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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入门

该部分提供了您开始使用交易平台所需要的基本信息，包括如何：

•   登录交易平台

•   添加市场数据

•   在代码模式下添加市场数据

•   使用快速数据

•   从文件中导入代码

•   创建定单

•   修改定单

•   传递定单

•   取消定单

•   使用定单向导

•   使定单失效

•   交易债券和国库券

•   交易共同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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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交易平台

您能够从您的 Internet 浏览器运行交易平台，或者将软件下载到您的计算机上并直接从桌面启动。基于浏
览器的版本允许您进入您的账户，并从任何启用了 Java ™的 internet 浏览器执行交易，它总是运行 新的发
布，并允许您将您的设置从主机器保存到服务器上，这样它们将下载到任何机器，无论您使用什么 internet
机器登录，您的交易平台看上去都将是完全一样的。本地安装的版本使用较少的内存，可能运行得更快，但
要求您下载每个发布以利用新功能。要下载到您的计算机，参见网站上的安装说明。

从您的浏览器登录

1   在主页右上角的登录框中，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交易平台。

Note:  如果您是初次使用者，选择账户管理，输入您的用户名和密码，然后点击登录。

2   在登录框中，输入您的用户名和密码。

选项：

•   调色板允许您为交易平台选择新的颜色皮肤。如果您选定了一个颜色并想在一登录时就更改
它，使用全局配置中的风格页面。

•   设定文件目录 － 默认情况下，交易平台文件被保存在 C:\Jts。如果您想要更改您的交易平
台设置文件的位置，使用浏览器按钮来指定新的文件目录。

•   在服务器上保存设置 － 该选项允许您将包括市场数据、页面等在内的交易平台设置，保存在
我们的服务器而不是您的本地机器上。如果选中，不管您在什么位置登录，您的交易平台都将

../cn/software/installationInstructions.php?ib_entit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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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同的数据和外观。如果未选中，设置将只被保存在您当前使用的计算机上。在恢复和保存
设置话题中查看细节。

•   使用 SSL － 您的身份和交易信息一直都受到保护。对使用 SSL 选项打勾，能够在您的定单信
息沿因特网传输时对其提供额外的隐私和完整性。根据计算机的性能，您有可能受到不理想表
现的影响。

•   点击显示所有设置来为交易平台选择不同的语言。

从您的桌面登录

1   在您的桌面双击应用程序图标。

2   输入您的用户名和密码。

3   如果您被提示安装免费的 Java ™ Runtime 插件，参见 Java ™插件安装文档。

../cn/software/downloadPlugin.php?ib_entit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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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市场数据

在您能够交易之前，您需要为您的资产添加市场数据线。一条市场数据线代表了一个单独的代码，它显示产
品类型、定单目的地、买卖报价以及其他定义的属性。 要添加市场数据线，您能够在交易屏幕的底层证券栏
直接键入，或者根据底层证券框使用请求代码。

Note:   高级 / 期权交易者能够通过输入交易所合约类别或合约代码来添加安全定义。

将市场数据添加到交易屏幕

1   在空白行中点击底层证券区域。

2   输入一个底层证券代码并按下回车。

3   从交易屏幕的列表中选择合约。对要求到期日的工具，选择月份和年，或者选择全部来打开合约选择
框。注意重要的一点，在这一步选择智能或直接会同时影响市场数据和默认定单传递，解释如下图所
示。您能够使用目的地定单区域，在每份定单基础上修改传递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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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合约选择框中，选择合约并点击确定。您能够通过从过滤器部分选择标准，来限定右侧窗格中显示
的合约。选择智能作为交易所，从而使用智能传递。

•   市场数据线在可见时即为活动的，无论它们来自何处。

•   每个警报总是使用一条市场数据线，无论您是否在查看包含该警报的资产。

•   通过 API 请求的市场数据拥有 高的优先级，之后是用警报请求的数据， 后是基本的市场数据显
示。这意味着如果您在查看包含 100 条市场数据线的交易页面，并且您还对 6份其他合约设定了价格
激活的警报，那 6 份合约将收到市场数据，您的交易页面将只显示 94 份合约的数据。

•   期权交易者上的期权链不计入可用的市场数据线。

要获取关于市场数据费用和分配规则的细节，参见 IB 网站上的市场数据和新闻订阅总括。

根据底层证券框使用请求代码来添加一个资产

1   在交易工具栏中点击添加代码图标，或者从代码菜单中选择添加代码。

2   输入一个代码并遵照上面的第 2 步。

Note:   如果您要对衍生工具添加市场数据线，交易平台将询问您是否想要将底层代码添加到页面中。如
果您回答是，那么它将被包括在页面的底部如果它还没有被添加到那里。

../cn/p.php?f=marketData&ib_entity=cn


入门

在代码模式下添加市场数据

交易平台用户指南 6

在代码模式下添加市场数据

高级期权交易者能够使用代码模式，将期权的证券定义直接输入到市场数据线中。代码模式要求您输入由合
约交易的交易所定义的合约代码或类别。要更改为代码模式，在配置菜单上选择视图，然后选择合约显示。
通过使用页面版式添加市场数据代码栏，同时查看底层证券和合约代码。

将期权证券定义直接添加到交易屏幕

1   在代码栏中点击一个空白行。

2   根据合约类别或合约代码输入证券定义，然后按下回车。使用下表中的格式。

使用请求代码表格来添加证券定义

1   在代码模式下，使用以下方法当中的一种来打开根据交易所代码请求代码表格：

•   在交易工具栏上点击代码图标。

•   在代码菜单上选择添加代码。

•   在交易屏幕上的任何位置右键点击并选择插入代码。

2   在工具类型区域选择期权。

3   选择代码类型。

Note:   如果您要对衍生工具添加市场数据线，交易平台将询问您是否想要将底层代码添加到页面中。如
果您回答是，那么它将被包括在页面的底部 （除非该底层证券已经在页面上）。

代码输入格式

合约类别 @ 交易所首字母缩略词

合约代码 # 交易所首字母缩略词

如果您选
择 这么做

类别 输入合约类别代码、交易所、到期日期和执行价格，然后选择该权利。

合约 输入交易所本地代码和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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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快速数据

您能够使用市场数据速记，对股票、期权或期货合约快速地请求数据。

对股票使用快速数据

•   在底层证券区域使用格式代码 垂直线 交易所，如下所示：

IBM|SMART 或 DELL|ISLAND。

Note:   对在纳斯达克挂牌的合约，使用 ISLAND 作为目的地。

对期权和期货使用快速数据

•   使用格式交易所代码 井号 交易所，在底层证券区域输入速记，如下所示：

MSQJC#SMART （期权）或

MSFT1CU8#ONE （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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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件中导入代码

您现在能够通过导入一个文本文件，该文件包含了以逗号划分界线的代码描述列表，从而把市场数据放在交
易页面上。使用任何文字处理程序来创建列表，并以文件扩展名 .txt 保存文件。

创建一个用来导入的股票代码的文本文件

1   创建一个扩展名为 .txt 的文件，例如 twsTickers.txt。

2   在文件中，使用下面描述的排列法，对每条您想要的市场数据线创建一个以逗号划分界线的行。注
意，第一个区域名称为行的类型：DES、SYM 和 CON。

DES, UNDERLYING, SECTYPE, EXCHANGE, EXPIRATION, STRIKE, PUT/CALL, MULTIPLIER

SYM, SYMBOL, EXCHANGE 

CON, CONID, EXCHANGE 

DES 行类型需要信息或信息占位符，执行价格、看跌 / 看涨和乘数区域是可选的。到期日的格式为 YYYYMM，
或 YYYYMMDD。所有输入必须为大写字母。一份期权合约 XYZ 的例子为：

DES, XYZ, OPT, ISE, 200607, 75, CALL, 

在这种行类型下，代码 XYZ 的一份股票合约看上去将是这样的：

DES, XYZ, STK, SMART,,,, 

逗号为您没有对股票定义的区域的占位符。

对股票使用 SYM 行类型看上去将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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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 XYZ, SMART

使用 CON 类型来快速输入带有 conid 的合约，例如

CON, 12348765, SMART 来导入一个合约文件。

当您导入一个文件，合约行将被输入在活动的交易页面的底部，除非您选择在新页面上输入它们。

1   在文件菜但单上，选择导入合约。

2   使用浏览按钮来查找您创建的 .txt 文件。

3   要将这些合约放到一个新页面上，对新页面方框打勾并输入页面名称；否则合约将出现在当前选定页
面的底部。

4   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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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定单

在交易平台中创建定单有多种方法。本话题向您显示如何从交易窗口发送定单。

从交易窗口创建并传送定单

1   点击资产的“要价”或 “出价”（或者在选定的市场数据行上使用您的买入或卖出热键），直接在选
定的资产下创建一个定单管理行。

•   点击要价来创建一份买入定单。

•   点击出价来创建一份卖出定单。

2   在定单管理行上，如果需要，修改定单参数：有效时间、行为、数量、价格、定单类型或目的地。

Note:  为了更有效地交易，在全局配置中使用定单预设策略创建带有默认定单设置的定单预
设。

3   要传递您的定单，在状态区域点击 “T”。

Note:   默认情况下，工作中的定单将显示在任何有代码的页面上，无论该定单是在哪个页面上被创建的。
您能够从特定页面的设置中修改您想让工作中的定单显示在哪里。从全局配置中，选择交易窗
口，然后选择页面，再选择一个特定的页面。选择以下当中的一种： 
 
对该页面上的代码显示所有定单 － 对该页面上的所有代码显示工作中的定单，无论它们是在哪
里被创建的。  
 
只显示在该页面上创建的定单 － 在该页面上创建的定单将只出现在该页面。 
 
只显示不活动的定单，将活动的定单移动到待处理的页面 － 只显示失效的或非传递的定单。从
该页面上创建的工作中的定单将只显示在待处理的页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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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定单

直到定单在定单目的地被执行之前，您都能够修改它。直到执行发生前，在资产的定单管理行和待处理页面
中，定单都保持为可见的和可编辑的。如果定单状态是绿色的，那么定单是 “工作中的”。注意 VWAP 定单
是立刻被接受的且不能被修改。

Note:   如果您想要修改除了价格和数量以外的参数，您必须取消该工作中的定单，并创建和传递一个新
定单。这种做法是被定单目的地普遍要求的。

对工作中的定单修改价格和数量

1   在定单管理行上，点击价格或数量区域并作出您的更改。

2   使用右键点击菜单并选择传递，在交易工具栏上点击传递图标或使用您的传递热键来传递您修改后的
定单。

要在传递前撤销更改，右键点击并选择恢复。

Note:   在交易所用您修改后的定单替换 初的定单之前， 初的定单就可能已经被执行了。请参见客户
协议获取关于修改和取消定单的特定细节。

http://institutions.interactivebrokers.com/php/webhelp/Setting_User_Preferences/Mapping_Hot_Key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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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定单

一旦您在定单管理行上证实了定单参数，您就做好了传递定单的准备。

传递一份定单

•   在状态区域中点击“T”，或

•   在定单管理行上使用右键点击菜单并选择传递。

在传递的定单被定单目的地接受之后，它变为“工作中的”定单。所有工作中的定单出现在待处理页面和显
示资产的每个页面上。任何显示资产的页面，其名称将变为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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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多份定单

•   要传递一个页面上的全部定单，在定单菜单上选择传递页面。

Note:  圆括号中的美元值反映了活动页面上所有定单的价值。

•   要通过交易平台传递所有定单，在定单菜单上选择传递全部。

将您的鼠标放在状态区域上，查看对显示颜色的区域水平帮助。要获取有关状态颜色的信息，参见定单状态
颜色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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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定单

对非传递的定单，取消命令从您的交易屏幕删除选中的定单。对工作中的定单，取消命令发送一个取消请求
到定单目的地。参见下面的表格获取定单管理行上的状态颜色含义。

工作中的定单，直到其在定单目的地被执行之前您都能够将其取消。您同样能够选择取消页面上的所有定单
或您的交易平台中的所有定单。当您选择 “取消全部”命令时，非传递的和工作中的定单都将被取消。

取消一个工作中的定单

•   在状态区域点击黄色的 “C”。

取消一个交易页面上的所有定单 （工作中的和非传递的）

1   打开包含您想要取消的定单的页面。

2   在定单菜单上，选择取消页面。

3   当提示询问您是否想要取消页面上的所有定单时，点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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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交易平台中的所有定单 （工作中的和非传递的）

1   在定单菜单上，选择取消全部。

2   当提示询问您是否想要取消所有定单时，点击是。

要获取关于状态区域中显示的颜色的信息，参见定单状态颜色话题。

Note:   您的工作中的定单，要直到状态区域变为红色才被确认取消。请参见客户协议获取关于定单确认 /
取消的进一步信息。

../cn/p.php?f=legalDocs&p=a&ib_entity=cn
http://www.interactivebrokers.com/cn/p.php?f=legalDocs&ib_entit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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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定单向导

定单向导是一个位于交易底部的实况定单创建面板，它将定单按类别整理，并通过对您选择的每种定单类型
展示有效的属性来帮助您创建定单。

使用定单向导

1   在交易工具栏上点击定单向导图标来显示或隐藏定单向导面板。定单向导在您的交易窗口下打开。

Note:   您能够使用全局配置中的一般页面，指导向导在您每次创建定单时打开。

2   在左边的窗格中点击一个类别，并在右边的窗格中使用关联的属性来客户化您的定单。

沿着定单向导面板顶部的总结部分，总是显示当前的定单描述，并立刻反映对活动的定单所作的任何
更改。更改也被反映在您的交易窗口中的定单行。

3   使用预览按钮来查看您的完整定单描述。使用传递按钮来发送定单，使用取消按钮来取消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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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定单失效

当您使定单失效，定单在交易所被取消，但仍保留在您的交易屏幕上以备提交。

使定单失效

•   右键点击定单管理行并选择使失效。

您同样能够使用 DTC 有效时间来使截止到市场收盘时没有执行的当日定单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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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债券和国库券

交易平台让您交易智能传递的美国长期、中期和短期国债，以及在美国交易的公司债券。

在您能够交易债券之前，您必须升级您的交易许可。要进入账户管理，在视图菜单上选择账户管理。在交易
使用下选择交易设置。在页面的交易许可部分，对固定收益打勾。

要交易债券和国库券

该过程假设您对您的交易页面上的合约拥有市场数据。如果您没有，参见下面的过程来添加数据。



入门

交易债券和国库券

交易平台用户指南 19

1   要从您的交易页面交易合约，点击要价来创建一份买入定单；点击出价来创建一份卖出定单。

2   如有必要，修改包括有效时间 （TIF）、行为、数量、定单类型和价格在内的定单参数。

3   点击 “T”来传递您的定单。

将国库券市场数据添加到您的交易页面

1   在交易工具栏上点击国库券图标，或者使用视图菜单并选择国库券。

2   在合约选择框中，在左侧窗格中使用类型列表来选择短期、长期或中期债券。

3   使用到期日期、发行日期和息票过滤器列表来过滤您的合约。

4   从右侧窗格中选择合约并点击确定。

如果您想要添加多个类型的国库券到您的屏幕，单击添加而不是确定。这将添加选定的合约到您的交
易屏幕，然后允许您选择不同的类型并添加更多的合约。点击确定来关闭选择框。

将公司债券市场数据添加到您的交易页面

1   输入一个底层证券代码并按下回车，然后从选择列表中选择债券工具。

2   在合约选择框中，使用到期日期、发行日期和息票过滤器列表来缩小您的显示选择范围。

3   从右侧窗格中选择合约并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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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想要添加多份有不同到期日的合约，点击添加而不是确定。这将添加选定的合约至您的交易屏
幕，然后允许您选择不同的到期日期并添加更多的合约。点击确定来关闭选择框。

债券的市场数据被显示在交易页面上。以下信息在市场数据线的描述区域中有所指明：

•   工具类型 － 针对国库券。被标记为长期、中期或短期。

•   息票 － 使用该利率计算您在一年的时间中作为利息支付将收到的金额。

•   到期日期 － 发行者必须在改日期偿还债券的面值。

•   库斯普 （CUSIP）号码 － 一个针对特定证券的九位数字代码。

•   债券评级 － 对公司债券。确定发行者的信用评级。较高的信用评级通常表明投资的风险较
低。债券评级分别来自穆迪和标准普尔。

Note:   要查看合约细节，右键点击市场数据线并选择合约信息，然后选择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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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共同基金

从我们的免佣基金家族中选择一只基金，并从交易窗口或定单卡片进行交易。

在您能够交易基金之前，您必须升级您的交易许可。要进入账户管理，在视图菜单上选择账户管理。在交易
使用下选择交易配置。在页面的交易许可部分，对共同基金打勾。

交易基金

1   将基金合约添加至您的交易窗口。

a   从交易工具栏中点击共同基金图标，或者从视图菜单中选择共同基金。

b   在合约选择框中，从左侧窗格中选择一个基金家族，然后选择您想要在右侧窗格中交易的合
约。点击确定。

Note:  基金的数据仅出现在 后或收盘价格区域。共同基金在整个交易日内累积，并于
15:59 被传递至基金以获得定价。

2   从交易窗口，对卖出定单点击出价区域而对买入定单点击要价区域。

a   对卖出定单，通过在限价区域输入美元值或在数量区域输入股数，来定义您想要卖出的股
数。

如果您输入了美元值，股数使用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进行计算。

b   对买入定单，在价格区域中输入美元值。购买的股数在基金定价以后被计算。

3   点击 “T”来传递您的定单。

Note:  只有市价定单类型可用于基金，并且 FUNDSERV 是唯一可用的传递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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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获取关于共同基金的更多信息，以及要查看电子招股说明书，转到 IB 网站的交易菜单，并选择产品列举，
然后点击基金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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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定单输入工具

交易平台提供提供一套全面的专用交易工具，它们作为独立的窗口分别发挥作用，也可以与其他交易平台工
具一道起作用。我们扩大的定单管理应用程序家族成员包括：

•   篮子交易者

•   在册交易者

•   图表交易者

•   组合交易者

•   深度交易者

•   外汇交易者

•   集成股票窗口 （ISW）

•   期权交易者

•   期权美分定价

•   定单标签

•   数量计算器

•   快速定单输入

•   相关期货转现货

•   差价交易者

•   分段交易者

•   合并套利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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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子交易者

引言

使用篮子交易者来管理多个产品的定单组，并轻松地创建对流行指数建模的定单组。该部分向您显示如何：

•   发送篮子定单

•   在交易平台中创建篮子文件

•   手动创建篮子文件

•   样本 Excel 篮子文件

•   指数交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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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篮子定单

在您能够选择并传递篮子定单之前，您必须创建和保存篮子文件。

在发送篮子定单之前，您能够通过添加或删除资产、更改乘数和数量、以及互换定单方并将限价定单转换为
市价或相对定单，来修改篮子定单。您同样能够选择使用指数组成或统计组成，根据选定的指数来创建篮子
文件。使用选择标准来微调您的指数篮子。如果您选择让您的指数篮子基于指数组成，那么系统会自动地使
篮子随着指数组成的变化与其保持一致。

当您发送一个篮子定单，篮子中的每个定单被单独地清算。如果您的账户不满足保证金要求，有可能篮子定
单只有一部分将执行。

发送篮子定单

1   在工具菜单上，选择篮子交易者，或者点击交易工具栏上的篮子图标。

2   在篮子文件区域，使用下拉列表来选择一个篮子，或者点击浏览按钮来找到没有出现在列表中的篮子
文件。使用指数交易面板，根据指数或指数的一部分来创建篮子。

3   如有必要，修改乘数。该数值与篮子中每个定单的数量相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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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加载，用篮子中的定单占据定单标签。

5   如有必要，修改定单参数，并在执行篮子面板中点击传递来传递整个篮子定单。您能够在定单标签上
使用市场数据线并点击状态区域中的 “T”，从而传递篮子内部的单个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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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易平台中创建篮子文件

交易平台将自动地从交易页面上的一组未传递的定单创建篮子文件。当您想要交易或管理篮子，从篮子交易
者打开篮子。您同样能够在交易平台之外手动地创建篮子文件，但我们推荐使用交易平台的自动化进程来启
动文件。

Note:   交易平台从单个页面上的定单创建篮子文件。您能够使用 MS Excel，轻松地将来自多个文件的定
单组合到一个文件中。

自动创建篮子文件

1   创建定单将其包括在篮子文件中。

•   在市场数据线上点击要价来创建一笔买入定单。

•   在市场数据线上点击出价来创建一笔卖出定单。

2   修改定单参数并定义定单属性。

3   在文件菜单上，选择将定单另存为篮子。

4   在对话框中，查看或重命名文件，并使用 .csv 扩展名（即 stocks.csv）并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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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系统使用交易页面名称作为默认的篮子名称。

5   取消您创建的定单。使用定单菜单并选择取消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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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创建篮子文件

我们强烈推荐您首先从交易页面使用若干不同的定单类型和产品，创建一个交易平台篮子文件。然后在
Excel 中打开样本文件，并使用其作为您编辑区域以及创建新行的起始点。篮子文件的关键在于标题行与定
单行之间的关系。标题区域能够出现在任何定单中，只要定单行中的数值与标题区域相对应。

篮子文件被如下格式化，当中顶行为标题行，随后的行为定单行。标题行包括了每个定单值的区域标题。定
单行包括了与该定单类型需要的区域标题相对应的定单值。如果定单不需要某个区域值，您能够将定单行中
的该区域留作空白。

样本 Excel 篮子文件话题向您展示了有多种定单类型的篮子文件在 Excel 中看起来将是怎样的。

关于创建篮子文件的注释：

•   子定单行区域中的值必须在内容上与母标题行区域相匹配。例如，如果您的标题行区域是代
码，而您在定单行的该区域输入了值 STK，您的文件将不可读。

•   在文本编辑器中创建的篮子文件必须被另存为 .csv （优先考虑）或 .bsk 文件。

Note:  尽管对新文件不推荐 .bsk 文件扩展名 , 新的篮子版式仍然支持该格式。

•   对在文本编辑器中创建的篮子文件，在其值和逗号之间不要留空白，否则交易平台将无法读
取文件。

•   如果您在 Excel 中创建篮子文件，那么对每个单元格只输入一个值 （或不输入值），并且不
要使用逗号。

•   将您的 Excel 篮子文件另存为 .csv 文件。

•   标题行中的区域不需要在任何特定的定单中，只要它们在定单行区域中有相应的正确值即可。

初的篮子文件格式与改善后的篮子文件格式之间的主要区别包括：

区域 1 区域 2 区域 3 区域 4 区域 5 区域 6 区域 7 区域 8

值 值 值 值 值 值

值 值 值 值 值 值 值

值 值 值 值 值 值 值 值

旧篮子文件 新篮子文件

就版本仅支持有限数量的预定义
区域。

新版本支持所有交易平台区域。

就版本要求您以特定的顺序输入
定单值。

新版本对区域不要求任何特定的定单顺序。

就版本只要求定单值 （因为 “标
题”区域是被硬编码到交易平台
中的）。

新版本要求带有特定定单区域标题的标题行。在单个篮
子内，对需要不同区域值的定单类型使用多个标题行。

就版本对不需要的值要求空白占
位符。

新版本要求标题区域与定单值之间确切的一对一关系；
如果定义了标题区域，您就不能够将定单区域留为空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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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子区域

下表列举了一些您能够在篮子定单中指定的区域。我们推荐使用交易平台篮子创建过程来创建样本文件行，
以查看您可能有疑问的任何区域。

旧版本被保存为 .bsk （交易平台
特定）文件。

新版本使用 .csv （一般）文件扩展名。

一些篮子文件标题区域 / 定单值

合约描述区域

标题区域 定单值

代码 例如，IBM、AMZN

证券类型 证券类型包括 stk、opt、fut、fop、war、cash、
fund、efp、bag*

* 对差价和组合定单使用 bag 证券类型。

到期 YYYYMM

例如，200910 （对 2009 年 10 月到期）

行权价 例如，42.5 或 37.0

权利 P 或 C

币种 例如，USD

交易所 任何有效的目的地，例如 Smart 或 NYSE 或 PHLX 或 VWAP
或 IBEFP。

Note:   为了澄清智能传递合约的任何不明确之处，将
首要交易所与 Smart 一道包括在目的地中，例
如：Smart/NYSE。

基本定单区域

标题区域 定单值

行动 买入或卖出

数量 例如，100 或 1

定单类型 交易平台支持的定单类型。

限价 例如，96.47 或 96

对 EFP，为原始价格使用小数，或者百分比值后面跟着
A 或 C 来指明年利率或复合利率，例如，5.200％A。

辅助价格 例如，.05 或 1.25 或 2

百分比抵消 0 到 1 之间的任何小数值，例如 .05 

篮子标签 用来识别篮子定单的任何独特的字母或数字串。该标签
出现在交易报告的定单参考区域中。

有效时间区域

标题区域 定单值

有效时间 例如，day、gtc、gtd、ioc、fok、opg、auc

到期前有效 YYYYMMDD hh:mm:ss [zzz] 当中的 zzz 为可选的时区。
如果您不指定时区，那么交易平台将使用定单发源的时
区。

旧篮子文件 新篮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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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后有效 YYYYMMDD hh:mm:ss [zzz] 当中的 zzz 为可选的时区。
如果您不指定时区，那么交易平台将使用定单发源的时
区。

顾问区域

标题区域 定单值

账户 现有的账户号。

组 现有的组名称。

方式 分配方式，如果组被命名则有效。

•   百分比变化

•   可用权益

•   净清算价值

•   相等数量

•   投资组合百分比

百分比 在方式＝百分比变化时使用。

简介 现有的分配简介名称。

非清算区域

标题区域 定单值

账户 账户号。

建仓平仓 例如，建仓、平仓

卖空地点 第三方的 MPID （市场参与者标识符）。

卖空 -1 （顾客拥有股份）

-2 （股份在第三方）

清算 识别您的清算选择。

清算账户 定单的真实受益者身份。

波动率区域

标题区域 定单值

参考价格类型 A （ 佳出价 / 要价平均值）或者 B （当买入看涨期权
或卖出看跌期权时使用 NBB ；当卖出看涨期权或买入看
跌期权时使用 NBO）

对冲定单类型 Lmt、Mkt 或 Rel

对冲辅助价格 如果对冲定单类型被使用，则使用其来设定价格。

股票范围低端 股票价格范围的低端，当底层证券价格跌到该价格以下
时，用来取消定单。

股票范围高端 股票价格范围的高端，当底层证券价格涨到该价格以上
时，用来取消定单。

连续更新 真。如果您不想使用连续更新，就不要将该区域包括在
标题行中。

杂项区域

标题区域 定单值

交易量 大百分比算法 期权交易量的 大百分比算法。

一些篮子文件标题区域 / 定单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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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回避算法 完成、积极、中性、被动

强制完成算法 真

全权委托金额 偏离限价的价格，用来创建全权委托定单。

显示尺寸 定义定单被公开的数量，创建冰山定单。

常规交易时段之外 真，允许定单触发或在常规交易时段之外执行。

大额定单 真

一扫光 真

隐藏 真

全或无 真

小数量 对要执行的定单的可接受的 小执行数量。

一取消全组 将定单识别为组的一部分的值。

一些篮子文件标题区域 / 定单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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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 Excel 篮子文件

创建篮子文件 简单的方法是从您通过交易平台创建的格式化的样本定单开始。使用样本版式作为起始点，
来添加您自己的标题 / 定单行篮子组成部分。下图向您展示了定单在 Excel 文件中看上去将是怎样的。注
意，不同的定单类型要求不同的区域，且定单行中的空白区域是被接受的。

文件标题行的粗体字只用于说明目的，将不会显示在您的 Excel 篮子文件中。

Note:   交易平台创建的篮子文件只包括来自单个交易页面的定单。通过使用 Excel，您能够轻松地将不同
的 .cvs 篮子定单组合到一个文件中。

在 Excel 中组合篮子文件

1   在 Excel 中打开一个 .csv 篮子文件。

2   强调所有被占据的行，点击 Ctrl ＋ C 来复制这些行。

3   打开另一个 .csv 篮子文件，并将您的光标放在页面底部的空白行上。

4   点击 Ctrl ＋ P，将所有定单从第一个文件粘贴到第二个文件中。

要获取关于 .csv 篮子文件格式的更多细节，参见手动篮子文件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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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交易者

指数交易者帮助您根据指数来创建篮子定单。将指数交易者作为独立的窗口使用，或作为篮子交易者窗口中
的指数面板。

打开指数交易者

•   在交易菜单中，从高级工具组中选择指数交易者。



定单输入工具

在册交易者 : 引言 

交易平台用户指南 35

在册交易者

引言

使用在册交易者，通过单击以选定的价格立刻传递定单。

•   打开在册交易者

•   使用在册交易者进行交易

•   在册交易者定单处理

•   在册交易者热键

•   在册交易者按钮

•   在册交易者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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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在册交易者

通过单击，以任何价格，包括 佳出价和要价来传递定单。对您选择的无论哪个合约，在册交易者都作为单
独的窗口显示。它在价格阶梯中显示一系列高于和低于 佳出价和要价的价格。

打开和配备在册交易者

1   在交易页面上选择一个合约。

2   点击右键并选择交易工具，然后选择在册交易者。

Note:   在册交易者打开了但还没有被配备。要使用在册交易者进行交易，您必须首先 “配备”它。

3   在左上角，选中配备。

Note:   阅读激活合约，其声明您理解在出价或要价区域中单击会将定单直接传递至交易所，点击是来配
备在册交易者。

如果您没有选中配备选项，那么您能看见价格和尺寸但不能交易。当前 佳要价在价格区域中显示绿
色背景；当前 佳出价显示黄色背景。

从在册交易者传递的定单被显示在待处理页面上，以及在册交易者的定单面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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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您一次只能使用三（3）个深层在册订阅。这些订阅包括在册交易者、市场深度、NYSE 深层
在册以及纳斯达克第二级窗口。尽管您能打开许多在册交易者窗口，您一次将只能看见 3个实
时数据 （假设您没有打开其他的深层在册窗口）。

•   默认情况下，在册交易者使用特定的颜色来传达信息。您能够通过点击工具栏上的配置按钮，
然后选择在册交易者颜色来客户化这些颜色。

•   当前累积的出价和要价尺寸被显示在出价和要价栏的顶部。要关闭该功能，使用配置 > 设定
页面。

•   默认情况下，点击一个尺寸来发起定单。如果您点击另一个尺寸，当前未执行的定单将被取
消并被新定单替换。您能够从在册交易者配置的设定页面，修改同一方的多笔定单处理。

•   您能够通过在交易工具栏上点击在册交易者图标来打开一个空白的在册交易者窗口。使用底
层证券区域来发起合约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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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在册交易者进行交易

要使用在册交易者进行交易，您应当在价格阶梯中点击特定价格水平的出价尺寸或要价尺寸，一笔定单将立
刻被传递。在您能够使用在册交易者进行交易之前，您必须通过选中配备复选框并同意激活合约，使应用程
序为立刻定单传递作好准备。一旦被配备，在册交易者将通过鼠标单击立刻传递您的定单。默认鼠标行动被
描述如下。您能够使用在册交易者配置中的设定页面，来修改控制定单被如何处理的默认设定。

默认情况下，在册交易者设定配置页面上的在配备模式下使用上下文光标选项被激活。该功能当您在价格阶
梯中的出价尺寸或要价尺寸区域握住光标时，会显示与定单相关的有帮助的信息。

在在册交易者中创建卖出限价定单

•   在价格阶梯中，在需要的价格水平点击要价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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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限价定单在选定的价格水平被创建和提交。您能够从价格阶梯顶部的定单面板来管理
定单。

在在册交易者中创建买入限价定单

•   在价格阶梯中，在需要的价格水平点击出价尺寸。

Note:  限价定单在选定的价格水平被创建和提交。您能够从价格阶梯顶部的定单面板来管理
定单。

在册交易者默认点击行动

•   点击任何出价尺寸，以选定的价格发送一笔买入限价定单。

•   点击任何要价尺寸，以选定的价格发送一笔卖出限价定单。

•   右键点击任何出价尺寸来发送一笔买入止损定单。

•   右键点击任何要价尺寸来发送一笔卖出止损定单。

•   按住 Alt 键并点击任何出价或要价尺寸来创建一笔括号定单。

要获取关于所有由系统配置的在册交易者快捷方式的细节，在全局配置中打开在册交易者热键窗口。

默认的定单信息来自合约或工具的活动定单预设。要获取关于使用预设的信息，参见配置定单预设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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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册交易者定单处理

