单。 

参数名词解释： 

手数：输入下单总手数。 

单次：输入每次下单手数 

开始、结束：下单时间区间，该时间区间用北京时区表示。 

间隔：下单间隔时间，每隔此时间后下单一次，下单间隔用时，分，秒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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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换下单区到定时单面板下。 

 输入该单的相关数据。 

 发送订单，点击下单。 

 自动单运行结束条件： 

1.时间到达设定的结束时间； 

2.下单总手数到达设定值。 

 查看详情：可在下图定时单界面查看定时单详情： 

 

6.12 快速下单 

快速下单是为了客户能够更简单、快速的建立限价单。 

 

 切换至快速下单界面。 

 选择需要下单的客户名、合约和方向。 

 选择下单价格类型（若选择指定价类型需设置定单的执行价格和手数）。 

 发送订单，点击下单。 

下单价格类型分为 、 和 三种，用户可以通过点击类型名称完成类

型间的切换。 

 跟踪价：选择之后，快速下单区中的价格和手数会与市场最新报价同步，实时自动更改。 

 指定价：客户可以更改快速下单区的价格和手数，与下单区功能类似。 

 涨跌停价：选择之后，快速下单区中的价格会根据该合约的昨日结算价和交易所规定的涨跌

停幅度计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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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批量下单 

批量下单提供一次发送多个限价单的功能，方便用户操作。 

 点击批量下单（ ）。 

 在表格中设置方向、合约、手数、价格、类型及有效时间，并勾选前面的复选框。 

 选择客户号,点击下单按钮完成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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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单区 

7.1 挂单区展示 

挂单区展示用户当前未完成的定单。分普通单、自动单、所有单三个页面。普通单可进

行修改与撤销，自动单只能进行撤销。 

 

7.2 普通单 

 查看：普通单和所有单页面都可查看。 

 修改：直接点击限价单手数、价格进行编辑，光标离开编辑区，自动弹出确认对话框，点击

确定，或点击所有单中对应挂单右边的修改( ). 

 撤销：点击对应挂单右边的删除( )，弹出确认对话框，点击确定。 

7.3 自动单 

自动单不可修改，只能查看和删除（可在所有单、自动单中查看和删除），见下表。 

 

类型 查看 删除 

策略单 

 

单击 

左边

 

删除 

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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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p 单 

 

Gain Best 

单 

 

止损止盈单 

 

定时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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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单区 

自动单区用于显示用户所有策略单的运行状态。 

 点击自动单（ ）进入自动单区。 

 

 点击放大镜标志（ ）可进入单详情界面。 

 

o 策略单：显示该策略单 ID、参数详情与成交均价及其代入策略公式后的运

算结果。 

o 执行情况：显示各合约执行手数、成交手数和最后执行手数。 

o 成交列表：显示策略单各合约的成交详情。 

o 单状态：显示策略单触发的下单状态：方向、品种、下单手数（成交手数）、

下单价格（成交均价）和成交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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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单区 

系统提供三种方式查看已成交单：明细、合并、按单成交单区，通过控制工具栏的下拉

列表进行切换。 

 

9.1 明细 

对每笔在交易所完成的交易单独一个记录展示其买卖方向、合约代号、成交手数、成交价格，

表格按照成交单发生时间先后排序。 

9.2 按单 

对同一下单同一方向完成的交易合并为一个记录展示其买卖方向、合约代号、成交手数、成

交均价。 

9.3 合并 

对同一合约同一方向完成的交易合并为一个记录展示其买卖方向、合约代号、成交手数、成

交均价。 

 

例：假设用户针对同一客户发送了 4 个普通单：a 买入 10 手合约 A，价格不高于 1200；b 买入 5 手合约 B，

价格不高于 1000，买入 4 手合约 A，价格不高于 1500；卖出 10 手合约 A，价格不低于 1000； 

经过一段时间，该客户在交易所一共促成 6 笔交易，分别为：a 买入 3 手合约 A，价格为 1000；b 买入 2

手合约 A，价格为 750；c 卖出 2 手合约 A，价格为 900；d 买入 2 手合约 B，价格为 1200，e 买入 2 手合约

B，价格为 1400；f 买入 2 手合约 A，价格为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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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笔成交方式查看，表格展示： 

方向 手数 合约 价格 

买 3 A 1000 

买 2 A 750 

卖 2 A 900 

买 2 B 1200 

买 2 B 1400 

买 2 A 1400 

 

