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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统特点 

飞鼠综合交易系统是飞鼠软件的新一代客户端产品，整合了手工下单、套利下单、键盘

下单、用户策略等功能。 

手工下单支持委托板下单，快捷键撤单； 

套利下单将两个合约配置成套利合约进而增加套利组合，满足触发价格、行情量等因素，

组合自动下单；通过设置止盈止损点，系统将自动止盈止损。 

用户策略功能支持用户自行以 VC++开发策略 DLL，嵌入到综合交易系统中运行，主要支

持行情订阅，委托下单，回报通知接口。 

系统支持多账户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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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统简介 

1． 登录 

具有交易权限的操作员可以登录本系统。启动欢迎界面如下图: 

 

图表 1 登录窗口 

输入用户名、密码后点击“登录”按钮，将进入主界面。 

如需修改对应的飞鼠交易后台 IP地址或端口，点击“服务器设置”进入如下界面设置： 



上海飞鼠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021-68400835 期货大厦 2104B 室 产品 qq：1968295288   

 5 

 

图表 2 服务器设置 

若没有服务器地址，点击“增加”新增，若需要修改，直接点击列表中的地址端

口进行修改（格式为：IP 地址：端口），可点击“网络测试”测试连接速度，点击“确

定”保存。 

如果有多个地址列表，以第一个地址为准。 

 

2． 主界面 

登录成功后，系统显示如下的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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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 系统主界面 

系统主界面分成两个区域，分别是菜单栏、功能区。所有的功能均在功能区显示、操作，

可以将各个功能区灵活拖拽，也可选择系统设置的布局。 

1) 菜单栏 

点击“文件-修改密码”修改使用本终端的操作员密码； 

点击“视图-窗口”勾选不同的功能模块，主功能区将显示相应的功能模块； 

点击“视图-应用程序外观”选择不同的界面风格，包括 Windows2000、office2003 等

风格； 

点击“视图-还原默认”功能区将以默认位置显示； 

点击“视图-选项”设置是否需要报单、撤单的声音提醒；以及设置自动交易时的停止

时间（停止后需要手动再次运行）。 

点击“视图-界面布局”选择布局，或锁定/解锁窗口 

点击“视图-键盘下单设置”可以配置快捷键功能。 

菜单栏 

行情 下单板 

委托单 

套利组合 

资金 

持仓 成交 

交易信息 



上海飞鼠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021-68400835 期货大厦 2104B 室 产品 qq：1968295288   

 7 

 

2) 功能区 

功能区以子窗口的形式区域分割，可以拖拽后灵活布局。 

鼠标选中子窗口的标题栏拖拽可以看到窗口位置提示，可以放置到上下左右方位，如果

放置在中间，则将于中间的子窗口合并成多标签页的形式；如需要从标签页拽出，鼠标选中

标签页往外拖拽即可。点击子窗口的关闭按钮可以直接从功能区关闭显示该功能。 

 

目前总共包括：行情、委托板、委托单、套利组合、资金、持仓、成交记录、交易信息、

用户策略等九大功能。 

位置点 位置点 位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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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功能介绍 

1． 行情 

行情子窗口包括“自定义行情”和“套利行情”两个页面，“自定义行情”是显示传统

合约行情，“套利行情”显示操作员定义的合约套利对行情。 

1) 自定义行情 

本页面用于显示自定义行情信息。选中页面中合约，配合委托下单板进行下单操作。 

 

 设置自选合约 

在行情子窗口中鼠标右键点击选择“设置自选合约”配置需要显示行情的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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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列为系统支持的合约信息，可以选择相应的交易所缩小可选合约范围，或手动输入合