您能够使用在册交易者中的配置 > 设定区来更改定单被处理以及定单状态被显示的方式。要获取细节，请参
见配置在册交易者话题。

当您在设定配置页面的状态区中选择对每笔定单分别显示状态栏时，在册交易者将以高级模式工作。这会启
用两项关键的功能：

•   首先，它允许您只使用键盘来控制在册交易者。鼠标仍将起到导航的作用，但对不想花时间从键盘
切换到鼠标再切换回来的用户，高级模式为您提供 100％的键盘控制。

•   其次，当您创建一笔定单，一个新的定单栏被创建，当中定单 （母定单和子定单）的所有部分都是
可见的且能够被修改。新的定单栏出现在卖出定单 （您通过点击要价尺寸区域将其发起）价格栏的
右侧，以及买入定单 （您通过点击出价尺寸区域将其发起）价格栏的左侧。

每个新的定单栏可能包含多达 4个元素：

•   母定单 （LMT）

•   止损定单 （STP）

•   限价止损定单 （SLMT）

•   目标限价定单 （TLMT） － 这是作为括号定单一部分被创建的限价定单，或独立的反向限价定单。

修改定单的价格有三种方式：通过键盘，通过以鼠标拖动，或者通过使用鼠标点击。

通过键盘来修改定单价格

1   用 Tab 键在应用程序中选择区域，直到您到达价格阶梯。

2   使用向上 /向下箭头，在价格阶梯中强调定单行。

3   使用向左 /向右箭头移动到您想要修改的定单。

4   压下 Shift 键来拖动定单，并使用向上 /向下箭头将定单移动到新的价格水平。

5   放开 Shift 键来传递新定单。

Note:  要一起移动母定单和子定单，例如括号或限价止损定单，压下并按住 Alt 键而不是
Shift 键。

通过以鼠标拖动来修改定单价格

1   在定单上握住鼠标，直到其变为一个双头箭头。

2   点击定单或子定单，并将其拖动到新的价格水平。

3   释放鼠标键来提交定单。

Note:  要一起移动母定单和子定单，例如括号或限价止损定单，在您点击和拖动时按下并按
住 Alt 键。

通过以鼠标点击来修改定单价格

1   点击定单，按下并按住 Shift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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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想要的价格水平并放开 Shift 键来提交定单。

Note:  要一起移动母定单和子定单，例如括号或限价止损定单，按下并按住 Alt 键，而不是
上面 1) 中的 Shift 键。

定单尺寸能够通过点击行标题并输入一个新的数量来被修改，如上所示。

子定单能够通过右键点击它们 （默认）或使用热键来被取消。括号能够通过在行标题上点击 C 来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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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册交易者热键

该话题讨论了在册交易者特有的热键，或者具有在册交易者特有的可客户化选项的热键。要获取有关那些出
现在在册交易者热键框中但可用于所有交易平台窗口的热键信息，参见一般热键话题。

热键行动 描述

在册交易者

取消子定单 该热键将取消价格阶梯中的定单。

减小在册交易者定单
尺寸

为特定的区域设定左键或右键点击事件，该区域将以您定义的不管
什么数量的 小报价单位来减小任何在册交易者定单的定单尺寸。

增大在册交易者定单
尺寸

为特定的区域设定左键或右键点击事件，该区域将以您定义的不管
什么数量的 小报价单位来增大任何在册交易者定单的定单尺寸。

回到中心位置 设定热键，让注意力中心回到 后交易价格，或出 / 要价中点。使
用在册交易者配置区域中的设定页面来设定注意力中心。

创建定单

添加自动止损定单 对选定的定单附加一笔反向止损定单。

添加追踪止损定单 对选定的定单附加一笔反向追踪止损定单。

附加括号定单 附加一对定单 （限价和止损定单），为选定的定单添加括号。

买入 对选定的资产创建一笔买入定单。

买入或卖出特定的产
品

创建热键，使用特定产品自己的默认定单类型、限价、止损抵消、
有效时间等，买入或卖出该产品。使用配置热键框的客户化标签来
设定特定产品的细节。

如果您对任何价格配置选择了在册交易者价格，您将只能够设定鼠
标点击快捷方式，原因是使用在册交易者价格要求您点击价格阶梯
中的价格。

关闭头寸 创建一笔反向定单来关闭选定合约的头寸。默认情况下您需要手动
地传递定单，但您能够选择让该热键立刻传递平仓定单，方法是在
配置热键框的客户化区域中选中该功能。

逆转头寸 创建一笔反向定单来逆转选定合约的头寸。默认情况下您需要手动
地传递定单，但您能够选择让该热键立刻传递逆转头寸定单，方法
是在配置热键框的客户化区域中选中该功能。

卖出 对选定的资产创建一笔卖出定单。

修改 / 传递定单

将定单更改为市价定
单

将选定定单的类型更改为市价定单。

降低价格或减少尺寸 将定单价格或定单数量降低或减少一个指定的值。

提高价格或增加尺寸 将定单价格或定单数量提高或增加一个指定的值。

修改定单类型 显示类型下拉列表，让您对活动的定单选择一个不同的定单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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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时间 显示有效时间下拉列表，让您对活动的定单选择一个不同的有效时
间。

定单标签 打开定单标签。如果您已经强调了一个代码，那么定单标签将被该
产品占据。

传递定单 传递选定的定单。

更新限价 更新活动的未执行定单的限价，反映您在配置热键框的客户化页面
中定义的价格 / 抵消金额。

取消定单

取消全部定单 取消交易平台所有页面上的全部定单。

取消合约的定单 取消与特定资产相关的全部定单。

清除定单 将定单从页面上删除。使用配置热键框的客户化区域，来定义是否
将被取消、被执行和 / 或未传递的 （包括失效的）定单从活动的页
面或者所有页面中删除

使失效 失效的定单被取消，但仍停留在页面中以备传递。

删除行 / 取消定单 该热键能够被配置用来删除行，或者删除和取消定单。

工具

添加至再平衡窗口 被用来将合约添加至再平衡窗口。该热键不建仓、平仓或调整任何
头寸。

套利表 为活动的指数市场数据线打开套利表。

集成股票窗口 打开集成股票窗口。

显示外汇交易者 打开外汇交易者模块。

显示市场深度 打开市场深度模块。

显示期权交易者 打开期权交易者。

显示再平衡窗口 打开投资组合再平衡窗口。

显示差价交易者 打开差价交易者。

实时活动监控

警报 为活动的合约打开警报设定框。

查看警报 打开警报窗口，您能够从中查看、编辑或创建警报。

分析

模型导航 打开模型导航窗口。

显示基本 为合约打开路透基本页面。

热键行动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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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IB 风险漫游SM 打开 IB 风险漫游SM，我们的实时价格 / 风险分析工具。

显示期权分析 打开期权分析，注意力集中于选定的期权合约。

显示实时图表 当您选定了一个合约，该热键会打开新图表窗口，您能够对活动的
合约设定参数来创建实时图表。

杂项

清除日志 清除日志面板。

配置定单预设 为活动的策略打开预设配置页面。

帮助聊天 打开账户管理屏幕的客户服务聊天区。

小化所有窗口 小化所有打开的窗口，将它们放到状态条的底部。

消息中心 打开客户服务消息中心。

请求交易取消 将您登录到账户管理屏幕的客户服务区。

搜索交易平台 显示搜索区域，您能够使用它来找到合约以及应用程序信息。

显示描述 对选定的合约显示描述框。

显示细节 对选定的合约显示合约细节。

显示盈余估计 对选定的合约显示盈余估计。

显示头寸 对选定的合约，显示账户号和盈余估计。

查看账户 打开账户窗口。

查看交易 打开交易窗口。

热键行动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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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册交易者按钮

定单类型选择按钮

当您从设定配置页面，将定单状态配置为对每笔定单分别显示状态栏时，定单类型选择按钮功能变为可用
的。

这些按钮覆盖了在册交易者的默认鼠标点击功能，只创建选定的定单类型。例如，如果您点击 LMT 定单类型
选择按钮，那么您在价格阶梯中执行的任何鼠标点击，甚至右键点击都将创建一笔限价定单。

要释放定单类型功能并返回到默认的点击行动，点击无。

基本按钮面板

在册交易者工具栏同样包括了下面的基本按钮面板。要创建客户化的按钮，使用按钮面板。

•   取消全部 － 取消活动的在册交易者上的全部定单。

•   清除日志 － 从按钮上方的白色日志区清除全部定单信息。

•   回到中心位置 － 点击让 佳出 /要价或 后交易价格总是保持可以在在册交易者屏幕的中心看见。
使用确认菜单选择让出 /要价中点或 后价格回到价格阶梯的中心位置。

•   配置 － 打开配置对话框。

•   热键细节 － 显示在册交易者全部当前热键的列表。

•   配备 － 选中来配置在册交易者进行立刻传递。

•   默认尺寸 － 根据对工具的预设显示默认的定单尺寸，并允许您不需要重新配置预设就能够对在册交
易者定单更改默认的定单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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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在册按钮

使用深层在册按钮过滤来自价格阶梯的市场数据。对按钮取消选定将数据过滤掉。

“其他”按钮包括了来自不提供深层数据的交易所的数据；来自您选择过滤掉的深层交易所的第一级数据；
以及提供深层数据但您没有订阅的交易所的第一级数据。在按钮上握住鼠标来查看被包括的交易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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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册交易者颜色

在册交易者使用颜色和数字，在小空间中显示了大量的信息。

市场数据颜色

市场数据颜色在在册交易者被配备之后，但在任何定单被传递之前显示。

•   出价尺寸栏为黄色直到您创建一笔定单。该栏的值代表了特定价格的定单尺寸，并帮助显示
市场深度。

•   要价尺寸栏为绿色直到您创建一笔定单。当一个尺寸出现在要价尺寸区域时，其表明当前的
佳要价。

•   状态区域保持为灰色直到您提交定单。

价格区域 － 背景颜色

•   当前 佳出价以黄色背景被显示，尺寸被显示在其旁边的出价尺寸区域。

•   当前 佳要价以绿色背景被显示，尺寸被显示在其旁边的要价尺寸区域。

•   后交易以石蓝色背景被强调。

•   高价格以亮蓝色背景被强调。

•   低价格以红色背景被强调。

•   平均成本 （包括佣金）以对整行的强调来表明。如果您在活动的合约中持有头寸，您将只能
看见这一项。

在册交易者颜色

栏名称 可能的颜色 注释

状态 一旦您传递定单，状态颜色将改变。参见下面的定单状态
颜色表格。

出价尺寸 表明当前 佳出价的尺寸。

表明限价定单已经被传递 （通过点击区域）。

表明止损定单已经被传递 （通过右键点击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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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 无色 为合约显示的一个范围当中的某个价格。

当前 佳出价。

当前 佳要价。

后一笔定单被执行的价格，以及该定单的尺寸。

当前 高价格。

当前 低价格。

要价尺寸 表明当前 佳要价的尺寸。

表明限价定单已经被传递 （通过点击区域）。

表明止损定单已经被传递 （通过右键点击区域）。

在册交易者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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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交易者

引言

使用图表交易者，直接从任何实时图表中发送定单。

•   打开图表交易者

•   创建并传递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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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图表交易者

您能够使用图表交易者直接从实时图表中交易，图表交易者是您从图表菜单中显示的。一旦您创建了一笔定
单，您能够直接在图表上，或者使用定单标签上的定单管理行来传递、取消或修改它。 

打开图表交易者

1   通过在交易屏幕上选择合约并点击交易工具栏上的图表图标，打开一个交互式图表。

2   在图表菜单上，选择图表交易者，然后选择显示 /隐藏图表交易者。

3   图表交易者工具直接显示在图表的报价行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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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并传递定单

使用图表交易者创建定单

1   点击蓝色的买入按钮来创建一笔买入定单，或者点击红色的卖出按钮来创建一笔卖出定单。

2   将您的光标移动到图表中，并将蓝色的虚线放到您想要的定单价格上。注意，您的确切价格位置以蓝
色沿着价格轴被显示在虚线的左侧。

3   点击以创建定单。定单管理行出现在报价行下方，图表交易者的定单部分中，虚线变为实线。定单参
数默认值与您使用定单默认窗口为您的交易窗口设定的默认值相同。

4   在传递区域中点击 “T”来提交定单。您也能够直接从图表中提交定单。

从图表中传递定单

1   要直接从图表中传递，点击绿色的传递按钮，并将 IB 光标放在您想要发送的定单上。当实线定单行变
为虚线，您就能够知道定单已被恰当地选中了。

2   点击定单来将其传递。

Note:   在您从图表中传递定单之前，您能够在定单管理行中修改定单参数。

从图表中修改定单价格

1   您能够直接从图表中修改定单价格，方法是点击修改按钮，并将修改光标放到选定的定单定单上直到
实现定单行变为虚线。

2   点击定单并向上或向下将其拖动到想要的价格。

您使用图表交易者创建的定单也会显示在显示了合约数据的交易页面上。拥有定单的交易页面以红色显示页
面标题。



定单输入工具

组合交易者 : 引言

交易平台用户指南 52

组合交易者

引言

创建包括期权、股票和期货边在内的组合定单（如果定单通过智能路径被传递，那么股票边能够被包括）。

•   关于组合定单

•   创建组合定单

•   使用组合交易者

•   传递组合定单

•   组合定单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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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合定单

创建包括期权、股票和期货边在内的组合定单（如果定单通过智能路径被传递，那么股票边能够被包括）。
尽管组合 / 差价定单是由不同的边构建的，如果它被直接传递至一个交易所，它将作为单笔交易被执行。对
智能传递的组合定单，每条边可以被分别执行以确保 佳执行。您还能够创建期货 EFP （期货转现货）差
价。

组合定单能够作为市价、限价或波动率定单被传递。要获取有关对组合定单使用 VOL 定单类型的细节，参见
波动率交易话题中的标准列表。

您能够通过在一般标签上手动地逐边定义定单来创建独特的组合，或者在单个或多个标签上使用模板以命名
策略创建一个或一组定单。您能够找到一个模板来构建以下命名的组合策略：

•   盒式 － 同时以相同数量买入和卖出两个不同行权价格的合成期权的定单。 
例如：买入 1 份 April02 95 看涨期权，卖出 1 份 April02 95 看跌期权，卖出 1 份 April02 100 看涨
期权，买入 1 份 April02 100 看跌期权。

•   蝶式 － 同时以一个行权价买入一个期权，以第二个行权价买入一个期权，以第三个行权价（该价
格位于前两个期权价格的中间位置）卖出两个期权的定单。蝶式期权的比率通常为 1 × 2 × 1。 
例如：买入 10 份 March02 95 看涨期权，卖出 20 份 March02 100 看涨期权，买入 10 份 March02 105
看涨期权。

•   买进出售 － 同时买入 （卖出）股票和卖出（买入）相同底层证券的看涨期权的定单。 
买入“买进出售”：卖出 1份 XYZ April06 95 看涨期权，买入 100 股 XYZ 
卖出“买进出售”：买入 1份 XYZ April06 95 看涨期权，卖出 100 股 XYZ

•   日历差价 － 同时买入和卖出到期日期不同的期权，两个期权有相同的底层证券、权利（看涨或看
跌）和行权价格。该差价有时候被称作时间差价。有不同到期日期和不同行权价格的日历差价有时候
被称作对角差价。 
例如：买入 1份 June02 100 看涨期权，卖出 1 份 March02 100 看涨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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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换 － 同时卖出 （或买入）一个看涨期权并以相同的数量买入 （或卖出）一个有相同底层证券、
到期日期和行权价格的看跌期权，并买入相同底层证券股票的定单。 
买入转换期权：卖出 1份 XYZ April04 75 看涨期权，买入 1 份 XYZ April04 75 看跌期权，买入 100
股 XYZ。 
卖出转换期权：买入 1份 XYZ April04 75 看涨期权，卖出 1 份 XYZ April04 75 看跌期权，卖出 100
股 XYZ。

•   Delta 中性 － 同时买入（或卖出）期权合约并卖出（或买入）delta 数量的底层证券。报价计算如
下：有效期权价格＝期权价格＋ delta × （输入股票价格－股票价格）。

•   对角差价 － 同时买入和卖出有不同到期日期和不同行权价格的期权的定单，两个期权有相同的底层
证券和权利 （看涨或看跌）。 
例如：买入 1份 June03 100 看涨期权，卖出 1 份 Sept03 105 看涨期权。

•   铁鹰 － 同时买入价外看跌牛市差价并卖出价外看涨熊市差价的定单，所有的边有相同的到期日期。 
买入铁鹰：买入 1 份 XYX JAN08 25.0 看跌期权，卖出 1份 XYZ JAN08 27.5 看跌期权，卖出 1 份
JAN08 30.0 看涨期权，买入 1份 JAN08 32.5 看涨期权。 
卖出铁鹰：卖出 1 份 XYX JAN08 25.0 看跌期权，买入 1份 XYZ JAN08 27.5 看跌期权，买入 1 份
JAN08 30.0 看涨期权，卖出 1份 JAN08 32.5 看涨期权。

•   逆转 － 同时买入 （或卖出）一个看涨期权并以相同的数量卖出 （或买入）一个有相同底层证券、
到期日期和行权价格的看跌期权，并卖出相同底层证券股票的定单。 
买入逆转期权：买入 1份 XYZ April04 75 看涨期权，卖出 1份 XYZ April04 75 看跌期权，卖出 100
股 XYZ。 
卖出逆转期权：卖出 1份 XYZ April04 75 看涨期权，买入 1 份 XYZ April04 75 看跌期权，买入 100
股 XYZ。

•   风险逆转 － 同时买入 （或卖出）一个看跌期权并以相同的数量卖出 （或买入）一个看涨期权的定
单，两个期权有相同的底层证券和到期日期，但看涨期权通常有更高的行权价格。 
买入风险逆转：买入 1份 XYZ April04 75 看跌期权，卖出 1 份 XYZ April04 95 看涨期权。 
卖出风险逆转：卖出 1份 XYZ April04 75 看跌期权，买入 1 份 XYZ April04 95 看涨期权。

•   单一股票期货 / 期权 － 同时买入 （或卖出）一份单一股票期货合约 （SSF）并买入 （或卖出）相
同底层证券的一份股票期权的定单。 
例如：卖出 1份 Oct06 60.0 看涨期权，卖出 1 份 Aug06 单一股票期货。

•   跨式 － 同时买入（或卖出）相同数量的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的定单，两个期权有相同的底层证券、
到期日期和行权价格。 
例如：卖出 1份 Dec02 90 看涨期权，卖出 1份 Dec02 90 看跌期权。

•   宽跨式 － 同时买入有不同行权价格的一个看涨期权和一个看跌期权，两个期权有相同的底层证券和
到期日期。在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都在价外的情况下，该定单被称作内部宽跨式。 
例如：买入 1份 June02 95 看跌期权，买入 1 份 June02 105 看涨期权。

•   股票 / 期权 － 同时买入 （或卖出）一份股票合约并买入 （或卖出）一份期权合约的定单。 
例如：卖出 1份 Jan07 55.0 看跌期权，卖出 100 股底层证券。

•   合成 － 同时买入看涨期权并以相同的数量卖出一个看跌期权 （或者卖出一个看涨期权并以相同的
数量买入一个看跌期权）的定单，两个期权有相同的底层证券、到期日期和行权价格。 
买入合成：买入 1 份 April02 100 看涨期权，卖出 1 份 April02 100 看跌期权。 
卖出合成：卖出 1 份 April02 100 看涨期权，买入 1 份 April02 100 看跌期权。

•   合成看跌期权 － 同时买入（或卖出）一个看涨期权并卖出 （或买入）股票的定单，两者有相同的
底层证券。 
买入合成看跌：买入 1份 XYZ April03 75 看涨期权，卖出 100 股 XYZ。 
卖出合成看跌：卖出 l份 XYZ April03 75 看涨期权，买入 100 股 XYZ。

•   合成看涨期权 － 同时买入 （或卖出）一个看涨期权并买入 （或卖出）股票的定单，两者有相同的
底层证券。 



定单输入工具

组合交易者 : 关于组合定单 

交易平台用户指南 55

买入合成看涨：买入 1份 XYZ April03 75 看跌期权，买入 100 股 XYZ。 
卖出合成看跌：卖出 1份 XYZ April03 75 看跌期权，卖出 100 股 XYZ。

•   垂直差价 － 同时买入和卖出有不同行权价格的期权的定单，两个期权有相同的底层证券、权利
（看涨或看跌）和到期日期。该差价有时被称为价格差价。 
看涨垂直差价举例：买入 1份 June02 100 看涨期权，卖出 1 份 June02 105 看涨期权。 
看跌垂直差价举例：买入 1份 March02 105 看跌期权，卖出 1份 March02 95 看跌期权。

要获取有关组合定单以及组合定单保证金要求的更多信息，参见 IB 网站上的美国权益期权保证金要求页面。

../cn/p.php?f=margin&p=o&ib_entit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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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组合定单

您能够使用组合构成框来创建任何种类的组合差价定单，包括期货差价和 EFP，以及市场间智能组合。

创建市场间或智能组合定单

1   在空白行上输入一个底层证券并选择组合，或者右键点击空白行（在底层证券区域之外）并选择一
般组合。

2   在边查询部分中，对定单的第一条边输入底层证券代码。

3   使用边定义部分来定义边的参数。当完成后点击添加边。

Note:  或者简单地将市场数据线从交易屏幕拖动到边定义区域的底部。

4   在您添加了所有想要的边之后点击确定，差价作为市场数据线出现在您的交易屏幕上。

内在价格根据每条边的底层证券价格被计算，并随着每个底层证券的价格变动而改变。根据内在价格，智能
路径将分别地传递定单的每条边以获得 优价格。

Note:   要查看组合或差价定单的单条边价格，通过点击交易工具栏上的交易图标来打开执行报告窗口。
在执行窗口中双击想要的组合执行报告行 （或右键点击行并选择显示边）来打开边的执行窗口。

创建 EFP 组合

1   在底层证券区域中输入一个底层证券代码并选择组合 > 智能。

2   点击组合选择框顶部的单个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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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期货作为边类型，期货 EFP 作为策略。

4   选择期货边的到期日并点击确定。

Note:   使用模板创建的 EFP 组合是智能传递的。

创建组合策略

1   右键点击空白行并选择一般组合，或者用工具类型组合创建一条市场数据线。

2   在边查询部分中，对定单的第一条边输入底层证券代码。

3   使用组合模板标签来选择策略。

4   对定单的所有边选择数据并点击确定。组合定单策略作为一条市场数据线出现在您的交易屏幕上。

关于使用期货边的注释

•   对在以下交易所的合约，包含期货边的市场间组合是被支持的：Globex、One Chicago、CFE、
EurexUS。

•   对智能组合，只有美国合约被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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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组合交易者

组合交易者提供了三个标签的界面来帮助您为期货和期权创建多边差价。

多个组合

使用多个标签，同时为相同的底层证券创建一组单个的组合定单。

区域名称 描述

边类型 显示的工具类型是基于您输入的底层证券和交易所的。如果两个选
项都是活动的，选择您想要创建的定单类型。如果多于一个输入是
活动的，您可以选择一个工具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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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组合

使用单个标签来选择一个被认可的组合定单，并定义必要的参数。注意，对同时列举了美式和欧式期权的交
易所，交易类别区域展示了可用类别的下拉列表。

交易类别 如果交易所同时列举了美式和欧式期权，则显示用来区分二者的可
用交易类别列表。

策略 组合策略根据您选择的边类型被列举出来。要获取对所有组合策略
的描述，参见组合定单话题。使用交易平台帮助按钮获取策略描述。

过滤器 使用过滤标准来定义您的组合。过滤器根据您选择的策略，与上下
文有关。例如，对日历差价，过滤器标准包括了前后月到期日、权
利、持续期间和行权价。对蝶式差价，过滤器标准包括了到期、权
利以及对定单每条边的行权价选择。

随着您定义标准，右侧窗格中的合约会调整以满足它们。使用鼠标
＋ Ctrl 键，从右侧窗格中的列表中选择多个组合。

输入 如果您想要修改默认比率，则使用该区域。

对所有边要求
市场数据

选中对定单的每条边创建市场数据线，显示在交易屏幕上。

区域名称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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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组合

使用一般标签，每次一条边地创建组合。

区域名称 描述

边类型 显示的工具类型是基于您输入的底层证券和交易所的。如果两个选项都是
活动的，选择您想要创建的定单类型。如果多于一个输入是活动的，您可
以选择一个工具类型。

策略 组合策略根据您选择的边类型被列举出来。要获取对所有组合策略的描
述，参见组合定单话题。使用帮助按钮获取策略描述。

乘数 选择合约乘数。

交易类别 如果交易所同时列举了美式和欧式期权，则显示用来区分二者的可用交易
类别列表。

工作表 在下拉图表中选择卖出组合或买入组合，以查看组合定单看上去是什么样
的。

工作表类别在每次您需要作出选择的时候显示下拉列表框。在整个工作表
中移动并根据需要选择选项。

重设 点击重设以重新开始，既可以通过选择另一个策略，也可以通过编辑被选
定策略的边。

对所有边要求市
场数据

选中对定单的每条边创建市场数据线，显示在交易屏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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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名称 描述

边定义 选择值来定义组合定单的特定边。显示在选择区域中的值与上下文有关。要
确保全部信息是有效的，当您移动到下一个区域时，每个区域的值会被锁
定。要修改标准，点击重设。

边类型 － 工具类型。

交易类别 － 如果交易所同时列举了美式和欧式期权，则显示用来区分二者
的可用交易类别列表。

到期 － 为当前边选择到期日。

权利 － 为当前边选择权利 （看涨或看跌）。

行权 － 为当前边选择行权价。

比率 － 为您构建的边选择相对数量的合约。

行动 － 选择买入或卖出作为对当前边的行动。

添加边 将您刚才定义的边添加到组合定单中。边被显示在按钮下方的表格中。

重设 从上面的边定义区域中清除所有值。

帮助 显示按钮帮助。

删除边 从边表格中删除被强调的边。



定单输入工具

组合交易者 : 使用组合交易者

交易平台用户指南 62

对所有边要求市
场数据

选中对定单的每条边创建市场数据线，显示在交易屏幕上。

确定 / 取消 点击确定来保存组合定单。如果您创建的组合是被认可的策略，那么当前定
单将被强调在交易页面上并被命名。

区域名称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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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组合定单

创建组合定单

在您传递组合定单之前，您应当在定单管理行上，或是通过点击接受从定单标签窗口中仔细地审查您的定单
参数。

1   从市场数据线上，对您想要创建的组合定单点击 “要价”或“出价”。

•   点击要价来创建一笔买入定单。

•   点击出价来创建一笔卖出定单。

2   在定单管理行上，如有需要，修改定单参数。

关于定价的注释：如果您买入一个差价并且您欠现金 （借方差价），输入一个正的限价。如果您买入一个差
价并且您收到现金 （贷方差价），您必须输入一个负的限价。相反地，如果您卖出一个差价并且收到现金，
输入一个正的限价。如果您卖出一个差价并且欠现金，您必须输入一个负的限价。 
例如，一份 April 20 xyz 看涨期权显示 BID 价格为 6.60 而 ASK 价格为 6.70。一份 April 30 xyz 看涨期权
显示 BID 价格为 0.15 而 ASK 价格为 0.20。

如果您买入一份带有以下边的 “借方”看涨垂直差价： 
买入 1 份期权 APR02 20.0 看涨 （6.70） 
卖出 1 份期权 APR02 30.0 看涨 （0.15） 
对该交易您支付 6.55 （一笔借方交易）。

如果您买入一份带有以下边的 “贷方”看涨垂直差价： 
卖出 1 份期权 APR02 20.0 看涨 （6.60） 
买入 1 份期权 APR02 30.0 看涨 （0.20） 
对该交易您收到 6.40 （一笔贷方交易；输入负的限价）。

3   传递该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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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定单注释

该页面包含了关于创建和传递组合定单的注释和提示。

•   使用智能路径分别地执行边，以确保您对定单的所有边获得 佳的价格。

•   一些当前支持本地组合定单的交易所 （这意味着它们将边作为一笔交易一起执行）包括：

•   ISE

•   ONE

•   DTB （欧元）

•   为帮助确定特殊组合定单的比率，使用我们的价格 /风险分析工具。首先，使用期权建模者编辑模
型，然后使用期权分析查看模型输出结果。

•   关于定价的注释：如果您买入一个差价并且您欠现金 （借方差价），输入一个正的限价。如果您买
入一个差价并且您收到现金 （贷方差价），您必须输入一个负的限价。相反地，如果您卖出一个差价
并且收到现金，输入一个正的限价。如果您卖出一个差价并且欠现金，您必须输入一个负的限价。

例如，一份 April 20 xyz 看涨期权显示 BID 价格为 6.60 而 ASK 价格为 6.70。一份 April 30 xyz 看
涨期权显示 BID 价格为 0.15 而 ASK 价格为 0.20。

如果您买入一份带有以下边的 “借方”看涨垂直差价： 
买入 1 份期权 APR02 20.0 看涨 （6.70） 
卖出 1 份期权 APR02 30.0 看涨 （0.15） 
对该交易您支付 6.55 （一笔借方交易）。

如果您买入一份带有以下边的 “贷方”看涨垂直差价： 
卖出 1 份期权 APR02 20.0 看涨 （6.60） 
买入 1 份期权 APR02 30.0 看涨 （0.20） 
对该交易您收到 6.40 （一笔贷方交易；输入负的限价）。

•   当您使用定单标签窗口来创建组合定单时，点击接受 （而不是传递）来证实您的定单参数。

•   在您传递组合定单之前，从定单管理行中仔细地审查定单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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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交易者

引言

查看偏离内部报价的替代出价和要价，从而帮助您更好地测量市场流动性。

•   集成市场深度窗口

•   市场深度按钮面板

•   从市场深度窗口创建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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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市场深度窗口

集成市场深度窗口显示了偏离内部报价的替代出价和要价，从而允许您更好地测量市场流动性。通过点击出
价或要价栏中的价格水平来创建定单。从定单面板中传递定单。

使用深层在册按钮来添加或删除第二级数据。其他按钮显示来自不提供深层数据的交易所的第一级数据，您
对这些深层数据没有市场数据许可，或者您订阅了但没有选择这些数据。

•   我们不能保证对特定证券 / 商品的每个报价都将被显示在市场深度窗口中。

•   累积尺寸代表了在特定或更好价格可用的总合约尺寸。在上图中，可用于 $12.03 出价的累积尺寸为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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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价格是当交易累积合约尺寸时收到的平均执行价格。随着您的定单穿过定单册，您将收到多次
执行。执行将出现在交易面板中。



定单输入工具

深度交易者 : 市场深度按钮面板

交易平台用户指南 68

市场深度按钮面板

按钮面板提供了行动按钮，它们允许您：

•   关闭头寸 － 在报价面板中选择一个底层证券，然后点击关闭头寸让反向平仓定单在定单面板中自
动被创建。传递定单或修改任何定单参数然后传递。

•   逆转头寸 － 创建一个有充足数量的反向定单，将您的头寸从多头逆转为空头或从空头逆转为多头。

•   查看账户 － 打开账户信息窗口。

您能够通过配备按钮面板，将按钮设定为立刻传递定单。立刻传递被打开的按钮将在其标题中显示一个星
号。

激活立刻传递

1   在按钮面板的右上角选中配备复选框。

2   阅读并同意披露消息。

按钮标题中的星号表明，当这些行动按钮被使用时，它们将立刻传递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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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场深度窗口创建定单

通过点击特定价格水平的出价 /要价，从市场深度窗口中创建定单。确保在传递深度交易者定单之前确认定
单尺寸。

定单尺寸是基于与合约预设相关的默认设定的。如果预设使用了对市场深度使用累积尺寸，那么定单尺寸等
于该行的累积尺寸×默认定单尺寸。例如，如果定单尺寸为 100，您点击了 ISE $12.03 价格水平 （如下），
那么定单尺寸将为 10,600。如果您点击了 ARCA 行上的相同价格水平，那么定单尺寸将为 6,300。如果以上
方框未被选中，定单尺寸将为默认的定单尺寸。您能够在传递定单之前修改定单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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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场深度中创建定单

