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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特色】 

大智慧期货交易委托系统是一个快速、稳定、安全的交易平台，已被多家期货公司认可

并使用，它具有以下产品特色： 

 提供实盘、仿真、模拟交易环境 

 提供中金所期权仿真交易环境 

 买卖开平、锁仓、反手、撤单、查询等基本功能方便快捷 

 实现金融终端和委托联动 

 支持止损止赢和回撤设置 

 支持预埋单、条件单 

 支持滑点、追价 

 支持限价（分为跟盘价、指定价）和市价的报价方式 

 支持同一家期货公司的多账号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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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1. 合约代码 

提供以下四种查找合约代码的方式:  

 单击合约右边的空白输入框  

 

在出现的品种下拉框中选择品种并点击，例如 ， 

在出现的合约下拉框中选择所需合约： 

 

 

 在“合约”输入框输入合约代码开头字母，进行模糊查询。



大智慧期货投资终端                                              委托交易指南 

6 
 

 

 

 点击“合约”输入框右侧的 按钮，在随后弹出的“合约查找框”里选择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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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行情报价牌传参：在登陆委托后，在行情报价牌单击合约所在行，可将“合约代码”

传参至委托交易下单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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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买卖开平 

 输入合约代码，选择买卖、开平方向、填入下单手数，设置价格后，再点击下单按钮。 

      

 

  

平今相对平昨来说，免收平仓部分的手续费，对投资者有利。故本软件在有今仓的情况

下，总是先平今仓再平昨仓，此规则对所有交易所合约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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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报价方式 

 : 多单，取盘口卖一价；空单取盘口买一价 

 点击  后，切换为 ，可手动输入价格  

 点击盘口的卖一价、买一价、最新价、涨停价、跌停价，此价格直接传入价格输入框 

 

 勾选 ，以市价委托。目前，上期所所有合约、中金所期权合约、及中金所

后两个季度月份的期货合约，不支持市价委托。在这些情况下，  复选框置灰，

无法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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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持仓交易 

在持仓列表中选中合约，通过点击控件按钮、右键、或双击可完成平仓、锁仓、反手、

全平交易。 

 

4.1 平仓 

 快速平仓：在持仓列表选中一条合约，点击 按钮、选中合约后右键选择“平

仓”、或者直接双击合约，都可进行快速平仓； 快速平仓以跟盘价进行全平，例如，双

击“买卖=买”并且“可平=3”的 IO1406-P-2050，将以卖一价将这 3 手全部平掉。 

 手动平仓：在持仓列表选中一条合约，交易参数将传入左侧下单匣，默认以跟盘平仓，

可修改设置后（如将跟盘价改为指定价、平仓手数修改等），再点击“下单”按钮，进

行平仓。 

4.2 锁仓 

 锁仓是指反向开仓，即开仓相同手数、买卖反向的合约。 

 选中合约，点击“锁仓”按钮，立即执行快速锁仓，以跟盘价方式执行。例如，选中“买

卖=买”并且“可平=3”的 IO1406-P-2050，点击“锁仓”按钮，将卖出开仓 3 手 IO1406-P-2050，

以买一价执行。 

 在以下四种情况下，点击“锁仓”按钮，弹出报错窗口，禁止锁仓：1. 已经锁仓 ；2. 已

经部分锁仓 ；3. 在“持仓列表”存在反向持仓（同一个合约代码，同为开仓，买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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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相反）；4. 在“委托列表”存在反向的未成交的委托（同一个合约代码，买卖方向相

反） 

 

4.3 反手 

 反手是指平掉所选合约，同时反向开仓数量相同代码相同的合约。 

 选中合约，点击“反手”按钮，立即执行快速反手，即以跟盘价平掉已有合约，同时以

跟盘价反向开仓。例如，选中“买卖=买”并且“可平=3”的 IO1406-P-2050，点击“反

手”按钮，将卖出平仓 3 手 IO1406-P-2050，同时卖出开仓 3 手 IO1406-P-2050，均以买

一价执行。 

 