约；右列为“自定义行情”页面显示的合约； 

鼠标选中左列合约，点击“增加”，将合约增加到右列，“自定义行情”将显示该合约； 

鼠标选中右列合约，点击“移除”，“自定义行情”将不显示该合约。 

点击右列的“上移”、“下移”调整“自定义行情”中合约的显示位置。 

点击“确定”保存。 

 字体颜色设置 

若要改变行情颜色显示，点击“字体-颜色-设置”，可调整“行情字体”、“字体颜色”、

“上涨颜色”、“下跌颜色”、“合约行高”、“奇行背景色”、“偶行背景色”、“空白行色”，点

击“确定”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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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调整列宽 

在行情子窗口中鼠标右键点击选择“自动调整列宽”，系统根据目前行情内容调整合适

的列宽。 

 导出列表 

在行情子窗口中鼠标右键点击选择“导出列表”，导出当前页面的目前时点的行情为.csv

文本文件。 

 表格列设置 

在行情子窗口中鼠标右键点击选择“表格列设置”，设置“自定义行情”页面显示的列。 

2) 套利行情 

本页面用于配置套利行情合约对信息。选中页面的套利合约配合套利组合设置完成套利

操作。 

 

 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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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价、买量、卖价、卖量，均根据价格计算公式以实际合约的买 1 价/卖 1价计算得来，

价格计算公式的设计控制使得买价<卖价，当操作员在“套利组合”中设定好执行价格后，

系统根据“套利合约”的对价触发自动操作。 

注意： 

T1 表示第一个合约买/卖 1价（对价），T2表示第二个合约买/卖 1 价（对价），以此类

推，可加入以下的算术符号:+,-,*,/,()，例如：T1*2.3-3*(T2-1.5)； 

买价：取“+”方向合约的买 1价，“-”方向合约的卖 1价代入价格公式计算出来的价

格； 

卖价：取“+”方向合约的卖 1价，“-”方向合约的买 1价代入价格公式计算出来的价

格； 

买量：“+”方向合约的买 1量/该合约手数配比，“-”方向合约的卖 1量/该合约手数配

比，这两个结果的最小值取整乘以 T1手数配比； 

卖量：“+”方向合约的卖 1量/该合约手数配比，“-”方向合约的买 1量/该合约手数配

比，这两个结果的最小值取整乘以 T1手数配比。 

 套利合约设置 

在套利行情子窗口中鼠标右键点击选择“套利合约设置”，弹出套利合约设置子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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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右侧列表中选择合约（可以输入合约），选择方向（+、-），设定手数配比、合约顺序、

追价深度，配置好两条合约信息后，配置“价格公式”，点击增加，保存当前套利合约对。

（显示到左侧的列表中）。 

选择左侧列表的已有套利合约，可在右侧修改各项内容（合约名称不能改，若要修改，

可直接“增加”）；点击“删除”则删除该套利合约。 

注意： 

当套利组合中使用了该套利合约时，禁止修改或删除该套利合约。 

方向：“+”表示和组合实际买卖方向同向，比如当在这个合约上买，则标“+”的合约

做买动作；“-”则表示和组合实际买卖方向反向；一个套利合约中必须是一个“+”、一个“-”； 

手数配比：表示两个合约发送委托的手数比例，委托时的数量必须是第一合约手数配比

的整数倍，且是整数；当配比是小数时，系统根据第一合约成交情况取整数手数处理。（建

议尽量按整数配比） 

合约顺序：标识这个组合合约上的报单的顺序，从小到大顺序报单（1 表示先发、2 表

示后发，目前支持 1、2两种）； 

追价深度：按照合约的最小 TICK 数设置，设置为 0则表示一直追价到停板价（比如：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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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追价 6个 tick，以最后成交价浮动 1个 tick 追价，直至浮动到 6 个 tick）； 

合约名称不能和现有合约名称相同，包括套利合约；系统会自动给出一个套利的合约名

称，为了方便识别，建议在名称中手工增加+、-方向； 

价格公式可参考前文“套利行情-行情”中的说明，系统会计算价格公式的合法性（保

证买价<卖价），如果设置不正确，系统会报“价格公式不合法”； 

公式举例： 

（系统限定了合约顺序 1 为 T1，合约顺序 2为 T2）若以简单价差表示，则方向为“+”