1   对卖出定单点击出价栏中的价格水平，对买入定单点击要价栏中的价格水平。

2   定单显示在定单面板中。如有必要则修改参数，并通过点击状态栏中的 “T”来传递定单。

3   要传递您的定单，在定单行的状态区域中点击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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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交易者

引言

特别为外汇交易者设计，可客户化的外汇交易者窗口以强调关键价格组成部分来显示报价对。

•   外汇交易者窗口

•   外汇交易者交易单元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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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交易者窗口

外汇交易者显示一个 3 × 3 的“交易单元格”网格，被设计为以被提供在顶部的定单管理模块 （定单、日
志、执行和投资组合页面）的标准元素来补充外汇交易者工作的方式。页面是完全可客户化的，允许您增加
或减少网格中单元格的数量，颠倒报价，更改颜色，以及修改价格和尺寸被显示的方式。

打开外汇交易者

1   在交易工具栏上点击外汇交易者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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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配置外汇交易者，在交易工具栏上或在任何交易单元格中点击配置图标。

要了解关于您能为外汇交易者设定的多水平配置细节，参见外汇交易者配置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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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交易者交易单元格

外汇交易者中的交易单元格包括许多有用的功能，包括用来区分向上和向下价格以及尺寸变动的颜色加注，
用来取消货币对的所有定单的取消图标，对外汇交易者配置窗口的快速进入，快速点击来查看颠倒的报价，
用来描述定单细节的消息行，带有鼠标悬停信息的图书图标（该信息在小定单有价格改善机会时显示），对
头寸和损益信息的可选择的显示，以及进入从合约标签区域右键点击交易平台功能。

打开外汇交易者

1   在交易工具栏上点击外汇交易者图标。

要了解关于您能为外汇交易者设定的多水平配置细节，参见外汇交易者配置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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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股票窗口（ISW）

引言

•   报价面板

•   在册数据面板

•   定单输入面板 （OEP）

•   ISW 定单输入子面板

•   ISW 按钮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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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价面板

交易平台集成股票窗口，或 ISW 是一个中心化的单代码窗口，其提供带有单击定单输入的完整市场数据和图
表。

报价面板对选定的股票代码显示市场数据。默认情况下，报价面板使用单行视图，其被用来显示所有的交易
平台代码行。

•   要隐藏报价面板，在视图菜单上去掉对报价面板的打勾。

•   使用面板左上角的切换视图图标，在单行视图和外汇代码视图之间进行切换。

添加代码至报价面板

1   在底层证券区域输入一个代码并按下回车。

2   从合约列表中选择一只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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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册数据面板

在册数据面板在实时、可配置图表的任何一方同时显示第一级和第二级订阅以及非订阅报价。点击按钮将数
据从市场中心添加到在册数据面板。

•   要添加数据，点击一个市场中心按钮。出价被显示在图表左侧，要价被显示在右侧。

•   通过在 ISW 配置设定页面上选中在交易册中显示待处理的定单，来查看在深层数据中被强调的您自
己的定单。

•   当您从在册数据组成部分中点击出价 /要价时，价格数据被反映在定单输入面板中的定单行上，您
从该定单行传递定单。

•   使用图表菜单修改图表参数。选择图表参数来更改时间段、栏间隔以及其他数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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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选择显示“其他”按钮，点击它来包括第一级数据，这些数据来自不提供第二级数据的市场
中心，您不持有第二级订阅的市场中心，以及被订阅但按钮当前未被选定的交易所。从设定页面的深
层在册按钮部分显示或隐藏 “其他”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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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单输入面板（OEP）

通过在第二级面板上点击一个价格水平来输入定单，然后使用买入或卖出按钮来传递。使用定单输入面板
来：

•   创建并提交基本定单；

•   修改工作中的定单；

•   应用定单属性，例如隐藏、全权委托、OCA ；

•   创建并提交高级定单，例如算法、分段、可调整和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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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SW 中创建定单

1   在第二级的一个组成部分中点击价格水平。

2   使用定单行下方的下拉框和文本输入区域来编辑定单参数。

3   点击买入或卖出按钮来传递定单。

修改工作中的定单

1   使用定单行上的下拉列表来选择您想要修改的定单。

2   使用下拉列表和文本输入区域或者突出按钮来修改定单参数。

3   点击替换来取消当前工作中的定单，并以被修改的定单来替换它。

自动定单

在 ISW 中使用自动定单，让交易平台根据您输入的定单区域值，找到执行您目标的 佳定单类型。

当您从类型区域中选择 （自动）时，可能被使用的潜在定单类型列表将会出现在自动输入下方。我们当前支
持限价、市价、止损和限价止损自动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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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W 定单输入子面板

使用子面板来创建高级定单并应用定单属性。使用目的地列表来选择算法交易所并定义算法定单。

 

使用子面板

1   点击子面板下拉选项来显示可用属性列表以及高级定单类型。

Note:  注意，菜单与上下文有关，只有那些对您定义的定单参数有效的定单类型才会被显
示。例如，如果您的定单类型是止损，那么分段子面板将不会被显示在该定单的下拉
列表中，因为分段属性只能被应用于限价和相对定单。

2   选中您想要应用的定单属性，为该定单类型打开子面板。

3   为选定的定单类型输入值。

Note:  注意，子面板中的值反映了定单标签中的相同区域。要获取有关使用子面板的细节，
参考用户指南中相应的话题。

•   分段定单 

•   可调整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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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项 

输入算法定单

1   从目的地下拉列表中，在算法部分下选择一个新的算法目的地。

2   在新的特定算法面板中，输入算法参数。

参见交易平台用户指南话题以获取有关设置算法定单的细节：

•   IB 算法 

•   CSFB 算法 

•   Jefferies 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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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W 按钮面板

ISW包括三个按钮面板，您能够使用视图菜单来隐藏或显示它们。左侧的面板在定单输入面板 （OEP）的定
单行上创建新定单，右侧的面板为其他 TWS 交易工具提供单击进入，下面的面板被用来在定单行中修改新定
单和工作中的定单。所有按钮都是可配置的并能被配备用来立刻传递，方法是点击配备复选框并同意警告披
露。

 

Note:   当按钮被设置为在被点击时立刻传递定单，其名称会包括一个星号 （*）。要删除该属性，在按钮
面板中不要选择配备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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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权交易者

引言

该可配置的独立屏幕显示了底层证券的市场数据，让您根据底层证券设定期权链，给您进入期权定单、执行
以及投资组合信息的权利，为模型导航和期权分析窗口驱动数据，并让您创建组合差价定单。

•   使用期权交易者

•   创建期权链

•   期权交易者统计数据

•   创建 /编辑工具栏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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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期权交易者

期权交易者是一个单独的、强健的窗口，您可以从选定的股票底层证券的右键工具菜单将其打开。希腊字母
风险尺度值以绿色被显示给每个期权。使用期权模型编辑器来修改用来计算期权价格以及这些风险尺度的
值。对实时市场风险管理，使用 IB 风险漫游SM。

打开期权交易者

1   在交易页面上点击需要的股票底层证券，从而将行选定。

2   右键点击并选择工具，然后选择期权交易者。

期权交易者窗口为选定的底层证券打开。报价面板显示底层证券资产。统计面板对带有股票底层证券的合约
显示与期权相关的统计数据。

使用工具栏中的新建标签图标来添加多个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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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获取有关加载期权链以及配置按钮和面板的信息，参见交易平台用户指南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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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期权链

使用期权交易者来创建并管理期权链。通过从配置页面中显示栏来查看期权链中的未平仓合约数。

创建期权链

点击加载链对一个底层证券的所有期权加载数据，或者定义行权价、到期日期和交易所来限制返回的期权数
量。

1   使用行权价、到期日期和交易所按钮来定义要被包括到期权链中的期权。

如果您选择了单个行权价格和到期日期，按钮标签将改变以显示信息。如果您选择了多个行权价格或
到期日期，按钮标签将变为 “多个”。

2   点击加载链来查看市场数据。使用清除链来删除数据和清除屏幕。点击重设来删除客户化按钮标签。

3   要创建定单，在市场数据线上点击出价或要价。

您能够通过点击工具栏上的新标签图标来为其他合约添加页面。在您点击新标签按钮后，通过在报价面板上
的底层证券区域中输入一个代码来定义底层证券。按下回车，然后选择一个工具类型，再选择特定的合约。
新的底层证券将被反映在标签名称上。

Note:   不同于在交易页面上创建的定单，期权链定单被显示在市场数据屏幕上方的活动面板的定单部分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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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权交易者统计数据

可选的统计数据面板对带有股票底层证券的合约显示了与期权相关的统计数据。您能够选择显示以下统计数
据：

区域名称 描述

出价交易所 识别对期权合约发布 佳出价的交易所。

模型 期权模型价格是使用模型导航，根据底层证券价格、利率、股息和其他数据计
算的。

要价交易所 识别对期权合约发布 佳要价的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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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期权交易者统计面板

1   在期权交易者工具栏上，点击配置扳手图标。

2   选中显示统计数据并点击确定。

配置期权交易者统计面板

1   在期权交易者配置菜单上，选择统计数据栏。

2   在右侧的可用栏列表中点击一个栏，然后点击添加按钮。

3   点击确定。

历史波动率 显示期权的实际历史波动率。

期权内在波动率 对底层证券未来波动程度的预测。IB30 天波动率是对当前交易日向前 30 个日历
日到期估计的市场波动率，并且是基于来自两个连续到期月份的期权价格的。

期权未平仓合约数 为未平仓的期权总数绘制图表。

期权交易量 在特定时间段内交易的合约总数。

波动率变化 波动率与前一日收盘时相比的变化。

期权交易量变化 期权交易量与前一日收盘时相比的变化。

看跌 / 看涨交易量 当日的看跌期权交易量除以当日的看涨期权交易量。

看涨 / 看跌交易量 当日的看涨期权交易量除以当日的看跌期权交易量。

看跌 / 看涨未平仓
合约数

当日的看跌期权未平仓合约数除以当日的看涨期权未平仓合约数。

看涨 / 看跌未平仓
合约数

当日的看涨期权未平仓合约数除以当日的看跌期权未平仓合约数。

未平仓合约数变化 未平仓合约数与前一日收盘时相比的变化。

区域名称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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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 编辑工具栏按钮

使用配置菜单上的按钮选项来添加、编辑和删除被直接显示在定单 /日志 /执行 / 投资组合标签集上方的行
动按钮。

创建或编辑按钮

1   点击配置然后点击按钮。

2   点击新建，或者选择一个按钮并点击编辑。新建添加一个按钮，编辑修改选定的按钮。

3   使用按钮外观部分来更改标签、文本颜色和背景颜色。

4   使用选择行动下拉选项来选择一个与按钮相关联的行动。

5   通过在客户化行动区域中输入数据来微调行动。例如，对行动增加价格或尺寸，您能够指定按钮所应
用于的价格或尺寸区域，并设定以什么间隔来增大区域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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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权美分定价

引言

•   对美国期权的美分定价

•   美分定价的期权扫描仪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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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期权的美分定价

为努力帮助实现价格改善，我们允许客户以美分交易在 BOX 或 ISE 交易的智能传递的美国期权。美分价格是
由客户以及其他流动性提供者发布的，并且当它们可用时会被被显示在期权的 SMART 代码行上。

您能够将您自己的美分价格发布到 IB 的系统中，方法是通过交易窗口提交一个美分定价的全权委托定单。
如果您的价格是 优的价格，它将显示在美分期权页面。

针对已发布的美分价格进行交易

1   点击要价 （来创建买入定单）或者出价 （来创建卖出定单）。

2   传递定单。

以美分提交价格

1   为您的交易页面上的期权合约创建一条市场数据线。

期权必须在 BOX 或 ISE 上交易，并且您必须选择 SMART 作为数据交易所。

2   点击要价 （来创建买入定单）或者出价 （来创建卖出定单）。

3   将限价修改为优于 NBBO 的美分价格。您能够手动地修改限价，或者使用价格向导来修改。注意，在给
定的时间内，只有 IB 系统中 优的美分价格才会被发布。

4   传递定单。如果您提交了 佳的美分价格，您的价格将显示在合约的市场数据线上，将被发布在 IB 网
站的美分页面上，并将出现在美分定价的美国期权扫描仪中。

与此同时，我们将把定单取整到 近的五分 （或一角）增量 （对出价为向下，对要价为向上），并
将取整后的定单提交到期权交易所，这样您的定单就能够在对您更有利的价格交易，前提是取整的版
式是可交易的。

举例：假设 NBBO 为 $2.05 － $2.15。如果您在 IB 系统中输入一笔以 $2.08 买入 10 份 XYZ 期权合约的定单，
IB 将以 $2.05 发送一笔买入定单至期权交易所。如果 $2.08 是 IB 系统中 佳的美分定价出价，您的 $2.08
出价将被显示。

如果您不想让您的美分价格被广播到 IB 网站上和交易平台中，您能够通过选中定单行上的隐藏美分属性来
选择隐藏您定单的美分价格。注意，即使您隐藏了您的美分价格，您的定单的取整版本（对出价向下取整到
五分和一角增量，对要价向上取整）仍将被传递到期权交易所来显示。

隐藏定单的美分价格

1   右键点击交易窗口的区域标题区，并选择客户化版式。

2   点击定单栏标签，并将可用的栏列表向下拉动到定单属性部分。

3   强调隐藏美分，并点击添加按钮。隐藏美分栏被添加到您的交易窗口。

要在 IB 系统中显示美分期权定单，您必须理解并同意：

•   您的美分价格（带尺寸）将通过 IB 网站和交易平台被公开地显示，除非您有其他指示。对您的美分
价格指示的显示不只被限于其他 IB 客户，而是面向广大的公众的。您能够指示我们不要显示您的美
分价格，但那样会使您更不可能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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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对美分价格的兴趣将不会被显示在期权交易所或通过期权价格报告权利机构被显示。如果您发送
一笔美分价格定单，IB 将把您的定单取整到五分或一角（对出价向下取整而对要价向上取整）来发
送到期权交易所，但您的美分价格将只被显示在 IB 系统中。就此而言，您的美分价格定单是一笔全
权委托定单。

•   IB 不是一个期权交易所，并且 IB 的美分期权定价系统不能执行期权定单，只是将它们传递到期权交
易所来执行。

•   当 IB 将潜在匹配的定单发送至期权交易所时，竞价过程将被使用，从而您有可能会无法开始交易。
其他交易者将有机会进入并以相同价格参加交易，或者提供更好的价格。

•   显示在 IB 系统中的美分价格不是 “稳固的”，而且将不会总是导致交易。通过 IB 显示的美分价格
是对兴趣的不稳固指示，并且可能在您能针对它们进行交易之前就被取消，或者情况可能改变从而
IB 将不能在期权交易所启动需要的竞价。

•   以美分交易可能会导致更优的价格，但可能会让执行变慢。当期权交易所的美分竞价进行时，您将
必须等待至少三秒钟。

请点击此处获取有关美分期权定价系统的重要细节。

https://www.interactivebrokers.com/Universal/servlet/Registration_v2.formSampleView?ad=penny_option_pric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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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分定价的期权扫描仪页面 

美分期权页面允许您扫描 IB 系统拥有能够被显示的美分定价的出价或要价的全部合约。页面显示了可用于
每个底层证券的合约总数。

使用美分期权市场扫描仪

1   在页面菜单上，选择创建市场扫描仪，然后在工具下拉列表中选择美国期权。或者，在视图菜单上，
选择美分期权。

页面的左侧显示了 IB 系统拥有能够被显示的美分定价的出价或要价的全部合约，以及可用于每个底
层证券的合约数量。

2   要对一个底层证券查看所有美分定价的合约，双击代码 （或者右键点击代码然后选择订阅）。一个标
签为底层证券被创建出来，美分定价的期权被显示在页面上。

当有市场扫描仪时，该页面实时地更新，是只读的且不允许您提交定单。您必须从您的交易页面创建定单。
如果您在交易页面上对显示美分定价的合约没有市场数据线，您能够从扫描仪页面将其拖动到您的交易页面
上。

将合约拖动到您的交易页面

1   在美分期权页面标签上点击右键，然后选择分离页面（这使得拖动合约并将其放到您的交易页面上
变得容易）。

2   在描述区域上点击并握住鼠标，将合约拖动到您的交易页面上的空白行，然后松开鼠标将合约放下。

请点击此处获取有关美分期权定价系统的重要信息和细节。

https://www.interactivebrokers.com/Universal/servlet/Registration_v2.formSampleView?ad=penny_option_pric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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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单标签

引言

对倾向于从单表格的窗口设置所有定单属性的用户，定单标签可被用作定单输入的一个替代表格。

•   基本

•   可调整定单

•   分段定单

•   挂钩定单

•   波动率交易

•   条件

•   杂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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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基本标签包括了基本定单和有效时间信息，全部根据报价面板中显示的合约。区域对内容敏感，这意味着只
有有效的选择才会是活动的。例如，如果您选择 TRAIL LIMIT 作为定单类型，那么止损价格、追踪金额和限
价抵消将变为活动的。另外，您在该页面上作出的选择将会影响标签集的组成。例如，如果您选择止损或追
踪定单类型，那么调整标签将变为可用的；如果您选择 VOL 作为定单类型，波动率标签将被显示，等。

Note:   当您点击分段标签时，分段定单属性将从定单标签中分离出来。

要删除标签并在单个大页面上查看全部区域，选择全面视图。

区域 描述 注释

行动 选择买入或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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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数量 定单中的单元数量。

显示尺寸 输入一个显示尺寸来创建冰山定单。

小数量 输入 小数量，其必须可用于定单执
行。

对通过 Smart 传递的期权。

定单描述

定单类型 选择一个定单类型。有效的定单类型
是由底层证券、交易所和选择的证券
类型决定的。

限价 如果定单类型需要限价，则输入它。

辅助价格 对止损和限价止损定单，该定单为止
损选择价格。

对与股票定单相关的期权，该价格为
起始价格。

对追踪止损定单，该价格为追踪金
额。

追踪金额 与市场价格一起被用来计算初始止损
价格的金额。

百分比抵消 对相对定单，根据出价百分比对买入
定单设定抵消金额，或者根据要价百
分比对卖出定单设定抵消金额。

全权委托金额 偏离限价的金额，定单在该价格仍旧
有资格执行。

输入一个金额来创建全权委托
定单。

目的地 指定定单目的地。 要创建 CSFB 或 Jefferies 算
法，从该列表中选择 CSFBALGO
或 JEFFALGO。

有效时间

区域 描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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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描述 注释

有效时间 您的定单将保持活动的时间段。从显示的选项中选
择，包括：

•   DAY 当日 （当日定单）。

•   GTC （定单保持为活动的直到其被取消）。

•   OPG （开盘市价或开盘限价定单）。

•   IOC （立刻执行或取消）。

•   GTD （定单保持为工作的直到以下两个区
域中指定的日期 / 时间）。

•   DTC （取消前当日定单，像当日定单一样
在交易日结束时被取消，虽然失效，但仍保
留在您的交易屏幕上，让您能够容易地再次
提交）。

根据产品、定单类型和目的地，
只对每笔定单显示有效的有效
时间。

到时后有效 设定一个日期 / 时间，在这之后定单将被提交。

到期日期 为定单输入到期日期。使用格式 yyyymmdd。定单
继续工作直到该日市场收盘时。

对 GTD/GTT 有效时间有效。

到期时间 为定单输入到期时间。使用格式 hh:mm:ss。定单
继续工作直到指定的时间和日期。

对 GTD/GTT 有效时间有效。

交易时间属性

接下来三个设置允许您指定定单有资格执行的时间。默认情况下，定单被设置为只在常规交易时间内执行。

Note:   在常规交易时间之外进行交易的选项，对未在交易所列举的特定产品可能是不可用的。IB 客户只有责
任确保这些参数对涉及地产品是有效地。

允许该定单在常规
交易时间之外被执
行。

如果您想要允许定单在常规时间之外触发或执行，
那么选中该方框。

您同样能够在交易窗口中，从
定单行的 TIF 下拉列表中设定
该功能。

对列举在主要交易所的美国股
票有效。不可用于 IOC、OPG
（MOO 和 LOO）、FOK、MOC 或
LOC 定单。

允许定单在预开市
时段被传递和执
行。

选中从而允许定单参与从早上 4:00 － 8:00 的预开
市时段。

能够被应用于设定为只在常规
交易时段交易的定单。

忽略开盘竞价。 选中从而忽略开盘竞价，该竞价发生在开盘时。 能够被应用于设定为只在常规
交易时段交易的定单。

如果您已经配置了智能路径来
参与预开市再传递，那么该属
性不能被使用。

VWAP 时间 如果需要，通过点击日历选择工具来修改 VWAP 截
止时间。否则， 快截止时间将被使用。

VWAP 定单被自动地传递，并在
传递之后被立刻接受。WAP 定单
不能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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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整定单

使用调整标签来定义对止损、限价止损、追踪止损或追踪限价止损定单的一次性调整。只有当那些定单类型
当中的一个被选定时，该标签才将变为活动的。

要删除标签并在单个大页面上查看所有区域，选择综合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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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描述 注释

调整为定单类型 当您选择一个调整的定单类型，您调
整的止损定单在止损价格被触及时将
不会触发。反而，它将被更改为该定
单类型，并使用下面的定单参数。

选择一个止损定单类型。当您当前的
止损价格被击穿时，它将变为该定单
类型，并使用您在以下区域中设定的
说明。

以下例子继续对每个区域展开。

您以 31.00/ 股买入 100 股 XYZ，并
提交一笔触发价格为 $30.00 的卖
出止损定单。这意味着如果价格触
及 $30.00，交易平台将发送一笔卖
出市价定单至交易所。

现在让我们来修改该情形。除了上
面的止损定单，您决定创建一个可
调整的限价止损定单，在股票价格
开始上涨时帮助锁定利润。现在假
设价格开始上升。当它触及触发价
格 （参加下一个区域）时，交易平
台将取消止损定单，并创建一个带
有您在以下区域中设定的特征的新
的限价止损定单。

触发价格 该价格将触发您在调整的定单类型中
定义的调整定单。

将可调整触发价格设定为 $34.00。

调整的止损价格 当触发价格被触及时，将对新定单实
施调整止损价格。

将调整止损价格设定为 $33.50。当
股票涨到您在上面设定的触发价格
$34.00 之上时，您 初的止损定单
被取消，并被止损触发价格为
$33.50 的限价止损定单替换。

调整的限价止损价
格

被用于限价止损和追踪限价止损定
单。如果定单被触发和提交，该值将
为定单的限价。

将止损限价设定为 $33.00 来确保
您的定单将不会在该价格之下执
行。

调整的追踪金额 被用于追踪止损和追踪限价止损定
单。如果调整定单被触发，那么该值
将替代 初追踪金额。

如果您有一笔追踪金额为 $1.00 的
追踪止损定单，您可以将调整追踪
金额设定为 $.50。如果调整触发价
格被触及，那么追踪金额将被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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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定单

当您在定单标签上点击分段定单时，它会散开从而让您分别地定义分段属性。

分段定单被设计用来帮助使较大尺寸的交易避免受到不断恶化的价格的影响，方法是根据用户指定的价格和
尺寸说明，将您的定单分割成较小的、逐级定价的组成部分。除了将您的定单分段，您还能够定义一个利润
抵消金额，其指导交易平台自动地对 初定单的单个组成部分提交反向获利回吐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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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分段定单设置有效时间参数。参见基本页面获取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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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杂项定单标签页面获取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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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钩定单

从可用区域中选择来创建定单。区域对内容敏感，这意味着只有有效的选择才将是活动的。例如，如果您创
建的是通过 BOX 传递的挂钩股票期权定单以外的任何种类的定单，该页面将为不活动的。

区域 描述 注释

股票参考价格 输入一个股票价格。 如果您不输入值，那么定单提交
时的 NBBO 中点价格将被使用。

底层证券范围
（低）

定义股票价格范围的较
低部分，在这范围之外
您的定单将被取消。

底层证券范围
（高）

定义股票价格范围的较
高部分，在这范围之外
您的定单将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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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ta 输入一个值 （其将被用
作百分比，即 “.5”等
于 50%），该值将被乘以
底层股票价格的改变量。
乘机被加到起始价格中，
用来决定期权价格。

区域 描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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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率交易 

VOL 定单类型让您创建期权定单，当中限价被计算为您能够修改的期权波动率的函数。要激活波动率标签，
在基本标签上选择 VOL 作为定单类型。



定单输入工具

定单标签 : 波动率交易 

交易平台用户指南 107

要删除标签并在单个大页面上查看所有区域，选择综合视图。

区域 描述

波动率 显示被用来计算期权限价的波动率。被显示在内在波动率区域中的值是通过模
型导航计算的。

预防设置 将这些价格封顶 “复查”设置为一种预防措施，用来确保您的定单价格保持在
相距市价的可接受距离之内。

波动率类型 选择查看每日或每年波动率。

对冲 Delta 选择对冲定单类型。一笔定单将针对已执行的期权交易被提交，从而维持
delta 中性头寸。

使用对冲辅助价格区域，为要求辅助价格的定单设定该价格，例如为相对定单
设置抵消金额。

连续更新限价 当被选中，期权价格随着底层股票价格移动被自动地更新。

参考价格类型 出价或要价 － 如果被选定，在买入看涨期权或卖出看跌期权时使用 NBB （出
价），在卖出看涨期权或买入看跌期权时使用 NBO （要价）。

平均 － 使用 佳出价和要价的平均价格。该价格也被用于计算发送至交易所
的限价 （无论连续更新是否被选定），以及被用于底层证券价格范围监控。

参考合约 选择一个用来计算指数价值的期货合约。定单价格随后从该指数价值被推导出
来。

底层证券价格监控 底层证券范围 （低） － 输入一个与选定的期权定单相关的低端可接受股票价
格。如果底层证券工具的价格跌至股票价格范围的低端以下，期权定单将被取
消。 仅仅触到价格将不会取消定单。

底层证券范围 （高） － 输入一个与选定的期权定单相关的高端可接受股票价
格。如果底层证券工具的价格涨至股票价格范围的低端以上，期权定单将被取
消。 仅仅触到价格将不会取消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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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条件定单是这样一种定单，其只有当一个或多个被定义合约的特定标准被满足时才将被自动地提交或取消。
您能够使用股票、期权、期货或证券指数来触发条件定单。

创建条件定单

1   选择一个定单管理行。

2   从右键点击菜单中，选择修改，然后选择条件。

3   从定单标签的条件标签中点击添加条件。

4   在条件定单框中为或有资产输入合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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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为或有资产输入触发信息：

a   选择触发方式。

b   选择或有资产的价格是否应当小于或等于 （<=）或者大于或等于 （>=）触发价格。

c   输入触发价格。

Note:  如果您选择双重出价 / 要价触发方式，大于或等于操作符 （>=）将使用出价，而小于
或等于操作符 （<=）将使用要价。

6   点击确定。条件出现在当前条件列表中。

要设定多个条件，使用添加条件按钮，并在当前条件区域中点击 “和”或 “或”。

区域 / 按钮 描述

添加条件 产生条件定单输入框。

删除 删除选定的条件。

修改 对选定的条件打开条件定单输入框，从而允许您作出更
改。

允许条件被满足…… 如果选定的条件在常规交易时段之外被满足，那么让它
激活定单。

要采取的行动…… 如果选定的条件定单被满足，您能够选择让首要定单被
提交或者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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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项

使用杂项定单区域来应用定单属性，并对 OCA 组设置特定的规则。

Note:   OCA 组名称必须是独特的，以确保对 OCA 定单的恰当处理。一旦您使用了一个名称，您就不能再次
使用它，即使是在定单执行或被取消之后。

区域 描述

定单参考 一个您创建的用来追踪您的定单的识别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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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股东 对交易加拿大产品的大股东。使用下拉选项列表来正确地标记您的定单。

触发方式 为定单选择一个新的触发方式。要修改默认触发方式，使用全局配置工具，
然后选择定单 > 定单默认。

ISE 中点匹配 对 ISE 中点匹配定单，从标准或 SOI 中选择。

要求市场数据 选中以对定单要求市场数据。

大额定单 选中以创建大额定单。

一扫光 选中以创建一扫光定单。

隐藏 选中以创建隐藏定单。

全或无 选中以创建全或无定单。

非保障的 选中该方框表明您将对部分传递的智能传递组合定单承担所有的风险。

保留时间优先 选中以将您的定单保持在队列中，并阻止间歇性地取消和再提交定单。该
功能在某些交易所被使用，这些交易所对停留在定单册中一定时间段的定
单收取处理费。

隐藏美分 当被选中，将隐藏您的期权定单的美分定价。

考虑成本 只对在 SWB/FWB 交易的智能传递的非美国股票有效。

如被选中，智能路径在决定把定单传递到哪里时，将会考虑执行定单的总
成本，包括佣金和其他费用。如果不被选中，将只有交易所价格被考虑。

使失效 选中以使定单失效，其将取消定单。

寻求价格改善 如被选中，智能传递的定单将扫描特定的交易所，从而获得在更加有利的
价格上的隐藏流动性，然后像往常一样在传递到一个交易所之前检查暗池。
注意，激活该功能可能会导致更慢的执行。

OCA 组

组名称 如果定单是一取消全定单的一部分，在该区域中输入 OCA 名称。OCA 区域中
有相同名称的所有定单将变为 OCA 定单的一部分。一旦您使用了一个名称，
您就不能再次使用该名称，即使是在定单执行或被取消之后。

部分执行说明 设置说明来指导在定单被部分执行时该如何行动。默认的做法是，让 OCA
组中的其他定单根据已执行部分的数量，按比例地减小尺寸。

区域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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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执行保护 规定每一次组里将只有一个定单被传递至一个交易所。这会完全地去除过
度执行的可能性。

区域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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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计算器

引言

•   决定定单数量

•   计算定单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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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定单数量

当您创建一个定单，您能够以几种不同的方式来定义定单尺寸。您能够设定用于所有定单的一般默认定单尺
寸。您能够对工具类型设定特定的默认尺寸，例如将所有股票定单的数量设定为 500。您甚至能够做得更加
具体，对特定的合约设置定认定单尺寸，例如将底层证券 XYZ 的所有股票定单的数量设定为 1000。

或者，您能够设定将被用于计算定单尺寸的默认货币金额。例如，将股票的默认金额设定为 $5000.00。定单
数量随后根据股票价格被计算，对美国股票被取整到 近的 100 股。

您还能够让交易平台根据可交割价值的金额、您的净清算价值的百分比，或者根据您的当前头寸的百分比来
计算定单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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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定单数量

使用数量类型和数量值区域，根据以下几项来计算您的定单数量：

•   货币 － 假设基本货币。

•   DLV 金额 － 可交割的价值。

•   NLV 的％ － 净清算价值的百分比。

•   头寸的％变化 － 您的底层证券头寸的百分比变化。

例如，假如说您有 40,000 的净清算价值。XYZ 显示了当前的要价 80.00。如果您对 XYZ 创建一笔买入定单，
选择 “NLV 的百分比”作为数量类型，并在数量值区域中输入 “20”，您在告诉应用程序根据要价 $80.00
来计算您能够以 $40,000 的 20％或 $8000.00 买入的股票数量。被计算出的定单数量值 “100”随后被显示
在数量区域中。

显示数量类型和数量值区域

1   在交易屏幕的定单管理部分中，右键点击任何栏名称，然后点击客户化版式。

2   点击定单栏标签。在数量部分的可用的栏列表中，选择数量类型和数量值，并将它们添加到已显示的
栏列表中。

根据币种计算定单数量

1   通过点击出价或要价来创建定单。

2   在数量类型区域中，选择货币类型。该区域假设基本货币。

3   在数量值区域中，输入一个货币金额。对买入定单，输入您想要花费的金额。对卖出定单，输入您想
要获得的金额。根据当前的出价 /要价，您的值被向上或向下取整。

定单数量被计算并被显示在数量区域中。

根据可交割价值来计算定单数量 （DLV 金额）

1   通过点击出价或要价来创建定单。

2   在数量类型区域中，选择 DLV 金额。

对股票，可交割价值是换算为基本货币的股票价值。对期权，该价值是以基本货币表示的底层股票价
值 （即，股票价格×期权乘数）。

3   在数量值区域中，输入您想要用来计算定单数量的可交割价值的货币金额。

定单数量被计算并被显示在数量区域中。

将定单数量计算为您的净清算价值的百分比 （NLV 的百分比）

1   通过点击出价或要价来创建定单。

2   在数量类型区域中，选择 NLV 的百分比 。

净清算价值是账户窗口左上角的余额区域的第一个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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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数量值区域中，输入一个百分比值，该值将被乘以您的 NLV 来计算货币金额。