4.4 全平 

 全平是指平掉持仓列表内所有的持仓合约。 

 点击“全平”按钮，确认后，立即执行快速全平，即以跟盘价平掉所有持仓合约。 

 

4.5 撤单 

 在持仓列表的最下一排页签中选中“可撤”后，打开可撤列表 

 

 在可撤列表内，选中所需合约，点击“撤单”按钮，立即撤销该项委托 

 

 若点击“全部撤单”按钮，则撤销“可撤列表”内的所有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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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止损止盈 

5.1 按钮位置 

在持仓列表内选中一条合约，点击 “止损止盈”按钮，则弹出“止损止盈设置”窗口。 

 

5.2  止损 

i． 定义 

止损：允许用户在市场向着不利的方向变化时，自动平仓，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 

 

浮动止损： 允许用户对持仓合约设定一个根据市场价格变动而变动的止损单。浮动止损只

在市场向着用户有利的方向变化时才有效。 

 

http://bbs.hexun.com/search/?bid=&type=4&q=%CA%D0%B3%A1&x=15&y=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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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工作流 

在持仓列表选中这条合约 

 

点击  

在弹出的 窗口作如下设置 

 

点击 ， 窗口出现这条记录： 

 

同时，“条件单”列表，出现以下记录：

 

上图的 说明虽然条件单已开启，但是预设的止损条件没有满足，所以没有触发

委托。当预设的止损条件被满足时，以止损价格发出委托。 

 

iii．  点差止损 

 

止损价= 参考价 - 最小变动单位 * 止损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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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止损点差为 2，参考价为最新价 3357（可自行调整），则止损价 = 3357-1*2 = 3355 

 

iv．  百分比止损 

 

 

止损价= 参考价 - （ 1 - 止损百分比数%）， 并根据最小变动单位选择近似值 

如上图，百分止损选择 0.1，参考价 2656.2， 则止损价 = 2656.2 *（1 - 0.1%）= 2653.5438 

根据最小变动价格 0.2，选择相近的一个价格得到 2653.6 

 

v．  浮动止损 

a. 多单的浮动止损 

 

如上图所示，对多单 m1409 设置止损，止损点差 10，浮动止损 5，最新价 3354，最小变动

单位 1，这时止损价是参考价-最小变动单位*止损点差=3354-1*10=3344. 但是当价格没有下

跌到 3344（不利方向），反而开始上涨（有利方向）的情况下，当上涨幅度达到参考价+最

小变动单位*浮动止损数=3354+5=3359 的时候，那参考价就变为 3359，而止损价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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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9-1*10=3349。同理如果价格持续上涨，每上涨到一个浮动止损数*最小变动单位，那么

参考价就会随之改变，而止损价也会随之改变。假设价格一直上涨到 3354+3*5=3369 时发

生 10 个点的回撤，系统将以 3369-1*10=3359 的价格自动平仓。 

 

b. 空单的浮动止损 

 

 

如上图所示，对空单 m1409 设置止损，止损点差 10，浮动止损 5，最新价 3354，最小变动

单位 1，这时止损价是参考价+最小变动单位*止损点差=3354+1*10=3364. 但是当价格没有

上涨到 3364（不利方向），反而开始下跌（有利方向）的情况下，当下跌幅度达到参考价-

最小变动单位*浮动止损数=3354-5=3349 的时候，那这时参考价就变为 3349，而止损价变为

3349+1*10=3359。同理如果价格持续下跌，每下跌到一个浮动止损数*最小变动单位，那么

参考价就会随之改变，而止损价也会随之改变。假设价格一直下跌到 3354-2*5=3344 时发生

10 个点的回撤，系统将以 3344+1*10=3354 的价格自动平仓。 

 