按单合并方式查看，表格展示： 

方向 手数 合约 价格 

买 5 A (3*1000+2*750)/5=900 

卖 2 A 900 

买 4 B (2*1200+2*1400)/4=1300 

买 2 A 1400 

 

按合约合并方式查看，表格展示： 

方向 手数 合约 价格 

买 7 A (3*1000+2*750+2*1400)/7=1428.57 

卖 2 A 900 

买 4 B (2*1200+2*1400)/4=1300 

 

9.4 锁定滚动条 

 

挂单及成交单支持锁定滚动条。 

锁定状态：当成交单实时刷新时，滚动条锁定在当前查看内容； 

未锁定状态：当成交单实时刷新时，滚动条始终保持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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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纪行持仓区 

经纪行持仓区用于显示系统通过经纪行接口查询到的账户持仓信息。

 

连接状态 

 可以查看 ATP 到经纪行的连接是否正常，填写/修改经纪行账户密码。 

 连接状态显示 ATP 到经纪行的连接是否在线。 

 

 点击 ，进行账户密码填写或修改。 

 

 完成以上操作后，该交易账户对应的中继连接将会在临近开盘前自动启动并接入期货公

司系统。 

 开盘后，确认连接状态页面的状态为“在线”，则代表连接状态正常，可进行交易。正

式交易前请注意测试挂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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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单限制 

为了防止手工交易或自动单交易造成过多的撤单，客户可在交易客户端对经纪行交易账户/

账户组进行撤单次数限制的管理，达到该上限后，系统会拒绝新的委托。具体操作步骤请参

考以下。 

1. 点击交易客户端左上角窗口->撤单限制，“撤单限制”窗口会在客户端右下角打开。 

 

2. 点击 ，在弹出窗口输入组名，新增一个下单限制组。 

 

 

3. 点击“账户管理”，可将经纪行交易账户添加到下单限制组内。组内所有交易账户的撤

单次数将会合并计算，并受上限控制。 

 



ATP 交易系统说明书（客户端版）                           ATPlatform Technology Limited 
 

 37 / 46 
 

 

4. 点击“限制管理”，设置合约的撤单次数上限。 

 如勾选“按投机/套利/套保单设置撤单次数上限”，可分别设置三种单类型的撤单

次数上限，每种单类型的撤单次数上限分别计算。 

 若同时存在品种名称为“所有”及具体产品的撤单次数上限设置，具体产品的撤单

次数上限优先级高于“所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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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区 

日志区展示用户对交易单的操作与来自服务器端的反馈日志，详细地记录了每一交易单从开

始到结束的完整周期。 

 

注：若单被拒绝，原因将在此处显示，系统页面底部状态栏区域中也会显示最新的一条错误

信息。 

 
 

点击工具栏更多日志弹出日志对话框，可按对象进行查看或者根据关键词进行过滤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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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栏 

状态栏从左到右的信息依次为通知信息、错误日志、网络状况。 

 通知信息：通知信息提示客户关于交易的重要信息。内容比较多时，鼠标经过会悬浮显示所

有内容。 

 错误日志：日志区最后一条错误日志。 

 网络状况：网络状况反应当前网络连通性。 

 

 

菜单 

客户端有系统，布局，窗口，帮助 4 个主菜单。 

 

14.1 窗口 

点击菜单区中的窗口可快速显示/隐藏主界面中各功能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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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帮助 

点击菜单帮助->关于后，弹出框中将显示软件版本信息、网络连接状态、网络延迟以及版权

声明。 

 

系统设置 

点击菜单系统->设置，进入设置页面。 

15.1 默认选项 

切换到默认选项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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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的具体内容如下表： 