定单数量被计算并被显示在数量区域中。

将定单数量计算为头寸变化的百分比

1   通过点击出价或要价来创建定单。

2   在数量类型区域中，选择头寸％变化。

如果您在选定的底层证券中不持有头寸，您将不会看见该选项。

3   在数量值区域中，输入一个百分比值，该值将被乘以您的头寸来计算定单数量。

Note:  如果您的头寸为负，您必须输入一个负的百分比值来计算正的定单数量。

定单数量被计算并被显示在数量区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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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定单输入

引言

使用快速定单输入面板，在不需要打开定单标签或点击市场数据线的情况下快速地传递定单。

•   使用快速定单输入来输入定单

•   更新限价

•   创建 “立刻传递”热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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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快速定单输入来输入定单

默认情况下，快速定单输入面板在每个交易页面的顶部都是可见的，它允许您在不需要打开定单标签或点击
市场数据线的情况下快速地传递定单。您只要用制表键选择区域，输入您的定单参数，并按下买入或卖出即
可。您同样能够输入本地或根底层证券代码，就像您能够在交易屏幕中输入一样。

Note:   快速定单输入能够被个人交易者和顾问用于权益、权益期权和组合定单。

使用快速定单输入面板

1   如果面板被隐藏，右键点击标签集区域。否则，在快速定单输入面板中点击右键。

2   选择快速定单输入。

•   在第一部分中，使用显示或隐藏来显示或删除面板。

•   在第二部分中，选择您想要交易的工具类型 / 定单类型。

Note:  您能够使用快速定单输入年面板，每次只提交一种类型的定单。例如，当您正在使用
面板提交股票定单，如果您想要输入差价定单或组合策略，您必须切换到组合子菜单
选项。

•   选择配置来执行以上步骤，并为定单输入面板设定默认值、制表键次序以及其他参数。

一旦您使用快速定单输入传递了定单，定单的细节将出现在交易页面的定单管理面板中。对您的定单的任何
修改必须在该定单管理行上作出。

制表键次序

制表键次序允许您通过使用用制表键选择区域，在手指不离开键盘的情况下输入定单信息。您能够使用版式
管理器上的快速定单输入标签，在制表键次序中添加 / 删除区域。智能的制表键次序机制通过让你只在那些
完成定单所必需的区域移动，提高了您能够输入键盘定单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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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限价

您能够对一笔定单 （或所有定单）自动地更新限价，使其与要价、出价、中点价格、收盘价格或 后价格保
持一致。

自动地更新限价

1   在定单菜单上选择更新限价。

2   设定更新参数：

•   更新单个定单或当前所有定单的价格。

•   为买入定单设定更新参数，如果需要，将抵消金额包括在内。

•   为卖出定单设定更新参数。如果您选中买入定单的镜像，那么参数将被设定为与买入定单的
选择相反。中点价格、 后价格和收盘价格的镜像将为这些价格各自的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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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立刻传递”热键

您使用热键来执行普通的交易功能，例如创建特定的定单类型。一旦您创建了一笔定单，您必须仍然选择传
递来发送定单。您现在有权利选择通过添加 “立刻传递”功能来增强买入和卖出热键。

将立刻传递功能添加至热键

1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热键。

2   在快捷方式区域中，选择买入或卖出行动并按下配置。

3   点击客户化标签。

4   在页面底部选中立刻传递定单并点击确定。

Note:   要使用该功能，您将被要求签署一项协议，声明您理解其含义。在客户协议的条款下，您将对在
您的账户中输入的所有定单负责。仔细考虑设定热键来立刻传递定单对您的交易方式是否是 好
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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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期货转现货

期货转现货 （EFP）允许将单一股票期货与多头或空头股票头寸进行互换，使用它能够有助于减少您的交易
成本。相关期货转现货市场扫描仪扫描美国市场，并根据您当前持有的股票以及单一股票期货头寸，返回与
您相关的所有 EFP。您能够从工具栏进入该工具，或者通过在市场扫描仪页面中选择美国期货转现货作为工
具类型，然后选择相关期货转现货作为参数来进入该工具。

要获取关于使用 EFP 能够如何减少您的交易成本的更多细节，参见期货转现货产品举要。

查看相关 EFP

1   在交易工具栏上，点击相关期货转现货图标。

相关期货转现货扫描仪页面打开，所有区域被填入了正确的 EFP 选项。

2   如果没有返回任何值，点击查询。

注意，该页面仅用于显示。要交易这些 EFP 中的一个，点击并握住鼠标，然后将其拖动到您的交易页
面，或者点击右键并选择编辑，然后选择复制。打开一个交易页面，使用右键点击菜单来选择编辑，
然后选择粘贴。

../cn/trading/pdfhighlights/PDF-ExchPhysical.php?ib_entity=cn


定单输入工具

差价交易者 : 引言 

交易平台用户指南 123

差价交易者

引言

•   使用差价交易者创建期货差价

•   EFP 期货差价

•   在差价交易者中创建期权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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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差价交易者创建期货差价

使用差价交易者，对期货快速地创建并交易日历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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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期货差价

1   通过在交易屏幕上右键点击合约，选择工具，然后选择差价交易者来打开差价交易者。

2   从差价交易者的下拉菜单中，选择对 xxx 的期货差价。

3   在屏幕底部的差价交易者边矩阵中，在两条边的交点处点击一个出价或要价来创建日历差价。

Note:  差价交易者矩阵自动地将差价构造为卖出近月和买入远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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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过在状态区域中点击 “T”，将定单从定单面板中传递。

报价面板中的背景颜色

报价面板的描述区域中的颜色向您显示了合约的到期日期距离当前年份有多远，一览如下。行业标准颜色被
定义如下：

相距年数 背景颜色

第 1 年 白色

第 2 年 红色

第 3 年 绿色

第 4 年 蓝色

第 5 年 金色

第 6 年 紫色

第 7 年 橙色

第 8 年 粉色

第 9 年 银色

第 10 年 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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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P 期货差价

EFP（期货转现货）是一种卖出 /买入股票并买入 /卖出 SSF （单一股票期货）的组合定单。

创建 EFP 定单

1   输入一个底层证券并敲下回车。

2   选择对 xxx 的 EFP。窗口底部的差价矩阵左侧被填入了所有单一股票期货边的列表，顶部被填入了股
票。

3   在两条边的交点处点击一个出价或要价来创建 EFP 差价。

4   要传递该定单，在定单面板的状态区域中点击 “T”。

Note:   从差价交易者发送的 EFP 是智能传递的，所以可能被征收更高的非捆绑式佣金。要接收 IBEFP 捆绑
式佣金，您必须从主交易窗口中创建您的 EFP，并选择 IBEFP 作为 COMB 目的地。品红色的报价表
明组合的内在价格，该价格是使用单条边的价格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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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差价交易者中创建期权差价

使用差价交易者中的期权组合设施，对单个底层证券的期权策略创建一个变量矩阵，从中您能够通过点击鼠
标两次来创建和传递多个组合定单。期权向导通过允许您将栏头寸、行头寸或固定值分配给每个参数，帮助
您精确地定义您想让组合行如何被显示在矩阵中。您同样能够使用过滤器来帮助精确地指定您想将哪些合约
显示在矩阵中。

创建期权差价矩阵

1   通过在交易工具栏中点击差价交易者图标来打开差价交易者。

如果您没有看见差价交易者图标，您可能已经将该功能关闭了。要重新激活，转到配置菜单，然后选
择功能选择器。在定单管理下，选择复杂定单类型，再选择组合 / 差价。确保方框被打勾，然后点击
确定。

2   在底层证券区域中输入一个底层证券代码，然后敲下回车。

3   用您的鼠标，选择对 XXX 的期权组合，然后再选择一个交易所 / 币种。

4   在期权差价窗口中，选择一个组合策略。一旦您这么做了，该底层证券的每个可用的差价都将被显示
在右侧的面板中。

Note:  被显示在过滤器部分下的参数数量：一些有两个 （例如转换或买进出售），而其他
的，比如蝶式，有 5 个或更多。您能够使用这些过滤器来限制出现在右侧面板中的组
合数量。

5   在窗口底部按下下一步按钮来查看配置表格变量框。

每个变量由方框中的一个部分来表示，有栏变量、行变量或固定值可供选择。变量意味着该组合参数
能够使用多个有效的值。例如，对日历差价，权利有两个变量：看跌和看涨。如果您选择看涨 （其
过滤掉看跌），它就不再是一个变量，而是一个固定的值。在那种情况下，您将不会在变量列表中看
见 P/C。

6   对每个变量，选中一个单选框来指示其作为行或栏显示，或被作为固定值使用。选中行将对行变量的
每个可能的组合创建一个行。选中栏将对栏变量的每个可能的组合显示一个栏。选中固定值将产生另
一个选择矿，从中您对参数选择单个值。

例如，我们的日历差价有五个参数：前月、后月、P/C、久期以及行权价。我们过滤掉所有前月只保
留两个 （20061020 和 20061117），过滤掉所有后月只保留两个 （20061117 和 20070119），并过滤掉
所有可能的有效行权价格只保留六个，其他都保持不变。由于唯一有效的久期是一个月，因此久期参
数不再被看作是变量。这样在 P/C 类别中留下了两个变量 （看跌和看涨），在行权价类别中留下了
多个变量。

点击下一步，使用四个变量来设计我们的矩阵，对前月和行权价选择栏变量，对后月和权利选择行变
量。当您点击完成，您将看见这样的东西，当中后月和权利构成行，前月和行权价构成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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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看什么？

每一行被划分为您选择的不同栏变量的市场数据部分，在本例中为前月和行权价。如果您能够在该图片中来
回移动，您将会看见我们选择的两个前月的前一个 （20061020）出现在六个方块中，每次有一个不同的行权
价格。然后您将会看见第二个前月，也是每次有一个不同的行权价格。

您会看见所有可用的行，因为我们的变量只包括了两个后月和看涨 /看跌。如果您想要对版式和显示的组合
作出任何更改，在工具栏上点击期权向导按钮。

Note:   如果您收到消息，说您有太多的组合从而不能订阅市场数据，且如果您不进入以进一步过滤您的
结果，那么价格将不会更新，且矩阵标题将读作 “……快照”而不是 “……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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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交易者

引言

使用分段交易者来帮助避免大尺寸定单的不断恶化的价格。

•   关于分段交易者

•   分段交易者获利定单

•   查看分段进程

•   分段定单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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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分段交易者

分段交易者能够与限价或相对定单一起使用，其被设计用来帮助使较大尺寸的交易避免受到不断恶化的价格
的影响，方法是根据用户定义的价格和尺寸说明，将您的定单分割成较小的、逐级定价的组成部分。除了将
您的定单分段，您还能够定义一个利润抵消金额，其指导交易平台自动地对 初定单的单个组成部分提交反
向获利回吐定单。

使用分段交易者

1   创建一笔定单（点击要价来创建买入定单；点击出价来创建卖出定单）。

2   在类型区域中，选择限价或相对。

3   设定分段属性：

a   分段初始 － （初始组成部分尺寸）该值定义了首个或初始定单组成部分的尺寸。例如，如
果您以分段初始值 1000 提交了一笔 10,000 股的定单，那么首个组成部分将为 1000 股。（如
果您选择不在分段子区域中输入值，该值将被用于您定单的剩余部分。在本例中，您的
10,000 股定单将在其 10 个组成部分的每一个中包括 1000 股。）

b   分段后续 － （后续组成部分尺寸） 与分段初始区域一道使用的可选区域，该值定义了后续
的分段定单组成部分的定单尺寸。如果留为空白，所有定单组成部分将根据分段初始值来被
决定尺寸。

c   分段层级 － （价格层级）该金额被用于计算价格阶梯中的每个组成部分的每单位价格。注
意，价格层级不能够为负数。

d   分段利润抵消 － 该区域中的值指导交易平台提交获利回吐定单，并定义您将接受用来退出
头寸的 低获利金额。分段交易者将使用母组成部分的限价加上 / 减去利润抵消，提交一笔
针对 初定单的反向获利定单。例如，如果您以 $65.00 提交一笔 10,000 股的买入限价定
单，组成部分为 1000，并输入 $15.00 作为分段利润抵消，第一个组成部分一执行，交易平
台就将以 $80.00 提交一笔 1000 股的卖出限价定单。使用定单标签上的分段标签来设定高级
获利定单说明。

4   如有必要，修改限价，其被用作定单组成部分系列的起始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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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传递定单。

您能够通过右键点击定单行并选择查看分段进程来监控您的分段定单进程。

要获取关于分段定单的更多信息，访问定单类型信息页面。

../cn/trading/orders/scale.php?ib_entit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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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交易者获利定单 

在定单行上输入一个利润抵消金额。使用定单标签上的分段标签获利定单部分来指定高级的获利定单说明。
当您在您的交易页面上创建了分段定单之后，遵照以下的说明。

激活分段获利定单

1   从分段定单行中，确保分段利润抵消区域是可见的。

a   在交易窗口的右侧远端点击配置扳手图标，打开交易窗口配置。

b   点击定单栏标签。

c   在可用的栏列表中，向下滚动分段定单部分，并选择分段利润抵消。

d   点击添加按钮，将区域移动到已显示的栏列表中。点击确定。

2   在分段利润抵消区域中输入一个值。

该金额被添加到 （买入分段定单）组成部分每单位价格中，或从组成部分每单位价格中被扣除（卖出分段
定单），从而创建用于退出头寸的您的 低可接受利润。例如，假设您的分段利润抵消为 $2.00。如果一个
500 单位的买入组成部分以 28.26 执行，那么分段交易者将以限价 30.26 提交一个 500 单位的卖出组成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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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获利定单的注释

•   直到 初分段组成部分，或组成部分的一部分执行之后，分段交易者才会提交获利定单。

•   获利定单通常按照后续组成部分尺寸 （如果其与初始组成部分尺寸不同）被分段。例如，对一笔初
始组成部分尺寸为 2000、后续组成部分尺寸为 1000 的 10,000 股批量定单，作为对 2000 初始定单执
行的回应而被提交的获利定单，其 1000 股将以执行价格＋ / －利润抵消被提交，另 1000 股将以下一
个价格层级＋ / －利润抵消被提交。

•   一旦被传递，您就不能修改获利定单的任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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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分段进程

您能够使用分段进程框来监控您的分段定单进程。

查看分段进程

•   右键点击分段定单行并选择查看分段进程。

分段进程框

分段进程框显示了完整的分段价格阶梯，母分段定单的未平仓 / 已执行组成部分列表，以及子获利定单的未
平仓 /已执行组成部分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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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定单举例 

对所有五个例子使用相同的定单信息，下面的情形说明了分段交易者定单的基本行为。这些例子不涵盖将发
生在部分执行的组成部分水平上的所有可能的算法结果。

非变量分段定单值

NBBO：$10.12 － $10.15

定单尺寸：10,000

行动：买入限价

初始分段组成部分尺寸：2000

后续组成部分尺寸：1000

价格层级：$0.01

起始价格：$10.15

有效时间：GTC

例 1：基本分段定单

定单被分段为 9个组成部分 2000、1000、1000、1000 等。第一个数量为 2000 的组成部分以 $10.15 被提交。
在该水平执行后，下一个组成部分（1000）限价定单以 $10.14 被提交。下一个组成部分以 $10.13 被提交，
但价格移动使得该定单不可交易。定单的剩余部分继续等待。定单变为可交易的，执行了，下一个组成部分
随后被提交。该模式继续直到所有组成部分执行，或者您取消定单。

例 2：带有获利回吐定单的分段定单

利润抵消：$1.00  
注意，获利定单按后续组成部分尺寸被分段。如果初始组成部分尺寸更大，那么获利定单价格使用价格层级
和利润抵消金额来计算。

定单被分段为 9个组成部分 2000、1000、1000、1000 等。第一个数量为 2000 的组成部分以 $10.15 被提交。
在该水平执行后，下一个 1000 批量组成部分以 $10.14 被提交，数量为 1000 的获利定单以 $11.15 （执行价
格＋利润抵消）被提交，数量为 1000 的获利定单以 $11.16 （执行价格＋价格层级＋利润抵消）被提交。限
价买入定单在 $10.14 执行，下一个组成部分以 $10.13 被提交，而一笔 1000 批量限价卖出定单以 $11.14 被
提交。注意因为您已经将有效时间设定为 GTC，卖出定单将一直工作，直到您用于退出头寸的 低可接受获
利金额被满足。

您能够从交易窗口来设定利润抵消，或者在定单标签的分段标签上使用创建获利回吐定单复选框来设定。

例 3：带有获利回吐定单和恢复尺寸说明的分段定单

利润抵消：$0.02

在获利回吐后恢复尺寸：在定单标签的分段标签上选中方框

定单被分段为 9个组成部分 2000、1000、1000、1000 等。第一个数量为 2000 的组成部分以 $10.15 被提交。
在该水平执行后，下一个数量为 1000 的限价定单以 $10.14 被提交，数量为 1000 的获利定单以 $11.15 （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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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价格＋利润抵消）被提交，数量为 1000 的获利定单以 $11.16 （执行价格＋价格层级＋利润抵消）被提
交。卖出定单在 $10.17 执行，获取利润，并将已执行的 1000 数量以 $10.15 放回到 初的定单中，而
$10.14 组成部分被取消。

使用定单标签的分段标签上的复选框，激活在获利回吐后恢复尺寸说明。该功能只有当获利回吐定单功能被
使用时才可用。

例 4：重启分段交易者

重启功能帮助您从分段交易者定单被破坏的时点重新开始。破坏导致分段和获利定单进程之间失去联系，留
下两个独立的分段定单。您能够取消这些定单并创建一个新的分段交易者重启定单。

利润抵消：$0.02

在获利回吐后恢复尺寸：在定单标签的分段标签上选中方框

重启分段交易者：在定单标签的分段标签上选中方框

现有头寸值：3000

现有头寸值 3000 告诉分段交易者初始组成部分 2000 和第一个后续组成部分 1000 都执行了，分别在 $10.15
和 $10.14。因此其 “重启”了以第 3个组成部分开始的分段定单。第一个买入定单数量为 1000，以 $10.13
被提交。获利回吐定单被设置为 1000 在 $10.17、1000 在 $10.18 以及 1000 在 $10.16 被提交。

使用定单标签的分段标签上的复选框，激活重启分段交易者说明。该功能只有当获利回吐定单和恢复尺寸说
明被使用时才可用。

例 5：重启带有已执行的初始组成部分尺寸的分段交易者

被破坏的分段定单导致分段和获利定单进程之间失去联系，留下两个独立的分段定单。重启说明被设计用来
帮助您从分段序列中断的时点起，重新开始被取消或被破坏的分段交易者定单。首先，取消两个不相关的分
段定单。其次，通过确定您的当前头寸并告诉分段交易者初始组成部分的尺寸有多少在被破坏的分段定单中
执行了，从而创建一个新的分段交易者重启定单。分段定单将在合适组成部分和价格水平重新开始定单。

Note:   已执行的初始组成部分尺寸区域只有当现有头寸值小于初始组成部分尺寸时才会变为活动的。

利润抵消：$0.02

在获利回吐后恢复尺寸：在定单标签的分段标签上选中方框

重启分段交易者：在定单标签的分段标签上选中方框

现有头寸值：500

已执行的初始组成部分尺寸：1200 （该数值必须大于或等于现有头寸值， 大为初始组成部分尺寸）。

已执行的初始组成部分尺寸 1200 告诉分段交易者，有 800 数量 （在 2000 初始组成部分中）没有被执行。第
一个数量为 800 的买入定单以 $10.15 被提交，数量为 1000 和 200 的获利回吐定单被分别设定为 $10.17 和
$10.18。

使用定单标签的分段标签上的复选框，激活重启分段交易者说明。该功能只有当获利回吐定单和恢复尺寸说
明被使用时，以及现有头寸区域中的值小于初始组成部分尺寸时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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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套利窗口 

创建套利组合

使用合并套利窗口，对两个公司之间预期的合并创建组合定单。

分段市场和定单显示功能将市场数据分段，来显示被收购方的每股组合价格，定单价格也将被输入和显示在
这些单元中。其在默认情况下是被选中的。注意，如果计算的收购方的尺寸是一，那么该复选框将不具有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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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合并套利组合定单

1   右键点击一个空白行并选择合并套利。

2   在合约选择区域中输入合约转换信息。

3   在合约选择区域中，以绝对金额或被收购的公司 （acquiree）的 后股票价格的百分比输入想要的
利润。

Note:  您必须在任何粉红色的区域中输入数值，确定按钮才将变为活动的。

4   点击确定。交易平台将在交易屏幕上创建一个组合定单行。

合并套利组合 － 举例

以下是合并套利组合的一个例子：

•   目标公司 （买入）：                   LU

•   目标公司数量：                       10,000

•   收购方公司 （卖空）：                 ALA

•   收购方公司 NBB：                      $12.20

•   交换比率：                            0.1952

•   现金组成部分：                        $0.50

•   差价：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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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例，以下卖空将首先被执行以确保卖空测试被满足：

卖空            1,952                ALA                  12.20

我们将计算目标公司的买入限价，然后提交买入定单：

$12.20 × 0.1952 ＝ 2.38 ＋ 0.50 ＝ 2.88 － 0.05 ＝ $2.83 （限价）

买入             10,000              LU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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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定单类型

交易平台提供超过 40 种不同的定单类型，包括基本和高级定单、以及算法、属性和有效时间。该部分的信
息被分为：

•   基本定单类型

•   高级定单类型

•   波动率定单

•   有效时间

•   定单属性



定单类型

基本定单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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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定单类型

•   限价

•   市价

•   止损

•   限价止损

•   触及限价

•   触及市价

•   收盘限价

•   收盘市价

•   有保护的市价

•   国际证券交易所中点匹配

•   市价转限价

•   挂钩股票

•   挂钩市场

•   挂钩中点

•   盒顶

•   价格改善竞价

•   相对 /挂钩首要

•   追踪止损

•   追踪限价止损

•   交易量加权平均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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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价

限价定单是一种仅在特定或更优价格买入或卖出合约的定单。

创建限价定单

1   点击要价来创建买入定单，或者点击出价来创建卖出定单。

2   在类型区域中选择 LMT 作为定单类型。

3   在限价区域中，输入您想要定单执行的价格。

4   要传递定单，在状态区域中点击 “T”。

要获取关于限价定单更详细的描述，以及支持它们的产品和交易所，访问定单类型信息页面。

../cn/trading/orders/limit.php?ib_entity=cn


定单类型

基本定单类型 : 市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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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价

市价定单是一种以市场上当前可用的出价或要价买入或卖出资产的定单。当您提交一笔市价定单，您不能保
证该定单将以任何特定的价格执行。

创建市价定单

1   点击要价来创建买入定单，或者点击出价来创建卖出定单。

2   在类型区域中选择 MKT 作为定单类型。

3   要传递定单，在状态区域中点击 “T”。

要获取关于市价定单更详细的描述，访问定单类型信息页面。

../cn/trading/orders/market.php?ib_entity=cn


定单类型

基本定单类型 : 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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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损

一旦特定的止损价格被达到或击穿，止损定单将变为市价定单来买入或卖出证券或商品。止损定单不被保证
特定的执行价格。

创建止损定单

1   点击要价来创建买入定单，或者点击出价来创建卖出定单。

2   在类型区域中选择 STP 作为定单类型。

3   在辅助价格区域中输入止损选择价格。

4   要传递定单，在状态区域中点击 “T”。

要获取关于止损定单更详细的描述，访问定单类型信息页面。

../cn/trading/orders/stop.php?ib_entity=cn


定单类型

基本定单类型 : 限价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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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价止损

限价止损定单与止损定单的相似之处在于止损价格将激活定单。然而，不同于在被选中时作为市价定单被提
交的止损定单，限价止损定单是作为限价定单被提交的。在交易屏幕上使用限价和辅助价格区域，输入需要
多个价格或数值的定单。

输入限价止损定单

1   点击要价区域来发起买入定单，或者点击出价区域来发起卖出定单。

2   点击类型区域并选择 STP LMT 作为定单类型。

3   在限价区域中，输入限价。

4   在辅助价格区域中输入止损选择价格。

Note:   您能够使系统在您更改止损价格时自动地调整限价。要激活该功能，在配置菜单上选择定单，然
后选择自动调整止损限价。当您设定 初限价和止损选择价格时，限价将根据内在抵消金额移
动。

要获取关于限价止损定单更详细的描述，访问定单类型信息页面。

../cn/trading/orders/stopLimit.php?ib_entity=cn


定单类型

基本定单类型 : 触及限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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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及限价

触及限价定单被设计为以低于 （或高于）市价，在限价或更优的价格来买入 （或卖出）合约。辅助价格值
是以特定限价提交限价定单的触发价格。

创建触及限价定单

1   点击要价来创建买入定单，或者点击出价来创建卖出定单。

2   在类型区域中选择 LIT 作为定单类型。

3   在限价区域中，输入您想要定单执行的价格。

4   在辅助价格区域中，输入“触及”价格来触发定单。

5   要传递定单，在状态区域中点击 “T”。

要获取关于触及限价定单更详细的描述，以及支持它们的产品和交易所，访问定单类型信息页面。

../cn/trading/orders/lit.php?ib_entity=cn


定单类型

基本定单类型 : 触及市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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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及市价

触及市价定单是一种市价定单，只有当辅助价格触发值被触及时才被提交。

创建触及市价定单

1   点击要价来创建买入定单，或者点击出价来创建卖出定单。

2   在类型区域中选择 MIT 作为定单类型。

3   在辅助价格区域中，输入“触及”价格来触发定单。

4   要传递定单，在状态区域中点击 “T”。

要获取关于触及市价定单更详细的描述，访问定单类型信息页面。

../cn/trading/orders/mit.php?ib_entity=cn


定单类型

基本定单类型 : 收盘限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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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盘限价

如果收盘价格等于或优于提交的限价，那么 LOC （收盘限价）定单将在该价格执行。否则，定单将被取消。

创建收盘限价定单

1   点击要价来创建买入定单，或者点击出价来创建卖出定单。

2   在类型区域中，选择 LOC 作为定单类型。

3   要传递定单，在状态区域中点击 “T”。

要获取关于收盘限价定单更详细的描述，访问定单类型信息页面。

../cn/trading/orders/loc.php?ib_entity=cn


定单类型

基本定单类型 : 收盘市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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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盘市价

MOC（收盘市价）定单将作为市价定单，尽可能地靠近收盘价格执行。

创建收盘市价定单

1   点击要价来创建买入定单，或者点击出价来创建卖出定单。

2   在类型区域中，选择 MOC 作为定单类型。

3   要传递定单，在状态区域中点击 “T”。

要获取关于收盘市价定单更详细的描述，访问定单类型信息页面。

../cn/trading/orders/moc.php?ib_entity=cn


定单类型

基本定单类型 : 有保护的市价 

交易平台用户指南 153

有保护的市价

有保护的市价定单 （可用于 Globex 的期货）作为市价定单被发送，以当前 优的价格执行。如果整个定单
没有立刻以市场价格执行，那么定单的剩余部分将作为限价定单被重新提交，限价被 Globex 设定为稍高于 /
低于当前 优价格的价格。

创建有保护的市价定单

1   点击要价来创建买入定单，或者点击出价来创建卖出定单。

2   在类型区域中，选择 MKT PRT 作为定单类型。

3   要传递定单，在传递区域中点击红色的“T”。

要获取关于有保护的市价定单更详细的描述，访问定单类型信息页面。

../cn/trading/orders/marketProtect.php?ib_entity=cn


定单类型

基本定单类型 : 国际证券交易所中点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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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证券交易所中点匹配

国际证券交易所以 NBB （全国 佳出价）和 NBO （全国 佳要价）之间的中点价格来执行股票交易。他们提
供两种中点匹配 （MPM）定单类型：标准和利息筹集（SOI）。标准 MPM 定单能够是任何尺寸，并且既能被设
定为限价定单，也能被设定为市价定单。您同样能够将 IOC （立刻执行或取消）有效时间添加到该定单类
型。标准定单被完全地从市场中隐藏起来。

创建标准 MPM 定单

1   使用 ISE 作为市场目的地来创建一条市场数据线。

2   创建定单。点击出价区域（对卖出定单）或要价区域 （对买入定单）。

3   在类型区域中，从市价或限价之间选择。

4   如果您选择限价，则证实或修改限价。

5   点击 “T”来传递定单。

要获取关于 ISE MPM 定单更详细的描述，访问定单类型信息页面。

../cn/trading/orders/mpm.php?ib_entity=cn


定单类型

基本定单类型 : 市价转限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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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价转限价

市价转限价定单作为市价定单被发送，以当前 优的价格执行。如果整个定单没有立刻以市场价格执行，那
么定单的剩余部分将作为限价定单被重新提交，限价被设定为定单的市价定单部分执行的价格。

创建市价转限价定单

1   点击要价来创建买入定单，或者点击出价来创建卖出定单。

2   在类型区域中，选择 MTL 作为定单类型。

3   要传递定单，在状态区域中点击 “T”。

要获取关于市价转限价定单更详细的描述，访问定单类型信息页面。

../cn/trading/orders/mtl.php?ib_entity=cn


定单类型

基本定单类型 : 挂钩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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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钩股票

挂钩股票定单有时候被称为相对股票定单，其指定了期权价格将使用根据您输入的数据计算出的值，自动地
相对于股票价格进行调整。

Note:   被直接传递至 BOX 的挂钩股票定单将您放入 BOX 的价格改善竞价中。

创建挂钩股票定单

1   点击要价来创建买入期权定单，或者点击出价来创建卖出期权定单。

2   在类型区域中选择 PEG STK。确保支持的挂钩定单区域是可见的。

如果您在类型列表中没有看见 PEG STK，检查以确定您的期权是被传递至 SMART （或者支持该定单类型的交
易所）的。该定单类型只对美国权益期权有效。

3   在 Delta 区域中，输入一个将以百分比被使用的绝对值，例如“5”等于 5％。



定单类型

基本定单类型 : 挂钩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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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百分比数值对看涨期权为正，对看跌期权为负。该数值被乘以底层股票价格的改变量，乘积被添加到起始
价格用于决定期权价格。

4   使用的股票参考价格为定单下达时的 NBBO 中点。如果需要，您能够更改该数值。

5   如果需要，定义一个可选的高 /低股票范围。如果股票价格移动到了范围之外，您的定单将被取消。
使用底层证券范围 （高）和底层证券范围 （低）区域。

6   期权定单的起始价格为定单下达时的期权 NBBO 中点。如果需要，您能够更改该数值。

当您使用定单标签创建挂钩股票定单时，使用基本标签来选择定单类型并设定起始价格。使用挂钩标签来设
定股票参考价格、底层证券高低范围限制以及 Delta 值。

要获取关于挂钩股票定单的更多细节和例子，访问定单类型信息页面。

../cn/trading/orders/peggedStock.php?ib_entity=cn


定单类型

基本定单类型 : 挂钩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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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钩市场

提交一个积极的定单，其被挂钩以 佳出价买入并以 佳要价卖出。

创建挂钩市场定单

1   点击要价来创建买入定单，或者点击出价来创建卖出定单。

2   在目的地区域中确保目的地为 Island。

3   在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 PEG MKT。

4   如果需要，在辅助价格区域中修改抵消金额。

5   要传递定单，在状态区域中点击 “T”。

可用于直接传递至 Island 的股票定单。

要获取关于挂钩市场定单更详细的描述，访问定单类型信息页面。

../cn/trading/orders/peggedMarket.php?ib_entity=cn


定单类型

基本定单类型 : 挂钩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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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钩中点

挂钩中点定单寻求以全国 佳买卖报价 （NBBO）的中点执行，有权选择通过使用抵消金额来使定单变得不那
么积极。对买入定单，抵消金额从 NBBO 中点被扣除，对卖出定单，则是被添加至 NBBO 中点。挂钩中点定单
的抵消金额使得定单价格变得不那么积极。如果市场移动，那么定单价格将自动地调整以挂钩中点。价格只
会调整变得更加积极。如果市场以相反方向移动，那么定单将执行。