5.3  止盈 

i．  定义 

止盈：是指设立具体的盈利目标位，一旦到达盈利目标位时自动平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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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撤： 是在上涨趋势中的小幅下跌（eg. 遭遇阻力位），或下跌趋势中的小幅上涨（eg. 遭

遇支撑位）。假设“盈利百分比=10”和“回撤百分比=2”，则意味着：在参考价（默认为最

新价）的基础上，价格上涨 10%之后下跌 2%时触发止盈，以触发时的跟盘价自动平仓。 

 

ii．  工作流 

在持仓列表选中这条合约 

 

点击  

在弹出的 窗口作如下设置 

 

点击 ， 窗口出现这条记录： 

 

同时，“条件单”列表，出现以下记录： 

 

上图的 说明虽然条件单已开启，但是预设的止赢条件没有满足，所以没有触发

委托。 当预设的止盈条件被满足时，以止盈价格发出委托。 

 

iii．  止盈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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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勾选止盈触发的情况下，止盈方式为到价止盈 

静态止盈价 = 参考价 + 最小变动单位 * 盈利点差 

上图中，止盈点差 3，参考价 3363，最小变动单位 1，止盈价 为 3363+1*3=3366 

 

iv． 百分比止盈 

 

在不勾选止盈触发的情况下，止盈方式为到价止盈 

静态止盈价 = 参考价 * （1 + 盈利百分比数% ） ， 并根据最小变动单位选择近似值 

上图中，盈利百分比 1，最新价 3363，最小变动单位 1，则止盈价=3363*（1+1%）=3396.63， 

根据最小变动单位 1，取相近的价格 3397 

 

v．  止盈回撤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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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勾选止盈触发的情况下， 

如上图，盈利点差 10，回撤点差 5，参考价 3357，最小变动价格 1 

那么，在 3357+1*10=3367 的时候，止盈激活，注意：这里并没有止盈，只是激活一个状态 

在止盈激活后如果价格持续上涨，例如最高价达到了 3380，接着开始下跌 5 个点差的时候，

执行止盈平仓 

公式为：动态止盈价 = 最高价 - 最小变动单位 * 回撤点差数 = 3380 -1*5 = 3375 

 

vi．  止盈回撤百分比 

 

在勾选止盈触发的情况下， 

如上图，止盈点差 10，回撤百分比 30，参考价 3353，最小变动价格 1 

同第 v 条例子一样，在 3353+10*1=3363 时，触发止盈激活状态 

在止盈激活后，若价格持续上涨，例如达到了最高价 3390 以后开始下跌了，当下跌幅度达

到了盈利部分的 30%，执行止盈平仓 

公式为：动态止盈价 = 最高价 -（最高价 - 参考价）* 回撤百分比% =3390-（3390-3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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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378.9 

根据最小变动价格 1，取相近的止盈价 3379 

 

vii．  市价平仓 

 

以上所有例子，如果选择市价平仓的情况，就是当最新价达到设置的止盈止损价时，对该合

约使用市价平仓。 所以如果该合约价格变动太快，或者平仓量很大，那么可能成交价格不

一定是所设置的止盈止损价，是以当时的市价成交。 

 

viii．  限价平仓 

 

 

若选择限价点差平仓，如图设置为 2，那么如果持仓的单子是买开仓的话，则止损价格=原

本的止损价-限价点差数*最小价格变动单位=3332-2*1=3330 

若限价点差平仓设置为 0，就以止损价平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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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条件单 

6.1 按钮位置 

在下单匣上点击“条件单”按钮，打开“设置触发条件”窗口 

 

 

6.2 预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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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埋单只合约 

点击 后在“合约 1”内输入内容 

 

后，点击  

在“条件单”页签，出现这条预埋单信息： 

 

此时，预埋单并没有发出。若选中合约，点击 ，“确定” 后后发出委托。 

 

 预埋组合 

点击 后，在“合约 1”和““合约 2””内输入 

 