的合约减去方向为“-”的合约就是合法的公式，若 T1 对应+，则合法公式为 T1-T2（建议

套利合约名称为：合约 1（+）-合约 2（-））；若 T2对应+，则合法公式为 T2-T1（建议套利

合约名称为：合约 1（-）-合约 2（+））。 

 增加套利组合 

在套利行情子窗口中鼠标右键点击选择“增加套利组合”，弹出“增加组合”窗口，见

下文“套利组合-增加组合”的功能描述。 

2． 委托下单板 

委托下单板用于委托下单，支持预埋单/条件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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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单 

本系统支持多帐号，当交易员有对应多个账号权限时，从“账号”下拉列表中可以选择

相应账号交易； 

输入相应合约代码，勾选“套利”或“保值”（默认投机，不用勾选），选择买入或者卖

出、开仓或者平仓，输入手数、价格（可点击上下箭头以 tick值调整），点击“下单”下委

托单至交易所。 

如果在菜单栏的“视图-选项”中勾选了报单提醒，点击“下单”后系统弹出确认框： 

 

点击“确认”下单，点击“取消”不下单。勾选“不再提示”，则下次委托不再弹出确

认框（实际取消了“视图-选项”中的报单提醒）。 

 注意： 

鼠标点击行情区的合约，或者点击持仓区的持仓，下单板有联动： 

当点击行情区合约时，下单板显示该合约编码； 

若点击在“买价”或“买量”上，下单板选中“卖出”，价格为当前的买入挂价（仅一

次带入，不会跟随行情变化）； 

若点击在“卖价”或“卖量”上，下单板选中“买入”，价格为当前的卖出挂价（仅一

次带入，不会跟随行情变化）； 

若当前合约有交易方向的反向持仓，则下单板选中“平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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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无持仓，则下单板选中“开仓”； 

若点击“买价”“买量”“卖价”“卖量”之外的表格列，且无持仓，则交易方向为前一

笔委托的交易方向（若无前一笔交易，则为空）开仓；若有持仓，以持仓的反向为交易方向

平仓（若有双向持仓，则买入平仓）。 

手数默认为 1手。 

当点击在持仓区时，下单板显示该持仓合约，交易方向为反向，平仓，手数为持仓手数，

价格为对价。 

以“平仓”下单时，若为上期所合约，系统自动根据持仓情况，先平今仓、后平昨仓。 

2) 预埋单/条件单 

填入下单板相应要素后，点击委托版“预埋单/条件单”时，系统弹出触发条件子窗口： 

 

交易员选择预埋或条件后，点击“确定”，委托单进入委托区的“预埋单条件单”页。 

3． 套利组合 

套利组合用于对“套利行情”中定义的合约对进行自动交易。 

 

“组合号”为组合在本终端的编号，重启后会重新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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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为套利合约名称； 

“运行状态”是本套利组合的状态，“初始”表示建立组合后从未执行；“运行”表示正

在配对中；“暂停”表示暂停配对，可用“恢复”继续运行；“停止”表示组合停止运行，如

果执行完毕，自动变为停止运行状态，也可以手动停止运行，可以点击“运行”再次开始运

行。 

“买/卖”为针对套利合约的买卖方向； 

“价格”、“止损价格”、“止盈价格”、“均价”为针对套利合约的价格计算公式的价格； 

“数量”为针对套利合约中合约一的手数； 

“进手数量”为针对套利合约中合约一的成交手数； 

“盈亏”为成交后根据行情变化计算的浮动盈亏，若止盈/止损，则“盈亏”归零；若

未止盈/止损而停止，则“盈亏”为停止时点行情对应的盈亏。 

“组合信息”显示组合执行过程中的信息。 

1) 增加组合 

增加组合用于新增对套利合约的操作。 

选中“套利行情”中的合约后，点击“增加组合”，弹出如下子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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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利合约对中合约一、合约二均可以选择“账户”、“投保”（投机、保值、套利）、“开