除了抵消金额，限价起到了价格封顶的左右，将阻止您的定单以高于或低于特定水平的价格被执行。

创建挂钩中点定单

1   点击要价区域来发起买入定单，或者点击出价区域来发起卖出定单。

2   点击类型区域并选择 PEG MID 作为定单类型。

3   如果需要，在辅助价格区域中输入抵消金额。

该定单类型只可用于直接传递至 Island 的美国股票定单。

要获取关于挂钩中点定单更详细的描述，访问定单类型信息页面。

../cn/trading/orders/pegmid.php?ib_entity=cn


定单类型

基本定单类型 : 盒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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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顶

盒顶定单作为市价定单被发送，以当前 优的价格执行。如果整个定单没有立刻以市场价格执行，那么定单
的剩余部分将作为限价定单被重新提交，限价被设定为定单的市价定单部分执行的价格。

创建盒顶定单

1   点击要价来创建买入定单，或者点击出价来创建卖出定单。

2   在类型区域中选择 BOX TOP 作为定单类型。

3   要传递定单，在状态区域中点击 “T”。

可用于传递至波士顿期权交易所的期权。

要获取关于盒顶定单的细节，访问定单类型信息页面。

../cn/trading/orders/boxtop.php?ib_entity=cn


定单类型

基本定单类型 : 价格改善竞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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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改善竞价

对传递至 BOX 的期权，您可以选择参与价格改善竞价来改善您的价格。

提交价格改善竞价定单

1   创建传递至 BOX 的期权定单。

2   在类型区域中，选择 LMT、REL、或 PEG STK。

•   对限价定单，在限价区域中以美分层级输入限价。

•   对相对定单，在辅助价格区域中设定一个相对抵消金额（以美分层级）。

•   对挂钩股票定单，您在辅助价格区域中输入起始价格，在 Delta 区域中输入 delta，在股票参
考价格区域中输入可选的股票参考价格，在底层证券范围 （低）区域中输入可选的股票范围
低端，在底层证券范围 （高）区域中输入可选的股票范围高端。使用定单标签，或者从页面
版式的定单栏标签显示这些区域。

3   通过在状态区域中点击 “T”来传递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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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获取关于波士顿期权交易所竞价定单更详细的描述，访问定单类型信息页面。

../cn/trading/orders/priceImprovement.php?ib_entity=cn


定单类型

基本定单类型 : 相对 /挂钩首要 

交易平台用户指南 163

相对 / 挂钩首要

相对定单为交易者提供了一种方式，来寻求比全国 佳买卖报价 （NBBO）更积极的价格。通过变为流动性提
供者，并将出价或要价下达至比当前报价更积极的交易册中，交易者增加了其执行的可能性。当其他的市场
参与者变得更积极时，报价将被自动地调整。对买入定单，您的出价以更积极的抵消金额 *被挂钩至 NBB，
而如果 NBB 上升，您的出价也将上升。对卖出定单，您的出价以更积极的抵消金额被挂钩至 NBO，而如果
NBO 下降，您的要价也将下降。除了抵消金额，您还能够定义一个绝对封顶，其作用与限价类似，并将阻止
您的定单以高于或低于特定水平的价格被执行。

对抵消金额为 “0”的相对定单，定单作为限价定单以 佳出价 /要价被提交，并将与市场一道上升和下
降，从而与内部报价相匹配。

Note:   如果您启用了工具提示，您能够在相对定单的限价上握住鼠标，查看该定单的当前交易所价格。

* 抵消金额为将被添加至 佳出价 （对买入定单）以及从 佳要价中被扣除 （对卖出定单）的金额，用来创
建相对定单将被提交的限价。

输入相对定单

1   点击要价区域来发起买入定单，或者点击出价区域来发起卖出定单。

2   点击类型区域并选择 REL 作为定单类型。

3   在辅助价格区域中输入抵消金额，或者使用百分比抵消区域来设定一个百分比。如果两个区域都有数
值，那么两者当中较高的那个将被用作抵消金额。要显示百分比抵消区域：

a   在页面菜单上，点击版式。

b   在页面右侧的栏 － 定单行部分，选中百分比抵消，点击确定。

您一次能够在相同的交易页面上对若干笔相对定单修改抵消金额。要这么做，通过握住 Ctrl 键并点击每笔
定单来选择多笔相对定单。在您选择了所有相对定单之后，右键点击选定的定单当中的一个并选择修改。在
相对定单修改框中，定义一个抵消金额或百分比抵消金额并点击确定。所有选定的定单将被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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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您能够在全局配置中使用显示组的设定页面，将相对定单的名称更改为挂钩首要。要获取关于相对
定单更详细的描述，访问定单类型信息页面。

../cn/trading/orders/relative.php?ib_entity=cn


定单类型

基本定单类型 : 追踪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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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止损

追踪止损卖出定单将初始止损价格设定为以固定金额低于市场价格。随着市场价格上涨，止损价格的上涨幅
度将为追踪金额，但如果股票价格下跌，止损价格将维持不变。当止损价格被触及时，市价定单将被提交。
对买入追踪止损定单反之。该策略可以允许投资者在不限制可能收益的情况下，限制 大的可能损失。

创建追踪止损定单

1   点击要价区域来发起买入定单，或者点击出价区域来发起卖出定单。

2   点击类型区域，并从定单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 TRAIL。

3   在追踪金额区域中输入一个值。这是被用于计算初始止损价格的金额，您想要限价以该金额来追踪止
损价格。要将绝对值更改为 佳出价 /要价的百分比，点击区域来产生一个下拉箭头，并随后选择金
额或百分比。

a   止损价格 － 该区域是可选的。默认情况下，初始止损价格被计算为市价－追踪金额。您能
够修改止损价格，但如果它低于计算的值，当定单被提交时它将被丢弃。注意，即使您输入
的值没有被使用，它也可能显示在止损价格区域中。

b   限价 － 该数值默认为当前的 佳出价 /要价。限价将根据两个价格之间的 delta（初始止损
价格－初始限价＝限价 delta），与追踪止损价格一起移动。如果限价与止损价格相同，它们
将以零 delta 一起移动。

4   要传递定单，在状态区域中点击 “T”。

要获取关于追踪止损定单更详细的描述，访问定单类型信息页面。

../cn/trading/orders/trailingStops.php?ib_entity=cn


定单类型

基本定单类型 : 追踪限价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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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限价止损

追踪限价止损定单让您创建一个与动态更新的限价定单一道工作的追踪止损定单。当止损定单触发，限价定
单将以 后计算的价格被提交 （不同于市价定单将与常规追踪止损定单一起被提交）。

追踪限价止损定单使用四个组成部分：止损价格、追踪金额、限价和限价抵消金额。

输入追踪限价止损卖出定单

1   点击出价来发起卖出定单。

2   点击类型区域并选择 TRAIL LIMIT。

3   如果还不可见，显示止损价格和限价抵消金额区域 （右键点击栏标题并选择客户化版式，然后使用
定单栏标签来添加区域）。

4   在以下区域中输入值：

a   辅助价格 （追踪金额） － 如果市场价格上升，该数值从出价中被扣除用以连续地重新计算
止损价格。使用下拉菜单来选择金额或百分比。追踪百分比按当前 佳出价 / 要价被计算。
注意，您能够在定单默认值的默认定单抵消金额区域定义一个默认的追踪金额。

b   止损价格 － 您必须输入一个初始止损价格。不同于追踪止损定单，当您传递定单时，初始
止损价格不会被交易平台自动地计算，因为计算限价或限价抵消金额需要止损价格。当市场
价格上升时，止损价格被连续地重新计算。如果初始止损价格高于市场价格减去追踪金额，
那么它将不会被修改。

c   限价或限价抵消金额 － 一旦止损价格被击穿，追踪限价止损的限价定单部分将被提交。当
市场价格和止损价格继续上升，限价同样会被重新计算 （根据可选的抵消金额），并随着止
损价格一起移动。如果您想要指定一个限价抵消金额，在限价抵消区域将其输入。当定单被
提交，该数值从止损价格中被扣除来计算限价。如果您想要输入一个限价，当定单被提交
时，限价将从止损价格中被扣除来计算限价抵消金额。如果限价与止损价格相同，它们将无
抵消金额地一起移动。

5   要传递定单，在状态区域中点击 “T”。

要获取关于追踪限价止损定单更详细的说明和例子，访问定单类型信息页面。

../cn/trading/orders/trailingStopLimit.php?ib_entity=cn


定单类型

基本定单类型 : 交易量加权平均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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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量加权平均价格

只有对大市值证券，VWAP （交易量加权平均价格）定单才被支持。您同样能够使用不保证的 VWAP 算法。

创建 VWAP 定单

1   点击要价来创建买入定单，或者点击出价来创建卖出定单。

2   在类型区域中选择 VWAP 作为定单类型。

3   如果需要，使用 TIF （有效时间）区域来更改 VWAP 截止时间。

默认情况下，VWAP 从 近的截止时间计算到市场收盘时。要更改，点击时间输入日历图标来选择一个新的
VWAP 截止或起始时间。如果没有选定任何值，那么 近的截止时间将被使用。此外，您能够使用到期时间区
域来修改计算的结束时间。要显示到期时间区域，使用页面配置上的定单栏标签。

4   要传递定单，在状态区域点击 “T”。

Note:   传递的 VWAP 定单立刻被接受且不能被取消。

VWAP 定单被自动地传递。

要获取关于 VWAP 定单更详细的描述，访问定单类型信息页面。

../cn/trading/orders/vwap.php?ib_entity=cn


定单类型

高级定单类型 :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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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定单类型

引言

•   自动追踪止损

•   括号

•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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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追踪止损

您能够将追踪止损定单附加到限价定单。当限价定单被执行时，附加的追踪止损定单被自动地激活。

附加自动追踪止损

1   右键点击一个限价定单并选择附加，然后选择自动追踪止损。

•   要修改追踪金额，更改辅助价格区域中的值。

要更改用来计算止损选择价格的默认追踪金额，使用全局配置的定单 > 定单默认值页面。

2   当限价定单执行时，追踪止损定单被提交。对买入定单，止损选择价格将使用 （母定单限价＋追踪
金额）被计算，而对卖出定单则使用（母定单限价－追踪金额）。

母定单和附加定单之间的关系能够在追踪键区域中看见。相关的定单被分配了相同的追踪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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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号

括号定单被设计用来帮助限制您的损失并锁定利润，方法是使用两份位置相反的定单来给定单 “加括号”。
给买入定单加括号，使用的是一份高位卖出限价定单和一份低位卖出止损（或限价止损）定单。给卖出定单
加括号，使用的是一份高位买入止损 （或限价止损）定单和一份低位买入限价定单。

用作括号的定单的定单数量与 初的定单数量相同。默认情况下，从括号定单被设定的当前价格抵消的金额
是 1.0。对特定的定单，该抵消金额能够在定单管理行上被手动地更改，或者您能够使用全局配置的定单 >
定单默认值页面来修改默认抵消金额。

另外，如果您在您的定单行上显示 OCA 组区域，您将会看见两个子括号定单被自动地放入到一个 OCA 组中。
这意味着当其中的一个定单执行时，另一个将自动地被取消。

Note:   如果您将括号定单附加到工作中的定单，您将需要手动地传递子定单。然而，系统能够认出母定
单和子定单被设计用来像绑定的组一样工作，如果您在您的定单行上显示了追踪键区域，那么您
能够通过该区域中的匹配值来看到这一点。如果您将括号定单附加到工作中的定单并修改了母定
单，那么当您再传递母定单时，子定单将被自动地提交。

创建括号定单

1   点击资产的“要价”或 “出价”来创建一个定单管理行。

•   点击要价来创建一份买入定单。

•   点击出价来创建一份卖出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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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右键点击菜单上，选择附加，然后选择括号定单。

3   证实定单参数是正确的。

4   传递定单。

要获取关于括号定单的更多信息，访问定单类型信息页面。

../cn/trading/orders/bracket.php?ib_entity=cn


定单类型

波动率定单 :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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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率定单

引言

•   波动率交易

•   对波动率定单的动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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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率交易

VOL（波动率）定单类型允许您交易波动率，并为您提供了动态地管理您的期权定单的方法。

交易波动率

1   从页面菜单中，选择创建波动率页面。被用来定义和动态地管理波动率定单的区域位于新页面上。

2   创建市场数据线。注意，出价和要价以波动率而不是货币金额显示。股票代码的市场数据将仍然显示
出价和要价。

3   使用波动率类型下拉列表来选择每年或每日波动率。

4   对买入定单通过点击要价波动率来创建定单，或者对卖出定单通过点击出价波动率来创建定单。定单
类型默认为 VOL。

Note:   您能够对期权、指数期权和组合定单使用 VOL 定单类型。在期权的波动率上握住您的光标，来查看
基于该波动率的期权价格。

请注意对传递波动率组合定单的以下要求：

•   组合波动率定单必须是智能传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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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边必须在相同的底层证券上，并且每条边必须独立地有资格使用波动率定单类型。例
如，买进出售 （BuyWrite）定单不能作为波动率定单被发送，因为其股票边不允许该定单类
型。

•   所有波动率定单必须为当日定单。

•   您能够使用逆期货权利金计算来选择对智能传递的指数期权定单定价，方法是从参考合约区
域中选择一个期货合约。

5   要让交易平台根据您的波动率输入，对期权或组合定单计算限价，在定单波动率区域中输入一个值。
内在波动率区域中显示的值是通过期权建模者计算的。

6   要传递定单，在传递区域中点击 “T”，或者在交易工具栏上点击传递图标。

区域 描述

波动率 如果需要，输入一个波动率，用来计算期权的限价。如为空白，计算将使用
经期权分析推导出的波动率。

波动率类型 从每日或每年波动率中选择。

对冲定单类型 选择一个定单类型。应用程序将针对已执行的期权定单发送一笔定单，以维
持 delta 中性头寸。使用对冲辅助价格区域，对要求该区域的定单设定一个
价格。注意对指数期权，您将需要选择一个用于对冲 delta 交易的期货合
约。

对冲辅助价格 与对冲定单类型区域一道使用。如果您选择了一个要求您定义价格的定单类
型，例如相对定单，那么使用该区域来设定价格。

连续更新 选中该选项，当底层证券工具的价格显著地变化时，连续地更新定单的价
格。注意您一次只能对三个活动的定单选中连续更新。

当您启用了连续更新模式时，对由系统作出的定单修改，您将被征收取消
费。

参考价格类型 选择当买入看涨期权或卖出看跌期权时使用 NBB （出价），当卖出看涨期权
或买入看跌期权时使用 NBO （要价），或者使用 佳要价和出价的平均值。
该价格也被用来计算被发送至交易所的限价 （无论连续更新是否被选中），
以及股票价格范围监控。

股票价格监控 底层证券范围 （低） － 输入一个与选中的期权定单相关的低端可接受的股
票价格。如果底层证券工具的价格跌至低端股票价格范围以下，那么期权定
单将被取消。仅仅触及价格不会取消定单。

底层证券范围 （高） － 输入一个与选中的期权定单相关的高端可接受的股
票价格。如果底层证券工具的价格涨至高端股票价格范围以上，那么期权定
单将被取消。仅仅触及价格不会取消定单。

参考合约 用于智能传递的指数期权波动率定单。该区域允许您选择用于计算定单价格
的期货合约。要激活该功能，在全局配置中使用波动率和分析页面，并选择
与期货合约相关的价格指数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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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波动率定单的动态管理

使用动态管理区域来让交易平台创建和管理 delta 对冲定单。

动态地管理波动率定单

1   从波动率定单管理行上，从对冲定单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定单类型。

Note:   交易平台将根据您输入的参数来创建和管理对冲定单。

2   使用底层证券范围 （低）和 /或底层证券范围 （高）区域，对底层证券定义一个价格范围 （如有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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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时间

引言

•   定单的有效时间

•   到时后有效

•   全数执行或立刻取消

•   竞价

•   开盘市价

•   开盘限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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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单的有效时间

定单的有效时间定义了在定单被取消之前它将继续工作的时间长度。我们支持多种有效时间选择，包括以下
描述的那些。

Note:   对任何定单可用的选择是否有效，根据的是合并的定单类型、交易所以及产品。不是所有的有效
时间都可用于所有定单。

•   DAY － 当日定单如果在交易日结束时还没有执行，那么它将被取消。除非另有指定，每个定单都是
当日定单。

•   GTC － 取消前有效定单将继续在系统中和市场上工作直到其执行或被取消。GTC 定单在以下条件下
将被自动地取消：

•   如果证券的公司行动导致了股票的交换或分配。

•   如果您 90 天不登录您的 IB 账户。

GTC 定单将不会被减少股息。如果您想要在除息日调整您的定单，我们推荐您使用到期 / 到时前有效
（GTD）或到时 / 到期后有效 （GAT）定单类型。

Note:   对不接受“天然的”GTC 定单的市场中心，定单类型是通过每个工作日在市场中心开盘时重新提交
相关的定单被模拟的。

•   OPG － 使用 OPG 来发送开盘市价 （MOO）或开盘限价（LOO）定单。

•   IOC － 立刻执行或取消定单当其在市场中变为可用时没有被执行的任何部分将被取消。

•   GTD － 到期前有效定单将在系统中和市场上保持工作，直到其执行或直到指定日期的市场收
盘时。当您选择 GTD 作为有效时间，到期日期和到期时间区域都被显示在定单管理行上。输入
您想要定单继续工作到的时间，格式为 YYYYMMDD。要设定时间，以格式 HH:MM(:SS) 输入时
间。如果需要，使用公认的三个字母的首字母缩略词来输入一个时区。注意，如果您不输入特
定的时区，那么您的电脑被设定的时区将被使用。

•   FOK － 如果整个全数执行或立刻取消定单当其变为可用时没有立刻执行，那么整个定单将被
取消。



定单类型

有效时间 : 定单的有效时间

交易平台用户指南 178

•   DTC － 取消前当日定单与当日定单类似，但不同于在交易日结束时被取消并从交易屏幕中被
删除，定单只是失效。这意味着定单在交易所被取消了，但仍然保留在您的交易屏幕中，无论
何时您点击传递按钮都将被再传递。

在常规交易时间之外执行 /触发 － 当被显示，选中该选项给了定单在常规交易时间之内和在常规交易时间
之外执行（在止损以及其他触发定单的情况下为和 / 或触发）的可能性。

Note:   该选项可能不能用于未被列举在交易所的特定产品。IB 客户个人有责任确保该参数可用于涉及的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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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时后有效

“到时后有效”定单被持有在系统中，并在您输入的日期和时间被发送至交易所。

创建 “到时后有效”定单

1   在定单管理行上显示到时后有效区域：

a   在页面菜单上，点击版式。

b   点击定单栏标签，在页面的右侧，从有效时间类别中选择到时后有效，然后将其添加到已显
示的栏当中。

2   在交易屏幕上，创建一笔定单 （点击要价来创建一笔买入定单，或者点击出价来创建一笔卖出定
单）。

3   在到时后有效区域中，点击日历图标来打开日期 /时间设定器。

4   从日期区域中选择月、年和日，从时间区域中选择时间和时区。点击确定。

注意时间使用 24 小时制，而不是 “AM”和“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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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传递定单。定单被持有在 IB 系统中直到您设定的时间和日期。

要获取关于到时后有效定单更详细的描述，以及支持它们的产品和交易所，访问定单类型信息页面。

../cn/trading/orders/gat.php?ib_entity=cn


定单类型

有效时间 : 全数执行或立刻取消 

交易平台用户指南 181

全数执行或立刻取消

期权定单的一种有效时间，指定了定单必须立刻并以其完整数量执行，否则将被取消。

对定单应用 FOK 有效时间

1   创建一笔期权定单 （点击要价来创建一笔买入定单，或者点击出价来创建一笔卖出定单）。

2   在有效时间区域中，选择 FOK。

Note:  如果 FOK 没有被显示在下拉列表中，那么它对您正在创建的定单不适用。

3  通过在状态区域中点击 “T”来传递定单。

要获取关于全数执行或立刻取消定单的更多信息，访问定单类型信息页面。

../cn/trading/orders/fok.php?ib_entity=cn


定单类型

有效时间 : 竞价

交易平台用户指南 182

竞价

竞价定单以计算的开盘价格 （COP）被提交。如果定单没有执行，它将作为限价定单以 COP 或 优的出价 /
要价被重新提交。

创佳竞价定单

1   点击要价来创建一笔买入定单，或者点击出价来创建一笔卖出定单。该行动将打开定单标签窗口。

2   在类型区域中选择一个定单类型。

3   在有效时间区域中，选择 AUC （竞价）。

4   通过在状态区域中点击 “T”来传递定单。

可用于有限的产品和交易所，包括 HKFE 的期货和 LSE、IBIS 以及 VSE 的股票。

要获取关于竞价和其他定单类型更详细的描述，访问定单类型信息页面。

../cn/trading/orders/auction.php?ib_entity=cn


定单类型

有效时间 : 开盘市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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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盘市价

MOO（开盘市价）定单是一种在市场开盘时以市价执行的市价定单。

创建开盘市价定单

1   点击要价来创建一笔买入定单，或者点击出价来创建一笔卖出定单。

2   在类型区域中，选择 MKT 作为定单类型。

3   在有效时间区域中，选择 OPG 作为有效时间。

4   要传递定单，在状态区域中点击 “T”。

要获取关于开盘市价定单更详细的描述，访问定单类型信息页面。

../cn/trading/orders/moo.php?ib_entity=cn


定单类型

有效时间 : 开盘限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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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盘限价

LOO（开盘限价）定单是一种在市场开盘时执行的限价定单，前提是开盘价格等于或优于限价。

创建开盘限价定单

1   点击要价来创建一笔买入定单，或者点击出价来创建一笔卖出定单。

2   在类型区域中，选择 LMT 作为定单类型。

3   在有效时间区域中，选择 OPG 作为有效时间。

4   要传递定单，在状态区域中点击 “T”。

要获取关于开盘限价定单更详细的描述，访问定单类型信息页面。

../cn/trading/orders/loo.php?ib_entity=cn


定单类型

定单属性 :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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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单属性

引言

定单属性通过定单标签，或者通过在交易窗口上显示相关的属性区域，从而被应用于交易平台定单类型。

•   隐藏

•   全权委托

•   冰山 /保留

•   全或无 （AON）

•   低数量

•   大额

•   一扫光

•   一取消全（O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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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

隐藏定单（通常为大交易量定单）既不在市场数据中也不在深层交易册中显示其存在的证据。

创建隐藏定单

1   在定单管理行上，对股票显示隐藏区域，以及 /或者对美分定价的权益期权显示隐藏美分区域：

a   在页面菜单上，点击版式。

b   在页面右侧的栏 － 定单行部分中，选中隐藏和 / 或隐藏美分，并点击确定。

2   在交易屏幕上，创建一笔定单 （点击要价来创建一笔买入定单，或者点击出价来创建一笔卖出定
单）。

3   选中隐藏或隐藏美分 （对权益期权）区域。

4   要传递定单，在状态区域中点击 “T”。

要获取关于隐藏定单更详细的描述，访问定单类型信息页面。

../cn/trading/orders/hidden.php?ib_entity=cn


定单类型

定单属性 : 全权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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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权委托

全权委托定单属性能够被应用于智能传递的限价定单。您定义一个全权委托金额，它被添加到限价或从限价
中被扣除，它增大了定单有资格执行的价格范围。只有 初的限价被显示给市场。

创建全权委托定单

1   在定单管理行上显示全权委托区域：

a   在页面菜单上，点击版式。

b   点击定单栏标签，并在页面右侧，选择全权委托金额，并将其添加至已显示的栏。

2   点击要价来创建一笔买入定单，或者点击出价来创建一笔卖出定单。

3   在类型区域中，选择 LMT 作为定单类型。

4   在定单行的全权委托金额区域中输入一个全权委托金额。

5   要传递定单，在状态区域中点击 “T”。

要获取关于全权委托定单的更多信息，访问定单类型信息页面。

../cn/trading/orders/discretionary.php?ib_entity=cn


定单类型

定单属性 : 冰山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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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山 / 保留

冰山 /保留定单允许您提交一笔定单（通常是大交易量定单），而只公开地透露被提交的定单的一部分。

创建冰山 / 保留定单

1   在定单管理行上显示显示尺寸区域：

a   右键点击栏标题并选择客户化版式。

b   点击定单栏标签。

c   在可用的栏列表中，打开数量类别并选择显示尺寸。

d   点击添加将栏移动到已显示的栏列表中。

2   在交易屏幕上，创建一个定单 （点击要价来创建一笔买入定单，或者点击出价来创建一笔卖出定
单）。

3   在显示尺寸区域中，输入您想要公开透露的数量。

要获取关于冰山 /保留定单更详细的描述，访问定单类型信息页面。

../cn/trading/orders/iceberg.php?ib_entity=cn


定单类型

定单属性 : 全或无（A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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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或无（AON）

将定单标记为 “全或无”来指定只有当整个定单数量可用时，定单才执行，并且它能够以其全部数量执行。
该属性能够被应用于所有的定单类型。

将定单标记为全或无

1   在您的交易窗口上显示全或无区域：

a   在页面菜单上，点击版式。

b   打开定单栏标签，并向下移动到可用的栏列表中的属性部分。

c   强调全或无并点击添加按钮。

2   创建一笔定单（点击要价来创建一笔买入定单，或者点击出价来创建一笔卖出定单）。

3   选中全或无复选框来给定单加标签。

Note:   您同样能够从定单标签上的杂项标签来应用定单属性。

要获取使用全或无定单的例子，访问定单类型信息页面。

../cn/trading/orders/aon.php?ib_entity=cn


定单类型

定单属性 : 低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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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数量

使用 低数量定单属性来确保您的定单至少有 低指定数量的单位被执行了。

创建 低数量定单

1   在定单管理行上显示 低数量区域：

a   右键点击栏标题并选择客户化版式。

b   点击定单栏标签。

c   在可用的栏列表中，打开数量类别并选择 低数量。

d   点击添加将栏移动到已显示的栏列表中。

2   在交易屏幕上，创建一笔定单 （点击要价来创建一笔买入定单，或者点击出价来创建一笔卖出定
单）。

3   在 低数量区域中，输入必须可用于定单任何部分执行的 低合约数量。

可用于智能传递的期权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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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额

大额定单是一种高数量定单，它由特定限价的 低 50 份合约组成。

提交大额定单

1   选择您想要为其提供大额定单的期权。

2   在定单菜单上选择标签。

3   在交易所区域中，选择 ISE。

4   在价格区域中输入一个限价。

5   转到杂项标签。

6   选中大额定单。

7   选择传递来发送，或者选择接受在您传递之前在交易屏幕上显示定单。

要获取关于大额定单更详细的描述，以及支持它们的产品和交易所，访问定单类型信息页面。

../cn/trading/orders/block.php?ib_entity=cn


定单类型

定单属性 : 一扫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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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扫光

一扫光定单识别 佳的价格以及在该价格提供的 / 可用的确切数量，并传递您定单的相应部分以获得立刻执
行。同时，它识别下一个 佳的价格以及提供的 / 可用的数量，并提交您定单的匹配数量以获得立刻执行。

创建一扫光定单

1   对定单管理行显示一扫光区域：

a   右键点击栏标题并选择客户化版式。

b   点击定单栏标签。

c   在可用的栏列表中，打开定单属性类别并选择一扫光。

d   点击添加将栏移动到已显示的栏列表中。

2   在交易屏幕上，点击要价来创建一笔买入定单，或者点击出价来创建一笔卖出定单。

3   选中一扫光区域。

4   要传递定单，在状态区域中点击 “T”。

要获取关于一扫光定单更详细的描述，访问定单类型信息页面。

../cn/trading/orders/sweep.php?ib_entity=cn


定单类型

定单属性 : 一取消全（O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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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取消全（OCA）

一取消全（OCA）定单是单独的定单的组合，它们在市场中互相之间一起工作。客户输入定单作为 OCA 组的
一部分，当一笔定单被执行时，组里剩余的定单将被取消。如果定单被部分执行，组里剩余的定单将根据已
执行的数量成比例地被减少。如果定单在执行前被取消，那么组里剩余的定单将被取消。

创建一取消全定单

1   在定单管理行上显示 OCA 组：

a   右键点击栏标题并选择客户化版式。

b   点击定单栏标签。

c   在可用的栏列表中，打开定单属性类别并选择 OCA 组。

d   点击添加将栏移动到已显示的栏列表中。

2   在交易屏幕上，创建定单（点击要价来创建一笔买入定单，或者点击出价来创建一笔卖出定单）。

3   通过在 OCA 组区域中输入组名称（您能够使用任何您想要的描述名称），将定单识别为 OCA 组的一部
分。

4   继续创建定单，并通过在 OCA 组区域中对您创建的每个定单输入相同的名称，来将它们都识别为组的
一部分。

5   当您对一个组创建了所有定单之后，通过在定单菜单中点击传递页面来传递 OCA 定单。

Note:   由于 OCA 过程是一个自动化的过程，因此不能保证要求的取消和修改将在定单被执行之前到达特定
的交易所。

要获取关于一取消全定单更详细的描述，访问定单类型信息页面。

../cn/trading/orders/oca.php?ib_entity=cn


定单类型

定单属性 : 一取消全 （O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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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算法

引言

算法帮助平衡市场影响和风险，从而帮助获得对大交易量定单的 佳价格。我们日益壮大的算法家族包括以
下内容：

•   积累分配

•   期权投资组合

•   IB 算法

•   CSFB 算法

•   Jefferies 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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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分配 :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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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分配

引言

使用积累 / 分配算法，在一段时间内以小层级来买入或卖出大定单， 小化市场影响。该算法支持多种资产
类别，包括股票、期权、期货、外汇和组合定单。

用条件客户化基本的算法，从而满足您对市场的特定视图。

•   入门

•   定义算法

•   基本算法举例

•   定义算法条件

•   创建多个算法定单

•   传递和修改算法

•   监控定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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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

积累 /分配算法的作用在于为您的大额定单获取 优的价格，同时 小化市场影响。它通过将大定单切分为
较小的组成部分，并根据您预定义的定单参数在时间范围内累积或分配来实现该目标。

算法窗口被划分为四个主要的部分：



算法

积累分配 : 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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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法区域，从中您定义定单的基本参数。

•   条件区域，从中您指定关于价格、头寸和市场行为的条件，它们必须保持为真，您的定单才会是有
效的。

•   定单小结，其显示了连续的实时定单进程。

•   控制按钮，您使用它来启动和停止算法并应用更改。

它还包括定单、交易和日志面板，以及报价面板来定义合约。

打开积累 / 分配窗口

•   强调您想要交易的合约，并从工具菜单中选择积累 / 分配，或者

•   点击工具栏上的积累 /分配图标。



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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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算法

算法区域是您设定算法的基本参数的地方。被粉色覆盖的区域是必需的。

以下编号的描述对应的是上图中编号的区域。

1   选择行动，买入或卖出。

2   输入总定单数量，例如 5000。

3   定义每个组成部分的层级。例如，您可能想要以 200 股的层级来交易该 5000 股定单。

4   指定组成部分的定单提交时机，以秒、分或小时表示。例如，您可能想要每 2分钟以 200 股层级累积
5000 股 XYZ。

5   选择定单定单类型。设定价格的区域根据的是您选择的定单类型。对股票定单，从以下当中选择：

•   相对 － 使用相对定单，通过下达比当前 佳出价或要价更为积极的出价或要价，将流动性添
加到市场。设定一个可选的抵消金额，并指定封顶。报价根据您的标准，随着市场移动来自动
地调整。

•   限价 － 设定一个带抵消金额的限价，必须达到或优于该价格定单才会被执行。

•   市价 － 定单将尝试以当前市场价格执行。

6   将定单价格设定为…… （对相对定单） － 对买入定单，使用出价加上任何金额。对卖出定单，使用
要价减去任何金额。要只使用不带抵消金额的出价 /要价，您必须输入 “0”。该区域只有对相对定
单才是可见的，并和以下区域一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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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但不高于…… － 对相对定单，这是价格封顶，它与在前一个区域中设定的价格计算一道工作。 
对限价定单，该区域为 “设定限价为……” 
对市价定单，该区域不显示。 
从以下计算中选择来确保限价将不会被设为高于 （对买入）或低于 （对卖出）：