后，点击  

“条件单”页签，出现这条预埋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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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预埋单委托并没有发出。若选中合约，点击 ，确定” 后后发出委托。 

注：发出“组合预埋”时，需要把“合约 1”和“合约 2”同时发出。在上例中，

是作为整体来组合下单的。 

委托时间默认“当日有效”，用户可切换为“永久有效”。 

 

 

6.3  价格条件 

选中  后，在满足条件后，发出委托。 

注： 只允许为合约 1 设置条件，但允许在条件满足后，同时发出合约 1 和合约 2 的委托。 

例 1： 当 a1409 的卖一价 > 4450 时，买入开仓 1 手 a1409  

 

 

例 2： 当 a1409 的卖一价 > 4450 时，买入开仓 1 手 a1409，同时卖出开仓 1 手 a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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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 当 a1505 的最新价 >=  4500 时，卖出开仓 1 手 a1505  

 

 

例 4： 当 a1505 的买一价 <  4500 时，买入平仓 1 手 a1505  

 

6.4 价差条件 

  

“价差条件”是指，当 “合约 1”和“合约 2”的价差满足预设条件时，同时发出“合约 1”

和“合约 2”的委托。注： 类似“组合下单”，需要把“合约 1”和“合约 2”同时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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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 当 a1411 的卖一价 与 a1409 的买一价 的 价差超过 50 时，以 “触发价”发出委托，

即以卖一价买入开仓 a1411，同时以买一价卖出开仓 a1409.  

 

 

 

例 2： 当 a1409 的卖一价 与 a1409 的买一价 的 价差小于 10 时，以 “触发价”发出委托，

即以卖一价买入开仓 a1409，同时以买一价卖出开仓 a1409（相当于锁仓） 

 

 

例 3： 当 a1411 的卖一价 与 a1409 的买一价 的 价差小于 50 时，以 “触发价”发出委托，

即以卖一价买入平仓 a1409，同时以买一价卖出平仓 a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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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例 3 的情况下，点击 后，“条件单”页签出现以下内容 

 

 

请注意，此时 。若要暂停条件单，请选中合约，并点击 ，控件栏状

态变为： 

 

上图 说明虽然条件单已开启，但预设的价格条件没有满足，所以没有触发委托。 

当预设的价格条件被满足时，以为“触发价”发出委托。 

成交后，出现以下成交回报。 

 

同时，红框中的这条记录从“条件单”列表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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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条件单”控件 

   

i. 打开条件单列表，点击 弹出“设置触发条件”弹出框 

    

ii. 在条件单列表选中一条记录，点击   

       a. 若选中记录的“类型”字段是"预埋单"、“价差条件”或“价格条件” 

    

      则弹出“设置触发条件”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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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若选中记录的“类型”字段是"止损止盈单” 

         

          则弹出“止损止盈设置”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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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若没有选中任何合约，点击  ，则弹出以下报错窗口： 

           

iii. 在条件单列表中选中一条记录， 点击 ，则删除该条件单 

iv.   点击 ，则将所有 类型=“预埋单”的指令发出。 

     （预埋单： 是指在“触发设置条件”窗口，用“  ”设定的指令） 

v.    "开启条件单" 

在已经设置过条件单的情况下，关闭委托客户端，再次打开后，会自动弹出窗口询问是否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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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条件单。 

 

 

或者，通过以下按钮也可以控制条件单的开关状态。 

 

点击 ，开启所有条件单。同时控件按钮变为： 

 

点击 ，关闭所有条件单。 

注：系统只能控制所有条件单的开关，不能控制当个条件单的开关。要么全开，要么全关。 

6.6 “已触发”页签 

     显示所有已经触发的条件单，包含所有类型（价格条件、价差条件、预埋单、止损止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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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账户查询 

    点击下单匣左侧的  按钮，打开导航栏，进行持仓查询、银期转账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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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系统设置 

8.1 基本设置 

可根据需求，对自动锁定时间、退出确认做设定。 

 