 选项 内容 

1 软件退出确认 是否在关闭软件时弹出确认关闭的窗口 

2 下单确认 发送下单前是否弹出确认对话框 

3 改单确认 修改挂单前是否弹出确认对话框 

4 撤销单确认 撤销挂单前是否弹出确认对话框 

5 使用快捷键 是否使用键盘快捷键 

6 下单手数自动累加 创建普通单时，是否自动将低于及等于当前档的手数总和

作为新下单的手数 

7 下单后手设置手数为0 创建普通单后，是否将手数设定为0 

8 策略区是否显示Limit单下单入口 是否在策略区显示Limit单的快速下单入口 

9 策略区触发Limit下单是否确认 策略触发Limit下单时是否自动弹框提醒 

10 暂停/开始自动单是否需要确认 暂停/开始自动单时是否自动弹框提醒 

11 错误日志报警 是否在有错误日志时弹出重要事件提醒（重要事件面板，

显示错误日志、价格监控警报等重要事件） 

12 高买低卖警告 是否在普通单出现高买低卖时发出警告 

13 新成交单自动合并 是否设置为有新成交单时自动合并 

14 策略单模式 选择策略单模式 

15 确认模式 选择确认信息是以对话框方式弹出还是弹出在顶部位置 

16 持仓均价 选择按开仓价/结算价显示 

17 成交对话框 选择是否弹出成交提醒 

18 单击报价填充 选择单击报价后下单信息填充到哪种类型的单，可多选 

19 填充报价后跳至 选择填充报价后跳至哪种类型的单，单选 

20 填充手数 创建普通单时，指定填充的手数。此选项优先于下单手数

自动累加，合约区中的固定手数优先于此选项 

21 价格变化 创建普通单，是否自行调整价格的尺度，买价加，卖价减 

22 超时设置 界面没有任何操作时系统自动登出的超时时间 

23   锁定时间 界面没有任何操作时系统锁定界面的锁定时间 

24 K线图背景颜色 选择K线图的背景颜色 

25 K线图画布 选择K线图画布类型 

26 显示最高最低价 是否在报价区合约信息处显示合约的最高、最低价 

27 合约显示模式 选择合约显示的模式 

28 下单连续反向 是否开启下单连续反向以及下单连续反向的类型； 

29 下单方向模式 选择下普通单时下单方向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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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声音设置 

声音设置主要应用于两个方面：1.系统默认功能触发时的提示音设置；2.用户自定义的字样

出现在日志信息中时的提示音设置。 

15.2.1 系统默认 

 

 在使用复选框中，选择是否打勾来启用或停用相应的提示音。 

 点击声音名称，选择所需提示音（可通过点击 试听）。 

 单击应用完成提示音修改。 

 

15.2.2 用户自定义 

 

 输入用户自定义规则的名称。 

 选择是否启用正则（非正则的规则不区分大小写，当日志内容包含该规则时生效；而正则规

则需要当日志内容完全匹配该规则时才会生效）。 

 点击声音名称，选择所需提示音（可通过点击 试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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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使用复选框中打勾，点击应用完成修改用户自定义。 

 

15.3 字体设置 

 通过拉动方块调节字体大小。 

 点击应用。 

 重新登录系统后，修改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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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布局 

16.1 布局展示 

系统支持用户根据自身需要对视图进行组合、拆分、拉出、改变大小从而形成新的界面布局，

并可以对布局进行新建、重置、切换、删除操作。 

 

16.2 改变布局 

 组合：鼠标左键点击希望移动的视图名称，长按并拉动至希望与该视图进行组合的视图名称

位置，放开，组合操作完成。 

 
 

 拆分：鼠标左键点击希望移动的视图名称，长按拖至理想位置放开，拆分操作完成。 

1. 若希望将原有视图拆分有上下两个视图区，则长按并拉动至目标视图的下半

部位置。 

2. 若希望将原有视图拆分有左右两个视图区，则长按并拉动至目标视图的右半

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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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出：鼠标左键点击希望移动的视图名称，长按并拉动至主界面之外的区域，放开，此时可

以看到视图已经作为一个独立的小窗口在界面之外，可更自由的放置并调整大小。 

 改变大小：将鼠标放置视图的边缘区域，直到出现调整大小的图标，此时长按鼠标左键，根

据需要选择放大或者缩小。 

16.3 界面管理 

系统支持对用户自定义布局进行管理，可保存多个布局，删除自定义布局，在布局之间自由

切换，重置恢复到当前布局的默认状态。 

16.3.1 新建布局 

 按需求调整好布局。 

 点击菜单区布局->新建布局，弹出对话框。 

 输入新布局名称或者选择已有布局进行覆盖。 

 点击确定，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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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2 重置布局 

 点击菜单布局->重置布局，弹出确认对话框。 

 点击确定，完成操作。 

 

16.3.3 切换布局 

 点击菜单布局->切换布局，弹出布局列表。 

 选择希望切换的布局。 

 点击确定，完成操作。 

 

16.3.4 删除布局 

 点击菜单布局->删除布局，弹出布局列表。（注：默认界面不能被删除） 

 选择希望删除的布局。 

 点击确定，完成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