平”（开仓、平仓、自动，若自动，有持仓，系统先平仓）； 

输入“价格”（根据套利合约的公式价格）、手数（针对套利合约的合约一的手数）； 

点击“确定”保存并退出子窗口；点击“应用”保存但不退出子窗口。 

若勾选“止盈”，输入止盈价位，系统将在委托成交后，根据止盈价位，自动止盈； 

若勾选“止损”，输入止损价位，系统将在委托成交后，根据止损价位，自动止损。 

 注意： 

当选择“平仓”时，系统不会判断此时是否有仓可平（以便于交易员提前布局套利组合），

当行情触发动作后，若无仓可平，系统会报错。 

当选择“平仓”又勾选了“止盈”/“止损”，则行情触发平仓后，如果又达到“止盈”

/“止损”条件，会再触发开仓操作。 

2) 修改组合 

在“套利组合”窗口中选中一个组合，点击“修改组合”，系统弹出类似增加组合的窗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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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账户”、“投保”、“开平”、“买卖”操作均不能修改（如要修改，需新增组合），

仅能修改“价格”、“手数”、“止盈”、“止损”，点击“确定”保存退出子窗口，点击“应用”

保存不退出子窗口。 

 注意 

上述四项也可以直接在“套利组合”列表中点击相应的项修改，修改有提示语，鼠标点

击其他地方（焦点离开修改项）生效。 

即便组合正在运行中，也可以修改相应项（但是如果组合已经配对了一个合约，另一个

合约尚未配对完成期间，不允许修改）；修改实时生效。 

修改处于“运行”状态的组合时，修改的内容只在保存的时点生效，因此有可能在修改

的过程中，以修改前的参数继续配对。（组合暂停状态不能修改参数） 

3) 复制组合 

在“套利组合”窗口中选中一个组合，点击“复制组合”，系统将复制一个与选中组合

一样的组合，只是状态为“初始”状态。 

4) 删除组合 

在“套利组合”窗口中勾选一个或多个组合，点击“删除组合”，系统将弹出子窗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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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是否删除选中组合，点击“是”删除。 

 注意： 

删除组合需要在选择框中勾选，可以多选，也可以勾选“组合号”上的选择框以选中所

有组合。 

运行中的组合也可以删除（但是如果组合已经配对了合约一，而合约二尚未匹配完成期

间，不允许删除）。 

5) 运行组合 

在“套利组合”窗口中勾选一个或多个组合，点击“运行组合”，系统将弹出子窗口确

认是否运行选中组合，点击“是”运行。 

 注意： 

无论“初始”“暂停”“停止”状态的组合都可以“运行”； 

若是“运行”状态的组合，点击“运行”，系统不做处理。 

6) 停止组合 

在“套利组合”窗口中勾选一个或多个组合，点击“停止组合”，系统将弹出子窗口确

认是否停止选中组合，点击“是”停止。 

 注意： 

无论“初始”“暂停”“运行”状态的组合都可以“停止”； 

若是“停止”状态的组合，点击“停止”，系统不做处理。 

7) 暂停/恢复 

在“套利组合”窗口中勾选一个或多个组合，点击“暂停/恢复”，系统将弹出子窗口确

认是否暂停或恢复选中组合，点击“是”暂停或恢复组合。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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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运行”或“暂停”的组合，才能“暂停/恢复”，其他状态的组合，点击“暂停/

恢复”，系统不做处理； 

若选中的组合中，部分处于“运行”状态，部分处于“暂停”状态，则点击“暂停/恢

复”后，系统会提示状态不一致，“确认”执行后，“运行”的将变为“暂停”，“暂停”的将

变为“运行”。 

4． 键盘下单 

键盘下单通过设置快捷键，完成快捷下单 

1) 快捷键设置 

点击视图->键盘下单设置，弹出如下图快捷键设置界面： 

 

 