8.2 下单界面 

 

i. 委托投保类别 

用于设置默认委托类型 

 

分为“投机”和“保值”，其中，“投机”指普通交易，“保值”指套期保值。 

交易头寸分为投机和保值，可以在同一交易帐户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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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对投机头寸不做限定，但对保值头寸则实行审批制度，只有具有一定规模现货

背景的法人投资者才能获得保值头寸。 在获得交易所批准后，在交易下单时，可对“委托

投保类型”进行选择，系统默认为“投机”， 可修改为“保值”。若未获得批准，即便在将

系统默认修改为“保值”，交易时也以“投机”在执行。 

套期保值交易的持仓量不受交易所规定的限制，而投机是受限制的。若涉及交割，建

议首先使用保值头寸。 

 

ii. 滑点 

 

   默认：无滑点 

委买价 = 调正价位 * 最小变动单位 + 对手价 

委卖价 = 调正价位 * 最小变动单位 - 对手价 

其中，调正价位，即点差 

   假设，设置改为 “调整 5 价位”，当最小变动单位为 0.2 时，则  

委买：当卖一价为 2000 时，以 2000+5*0.2 = 2001 发出买入委托； 

委卖： 买一价为 2000 时，以 2000-5*0.2 = 1999 发出卖出委托 

   假设，设置改为 “调整 -5 价位”，当最小变动单位为 0.2 时，则  

委买：当卖一价为 2000 时，以 2000+（-5）*0.2 = 1999 发出买入委托； 

委卖： 买一价为 2000 时，以 2000 -（-5）*0.2 = 2001 发出卖出委托 

iii. 追价 

 

默认：不追价 

http://www.baidu.com/s?wd=%E5%A5%97%E6%9C%9F%E4%BF%9D%E5%80%BC%E4%BA%A4%E6%98%93&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6%8C%81%E4%BB%93%E9%87%8F&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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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只在左边的复选框打勾，则在下单时，会在设定的时间之后撤单。 

若左右两个复选框都打勾，则在下单时，会在设定的时间之后撤单，并对未成交的部分重发

委托。重发委托时，买入采用卖一价，卖出采用买一价，系统自动重发 3 次。 

追价只对“跟盘价”有效，以“指定价”或“市价”进行委托时，追价设置不起作用。 

iv. 确认窗口 

 默认勾选，表示点击下单按钮后，弹出“下单确认窗口”，点击确认后

再发出委托。若去掉打勾，则点击下单按钮后直接发出委托。 

默认勾选，表示双击未来成交的委托单直接撤

单。若去掉打勾，则双击未来成交的委托单后弹出“撤单确认窗口”，点击确认后再执行撤

单。 

8.3 持仓界面 

 

i. 滑点 

与“下单界面”的滑点类似，只是“持仓界面”的滑点设置用于平仓、全平、反手、锁仓这

些持仓操作。而“下单界面”的滑点设置用于下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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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追价 

与“下单界面”的追价类似，只不过“持仓界面”的追价设置用于平仓、全平、反手、锁仓

这些持仓操作。而“下单界面”的追价设置用于下单操作。 

iii. 确认窗口 

 

默认无提示窗口。若勾选，则在执行前，弹出确认窗口进行提示。 

8.4  条件/止损 

 

i. 滑点 

 

与“下单界面”的滑点类似，但是“条件/止损”的滑点设置用于止损止盈单的操作，而“下

单界面”的滑点设置用于下单操作。 

 

ii. 追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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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下单界面”的追价类似，但是“持仓界面”的追价设置用于止损止盈单的操作，而“下

单界面”的追价设置用于下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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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帮助信息 

请按键盘 F1, 或登录 help.gw.com.cn，下载说明文档 

 

 

 

 

热线电话：021-20219927 

服务邮箱：qhgzs@gw.com.cn 

付费商城：http://pay.gw.com.cn 

官方网址：http://www.gw.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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