•   无 － 只对相对定单。价格没有封顶。

•   值 － 打开一个区域来设定绝对的限价。

•   出价 － 出价加上 /减去一个可选的抵消金额。 输入一个负值来使负抵消金额生效。

•   要价 － 要价加上 /减去一个可选的抵消金额。 输入一个负值来使负抵消金额生效。

•   后 － 后交易价格加上 /减去一个可选的抵消金额。输入一个负值来使负抵消金额生效。

•   VWAP － VWAP 加上 /减去一个可选的抵消金额。输入一个负值来使负抵消金额生效。

•   滑动 VWAP － 过去 [ 指定时间段 ]的（当前合约的）滑动 VWAP 加上 /减去一个可选的抵消金
额。输入一个负值来使负抵消金额生效。

•   滑动平均 － 过去 [指定时间段 ]的 （当前合约的）滑动平均加上 / 减去一个可选的抵消金
额。输入一个负值来使负抵消金额生效。

•   指数滑动平均 － 过去 [ 指定时间段 ]的 （当前合约的）指数滑动平均加上 / 减去一个可选
的抵消金额。输入一个负值来使负抵消金额生效。

•   我的 后交易 － 算法中 后交易的价格，被显示为定单小结框中的 后交易价格。注意，
该值不能被单独用于限价，因为它没有第一笔交易的价格。

•   与交易的尺寸相关 － 将价格封顶计算为：用户定义的基础价格减去与算法中交易的总尺寸相
关的每股数的用户定义的抵消值，该股数被反映在算法小结框的买入的股数区域中。例如，如
果值为：$5.50 －每 100 股 .02，那么对第一个 100 股定单交易尺寸＝ 0 的价格封顶将为
$5.50。假设交易继续以 100 股的层级执行，价格封顶将会如下变化：交易的尺寸＝ 100，封
顶＝ $5.48 ；交易的尺寸＝ 200，封顶＝ $5.46 ；交易的尺寸＝ 300，封顶＝ $5.44。

•   与头寸相关 － 对价格封顶的计算与相对交易的尺寸相同，除了计算是与在账户窗口和头存栏
中指定的头寸相关的，而交易的尺寸与仅在积累 /分配算法中发生的相关。

8   对相对和限价定单，点击添加来添加更多的价格条件至“但不高于 /不低于”价格封顶计算。当您添
加多个价格边界条件时，一个新的 “ 大 / 小” 选项将出现，让您确保定单价格将不会高 （低）
于条件 A和条件 B和条件 C 等的 大值 / 小值。

9   开始时间 － 默认情况下，开始时间被设定为当前时间，或者如果市场当前是关闭的则被设定为下一
次开盘时间。点击该区域来设定新的开始时间，但注意，直到您按下开始按钮后，算法才会开始。

10  结束时间 － 默认情况下，结束时间被设定为当前日的收盘时间，或者如果算法是在常规交易时间之
外被启动的则被设定为下一次收盘时间。点击该区域来设定新的结束时间。

11  在提交下一笔定单之前等待当前定单执行 － 如被选中，下一个组成部分将被持有直到当前数量执
行。当算法等待当前定单执行时，对下一笔定单的倒计时将停止。一旦其执行，如果指定的时间间隔
过去，那么下一笔定单将被提交。

12  赶上时间 － 如被选中且算法落后，下一笔定单将在当前定单执行后被立刻下达，无论时间间隔是多
少。该过程将重复直到算法赶上来。缺失的定单在算法小结框中被追踪。

Note:   在一笔定单执行后，到下一笔定单被提交之前通常有两秒钟的延迟。

13  通过＋ / － 20％来随机化时间段 － 如被选中，您指定的时间间隔将被随机化地增加或减少，任何一
个方向 多为 20％，以帮助保持定单在市场中不被注意到。例如，如果您定义的时间间隔是 4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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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化允许算法以 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 或 48 秒的
间隔来提交定单。

14  通过＋ / － 55％来随机化尺寸 － 如被选中，您指定的层级尺寸将随机化地增加或减少，任何一个方
向 多为 55％ （近似到 近的 100），以帮助保持定单在市场中不被注意到。例如，如果您定义的层
级是 500 股，随机化允许算法以 200、300、400、500、600、700 或 800 股的随机层级来提交定单。

15  允许该定单在常规交易时间之外执行 － 如被选中，定单可以在常规交易时间之外执行。

16  如果出价 / 要价是 ____ 或更高 － 对买入定单，如果当前要价尺寸大于或等于此处输入的尺寸，那么
算法将采用整个尺寸，或者 多将不超过整个定单数量。该定单作为 IOC （立刻执行或取消）被提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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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算法举例

下图中被填入了内容的区域表示了以下意思：

每 25 秒以 200 的层级买入 5000 股 ABC。将价格设定为当前 佳出价加上 2 分，但不要将定单的价格设为高
于要价减去 1分。现在 （东部时间上午 09:52:04）启动算法，并在市场收盘时结束它。在提交下一笔定单
之前等待当前定单执行，如果算法落后，那么通过在一笔执行完成之后不等待时间间隔而立刻提交定单来赶
上时间。通过加上和减去 20％来变化时间间隔，通过对每笔定单加 /减 55％来使定单尺寸不那么一致，取
整以确保无零股。只在常规交易时间内交易，并且如果要价尺寸为 600 或更高，采用整个尺寸但不超过我
初的总定单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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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算法条件

注意，要被满足的条件越多，您的定单要完整地执行就越困难。

所有条件都是可选的，但如果您选择设定一个条件，那么定义中任何未填写的区域将变为必需的，并被粉色
覆盖。

要从条件中清除值，在行末点击 “×”。“×”只有当您在一个区域中输入了数据之后才会出现。

以下编号的描述对应的是上图中编号的区域。

1   定义一个范围，合约价格必须停留在该范围内定单才能继续工作。

2   通过在分钟当中输入一个值来确保价格变动将不受新闻事件影响。直到您定义的时间段内没有新闻，
算法才将工作。新闻被您在交易平台中设置的新闻提供器监控，包括 Google News、Yahoo! 
Headlines 和路透社订阅服务。

3   指定被反映在账户窗口和头寸栏中的您的头寸，必须大于或小于一个指定的值。它扮演了头寸底线和
封顶的角色。交易平台不仅在头寸条件被违背时不会下达定单，而且它将不会执行任何可能违背条件
的定单。

4   该合约的滑动平均 － 为当前合约定义滑动平均标准。指定当前合约的：在过去 [指定时间段 ] 的滑动
VWAP、滑动平均、指数滑动平均或 后为至少 [指定的百分比 ]大于或小于在 [指定时间段 ]的另一
组滑动平均 （对当前合约）。要清除值，在行末点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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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滑动平均 － 比较两组滑动平均，它们可以是对相同的合约或者对不同的合约，对相同的时间段或者
对不同的时间段。指定底层证券，然后按照上述第 4项来设定值。要清除值，在行末点击 “×”。

6   被标记为 6、7 和 8 的区域一起工作，根据股票的价格与其滑动平均之间的差来比较在指定的时间段内
两只股票价格的变动。算法根据您的输入来完成计算。要清除值，在行末点击 “×”。

7   输入一个代码。该行使用在上述第 6项中为第一只股票定义的参数。

8   输入一个百分比值，两只股票之间差额的计算必须满足该值。

如果您设定的任何条件变为假，定单通常将停止工作。使用这些选项来指示一旦定单已经停止，算法应当如
何表现：

•   一旦一个或多个条件变为假，则永久地放弃，或者

•   如果所有条件再次变为真，则恢复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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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多个算法定单

您能够在多个标记页面上创建和监控多个积累 / 分配算法，全部从相同的窗口实现。每个新算法有其自己的
标记页面。

添加另一个算法

1   右键点击标记页面标题并选择创建新标签。

2   在新页面上，在报价面板的底层证券区域中输入一个代码并选择一个合约。

3   定义算法。

积累 /分配小结

一旦您创建了第二个算法标签，积累 / 分配小结将被创建，并作为第一个标签被显示在标签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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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页面集成了所有算法的定单，每个算法一条定单行。您能够通过右键点击一条定单行并选择以下选项来转
到特定的算法或者从该小结标签来启动、停止和删除算法：

•   转到来打开定单的算法标签。

•   启动来启动算法。

•   停止来停止算法。

•   删除来删除算法标签并删除选定的定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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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和修改算法

使用沿着条件区域底部的按钮来控制算法。

直到所有必需的区域都被完成，您才能够激活算法。缺失的区域被粉色覆盖。

一旦所有区域都完成您就能够激活算法。按钮按以下描述工作：

启动 － 激活算法。该按钮只有当所有必需的区域都被完成后才会是活动的，并且任何时候算法被停止时也
会变为活动的。如果您手动地停止了算法，点击启动从其中断的地方将其恢复。

停止 － 停止算法。一旦算法被启动，该按钮将变为活动的。

应用 － 点击将更改应用于工作中的定单。例如，如果您将股数层级从 200 改为 500，更改将直到您点击应
用按钮后才会被确认。

恢复 － 点击将未应用的更改恢复到初始值。例如，如果您将股数层级从 200 改为 500，您能够通过点击恢
复来撤销您的更改。一旦您应用了更改，恢复按钮将不再是可用的。

重设 － 如果算法被停止，不管是因为其已经完成还是因为您手动地停止了它，重设按钮将忽略所有算法进
程并从起点来启动算法。如果您偏好从算法中断的地方来恢复它，那么使用启动按钮。

状态文本：该注释告诉您当前算法屏幕上正在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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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定单进程

定单小结提供了实时的数据来让您监控积累 /分配定单的进程。该数据仅适用于该页面上的算法。使用总小
结标签来查看您所有的积累 /分配算法的定单管理行。

小结框中的数据实时地监控定单并告诉您：

1   买入的股数 － 这是算法中截止到目前买入或卖出的股票总数。另外，滑动的阴影说明了定单完成的
百分比；在上图中，5000 股的定单完成了不到 50％，由深蓝色的阴影显示。

2   平均价格 － 这是定单已完成部分截止到目前的平均价格。

3   剩余的股数 － 未完成的数量。

4   工作中的股数 － 当前工作的数量，也被显示在窗口底部的定单面板中。

5   后定单是 － 告诉您 后定单组成部分的执行状态，无论是已执行或是未执行。

6   后交易价格 － 算法中 后交易执行的价格。

7   后定单时间 － 告诉您 后定单执行的时间。

8   直到下一笔定单的时间 － 计数器倒数时间直到下一笔定单被提交。

9   缺失的定单 － 如果算法不能下达额外的定单，因为前一笔定单还没有执行或者因为一个或多个条件
为假，并且赶上时间复选框被选中，该计数器追踪缺失的定单数量，并继续追踪直到算法赶上。

失效的股数 － 如果一笔定单因为一个条件变为假或者算法被用户停止而被取消，那么曾经工作的股数被反
映在这里。当算法被再次启动和 / 或条件全部变为真时，一笔该数量的定单将被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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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权投资组合

引言

使用期权投资组合来选择、分析和交易任何美国股票或指数期权的组合，以实现用户指定的希腊字母值，包
括 delta、gamma、vega 和 theta。

•   入门

•   定义查询

•   限制查询结果

•   评估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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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

期权投资组合窗口运行复杂的后端算法，其使用您通过交易平台输入的定义标准和限制以及相关的经济标准
来数学地优化期权投资组合。

打开期权投资组合窗口

1   在交易页面上选择一个底层美国股票或指数。

2   使用右键点击菜单来选择交易工具，然后选择期权投资组合。

期权投资组合窗口打开，您可以定义查询了。要将另一个底层证券的标签添加到投资组合窗口，使用文件菜
单来选择创建新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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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权投资组合算法在用户定义的查询限制范围内工作，并使用期权市场数据 （包括出价和要价以及尺寸）来
小化以下各项的和，并找到 低成本的解决方案：

•   执行成本，由查询结果列表中的每个期权的出价 / 要价差价来表示，具体为：

（要价－出价）× （合约乘数）×数量

将查询列表中的所有定单加总；

•   用来完全地执行查询结果列表中的所有定单而收取的佣金；

•   在给定的时间段内持有查询结果列表的成本。只有当持有直到日期被设定为除当前日期之外的值时，
该术语才是相关的。在这种情况下，持有成本被计算为：

[ （“持有直到”日期的期权价值）－ （期权的解决方案价格）] × （合约乘数）× （带符号的数
量）

将查询列表中的所有定单加总。

算法继续工作，并每 30 秒钟重新评估查询结果列表中的解决方案，直到用户提交定单组以备执行，冻结更
新来更详细地评估解决方案，或者更改查询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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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查询

通过输入您想要的风险维度数量，以及指定到期日范围和行权价范围 （如有必要）来定义查询。您能够指定
的额外限制包括底层证券参考价格和持有直到日期。

定义查询

1   选择想要的目标，并输入您想要获取的头寸数量。

头寸数量等于：

希腊字母值×头寸×乘数

例如，20 份 delta 为 .4989 的多头看涨期权将显示近似为 1000 的头寸 Delta。头寸 Delta 计算为：

.4989 × 20 × 100 ＝ 997.8

2   定义任何可选的查询参数，例如到期日范围、行权价范围、新的参考价格或者持有直到日期，根据需
要而定。

可用的查询参数被定义如下：

参数 描述

仅多头 / 空头期权 默认情况下被选中。限制解决方案仅包括多头或空头期
权交易，酌情而定。例如，当买入或卖出 Delta 时，多
头期权将更适合用来避免做空期权的风险。文本将根据
目标和带符号的数量而变化。当要求负 gamma、负 vega
或正 theta 时，文本将读作 “仅空头期权”。

到期日范围 选择您愿意交易的到期日范围。

行权价范围 选择您愿意交易的行权价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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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过点击提交查询按钮来提交查询。

要以除目标之外的一个或多个风险维度来限制查询结果列表，使用限制选项。

参考价格 默认情况下，底层证券价格的出价 / 要价中点被用来计
算目标。

如果您偏好使用除底层证券价格中点之外的值，那么输
入一个参考价格。如果价格介于限制条件被使用，那么
替代的参考价格就不能被使用。

持有直到 如果您想要持有查询结果列表中的解决方案直到特定的
日期，那么输入一个日期。

参数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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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权投资组合 : 限制查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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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查询结果

期权投资组合允许您以目标维度之外的风险维度来限制查询结果。因此，如果您的目标是实现特定的 Gamma
头寸，您将能够限制由此引起的 Delta、Vega 和 Theta。算法施行了以下默认的限制：

例如，默认的 Delta 限制确保了查询结果解决方案的 Gamma 和 Vega 为正数。

要覆盖系统默认值，在一个或多个输入区域中输入值并点击提交查询。

限  制

Delta Gamma Vega Theta 

目

标

Delta > 0 > 0

Gamma = 0

Vega = 0

Theta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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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权投资组合 : 评估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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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解决方案

冻结对查询的更新来评估解决方案，并使用 IB 风险漫游SM 来查看实施期权投资组合将如何影响您当前的风
险状况。

停止算法更新结果

1   点击冻结更新，阻止算法重新评估和显示新的解决方案。

注意，数据将继续跳动，但查询列表将保持不变。

查看如果怎样风险

1   点击风险漫游按钮来打开包含了查询结果列表的如果怎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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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 算法 :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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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 算法

引言

使用 IB 算法来实施 优的交易策略，其帮助平衡市场影响和风险，从而实现对大定单的 佳执行。

•   创建 IB 算法定单

•   到达价格

•   交易量百分比策略

•   交易量加权平均价格

•   时间加权平均价格

•   小化影响 （对期权）

•   平衡影响和风险 （对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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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 算法 : 创建 IB 算法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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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IB 算法定单

使用 IB算法来自动地对您的大额定单平衡市场影响和风险。算法可用于美国股票和美国股票期权。您能够
从交易窗口或使用定单标签来创建算法定单。

设置 IB 算法定单

1   在交易页面上，通过对买入定单点击要价或对卖出定单点击出价来创建一笔定单。

2   在定单行上点击目的地区域，下拉到算法部分并选择 IBALGO。

Note:  您必须使用定单目的地区域，而不是市场数据交易所区域。

3   在算法区域中，定义算法。只有那些对工具类型有效的策略将出现在策略选择列表中。根据您选择的
策略，必要的参数将会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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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 算法 : 到达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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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价格

该策略考虑到定义了执行速度的用户指定的市场风险水平，以及用户定义的交易量百分比，被设计用来实现
或超过定单被提交时的出价 /要价中点价格。

•   大百分比 － 输入一个从 1％到 50％的日平均交易量的 大百分比。

•   紧迫 / 风险规避 － 从 积极的完成到 不积极的被动之间选择。该值决定了定单将被执行的速度。
高紧迫水平可能导致较大的市场影响。

•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 使用开始 /结束时间区域来更改定单被提交和取消的默认时间。注意，算法
将在指定的结束时间停止，无论全部数量是否已经执行。

•   允许在结束时间之后交易 － 如被选中，算法将尝试在指定的结束时间之前完成，但将继续在结束时
间之后工作来执行任何未执行的部分。如果您指定了结束时间，那么该选项是可用的。

•   尝试在交易日结束之前完成 － 如被选中，您的定单将尽可能地在交易日结束之前被执行。请注意如
果价格隔夜变动的风险低于今天执行整比定单的额外成本，无论 EOD 复选框是否被选中，您的定单的
一部分可能会被留待执行。

要获取关于 IB 算法的更多信息，参见 IB 算法软件举要。

../cn/trading/orders/arrivalprice.php?ib_entit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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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 算法 : 交易量百分比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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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量百分比策略

允许您以用户定义比例的交易量参加。交易日中的定单数量和交易量分配，是使用您输入的交易量目标百分
比以及从交易平台市场数据计算的连续更新的交易量预报一道决定的。

•   目标百分比 － 输入在日平均交易量中的参与百分比。

•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 使用开始 /结束时间区域来更改定单被提交和取消的默认时间。注意，算法
将在指定的结束时间停止，无论全部数量是否已经执行。

•   尝试从不接受流动性 － 选中从而在可能的情况下确保算法定单将不会触及出价或抬高要价。这样可
以帮助避免流动性接收费，并可能导致流动性添加回扣。然而，它同样可能导致与基准之间更大的偏
差。

Note:  IB 将尽 大努力来不接受流动性，然而，仍将存在无法避免的时候。

要获取关于 IB 算法的更多信息，参见 IB 算法软件举要。

../cn/trading/orders/percentofvolume.php?ib_entit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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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 算法 : 交易量加权平均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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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量加权平均价格

被设计用来实现或超过从您提交定单时开始计算直到市场收盘时的 VWAP 价格。

•   大百分比 － 输入一个从 1％到 50％的日平均交易量的 大百分比。

•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 使用开始 /结束时间区域来更改定单被提交和取消的默认时间。注意，算法
将在指定的结束时间停止，无论全部数量是否已经执行。

•   允许在结束时间之后交易 － 如被选中，算法将尝试在指定的结束时间之前完成，但将继续在结束时
间之后工作来执行任何未执行的部分。如果您指定了结束时间，那么该选项是可用的。

Note:  如果您指定了开始和结束时间，那么交易平台会使用前一日的交易量来确认时间段的
可接受性。如果您定义的时间段太短，您将收到带有推荐的时间调整的消息。

•   尝试从不接受流动性 － 选中从而在可能的情况下确保算法定单将不会触及出价或抬高要价。这样可
以帮助避免流动性接收费，并可能导致流动性添加回扣。然而，它同样可能导致与基准之间更大的偏
差。

Note:  IB 将尽 大努力来不接受流动性，然而，仍将存在无法避免的时候。

要获取关于 IB 算法的更多信息，参见 IB 算法软件举要。

../cn/trading/orders/vwapAlgo.php?ib_entit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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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 算法 : 时间加权平均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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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加权平均价格

被设计用来实现从您提交定单时开始计算直到市场收盘时的时间加权平均价格。

何时交易 － 从以下当中选择：

•   可交易 － 根据您的限价，定单在可交易的时候交易。

•   匹配中点 － 当限价＝中点时定单交易。

•   匹配相同边 － 当限价＝出价或要价时定单交易。

•   匹配 后 － 当限价＝ 后价格时定单交易。

•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 使用开始 /结束时间区域来更改定单被提交和取消的默认时间。注意，算法
将在指定的结束时间停止，无论全部数量是否已经执行。

•   允许在结束时间之后交易 － 如被选中，算法将尝试在指定的结束时间之前完成，但将继续在结束时
间之后工作来执行任何未执行的部分。如果您指定了结束时间，那么该选项是可用的。

要获取关于 IB 算法的更多信息，参见 IB 算法软件举要。

../cn/trading/orders/twapAlgo.php?ib_entit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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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 算法 : 小化影响（对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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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化影响（对期权）

被设计用来 小化市场影响，方法是根据 大百分比值的定义将定单沿时间切分。

•   大百分比 － 输入一个从 1％到 50％的日平均交易量的 大百分比。

要获取关于 IB 算法的更多信息，参见 IB 算法软件举要。

../cn/trading/orders/minimizeimpact.php?ib_entit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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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 算法 : 平衡影响和风险 （对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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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影响和风险（对期权）

通过考虑定义了执行速度的用户指定的市场风险水平，以及用户定义的交易量百分比，来平衡交易期权的市
场影响与定单时间段内价格变动的风险。

•   大百分比 － 输入一个从 1％到 50％的日平均交易量的 大百分比。

•   紧迫 / 风险规避 － 从 积极的完成到 不积极的被动之间选择。该值决定了定单将被执行的速度。
高紧迫水平可能导致较大的市场影响。

•   强制在交易日结束之前完成 － 如被选中，您的定单将尽可能地在交易日结束之前被执行。如果不被
选中，假如价格隔夜变动的风险低于今天执行整比定单的额外成本，那么您的定单的一部分可能会被
留待执行。

要获取关于 IB 算法的更多信息，参见 IB 算法软件举要。

../cn/trading/orders/balanceimpactrisk.php?ib_entity=cn


算法

CSFB 算法 :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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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FB 算法

引言

要使用 CSFB 算法，选择 CSFB 算法作为传递目的地。

•   Crossfinder

•   Float

•   Guerrilla

•   Pathfinder

•   Reserve

•   Strike

•   Tex

•   时间加权平均价格

•   交易量加权平均价格

•   Work It

•   Work It IW

•   10B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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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FB 算法 : Crossfi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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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finder

该策略以连续的交叉能力，在庞大的暗池列表之间找到流动性。CrossFinder 通过使用动态的智能传递逻
辑，将会把您的定单传播到多个目的地。该算法将以中点或更优的价格执行，并有可能不执行。

要使用 CSFB 算法，在基本标签上选择 CSFBALGO 作为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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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FB 算法 : Fl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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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at

该策略仅显示您想要显示的尺寸，并漂浮在出价、中点或要价上直到完成。输入一个显示尺寸并选择耐心、
正常或者积极执行。

要使用 CSFB 算法，在基本标签上选择 CSFBALGO 作为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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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FB 算法 : Guerrilla 

交易平台用户指南 227

Guerrilla

GUERRILLA 算法根据您选择的执行风格，工作方式有所不同。

•   正常和被动模式：该策略在不显示出价或要价的情况下让定单工作。当流动性突然出现，其寻求积
极地参与报价流。如果流动性较弱，定单可能不会完成。

•   积极模式：该方式将根据公平价格模型，以智能的方式来触及出价 /接受要价。它从不发布出价或
要价。

要使用 CSFB 算法，在基本标签上选择 CSFBALGO 作为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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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FB 算法 : Pathfi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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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finder

该策略通过瑞士信贷的智能定单传递设施，给了您直接的市场进入。通过 PathFinder 传递的定单被立刻以
佳价格和流动性传递至不同的目的地。瑞士信贷将同时扫光所有可用的流动性，并以您的限价发布剩余部

分。PathFinder 将智能地和动态地在多个目的地发布。

要使用 CSFB 算法，在基本标签上选择 CSFBALGO 作为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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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FB 算法 : Re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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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rve

以您的价格指示 （市价或限价）显示您想要显示的尺寸。当获得执行时，其发送下一块直到完成。

要使用 CSFB 算法，在基本标签上选择 CSFBALGO 作为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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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FB 算法 : Str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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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ke

这是一种非常积极的策略，它将触及 / 接受优于您的限价的出价 / 要价，但将决不会发布出价或要价。它实
现了高参与率。注意，它不是纯粹的扫光，并能够找出隐藏的流动性。因此，相比直接下达限价定单至市
场，它通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要使用 CSFB 算法，在基本标签上选择 CSFBALGO 作为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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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FB 算法 : T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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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

被设计用来 小化执行赤字。该策略在作出速度和价格决定时，考虑了总体市场和相关股票的变动。时机是
基于价格和流动性的。

要使用 CSFB 算法，在基本标签上选择 CSFBALGO 作为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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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FB 算法 : 时间加权平均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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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加权平均价格

系统根据时钟交易，即，对一笔 2 小时的定单，30 分钟后系统完成了 25％，一小时后完成了 50％，等。不
同于 VWAP，TWAP （时间加权平均价格）不会根据预计的交易量或价格变动来加速 /减速。然而，它在整个
定单中使用智能的限价定单下达策略。

要使用 CSFB 算法，在基本标签上选择 CSFBALGO 作为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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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FB 算法 : 交易量加权平均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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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量加权平均价格

系统尝试从开始时间到结束时间匹配 VWAP （交易量加权平均价格）。独特而强大的功能是接受交易量 大百
分比限制（“不要超过交易量的 20％”）的能力。系统在您的时间段内交易，服从您的价格和交易量限制。

要使用 CSFB 算法，在基本标签上选择 CSFBALGO 作为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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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FB 算法 : Work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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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It

目标是以到达价格或更优的价格来让交易被执行，到达价格是定单被输入时的价格。参与率将根据价格和其
他因素而有所不同。您能够通过使用 小和 大交易量百分比限制来控制参与率。如果有充足的流动性，定
单可能会在您的结束时间之前完成。

要使用 CSFB 算法，在基本标签上选择 CSFBALGO 作为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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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FB 算法 : Work It I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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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It IW

该策略在到达价格或更优的价格上是积极的，但如果股票价格移走，它就会让定单不那么积极地工作。然
而，如果股票价格的移动对您有利，那么它将像 Strike 一样工作并快速地让您执行。该策略不接受 大或
小交易量百分比。如果您需要控制参与率，那么使用常规的 Work It。

要使用 CSFB 算法，在基本标签上选择 CSFBALGO 作为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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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FB 算法 : 10B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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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B 18

公司买回策略将通过服从由 SEC 的 10b-18 法规设定的价格测试规则，来辅助交易者管理公司买回定单的执
行。公司买回策略的交易基准是从交易开始到结束的交易量加权平均可用价格。由于价格测试的存在，公司
买回策略不保证其将完成整笔定单。

要使用 CSFB 算法，在基本标签上选择 CSFBALGO 作为目的地。



算法

Jefferies 算法 :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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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feries 算法

引言

要使用 Jefferies 算法，选择 JEFFALGO 作为传递目的地。

•   回购

•   Post

•   Seek

•   Strike

•   时间加权平均价格

•   交易量参与

•   交易量加权平均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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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feries 算法 : 回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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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购 

该策略提为寻求股票回购安全港 （SEC 法规 10b-18）的发行者供了交易量参与的交易。

要使用 Jefferies 算法，在定单标签上，从基本标签中选择 JEFFALGO 作为传递目的地。从 JEFFALGO 标签中
设置算法参数。



算法

Jefferies 算法 : 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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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该策略通过使用显示尺寸，仅将定单的一小片显示给市场，从而能够限制大定单的影响。

要使用 Jefferies 算法，在定单标签上，从基本标签中选择 JEFFALGO 作为传递目的地。从 JEFFALGO 标签中
设置算法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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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feries 算法 : S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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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k

该策略通过从多种来源 （包括隐藏和显示的市场中心）寻找隐藏的流动性，追求对不易流动的证券的 佳执
行。

要使用 Jefferies 算法，在定单标签上，从基本标签中选择 JEFFALGO 作为传递目的地。从 JEFFALGO 标签中
设置算法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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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feries 算法 : Str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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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ke

该策略在 小化市场影响和波动率成本并追踪到达价格的同时，在用户指定的时间段内寻求 佳执行。

要使用 Jefferies 算法，在定单标签上，从基本标签中选择 JEFFALGO 作为传递目的地。从 JEFFALGO 标签中
设置算法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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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feries 算法 : 时间加权平均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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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加权平均价格

该策略通过将总定单数量切分为较小的定单，从而把交易均匀地分布在指定的时间段内。

要使用 Jefferies 算法，在定单标签上，从基本标签中选择 JEFFALGO 作为传递目的地。从 JEFFALGO 标签中
设置算法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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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feries 算法 : 交易量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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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量参与

该策略允许用户规定在指定的时间段内被执行的股票百分比，从而与印刷的交易量保持一致。交易的影响被
直接地链接到您指定的交易量目标。

要使用 Jefferies 算法，在定单标签上，从基本标签中选择 JEFFALGO 作为传递目的地。从 JEFFALGO 标签中
设置算法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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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feries 算法 : 交易量加权平均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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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量加权平均价格

该策略通过合适的算法，自动地管理交易从而实现全天或日内交易量加权平均价格。

要使用 Jefferies 算法，在定单标签上，从基本标签中选择 JEFFALGO 作为传递目的地。从 JEFFALGO 标签中
设置算法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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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交易窗口

•   添加交易页面

•   编辑交易页面

•   恢复和保存页面设置

•   整理页面上的数据

•   使用功能搜索

•   创建交易平台窗口组

•   启用快速股票输入

•   编辑股息安排

•   价格和尺寸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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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交易页面

您能够创建多达 26 个交易页面。您能够输入您想要的数量的市场数据线，但在任何一次中您将只能看见 40
条活动的市场数据线。使用交易页面将您的资产根据工具类型、交易所或您自己的交易系统类别来分类。通
过将 Ctrl 键与 Page Up 和 Page Down 键一道使用，您能够不用鼠标便可浏览标签页面。使用活动的页面上
的图标，将其从交易平台中分离出来，或者删除该页面。

您同样能够使用一个叫做快速股票输入的页面水平的功能，它会使用您设定的定单目的地集合，自动地完成
股票的市场数据线。

添加页面

1   在页面菜单上，选择新建。

2   输入一个页面名称。

3   在版式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页面版式。

4   点击确定。

添加投资组合页面

•   在页面菜单上选择创建投资组合页面。

这会创建一个页面，对您持有的每个头寸有一条市场数据线。这些头寸被显示在账户窗口的投资组合部分
中。每次您建立一个头寸，投资组合页面被自动地更新，以包括新头寸的市场数据线。当您将一个头寸清
零，市场数据线仍会保留在您的投资组合页面中。您能够在页面上使用右键点击菜单并选择清除零头寸，将
零头寸代码从该页面和其他页面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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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交易页面

修改页面名称和其他设置，添加或删除市场数据和定单区域，以及使用右键点击菜单或请求代码对话框在您
的交易页面中插入市场数据线或空白行。

编辑页面名称和其他设置

1   在页面菜单上，选择设置。

2   修改页面名称或分配的版式，并点击确定。

Note:   待处理页面是一个系统页面，其显示您所有工作中的页面。您不能删除或重命名待处理页面，但
您能够编辑定单参数。

编辑页面版式

1   在页面菜单上，选择版式。

2   修改需要的特征，并点击确定。

Note:   在您修改页面版式之前，请知晓您不仅仅是在更改活动页面的外观，您修改的是可能也和其他页
面相关联的应用版式。

在两条现有的线之间插入一条市场数据线

Note:   当您添加一条线，其被插入到选定的线上方。

1   点击一条市场数据线。新的线将被插入到这条线的上方。

2   使用以下方式之一来添加一条新的市场数据线：

•   点击右键并选择插入代码或者，

•   从代码菜单中选择添加代码。

在两条现有的市场数据线之间插入一条空白线

1   点击一条市场数据线。空白行将被插入到这条线的上方。

2   点击右键并选择插入行。

在页面中向上或向下移动、拖动和放下市场数据线

1   通过点击您想要移动的市场数据线来将其选定。

2   在选定的行上点击并握住鼠标。

3   在页面上向上或向下拖动选定的行。

4   松开鼠标，将行放到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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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易页面上删除行

您能够使用右键点击菜单，从您的交易页面上删除行。

Note:   删除命令不区分删除空白行和删除市场数据线，并且它在删除您的数据之前不会给您警告。请确
保您只选定了您想要删除的行。被选定的行以深灰色被强调出现在交易屏幕中。