 快捷键。可以设置单一键，也可设置组合键。键值不可有冲突 

 买卖。有效参数：无、买、卖 

 价格。有效参数：无、最新价、买 1价、卖 1价、买 1 价超 N价、买 1价减

N价、卖 1 价超 N价、卖 1 价减 N价 

 N=数值，非负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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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作 

 下单。有效参数：买卖、价格 

 超/减 N 价。单次有效，下一个动作为下单操作生效，否则取消本次动作。

有效参数：N= 

 量加 N倍。单次有效，下一个动作为下单操作生效，否则取消本次动作。有

效参数：N= 

 撤销最后一笔报单。有效参数：无 

 撤销全部报单。有效参数：无 

 临时取反。 组合键第一个键值，后面跟下单操作键有效。有效参数：无 

 数量乘数 N。 长期有效，永久改变下单的倍数。关闭一键下单或退出系统

后失效。有效参数：N= 

 卖量买进。有效参数：无 

 买量卖出。有效参数：无 

 直接开仓。组合键第一个键值，下面跟下单操作键有效。有效参数：无 

2) 一键下单操作 

按 F1 键进入一键下单模式，并在行情区的买价、买量、卖价、卖量标题颜色改为红色。

再次按下 F1 关闭一键下单模式。 

在一键下单模式下，所有动作之后，焦点回到行情区当前选中的合约。 

 注意： 

1．  快捷键不区分大小写 

2．  快捷键报价以行情交易区为基准，选择合约通过上下键选择 

3.  快捷键每笔报单量以委托下单板手数为基准 

4. “数量乘数 N” 与“量加 N倍”组合，先算“量加 N 倍”，再算“数量乘数 N” 

5.  设置“超 N 价/减 N价”的 N值，快捷键下单按合约 N倍 tick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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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卖量买进：量取行情卖 1 价的挂单量，价格取对价（卖 1 价），行情为空时，该快捷键

无效；“买量卖进”功能类似。 

7. 临时取反： 只做平仓操作；报单量小于可平仓量，下单量取原报单量；报单量大于可平

仓量，下单量取可平仓量 

5． 委托单 

委托单窗口用于展示操作委托单信息，包括“所有委托单”“未成交委托单”“预埋单条

件单”三个页面。 

所有列均支持排序处理，点击列名即可进行升序或降序处理，默认按收到后台委托单的

先后顺序排列； 

鼠标右键点击可选择“自动调整列宽”根据内容调整列宽度；“导出列表”将当前列表

中内容导入到指定目录的指定文件中（.csv 格式）；“表格列设置”调整表格中显示的列值

及次序。 

3) 未成交委托单 

本页面用于展示未成交委托单，可在页面进行撤单和快速修改委托处理。通过下单板、

套利组合等产生的委托单均实时显示到本页面。 

 

 撤单 

选中某一笔委托，鼠标点击“撤单”，撤掉选中的委托中未成交部分。 

鼠标左键双击委托，系统也撤该笔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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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撤 

鼠标点击“全撤”，撤掉当前所有未成交委托。 

 修改委托 

鼠标点击某笔委托的“价格”，可以直接输入新的价格（或点击上下键以 tick 调整），

鼠标点击其他位置（使焦点离开“价格”），系统将撤掉当前委托未成交部分，并以该未成交

手数及新输入的价格下单； 

若点击“未成交手数”后同样操作，则系统撤单后以新的手数及原来的价格下单。 

4) 所有委托单 

本页面用于展示所有委托单，并可以进行撤单和快速修改委托处理。通过下单板、套利

组合等产生的委托单均实时显示到本页面。 

 

点击“全部”展示所有委托单； 

点击“挂单”展示挂单，包括部分成交的挂单； 

点击“已成交”展示完全成交的委托单，不包含部分成交的委托； 

点击“已撤单/错单”展示已经撤单的委托单及错单，包括部分成交后剩余部分撤单的

委托单。 

撤单、全撤、修改价格及未成交手数的处理同“未成交委托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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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预埋单条件单 

本页面用于展示预埋单条件单，删除或发送预埋条件单。通过下单板产生预埋单条件单

实时显示到本页面。 

 

点击“全部”展示所有预埋单条件单； 

点击“预埋”展示所有预埋单； 

点击“条件”展示所有条件单； 

点击“已发送”展示所有已经发送的预埋单条件单。 

点击“未触发”状态的单子的“价格”“手数”，可以直接修改价格和手数。 

选择某笔单子，点击“删除”删除该笔单子； 

选择某笔“未触发”状态的单子，点击“立即发送”，系统立即发出该笔委托； 

点击“清空已发送”，删除所有“已触发”的单子。 

 注意： 

预埋单条件单不保存，重启本客户端后，所有预埋单条件单均消失。  

6． 持仓 

持仓窗口用于展示交易员对应资金帐户目前的持仓情况，并可以进行快速平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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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列均支持排序处理，点击列名即可进行升序或降序处理，默认按收到后台委托单的

先后顺序排列； 

鼠标右键点击可选择“自动调整列宽”根据内容调整列宽度；“导出列表”将当前列表

中内容导入到指定目录的指定文件中（.csv 格式）；“表格列设置”调整表格中显示的列值

及次序。 

 快速平仓 

选中某笔记录，下单板将以对价填入该笔合约的平仓信息（全部可平仓手数）； 

若鼠标左键双击该笔持仓记录，系统直接以对价下全部可平仓手数的平仓委托。 

 注意： 

持仓信息根据成交情况实时更新，并根据实时行情计算差价和浮动盈亏。 

7． 资金 

持仓窗口用于展示交易员对应资金帐户目前的资金情况。 

 

所有列均支持排序处理，点击列名即可进行升序或降序处理，默认按收到后台委托单的

先后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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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标右键点击可选择“自动调整列宽”根据内容调整列宽度；“导出列表”将当前列表中内

容导入到指定目录的指定文件中（.csv 格式）；“表格列设置”调整表格中显示的列值及次

序。 

 注意： 

资金信息根据委托、成交情况实时更新，并根据实时行情计算盈亏、保证金信息。 

8． 成交记录 

成交记录窗口用于展示委托成交情况。 

 

所有列均支持排序处理，点击列名即可进行升序或降序处理，默认按收到后台委托单的

先后顺序排列； 

鼠标右键点击可选择“自动调整列宽”根据内容调整列宽度；“导出列表”将当前列表

中内容导入到指定目录的指定文件中（.csv 格式）；“表格列设置”调整表格中显示的列值

及次序。 

9． 交易信息 

交易信息窗口用于展示本系统的运行过程中的信息，包括操作信息、错误信息等。 



上海飞鼠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021-68400835 期货大厦 2104B 室 产品 qq：1968295288   

 27 

 

所有列均支持排序处理，点击列名即可进行升序或降序处理，默认按收到后台委托单的

先后顺序排列； 

鼠标右键点击可选择“自动调整列宽”根据内容调整列宽度；“导出列表”将当前列表

中内容导入到指定目录的指定文件中（.csv 格式）；“表格列设置”调整表格中显示的列值

及次序。 

10． 用户策略 

用户策略窗口展示用户编写策略信息（VC++编写的 DLL 库接入），下列窗口是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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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常见问题 

1. 登录时显示“超时” 

 后台系统没有启动，请联系后台技术人员启动后台系统； 

 或者网络不通，请检查网络可以访问到后台系统。 

2. 登陆时显示“用户已经登陆” 

 该用户已经在其他地方登陆，不能再登陆； 

 或者终端曾经异常退出，后台系统中该用户还是登陆状态，请联系后台管理人

员剔出已经登陆用户，再重新登陆。 

3. 使用中显示“后台系统可能经过重启清理，必须关闭重新启动本客户端” 

 后台系统重启了，需要重新启动客户端； 

 或者网络中断，请检查网络可以访问到管控后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