删除一行

•   右键点击您想要删除的行，并选择 “删除行”。

删除多行

1   选定您想要删除的多个行：

2   点击右键并选择 “删除行”。

选择相邻的行

•   点击要删除的第一行，按住 Shift 键，然后点击 后一行。

选择不相邻的行

•   握住 Ctrl 键盘并点击每个行。

从行中清除数据并将行留为空白

•   右键点击您想要删除的行并选择清除行。

添加一个空白行 （在选定的行上方）

•   右键点击一个行并选择插入行。

移动交易工具栏

•   点击并拖动工具栏左侧的有纹路的拖动手柄。

Note:   要将工具栏重新对接到页面顶部，使用拖动手柄将工具栏放置到菜单栏下，或者点击工具栏右上
角的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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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和保存页面设置 
要恢复您在前一天设置的交易页面和代码，您能够选择恢复整个设置文件，其包括所有的交易页面及其代
码。

Note:   恢复页面文件将会使用来自前一日的交易页面完全地替换您当前所有的交易页面。

恢复设置

1   在文件菜单上，选择恢复设置。

2   在打开的对话框中，点击您想用来替换当前页面和标签集合的交易日文件。

要查看文件被保存的实际日期，点击方框右上角的细节图标。

3   点击打开。您当前的交易页面和代码将被那些来自您选定的文件的内容替换。

将设置保存到 IB 服务器

一旦您登录，您就能够从交易平台文件菜单中设定在服务器上保存设置功能。该设置为两个目的服务：当您
登录时它从 IB 服务器获取被保存的设置，以及当您退出时它将任何会话更改保存至 IB 服务器。

如果您在没有选中该功能的情况下登录或退出交易平台，对您的交易平台环境的任何更改或添加将不会被全
局地保存。

在 IB 服务器上保存您的设置

在您登录之后，转到文件菜单并选中在服务器上保存设置。请注意该功能必须被手动地激活，其在默认情况
下不被选中。

使用被保存在 IB 服务器上的全局设置

在交易平台登录框中，选中在服务器上保存设置方框。它指示交易平台转到全球服务器，并使用您先前保存
的任何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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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页面上的数据

您能够根据底层证券交易代码，按字母顺序整理页面上的市场数据线。一旦您整理了行，您就不能返回到您
初的市场数据线定单。使用拖动和放下，在标签集内重新安排您的交易页面顺序。

按字母顺序整理页面标签

1   打开您想要根据代码整理的页面。

2   在页面菜单上点击整理代码。

在页面标签集内移动交易页面

1   点击页面标签来选择页面。

2   点击并握住鼠标，然后在标签集内向左或向右拖动页面。

3   松开鼠标，将页面放到新位置。

Note:   您不能移动待处理页面标签。

客户化数据显示

在定单默认值屏幕上使用显示设置区域来指定价格取整，更改显示的小数位数，以斜体字显示价格以及作出
其他价格显示更改。

在交易窗口上修改价格显示

1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全局配置。

2   在左侧窗格中，选择定单，然后选择定单默认值。

3   选择一个工具类型。

4   在右侧窗格底部的显示设置区域中，修改任意 /全部以下项目：

•   乘数 － 将价格乘以该数值。

•   抵消金额 － 您能够使用它来抵消显示的价格，以特定的期货合约为例。假设 ES 出价 / 要价
是 1314.75/1315.00。首先，在中间的窗格中选择期货，然后在栏底部点击添加按钮，并输入
ES。输入抵消金额 1300。要查看这会如何显示，在文本框中输入 1314.75 并点击文本按钮。
例子显示为 1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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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整 － 将默认值无更改为四舍五入、 近的有效价格或截断。使用测试输入区域来输入一个
值，然后点击测试来查看结果。

•   小数 － 覆盖默认的 2位小数价格显示。

•   使用斜体显示 － 显示斜体的价格数据。

•   显示倒数 － 选中该方框，将价格显示颠倒为等于 1/ 价格。对亚洲报价，该功能将把价格显
示转换为更熟悉的本地价格显示。例如，值 0.0456683 的倒数为 21.90。对外汇产品，倒数仅
适用于命名或结算货币。

在您修改了显示日期之后，在测试区域中输入一个价格，然后点击测试按钮来查看您的更改的显示结果。一
个星号被显示在显示设置标题后，用来表明显示倒数被启用了。

在交易窗口中创建标题行

在您的交易页面中创建一个标题行，用行将代码分隔开。

插入标题行

1   右键点击一条空白的市场数据线并选择创建标题行。

2   输入要出现在行中的文本描述行或标题，点击确定。

Note:   如果您想要在一串现有的代码之间插入标题行，右键点击您想要在其之上创建标题行的代码，并
选择插入行。然后使用空白行来创建标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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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功能搜索

全面的搜索功能返回一个分类列表，里面是带有链接的与应用程序相关的结果，这些链接将打开窗口、添加
栏或显示功能。它帮助您根据搜索标准将合约添加至您的交易页面。

使用搜索区域

1   在主交易窗口的右上角，在搜索区域中输入一个单词或短语并按下回车。

2   在搜索结果页面上，选中应用程序来查看搜索的话题与交易平台相关的全部出现，并选中合约来查看
在标题中带有搜索话题的全部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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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搜索结果

•   对与应用程序相关的结果，点击链接将会根据结果类别来执行与搜索相关的行动。例如，如果您从
打开窗口类别点击期权交易者，那么交易平台将打开期权交易者窗口，或者如果该窗口已经打开则把
您带到该窗口。

•   对添加合约结果，点击链接将在 后活动的交易页面上打开一个代码行，以搜索的项目作为聚焦的
合约。 从这一点，您既能添加合约，也能点击查找按钮根据公司名称拓宽您的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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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交易平台窗口组

将窗口分配给一个 “组”，以链接定单和代码行动。您使用标题栏右上角的有色方块来将窗口分配给一个
组。所有颜色相同的窗口是相同的组的一部分。当您对组里的一个 “源”窗口作出了更改，组里所有的目的
地窗口将反映出该更改。

任何能够被作为组的一部分的窗口都将显示方块。一个窗口一次只能成为一个组的部分。当您关闭窗口时，
它的组关系便被删除。

当您在组图标上停留时，窗口的标记被显示在鼠标悬停的工具提示中。标记可以应用于代码、定单，或同时
应用于代码和定单。一个窗口可以是一个：

源 － 这是一个控制窗口，只能发送说明。源窗口包括：主交易窗口、期权交易者、外汇交易者、篮
子交易者、再平衡、基本分析以及差价交易者。

目的地 － 这是一个接收窗口，只能从源窗口接收说明。目的地窗口包括：定单标签、合约信息 > 描
述。

源 / 目的地 － 这是一个多任务窗口，其既能向组里的其他窗口发送说明，也能从这些窗口接收说
明。同时起到源和目的地作用的窗口包括：在册交易者、实时图表、市场深度、TotalView 报价、
NYSE Open Book 以及时间和销售。

创建窗口组

1   从组方框的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组号码。

2   打开需要的其他窗口，并从组列表中选择相同的组号码 /颜色。

举例

1   创建一个组，其包括主交易窗口、显示了图表交易者的实时图表以及定单标签。

2   在主交易窗口中，选择一个代码行，例如 D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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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注意，在其他两个窗口中，合约描述改变为 Dell。

3   现在在主交易窗口中，点击要价，对不同的代码，例如 IBM，创建一笔买入定单。

a   注意，在图表中，数据将改变为 IBM，然而图表交易者中将不会有定单被创建。这是因为实时
图表仅被指定为代码的目的地 /源。

b   在定单标签 （其同时是代码和定单的目的地窗口）上，IBM 定单将被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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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快速股票输入

快速股票输入是一项页面水平的功能，它根据您输入的底层证券代码，自动地完成股票的市场数据线。当被
启用，您只须输入股票代码，交易平台就会自动地完成代码行。

如果您启用多个交易所，您将对代码进行交易的所有交易所获得一个代码行。例如，我激活了 NYSE、
SMART/NYSE、ISLAND 和 TSE。当我输入代码“MMM”，我获得四条代码行，当中 MMM 在前三家交易所代表
3M，而在 TSE 其代表 Minco Gold Corp。

在您能够使用快速股票输入功能之前，您必须：

•   对快速股票股票输入启用一个交易页面

•   创建一个快速股票定单目的地的列表

启用快速股票输入

当您对一个页面启用了快速股票输入，系统会假设您在该页面上只想输入股票代码，并会自动地以合适的定
单目的地来完成市场数据线。

1   打开您想要对快速股票输入启用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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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我们推荐您通过恰当地命名页面，来识别其是否能用于快速股票输入。

2   在页面菜单上，选择设置。

3   在页面设置对话框中，选择快速股票输入。

4   点击快速股票输入交易所按钮，添加支持快速股票输入的受认可的交易所。

添加快速股票输入交易所

1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全局配置。

2   在左侧窗格中，选择快速股票输入交易所。

3   点击添加。

4   输入一个目的地，例如 ISLAND，并点击确定。

5   添加任何数量的您想要变为可用的定单目的地。您能够在任何时候添加更多的目的地。

Note:   要添加 SMART，您也必须定义首要交易所，例如 NYSE 或 ISLAND （对纳斯达克股票）。

您同样能够使用代码 | 交易所来输入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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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股息安排

使用股息编辑器来自动地创建您自己的股息安排。IB 根据该资产的历史数据，提供自动的 “ 优猜测”股
息支付安排。

打开股息编辑器

1   右键点击您想要编辑股息安排的代码。

2   选择编辑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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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地创建股息安排

1   点击手动单选按钮。自动信息保留下来作为起始点，但您能够删除或更改任何信息。

2   要插入或删除一行，在行中点击右键并选择插入股息或删除股息。

3   在任何行上修改除息日期、股息发放日期或股息金额。

Note:  股息金额为现金价值。

4   点击确定将您的股息安排应用于选定的资产。

从 Word 或 Excel 表格中粘贴股息

1   在 MS Word 或 MS Excel 中创建一张两栏的表格。

2   以现有表格的格式输入数据，除息日期位于您的表格的第一栏，股息金额位于第二栏。

3   选择并复制表格。

4   在股息编辑器中，点击粘贴按钮。来自您的外部股息表格的数据将替换当前的股息数据。

5   点击确定将您的数据保存到股息编辑器的手动显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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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和尺寸向导

价格向导和尺寸向导帮助您只使用您的鼠标就能修改定单价格和定单数量。当您在定单行的限价或数量区域
中点击并握住鼠标时，向导变为活动的。

使用价格向导

1   创建限价定单。限价区域被填入 佳出价或要价。

2   在限价区域中点击并握住您的鼠标来唤起价格向导。

3   选择一个新的限价，然后松开鼠标。

Note:   向导阶梯的顶部包括MARKET；底部为VWAP。这些选项将您的定单类型更改为MARKET或 VWAP定单，
从而使用市价或 vwap 价格。 
 
向导阶梯中的价格是使用市价加上 / 减去价格层级创建的。



交易窗口

价格和尺寸向导

交易平台用户指南 262

在向导中修改层级

1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全局配置。

2   扩展左侧窗格中的定单类别，并选择一般。

3   在右侧面板中，选中大分段价格或大分段尺寸来增加向导中使用的价格 /尺寸。

在价格向导中对美国期权允许美分层级

1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全局配置。

2   在左侧窗格的配置类别中，选择显示。

3   选中选项在价格向导中对美国期权使用美分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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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实时活动监控

•   账户窗口

•   交易窗口

•   其他工具

•   理解系统颜色

•   警报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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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窗口

账户窗口让您监控您的账户活动的每个方面。当您首次打开账户窗口时，我们展现了 “关键的”账户值作为
默认值（该默认视图被显示在下面的说明中）。账户窗口传递了这些实时数值：您可用于额外交易的资金以
及在您的账户被清算之前可用的缓冲金额。

账户屏幕被分为以下部分：

•   余额，它显示了您的证券、商品以及总共的账户余额。这些余额不包括保证金要求。

•   保证金要求，它显示了基于您的当前投资组合的初始和维持保证金要求。

•   可用于交易，其根据您的余额信息和保证金要求，告诉您您还有什么可用于进一步交易以及清算前
的缓冲。

•   市场价值，显示了全部头寸的总价值，按货币分类。

•   外汇投资组合，其只显示货币对交易的活动。头寸区域中的值只反映了在外汇市场上执行的交易。
请注意这些不反映实时外汇头寸，因为非基本货币换算不被包括。

•   投资组合，其列举了按照底层证券分类的所有当前头寸，并对每个头寸显示了总的当前市场价值。

打开账户窗口

•   在主交易工具栏上，点击账户图标，或者从视图菜单上选择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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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和其他多客户账户持有者将在账户和总结标签中看见下拉选项，以选择个人账户或是账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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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账户页面上，选择对以下账户显示账户信息：全部账户，任何包括了主账户的个人账户，或者包括了账户
子集的用户定义的账户组 （在上图中，买入组和卖出组是用户定单的账户组）。

在总结页面上，选择对所有账户，或对任何账户组查看账户总结。

顾问还能够通过从文件菜单中选择打印总结来打印总结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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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账户余额

余额部分显示了您的证券、商品以及总共的账户余额。这些余额不包括保证金要求。

要查看所有的余额值，使用绿色的加 （＋）号展开这些部分。要客户化视图从而只显示您想要看见的值，将
一个勾号放在这些参数旁边，并点击绿色的减（－）号来收起这些部分。

以下表格定义了在余额部分中可用的区域。

参数 证券 商品

净清算价值 总现金价值＋股票价值＋证券期权价值
＋债券价值＋基金价值。

总现金价值＋期货损益＋商品期权价
值。

带有贷款价值的
权益

现金账户：已结算的现金。

保证金账户：总现金价值＋股票价值＋
债券价值＋基金价值＋欧式和亚式期权
价值。

现金账户：总现金价值＋商品期权价值
－期货维持保证金要求＋ 小值 （0，
期货损益）。

保证金账户：总现金价值＋商品期权价
值－期货维持保证金要求。

前一日含贷款价
值的权益

截至前一日东部时间 16:00 的可设保证
金的含贷款价值的权益。

不可用。

含贷款价值的Reg 
T 权益

现金账户：已结算的现金。

保证金账户：总现金价值＋股票价值＋
债券价值＋基金价值＋非美国和加拿大
证券期权价值。

现金账户：总现金价值＋商品期权价值
－期货维持保证金要求＋ 小值 （0，
期货损益）。

保证金账户：总现金价值－期货维持保
证金要求。

特别备忘录账户 大值 （（含贷款价值的权益－美国初
始保证金要求）*，（前一日 SMA ＋ / －
该日的现金变化＋ / －该日内所作交易
的美国初始保证金要求 **））。

* 在美国股票规则下于日末计算，无论
交易的国家。

** 在交易时

不可用。

证券总头寸价值
（GPV）

多头股票价值＋空头股票价值＋多头期
权价值＋空头期权价值＋基金价值

现金 已结算现金＋交易时销售额 已结算现金＋交易时销售额＋期货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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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结算现金 在结算时已确认的现金－交易时购买额
－佣金－税项－费用。

股票结算：交易日期＋ 3 天

期权结算：交易日期＋ 1 天

同证券。

期货结算：交易日期＋ 1 天

应计利息 已经累积但还未被支付或收取的利息。 同证券。

参数 证券 商品



实时活动监控

账户窗口 : 实时保证金监控 

交易平台用户指南 271

实时保证金监控

使用实时保证金监控来一眼查看您的当前保证金要求，并在您传递定单之前理解任意交易的保证金含义。

查看实时保证金要求

1   在视图菜单上，选择账户。

2   账户信息窗口显示了您的账户细节，包括当前市场价值和投资组合。

3   使用保证金要求和交易限制部分来监控您的保证金。

查看 “如果怎样”保证金情形

1   在交易屏幕上通过点击资产的出价或要价来创建一笔定单。

2   使用右键点击菜单来选择检查保证金。

3   查看您的潜在保证金要求。

监控保证金要求

保证金在一天中的三个时段被计算：市场开盘时、市场收盘时和隔夜。保证金要求部分显示了您的当前保证
金、对下一时段保证金计算的目标保证金 （前瞻）和隔夜计算 （仅对期货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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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保证金是您现在的实时要求。如果恰巧在夜里 1:00 查看该屏幕，您的期货头寸的当前和隔夜保
证金值将是相同的。如果您在交易时段中查看该屏幕，那么对您的期货的当前保证金要求将低于或等
于隔夜要求。

•   前瞻根据您现在的投资组合内容，估计了您的保证金要求在下次计算时将是多少。如果您在下午
2:00 查看该屏幕，下次计算将在收盘时。如果您在夜里 1:00 查看该屏幕，下次计算将在开盘时。

•   隔夜是在常规市场时间之后的要求且仅适用于期货。

要查看所有保证金要求值，使用绿色的加 （＋）号来展开该部分。要客户化该视图来仅显示您想要看见的
值，在这些参数旁的方框中打勾并点击绿色的减（－）号来收起该部分。

尝试投资组合保证金

点击来看看如果您拥有投资组合保证金账户而不是 Reg T 保证金账户，那么您的保证金要求将会有什么不
同。

软边缘保证金设定

为帮助您停留在保证金要求之上，我们现在提供了弹出消息和颜色加注的账户信息来通知您，您正在接近严
重的保证金不足。对值处于危急状态的行，交易平台将作出强调。您的账户屏幕上的颜色告诉您以下信息：

黄色 － 您在保证金要求之上只剩下 5％的缓冲。

橙色 － 您的保证金缓冲已被耗尽，在 IB 开始清算您的头寸之前您还有一小段时间来进入保证金减少的交
易。在此期间您应当能够进入将降低您的保证金要求的交易，但不能进入将增加保证金要求的交易。

红色 － 您的清算头寸不久将开始被清算，以便将您的账户带回到保证金限额之上。

以下表格定义了在保证金要求部分中可用的区域。

参数 证券账户 商品账户

Reg T 保证金 在美国 Regulation T 规则下计算的初始
保证金要求。

在美国 Regulation T 规则下计算的初始
保证金要求。

当前初始保证金 账户基本货币下的初始保证金要求。初
始保证金要求是建立新头寸所需要的条
件。

账户基本货币下的初始保证金要求。初
始保证金要求是建立新头寸所需要的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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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 IB 网站上的保证金总括页面来获取关于保证金计算的细节。

当前维持保证金 账户基本货币下的维持保证金要求。这
是维持您的当前头寸所需要的值。

账户基本货币下的维持保证金要求。这
是维持您的当前头寸所需要的值。

前瞻初始保证金 账户基本货币下的截至下一时段保证金
保证金变化时的初始保证金要求。

账户基本货币下的截至下一时段保证金
保证金变化时的初始保证金要求。该数
值依赖于您是什么时候查看您的保证金
要求的。如果是东部时间下午 3:00，您
向前看的下次计算是在收盘后，或者隔
夜初始保证金 （100％）。如果是东部时
间夜里 3:00，那么下次计算将是在市场
开盘时 （50％）。

前瞻维持保证金 账户基本货币下的截至下一时段保证金
保证金变化时的维持保证金要求。

账户基本货币下的截至下一时段保证金
保证金变化时的维持保证金要求。该数
值依赖于您是什么时候查看您的保证金
要求的。如果是东部时间下午 3:00，您
向前看的下次计算是在收盘后，或者隔
夜初始保证金 （100％）。如果是东部时
间夜里 3:00，那么下次计算将是在市场
开盘时 （50％）。

隔夜初始保证金 对证券不适用。 账户基本货币下的隔夜初始保证金要
求。对期货的隔夜计算是 100％。

隔夜维持保证金 对证券不适用。 账户基本货币下的隔夜维持保证金要
求。对期货的隔夜计算是 100％。

参数 证券账户 商品账户

../cn/p.php?f=margin&p=p&ib_entit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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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可用于交易的价值

如果您不看账户屏幕上的其他东西，可用于交易的值让您一眼知道您的账户状态。您的可用资金告诉您，您
是否能够进行一笔交易。您的剩余流动性告诉您，您是否拥有充足的缓冲来维持您的当前头寸，而您的购买
力告诉您，您在清算时包括权益和 IB 保证金在内拥有多少资产。

要查看所有可用于交易值，使用绿色的加 （＋）号来展开该部分。要客户化该视图来仅显示您想要看见的
值，在这些参数旁的方框中打勾并点击绿色的减（－）号来收起该部分。

以下表格定义了在可用于交易部分中可用的区域。

参数 证券账户 商品账户

当前可用资
金

该数值告诉了您有什么可用于交易。

含贷款价值的权益－初始保证金。

相同。

当前剩余流
动性

该数值显示了在清算之前您的保证金缓冲。

含贷款价值的权益－维持保证金。

相同。

前瞻可用资
金

该数值反映了在下次保证金变化时您的可用资金。下次
变化被显示在前瞻下次变化区域中。

含贷款价值的权益－前瞻初始保证金。

净清算价值－前瞻初始保证
金。

前瞻剩余流
动性

含贷款价值的权益－前瞻维持保证金。 净清算价值－前瞻维持保证
金。

隔夜可用资
金

与在常规交易时间中相同。 净清算价值－隔夜维持保证
金。

隔夜剩余流
动性

与在常规交易时间中相同。 净清算价值－隔夜维持保证
金。

购买力 现金账户：（ 小值 （含贷款价值的权益，前一日含贷
款价值的权益）－初始保证金）

标准保证金账户：可用资金× 4

对期货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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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杆率 总头寸价值 / 净清算价值。 相同

前瞻下次变
化

向您显示下个保证金期间将在什么时候开始。 相同。

剩下的即日
交易

还可用于 4 天典型即日交易期间的即日交易数量。 对期货不适用。

参数 证券账户 商品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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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部分向您显示了按币种分类的所有资产的总价值。有能力在经纪商之间转账的账户将同样拥有转入
标签来监控 DVPs 和其他头寸转账。

以下表格定义了市场价值中部分中的区域。

参数 描述

币种 敞开头寸按照币种被分类。

现金 交易时已确认的现金＋期货损益。

该数值反映了实时的当前外汇头寸，包括：

•   直接通过外汇市场执行的交易，

•   作为 IB 自动换算的结果被执行的交易，其发生在您以非基本货币交易产
品时，

•   被故意地执行以关闭非基本货币头寸的交易。

应计利息 反映了本月截至今天的应计借方和贷方利息，每日更新。

股票 股票实时按市值计算的价值。

期权 证券期权实时按市值计算的价值。

期货 期货价值自从上次结算以来的实时变动。

期货期权 期货期权实时按市值计算的价值。

基金 当前资金余额。

汇率 币种相对于基本货币的汇率。

净清算价值 总现金价值＋股票价值＋期权价值＋债券价值。

未实现损益 您的敞开头寸的当前市场价值与平均成本之间的差额，或者价值－平均成本。

已实现损益 显示您在已平仓头寸上的利润，为您的进入执行成本与退出执行成本之间的差，
或者  
（执行价格＋建立头寸的佣金）－ （执行价格＋关闭头寸的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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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外汇投资组合价值

该部分只显示了货币对交易的活动。“头寸”价值只反映了在外汇市场中执行的交易总和，因此不反映实时
的外汇头寸。检查市场价值部分的现金区域中的值来获取实时外汇头寸信息。

以下表格定义了在外汇投资组合部分中可用来显示的区域。

参数 描述

合约描述 代码和描述。

交易所 货币对交易的交易所。这可以不是交易的执行交易所。

头寸 选定的货币对在外汇市场中执行的交易总数。

未结算头寸 未结算的外汇交易。

币种 被用来买入 / 卖出外汇对的货币。

市场价值 （头寸）× （市场价格）。

市场价格 头寸的实时价格。

平均价格 每份合约平均价格。

未实现损益 交易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乘以头寸，包括佣金。

例子：以 1.54390 买入 20,000 EUR.USD

交易价格＝ 1.54390

市场价格 （当前价格）＝ 1.54385

1.54390 － 1.54385 ＝ .00005

.00005 × 20,000 ＝ 1

＋ 2.5 佣金＝ -3.50 未实现损益

已实现损益 货币对的已实现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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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清算 后清算 “是”或 “否”标签。如被设为 “是”，该头寸将被放到队列的末尾，
在保证金要求的情况下 后清算。要设置，在想要的头寸上使用右键点击菜单。

Note:   尽管 IB 为客户提供了在其账户保证金不足的情况下预请求清算顺序的机
会，这些请求对 IB 不具有约束力。在客户的 IB 账户保证金不足的情况
下，IB 保留其权利，来自行决定要被清算的资产、清算资产的数量，以
及清算的顺序和方式。我们鼓励客户查询 IB 客户协议以及 IB 保证金交
易风险披露来获取进一步的信息。

参数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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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投资组合价值

投资组合部分显示了每个头寸的当前价值，并允许您将任何头寸标记为在追缴保证金的情况下被 后清算。 
有能力在经纪商之间转账的账户将同样拥有转入标签来监控 DVPs 和其他头寸转账。

以下表格定义了投资组合部分中的区域。

参数 描述

显示零头寸行 － 对所有已交易的合约显示一行，即使头寸已被平仓。

合约描述 代码和描述。

头寸 多头 / 空头股票或合约的数量。

币种 合约的币种。

市场价值 （头寸）× （市场价格）。

市场价格 头寸的实时价格。

平均价格 股票和证券期权敞开头寸的平均成本，包括佣金。

Note:   点击右键并选择以基本货币显示全部值，让交易平台换算所有
非基本货币头寸，以您的基本货币来显示。被换算的数值以斜
体被显示从而便于识别。

未实现损益 （头寸的市场价值）－ （平均成本）。

已实现损益 （自从时段结束时的头寸市场价值 *）－ （这些头寸的平均成本）。

* 决定交易的已实现损益的截止时间如下：

•   对证券为东部时间 20:30

•   对期货有两个时段：东部时间 17:30 和东部时间 7:10

后清算 后清算 “是”或 “否”标签。如被设为 “是”，该头寸将被放到队列
的末尾，在保证金要求的情况下 后清算。要设置，在想要的头寸上使
用右键点击菜单。

Note:   尽管 IB 为客户提供了在其账户保证金不足的情况下预请求清算
顺序的机会，这些请求对 IB 不具有约束力。在客户的 IB 账户
保证金不足的情况下，IB 保留其权利，来自行决定要被清算的
资产、清算资产的数量，以及清算的顺序和方式。我们鼓励客
户查询 IB 客户协议以及 IB 保证金交易风险披露来获取进一步
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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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键点击投资组合菜单

如果您在投资组合部分中选定一个资产并点击您的鼠标右键，您将进入以下菜单项目。

参数 描述

按证券类型分类 根据证券类型按字母顺序将头寸分类。

按当前页面顺序分类 根据头寸在交易页面上的位置将其分类。

交易 •  买入 － 在交易页面上对选定的合约创建一笔买入定单。

•  卖出 － 在交易页面上对选定的合约创建一笔卖出定单。

•  关闭头寸 － 传递一笔尺寸恰好的反向定单来关闭我们的头
寸。

•  关闭所有头寸 － 传递多笔反向定单来关闭您的投资组合中
的所有头寸。

•  关闭头寸的一部分 － 在弹出的文本输入框中，输入一个百
分比，该百分比将被用于计算每个头寸要传递的反向定单的尺
寸。

转账 对有能力转账的账户 － 发起 DVP/RVP、CMTA 或其他转账。

创建代码 为主交易屏幕上的合约创建一条市场数据线。

调整头寸或平均价格 只对外汇头寸是活动的。使用该功能来输入假设的 “新”头
寸和 “新”平均成本。该功能不修改您的外汇头寸，但让您
创建 “如果怎样”情形来看看包括您可能在其他地方持有的
头寸的总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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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平均价格 对除去现金的所有产品被显示。选定一个头寸并选择调整平
均价格。使用对话框来输入一个新头寸或者更改平均价格来
包括转账和公司行动。

设定 后清算 后清算 “是”或 “否”标签。如被设为 “是”，该头寸
将被放到队列的末尾，在保证金要求的情况下 后清算。要
设置，在想要的头寸上使用右键点击菜单。

Note:   尽管 IB 为客户提供了在其账户保证金不足的情况下
预请求清算顺序的机会，这些请求对 IB 不具有约
束力。在客户的 IB 账户保证金不足的情况下，IB
保留其权利，来自行决定要被清算的资产、清算资
产的数量，以及清算的顺序和方式。我们鼓励客户
查询 IB 客户协议以及 IB 保证金交易风险披露来获
取进一步的信息。

取消 后清算设定 删除对头寸的 “ 后清算”指定。

创建投资组合页面 创建一个叫做投资组合的交易页面，它包括了您的投资组合
中所有代码的市场数据线。

参数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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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窗口

引言

交易窗口对每日执行显示了报告，这些执行包括那些在常规时间之后的交易中完成的执行。要查看执行，点
击交易工具栏上的交易图标。

菜单

菜单名称 描述

文件菜单 •  导出今天的报告 － 点击将您的执行报告保存到一个外部文件中，以
便使用另一个应用程序例如 MS Excel 来打开它。

•  导出前一日的报告 － 点击将来自前一日的执行报告保存到一个外部
文件中，以便使用另一个应用程序例如 MS Excel 来打开它。

•  打印 － 打印当前页面。

•  关闭 － 关闭交易窗口。

交易菜单 •  分类 － 打开分类对话框，您能够从中选择根据区域将报告分类。

•  显示平均价格 － 选择两份或更多的执行报告。对选定的报告计算平
均价格和总股数。

•  展开 / 收起 － 如果适用，选定的行将被展开 / 收起。

•  显示边 － 这将展开任何差价和组合执行，并同时显示单条边。

•  展开全部 / 收起全部 － 展开或收起所有有效的行。

视图菜单 •  交易历史 － 把您带到账户管理中的报告管理部分的交易确认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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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菜单 •  版式 － 打开表格栏设定窗口，您能够从中选择显示或隐藏栏 （通过
选中 / 不选中栏标题），以及更改其相对于其他栏的位置。

•  平均价格精度 － 允许您通过输入小数点位置来决定平均价格计算的
小数点位数精度。

•  字体大小 － 更改执行窗口数据的字体风格和字体大小。

•  强调交易 － 打开强调交易对话框。输入新的执行报告保持被强调的
秒数 （便于查看）。选中在部分执行后自动展开，让部分执行的定单的
交易报告自动地展开来显示定单被执行时的其他部分。

•  仅显示边执行 － 如被选中，差价和组合执行将以单条边被显示。如
果不被选中，整个组合将被显示，您能够点击展开行并显示单条边执行。

•  代码模式 － 以代码模式显示合约描述。

•  按照价格的组执行 － 如被选中，对定单的部分执行按照定单下的价
格被分组。对一个价格水平的总执行，能够通过点击 “＋”号被进一步
地展开来查看单个执行。只有一个执行的价格水平是不能被展开的。

•  总是对新交易闪烁 － 如被选中，交易工具栏上的交易图标将闪烁来
通知您一笔定单已经执行。

•  当交易窗口被关闭时闪烁 － 如被选中，只有当交易窗口被关闭时，
交易工具栏上的交易图标才将闪烁来通知您一笔定单已经执行。

•  从不闪烁 － 如被选中，您将不会收到任何已执行定单的闪烁通知。

帮助菜单 •  点击显示帮助来打开交易平台用户指南。

菜单名称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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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标签

交易窗口有两个标签：交易和小结。顾问和其他多客户账户持有者有权选择查看全部账户、单个账户（包括
主账户）或任何用户定义的账户组的交易活动。在上图中，账户组 “全球基金”被选定。

在交易标签中添加或删除栏

1   右键点击任何栏标题并选择版式。

2   对您想要包括的栏打勾；对您想要隐藏的栏去掉打勾。

栏名称 描述

行动 行动，为买入或卖出。

数量 交易中的单位数量。

底层证券 底层证券代码。

组合 如被选中，将交易识别为组合交易。使用 “＋”号来展开组合并查
看单条边。

描述 合约描述。

价格 每单位的当前市场价格。

币种 头寸被持有的币种。

交易所 执行定单的交易所。

日期 执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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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交易报告 

您能够将今天的和前一日的执行报告导出到一个文件，然后您能够使用 MS Excel 或其他外部应用程序来查
看该文件。

导出交易报告

1   点击交易工具栏上的交易图标来打开交易窗口。

2   在文件菜单上，选择导出今天的 （或前一日的）报告。

3   如果可用，选择该天的报告并点击确定。

在文件名区域中，输入您想要分配给报告的位置和文件名。注意报告将被保存为文本 （.txt）文件。

•   选中扩展形式，在导出的报告上包括类型、到期日、行权价、权利和权利金币种区域。

•   选中 ID，在报告上包括 ID 区域。

•   选中添加流动性链接来包括波动率计算 （对波动率定单）。

4   在代码下拉选项中选择底层证券、本地代码或二者都选。

时间 执行时间。

定单号 定单号。

定单参考 用户在定单标签上定义的定单参考号。对篮子定单，该区域包含了
定单所属的篮子名称。

佣金 对交易收取的佣金。

VWAP 时间 对 VWAP 定单，定单执行的时间。

评论 显示与定单相关的评论。

账户 识别收益账户号。

确认 只对连锁客户有效。

提交人 识别定单提交人。

收益率 低收益率。为到期收益率和所有赎回收益率中的较低者。收益率
只有在交易所提供它时才被显示。

沿窗口底部的文本描述了交易标签上的区域的排序顺序。

栏名称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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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击确定将报告保存至外部目录。

您能够通过执行若干简单的步骤，在例如 MS Excel 的工作表中打开您的导出报告。

在 Excel 中打开您的交易报告

1   打开 MS Excel 并点击文件 >打开。

2   在文件类型下拉选项中，选择全部文家（*.*）。

3   找到您想要打开的 .txt 执行文件的位置。

4   在文本导出向导中，使用分界作为文件类型并点击下一步。

5   选择半冒号作为分界符并点击下一步。

6   将栏数据格式留为一般并点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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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小结

小结标签按合约显示了执行信息。要查看执行，点击交易工具栏上的交易图标。

添加 / 删除栏

1   右键点击任何栏标题并选择客户化版式。

2   在可用的栏列表中，选择一个栏并点击添加将其移动到已显示的栏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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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工具

引言

•   利润和损失 

•   待处理的定单页面

•   再平衡窗口

•   交易者控制板

•   布告栏和系统状态

•   审计追踪

•   使用智能路径 SM的期权的 优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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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和损失 

您能够在交易屏幕上和在账户窗口中看见损益。使用版式管理器来添加这些区域至您的交易屏幕。

•   头寸 － 显示您在工具中的头寸。

•   市场价值 － 等于头寸×市场价格。

•   平均价格 － 平均价格是通过将您的成本 （执行价格＋佣金）除以您的头寸数量来计算的。该价值
随后被用于决定您的未实现损益。

头寸和损益 － 显示当前日您的利润和损失。您能够选择显示新头寸损益，其只针对今天执行的交
易，或者每日损益，其包括了所有未平仓头寸加上新头寸损益。

要设定损益计算，右键点击文件名并选择配置头寸和损益栏。

•   要显示新头寸损益，不选中方框将今天的建仓头寸包括到损益计算中。区域标题将显示损益
（净）来表明其只是针对新头寸。

新头寸损益计算： 
（当前价格－购买价格）× （今天购买的流通股数量）。

•   要显示每日损益，选中方框将今天的建仓头寸包括到损益计算中。区域标签将读作头寸和损
益。

每日损益计算：（当前价格－前一日收盘价格）× （流通股总数量）＋ （对所有新头寸的新头寸计
算）。

•   未实现损益 － 您的头寸的当前市场价值和平均价格之间的差。

•   已实现损益 － 显示您的已平仓头寸的利润或损失，其为您的进入执行成本 （执行价格＋建立头寸
的佣金）与退出执行成本 （执行价格＋关闭头寸的佣金）之间的差。

•   成本基础 － （当前头寸×平均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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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处理的定单页面

您能够在待处理页面上，以及任何显示该工具的交易页面上查看工作中的定单。一旦一笔定单已经被执行，
它就从待处理页面中被删除，执行报告被显示在执行窗口中。如果您在登录时拥有待处理的定单，待处理页
面被自动地显示给您查看。

您能够通过使用版式管理器显示头存栏，在待处理页面查看头寸。

查看待处理的定单

•   在交易屏幕上，点击待处理标签。当定单在工作时，待处理标签的标题，以及资产被显示的页面的
标题为红色。

您同样能够选择在与其他定单分别的待处理页面上显示取消前有效 （GTC）定单。

对取消前有效定单使用单独的待处理定单页面

1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全局配置。

2   在左侧窗格中，选择定单，然后选择一般。

3   在右侧面板中，选中在不同的页面上显示待处理的当日和取消前有效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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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您能够从待处理页面管理工作中的定单，但您不能够创建定单或添加新的市场数据线。您同样能
够从待处理页面修改条件定单的条件。

待处理的定单 － 过滤和分类

您能够选择根据用户定义的搜索标准来查看待处理页面上的定单，以及根据压缩视图下的定单区域来将待处
理的定单分类，该视图只显示定单行，无市场数据和空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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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待处理定单

1   在待处理页面上，在输入搜索字符串方框中输入搜索标准，该方框在您拥有工作中的定单时出现在页
面标签右方。

Note:  所有满足您的标准的定单被显示在压缩视图中，这意味着只有定单行被显示，无空白
行或市场数据行被包括。不满足您的标准的定单数目被注释在搜索字符串方框下方。

要返回到正常的待处理页面版式，点击 来关闭压缩视图。

在压缩视图下按定单区域分类

1   从全局配置的显示页面中启用压缩视图下的定单分类。

2   在待处理页面上，点击您想要用来将定单分类的定单区域标题，例如限价。

Note:  所有待处理的定单根据您点击的定单区域被分类，并以压缩视图被显示，这意味着只
有定单行被显示，无空白行或市场数据行被包括。

3   要返回到正常的待处理页面版式，点击 “×”来关闭压缩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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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平衡窗口

使用再平衡窗口，在您的投资组合中重新分配组成了您的当前 （带符号的）净清算价值的头寸百分比。该应
用程序根据您输入的新百分比，自动地建立和关闭头寸来再平衡您的投资组合。您能够像在主交易屏幕中一
样来添加合约并创建定单。

再平衡您的投资组合

1   从交易菜单上，选择再平衡投资组合。

2   再平衡投资组合窗口显示了与您的交易屏幕上不同的三栏：

•   可交割价值 － 该数值为头寸的可交割价值。对股票，该数值为股票的价值，其与在账户窗口
的投资组合部分中显示的头寸市场价值相同。对期权、期货和单一股票期货 （SSFs），该数值
为底层股票或指数的价值。

•   当前百分比 － 该数值为当前头寸相对于在账户窗口中的余额部分中显示的您的净清算价值的
带符号的百分比。该数值是通过将 DLV 除以 NLV （净清算价值）来计算的。

•   再平衡百分比 － 使用该区域来输入一个您想要头寸拥有的新的 NLV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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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一个或多个头寸的再平衡百分比区域中，输入您想要头寸拥有的净清算价值百分比。

4   点击创建定单按钮来指示应用程序自动地创建定单以实现百分比更改。

5   使用传递全部按钮来发送所有定单，或者在一个定单行上点击 “T”来传递单个定单。

Note:   对期权，再平衡百分比是基于底层证券股票价格的值的。

从再平衡窗口建立头寸

1   从按钮面板中点击添加行，输入一个底层证券代码到空白行并按下回车。定义合约。

2   在再平衡百分比栏中输入一个值，点击创建定单按钮。

3   传递定单。

导入和导出头寸

偏好在 Excel 中工作的客户能够导出再平衡文件，并修改当前百分比来反映您想要让头寸拥有的净清算价值
百分比，然后将被修改的文件导回到再平衡投资组合中。

顾问同样能够使用该功能将被修改的文件导入到新账户，从而容易地将该账户带到新的百分比。

导出投资组合

1   点击位于再平衡投资组合窗口顶部的导出图标。

2   如果需要，修改位置和文件名（保留 .csv 扩展名），并点击确定。您可能想要修改一般文件名来帮助
识别它。

例如，您可以将默认的 C:\jts\rebalance.csv 更改为 C:\clients\smithPortfolio.csv。

3   在文件导出确认消息中点击确定。



实时活动监控

其他工具 : 再平衡窗口 

交易平台用户指南 295

Note:  目录路径必须存在，导出功能才能够工作。您不能在导出时创建新的文件夹。

从 Excel 中再平衡头寸的 NLV 百分比

1   在 MS Excel 中打开导出的 .csv 文件。

Note:  注意，工作表的每一行都代表一个头寸。 后一栏代表了头寸在净清算价值中所占的
当前百分比。这个被导出的值等于再平衡投资组合窗口中的当前百分比区域中的值。

2   将 NLV 的当前百分比更改为您想要的新百分比。对需要的行执行该行动并点击保存。

例如，如果您想要再平衡您的投资组合，让 AAPL STK 在净清算价值中所占的百分比为 5％，而不是
上图第 3 行中显示的 16.20478，您应当将 16.20478 改为 5.0。这个被修改的值被导入到再平衡投资
组合中作为新的再平衡百分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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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再平衡投资组合

1   点击位于再平衡投资组合窗口顶部的导入图标。

2   找到您想要导入的被修改的 .csv 文件并点击打开。您将在被修改的头寸行上看见新的再平衡百分比
值。

Note:  要完成再平衡，创建并传递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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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者控制板

实时的交易者控制板是一个可选的工具，其被显示在在页面标签集的顶部。这个可客户化的面板允许您从您
的账户信息窗口中监控数据区域。您同样能够紧跟特定合约的 新活动。

配置交易者控制板

1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全局配置。

2   在左侧窗格中，点击交易者控制板。

3   使用右侧窗格中的复选框来设置以下：

a   选中显示交易者控制板，在您的交易窗口上显示控制板。

b   选中以百分比显示价格变动，以代码行的百分比来查看 后价格和价格变动值。如果留为不
选中，价格变动以绝对数值被显示。

4   点击添加账户数据按钮，并下拉至列表。双击您想要添加至控制板的每个账户区域。您双击的每个区
域被添加至配置窗格中的显示项目列表。点击确定来关闭添加框。

对账户信息区域的描述位于账户信息话题中。

5   要对合约添加 后价格 /价格变动区域，在代码区域中输入底层证券并点击添加代码，然后就像当您
对交易页面添加市场数据一样来定义合约参数。 后价格 / 价格变动以红色显示来表明向下的移动，
以蓝色显示来表明向上的移动。

6   点击确定。交易者控制板被显示在您的交易窗口顶部，页面标签集的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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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能够使用更改标签功能，更改选定的控制板区域的显示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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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告栏和系统状态

涉及交易所发行、系统问题和其他交易信息的通知，通过布告栏和系统状态报告被宣布。布告栏通过沿菜单
条顶部闪烁的红色 “布告栏”通知被宣布。

阅读当前布告栏

•   点击闪烁的红色“布告栏”通知。

回顾布告栏

•   在工具栏上点击布告栏图标，或者

•   从视图菜单中选择布告栏。

Note:   您能够移动布告栏窗口 （它在您执行任何以上行动时打开）并改变其尺寸，这样它就不会盖住您
的交易屏幕上的重要信息。系统保存您的设置，并将总是以您指定的尺寸和位置打开窗口。

从网站上查看今天所有的布告栏和系统状态

•   在帮助菜单上，选择系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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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追踪

该功能创建了一个每日交易活动的文件，您能够从您的浏览器中查看它。审计文件每天被创建，并使用一周
中的星期几被命名。每周，现有的每日文件被使用相同名称的新文件覆盖。如果您想要保存这些每日文件，
您能够对它们重命名。您必须首先启用审计追踪功能，然后才能查看审计追踪。

查看审计追踪

1   在视图菜单上，选择查看审计追踪。

2   选择一天， 多为 5天前。

3   选择精简或展开形式，并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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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智能路径SM的期权的 优价格

使用智能路径的期权交易者能够看见哪些交易所提供 优的出价和要价。该信息被显示在市场数据线的出价
交易所和要价交易所区域中。每个交易所以下表中定义的单个字母来表示。如果多个交易所显示了相同的
“ 优”价格提供，那么多个字母将被显示。例如，如果 “ACP”被显示在市场数据线的出价交易所栏中，
这意味着 AMEX、CBOE 和 PSE 都对期权提供相同的 高出价 （被显示在出价栏中）。有效的交易所缩写如下：

交易所所写总是以黄色被显示。出价和要价、出价尺寸和要价尺寸传达了以下信息：

智能路径不保证您的定单将在显示的 优价格执行。我们以紫色显示价格来表示一些交易所不在 优价格自
动地执行，您的定单可能以不同的价格执行。然而，自动执行的可用性按每个 小报价跳动单位来更新。

Note:   ISE 总是自动地执行，但可能并不总是提供 优价格，并且可能在快速市场中放慢其执行时间。

要获取关于定单传递和智能定单传递的更多细节，参见 IB 网站上的客户协议。

缩写 交易所

A AMEX

B BOX

C CBOE

I ISE

P PSE

X PHLX

颜色 描述

黄色表示价格或尺寸无变化。

绿色表示价格或尺寸的向上变动。

橙色 （或红色）表示表示价格或尺寸的向下变动。

紫色表示 优价格不会自动地在任何显示的交易所执行。

../cn/p.php?f=legalDocs&ib_entit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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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系统颜色

引言

应用程序使用彩色的文本和背景来传达关于市场变动、定单目的地和定单状态的信息。颜色被用在所有发送
和接收数据的屏幕上，包括交易屏幕、市场深度窗口和套利表。文本颜色的意思在所有屏幕中都是一致的。
有关系统颜色的信息被分类为以下几个部分：

•   文本颜色

•   市场数据线背景颜色

•   定单管理行背景颜色

•   定单状态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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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颜色

屏幕黑色背景上的彩色文本被用来表示价格和数量的向上和向下变动，以及定单目的地信息。

页面标签文本颜色从黑色变为红色来表示页面显示地资产，已经有一笔定单被提交。

颜色 描述

黄色表示尺寸或价格无变化。

绿色表示尺寸或价格的向上变动。

橙色 （或红色）表示表示尺寸或价格的向下变动。

对期权，以紫色显示的价格表示 优价格在显示的一个或多
个交易所不会自动地执行。

品红色 － 对市场间差价定单，表示定单的内在价格。

浅蓝色表示这是合约交易的 后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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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数据线背景颜色

变动区域行使用背景颜色来表示向上和向下的市场变动。

Note:   当日变动数据是基于前一日下午 4 点 （东部时间）的收盘价格的。

颜色 描述

贯穿整条市场数据线的深灰色表示该线被选定。

颜色 描述

变动栏识别了资产的当前价格相比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
的变动程度和方向。

变动区域中的红色背景表示当日的变动为负。

变动区域中的蓝色背景表示当日的变动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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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单管理行背景颜色

颜色 描述

行动区域中的蓝色背景表示买入行动。

行动区域中的红色背景表示卖出行动。

贯穿整条定单管理行的浅棕色表示您已经修改了一笔工作中
的定单，但还没有重新提交该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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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单状态颜色

定单管理行的状态区域中的颜色表示了您的定单状态。

颜色 描述

浅灰色表示您正处于创建定单的进程中且您还没有传递它。

浅蓝色表示您已经传递了您的定单，但还没有收到其已经被
定单目的地接受的确认。

淡紫色表示定单已经被系统 （模拟定单）或交易所 （天然定
单）接受，但由于系统、交易所或其他原因，当前定单是不
工作的。当定单变为活动的，定单状态颜色将相应地变化。

深蓝色表示定单已经被系统 （模拟定单）或交易所 （天然定
单）接受，且该定单等待被选择。定单状态保持为深蓝色直
到选择标准被满足。在那时定单被触发，定单状态颜色将相
应地变化。

绿色表示您的定单已经被接受且正在定单目的地工作。

当您显示可卖空市场数据栏时，该颜色表示至少 1000 股可用
于卖空。

深绿色被用在可卖空栏中，表示该合约能够被卖空，除非在
无股数可用于卖空的时候，并且系统正在搜索股数。

品红色表示您已经发送了请求来取消定单，但还没有从定单
目的地收到取消确认。在该时点，您的定单不被确认为取消
的。当您的取消请求等待处理时，您可能还会收到执行。

焦橙色表示取消请求已经被系统接受，但由于系统、交易所
或其他原因，当前请求没有被确认。在该时点，您的定单不
被确认为取消的。当您的取消请求等待处理时，您可能还会
收到执行。

红色表示您的定单余额已经被系统确认为取消的。当目的地
拒绝了您的定单时，这可能会意外地发生。

在可卖空栏中，红色表示无股数可用于卖空。

一旦定单被确认为取消的定单管理行将于 30 秒之后从您的交
易屏幕消失。请参见客户协议来获取关于定单确认和定单取
消的进一步信息。

褐红色表示附加的模拟定单类型已经被系统接受，并等待被
选择。定单被持有在 IB 系统中 （状态保持为褐红色）直到
选择标准被满足。在定单被传递至指定的定单目的地的时
候，定单状态颜色将相应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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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和通知

引言

•   设定时间警报

•   设定价格警报

•   设定保证金警报

•   设定交易量警报

•   设定基于执行的警报

•   将行动分配给警报

•   设定价格移动警钟

•   设定交易量变化激活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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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时间警报

警报窗口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个是条件区域，在这里您定义必须被满足用来激活警报的条件。第二个是行
动区域，在这里您定义当条件被满足时将发生的行动。根据价格变动、时间和日期、交易量或者您的保证金
缓冲状态来创建警报。警报行动包括在您的交易屏幕上发送一个诸如弹出消息的通告、电子邮件或文本消
息，或者发起一笔定单，确切地说为买入或卖出定单。

设定时间警报

1   在视图菜单上选择警报。

•   如果您已经在警报框中，点击警报标签来进入新建按钮。根据以下第 2 步继续。

2   点击新建按钮，并在名称方框中输入一个描述标题。<未命名 > 标签将采用您输入的名称。

3   通过点击添加按钮，在条件区域中定义一项资产。

4   开始设定警报条件，方法是在创建条件框的选择条件部分中选择时间，然后点击下一步。

5   在配置时间条件页面上使用操作符区域，从 “大于等于”或“小于等于”中选择。

6   在时间区域中，设定时间和日期。使用日历日期 /时间选择器来容易地选择并确保格式是正确的。

7   要定义多个条件，从逻辑下拉列表中选择添加或者或，然后遵照上面的第3－6步在下一行上添加另一
份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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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警报条件被描述在窗口右下角的预览框中。

现在，指定警报将触发的行动。您能够从电子邮件、短消息、弹出消息和听觉警报中选择，并选择让一笔定
单被触发。

警报持续时间

默认情况下，警报将保持为活动的直到您取消它。您能够选择让警报在整个特定的日期和时间保持为活动
的，方法是选定警报活动直到……并以格式 YYYYMMDD hh:mm:ss 设定一个日期。

如果您想要条件能够在常规交易时间之外触发，选中 “允许条件被满足……”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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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价格警报

警报窗口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个是条件区域，在这里您定义必须被满足用来激活警报的条件。第二个是行
动区域，在这里您定义当条件被满足时将发生的行动。根据价格变动、时间和日期、交易量或者您的保证金
缓冲状态来创建警报。警报行动包括在您的交易屏幕上发送一个诸如弹出消息的通告、电子邮件或文本消
息，或者发起一笔定单，确切地说为买入或卖出定单。

设定价格警报

1   在视图菜单上选择警报。

•   如果您已经在警报框中，点击警报标签来进入新建按钮。根据以下第 2 步继续。

2   点击新建按钮，并在名称方框中输入一个描述标题。<未命名 > 标签将采用您输入的名称。

3   通过从您的交易屏幕中拖动和放下，或者点击添加按钮，在条件区域中定义一项资产。

4   开始设定警报条件，方法是在创建条件框的选择条件部分中选择价格，然后点击下一步。

5   在配置价格条件页面上，如果您有空白的区域，那么输入一个底层证券，并选择剩余的工具描述参
数，包括工具类型和交易所。

6   从方式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触发方式。

7   在操作符区域中，从 “大于等于”或 “小于等于”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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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价格区域中，输入一个将被上面定义的操作符用作行动根据的价格，然后点击完成按钮。

9   要定义多个条件，从逻辑下拉列表中选择添加或者或，然后遵照上面的第3－8步在下一行上添加另一
份合约。

您的警报条件被描述在窗口右下角的预览框中。

现在，指定警报将触发的行动。您能够从电子邮件、短消息、弹出消息和听觉警报中选择，并选择让一笔定
单被触发。

警报持续时间

默认情况下，警报将保持为活动的直到您取消它。您能够选择让警报在整个特定的日期和时间保持为活动
的，方法是选定警报活动直到……并以格式 YYYYMMDD hh:mm:ss 设定一个日期。

如果您想要条件能够在常规交易时间之外触发，选中 “允许条件被满足……”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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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保证金警报

警报窗口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个是条件区域，在这里您定义必须被满足用来激活警报的条件。第二个是行
动区域，在这里您定义当条件被满足时将发生的行动。根据价格变动、时间和日期、交易量或者您的保证金
缓冲状态来创建警报。警报行动包括在您的交易屏幕上发送一个诸如弹出消息的通告、电子邮件或文本消
息，或者发起一笔定单，确切地说为买入或卖出定单。

保证金警报

保证金警报根据的是 IB 计算的 “保证金缓冲”，它是使用来自您账户的当前价值推导出来的。您能够在交
易屏幕上找到这些值。保证金缓冲的计算如下：

（含贷款价值的权益－维持保证金）/ 净清算价值

创建保证金缓冲警报

1   在视图菜单上选择警报。

•   如果您已经在警报框中，点击警报标签来进入新建按钮。根据以下第 2 步继续。

2   点击新建按钮，并在名称方框中输入一个描述标题。<未命名 > 标签将采用您输入的名称。

3   通过从您的交易屏幕中拖动和放下，或者点击添加按钮，在条件区域中定义一项资产。

4   开始设定警报条件，方法是在创建条件框的选择条件部分中选择缓冲，然后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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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操作符区域中，从 “大于等于”或 “小于等于”中选择。

6   在缓冲 （％）区域中，输入一个将被上面定义的操作符用作行动根据的百分比值，然后点击完成按
钮。

7   要定义多个条件，从逻辑下拉列表中选择添加或者或，然后遵照上面的第3－6步在下一行上添加另一
份合约。

您现在能够以消息、定单行动或声音通告的形式，将行动分配给警报。

警报持续时间

默认情况下，警报将保持为活动的直到您取消它。您能够选择让警报在整个特定的日期和时间保持为活动
的，方法是选定警报活动直到……并以格式 YYYYMMDD hh:mm:ss 设定一个日期。

如果您想要条件能够在常规交易时间之外触发，选中 “允许条件被满足……”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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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交易量警报

警报窗口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个是条件区域，在这里您定义必须被满足用来激活警报的条件。第二个是行
动区域，在这里您定义当条件被满足时将发生的行动。根据价格变动、时间和日期、交易量或者您的保证金
缓冲状态来创建警报。警报行动包括在您的交易屏幕上发送一个诸如弹出消息的通告、电子邮件或文本消
息，或者发起一笔定单，确切地说为买入或卖出定单。

设定交易量警报

1   在视图菜单上选择警报。

•   如果您已经在警报框中，点击警报标签来进入新建按钮。根据以下第 2 步继续。

2   点击新建按钮，并在名称方框中输入一个描述标题。<未命名 > 标签将采用您输入的名称。

3   通过从您的交易屏幕中拖动和放下，或者点击添加按钮，在条件区域中定义一项资产。

4   开始设定警报条件，方法是在创建条件框的选择条件部分中选择交易量，然后点击下一步。

5   在配置交易量条件页面上，如果您有空白的区域，那么输入一个底层证券，并选择剩余的工具描述参
数，包括工具类型和交易所。

6   在操作符区域中，从 “大于等于”或 “小于等于”中选择。

7   在交易量区域中，输入一个将被上面定义的操作符用作行动根据的交易量值，然后点击完成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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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要定义多个条件，从逻辑下拉列表中选择添加或者或，然后遵照上面的第3－7步在下一行上添加另一
份合约。

您的警报条件被描述在窗口右下角的预览框中。

现在指定警报将触发的行动。

警报持续时间

默认情况下，警报将保持为活动的直到您取消它。您能够选择让警报在整个特定的日期和时间保持为活动
的，方法是选定警报活动直到……并以格式 YYYYMMDD hh:mm:ss 设定一个日期。

如果您想要条件能够在常规交易时间之外触发，选中 “允许条件被满足……”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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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基于执行的警报

警报窗口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个是条件区域，在这里您定义必须被满足用来激活警报的条件。第二个是行
动区域，在这里您定义当条件被满足时将发生的行动。根据价格变动、时间和日期、交易量或者您的保证金
缓冲状态来创建警报。警报行动包括在您的交易屏幕上发送一个诸如弹出消息的通告、电子邮件或文本消
息，或者发起一笔定单，确切地说为买入或卖出定单。

设定基于执行的警报

1   在视图菜单上选择警报。

•   如果您已经在警报框中，点击警报标签来进入新建按钮。根据以下第 2 步继续。

2   点击新建按钮，并在名称方框中输入一个描述标题。<未命名 > 标签将采用您输入的名称。

3   通过点击添加按钮开始定义警报。

4   开始设定警报条件，方法是在创建条件框的选择条件部分中选择交易，然后点击下一步。

5   在配置交易量条件页面上，输入一个底层证券，前提是您只想让警报在特定底层证券的执行上被触
发。否则留为任意。

6   在交易所区域中，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交易所，前提是您只想让警报在特定目的地的执行上被触
发。否则，留为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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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类型区域中，选择一个工具类型，前提是您只想让警报在特定工具类型的执行上被触发。否则留为
任意。点击完成按钮。

8   要定义多个条件，从逻辑下拉列表中选择添加或者或，然后遵照上面的第3－7步在下一行上添加另一
份合约。

您的警报条件被描述在窗口右下角的预览框中。

现在指定警报将触发的行动。

警报持续时间

默认情况下，警报将保持为活动的直到您取消它。您能够选择让警报在整个特定的日期和时间保持为活动
的，方法是选定警报活动直到……并以格式 YYYYMMDD hh:mm:ss 设定一个日期。

如果您想要条件能够在常规交易时间之外触发，选中 “允许条件被满足……”方框。

要让警报对相同底层证券的多个执行保持为活动的，选中可重复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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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行动分配给警报
•   将消息行动分配给警报

•   将定单行动分配给警报

•   将声音行动分配给警报

•   将声音分配给事件

•   更改事件的通知声音

将消息行动分配给警报

使用行动来定义当您的警报触发时应当发生什么。消息标签允许您创建电子邮件和短消息，在您的交易窗口
上显示弹出消息 （您创建的！），并指示市场数据行闪烁。

将电子邮件行动分配给警报

1   在行动部分中点击消息标签并选中将消息作为电子邮件发送。在主题区域中输入您的注释标题，在消
息框中输入您的电子邮件。

•   当您创建您的账户时指定的电子邮件地址，是将要被使用的地址。

2   在预览框中审查您的警报，然后点击激活来加载警报。

将短消息行动分配给警报

1   在 IB 网站上通过账户管理注册您的短消息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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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使用登录菜单来进入账户管理。

b   使用您的 IB 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到账户管理。

c   在交易使用下，选择警报通知。

d   在警报偏好中，选择短消息地址来指示警报电子邮件功能，通过文本消息将您的警报发送至
您的移动电话或 PDA。

2   在行动部分中点击消息标签，并选中将消息作为电子邮件发送。在主题和消息框中键入您的注释。

3   在预览框中审查您的警报，然后点击激活来加载警报。

将弹出消息行动分配给警报

1   在行动部分中，点击消息标签并选中将消息作为弹出窗口显示。

2   在消息框中键入您的注释。

3   在预览框中审查您的警报，然后点击激活来加载警报。

•   当警报触发，包含您的消息的弹出窗口将在交易窗口顶部打开。

闪烁行作为一种警报行动

1   在行动部分中，点击消息标签并选中闪烁行。

2   在预览框中审查您的警报，然后点击激活来加载警报。

•   当警报触发时，交易窗口上相关的市场数据行将闪烁来通知您。

•   您还能够指示您的警报来提交定单，或者播放声音。

将定单行动分配给警报

使用行动来定义当您的警报触发时应当发生什么。定单标签允许您从您的交易屏幕拖动定单，它们将在相关
的警报触发时被提交。

将定单行动分配给警报

1   在行动部分中，点击定单标签。

2   将定单从交易屏幕拖动到定单面板中。

•   您还能够通过如下方法创建定单：在底层证券区域中键入代码并使用合约选择框来确定合约。
买入定单被自动地创建给合约。使用行动下拉选择区域来更改为卖出定单。

3   修改定单参数。当警报标准被满足时定单将被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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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还能够指示您的警报来发送消息，或者播放声音。

将声音行动分配给警报

使用行动来定义当您的警报触发时应当发生什么。声音标签允许您将声音分配给警报。

将声音分配给警报

1   在行动部分中，点击声音标签。

2   选择一个单选按钮：

a   选择标准来使用下拉列表分配系统声音。

b   选择客户化来分配您自己的 .wav 文件声音。

c   选择无来关闭任何听觉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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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持续时间

默认情况下，警报将保持为活动的直到您取消它。您能够选择让警报在整个特定的日期和时间保持为活动
的，方法是选定警报活动直到……并以格式 YYYYMMDD hh:mm:ss 设定一个日期。

如果您想要条件能够在常规交易时间之外触发，选中 “允许条件被满足……”方框。

您还能够设定警报行动来提交定单，或者发送消息。

将声音分配给事件

使用声音管理器来修改被分配给交易事件的声音。

Note:   要在您的计算机上听见除蜂鸣音以外的声音，您必须安装声卡。

配置声音管理器

1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全局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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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左侧窗格中点击声音管理器。

3   在事件下拉列表中，选择您想要更改声音的事件。

4   不要选择使用默认声音。

5   在声音样本路径区域中，输入一个到.wav声音文件的路径，或者使用浏览器按钮来定义一个.wav声音
文件的路径。

选择您想要声音在被唤起时重复的次数。

更改事件的通知声音

您能够使用声音管理器来选择一个新的声音文件，并更改用于特定的定单事件的默认蜂鸣音，包括价格变动
警报和“执行”通告。

更改事件的默认声音

1   在配置菜单中选择全局配置。

2   在左侧窗格中点击声音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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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事件下拉列表中，选择您想要更改默认声音的事件。

4   不要选择使用默认声音。

5   在声音样本路径区域中，输入一个到您想要使用的 .wav 声音文件的路径，或者点击浏览器按钮来定义
到您想要使用的 .wav 声音文件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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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价格移动警钟

对任何资产，您能够设定一个价格触发的警钟，当被选定资产的价格触及触发值时，该警钟将响起。您能够
使用出价、要价和 /或 后价格区域中的值来作为触发价格。当您的价格被达到时，价格区域和页面标题变
为红色并开始闪烁。您还能够设定声音警钟，以蜂鸣音通知您。

Note:   拥有附加的价格激活警钟的每条市场数据线，通常将占用一条实时市场数据线，无论页面是打开
的 （活动的）还是关闭的。您只能够收到拥有有限数量的实时市场数据线 （通常为 40 条）的市
场数据。

当您退出时，任何您已经设定的警钟将被关闭，除非您选择在会话之间保留它们。要这么做，当您设定警钟
时，选择在会话之间保留警钟。

设定价格移动警钟

1   选择您想要对其设定警钟的资产。

2   点击右键并选择工具。然后选择设定警钟 （或者使用代码菜单并选择设定警钟）。

3   在警钟设定窗口中，在任意或所有出价、要价和 后价格输入区域中输入一个“小于”和 /或 “大
于”价格。

4   要设定交易量激活警钟，在如果交易量大于则发出警钟区域中，输入一个触发数量。

5   要添加一个蜂鸣音至图像警钟，选中播放警告声音。

例子：如果您在顶行的第二个区域如果出价大于则发出警钟，输入一个价格 $40.15，那么当选定的资产的出
价大于或等于 $40.15 时，您的警钟将触发。将价格 $40.00 放入第一个区域 （如果出价小于则发出警钟），
如果出价等于该价格或跌至其以下时，警钟将触发。

对所有设定了警钟的区域，默认的背景颜色为墨绿色。您能够通过使用版式编辑器来修改背景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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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已激活的价格变动警钟

•   点击拥有警钟的资产的市场数据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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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交易量变化激活警钟

对任何资产，您能够设定一个交易量变化触发的警钟，当被选定资产的交易量增加了您定义的数额时，该警
钟将响起。当交易量增加了您设定的数额时，交易量区域和页面标题变为红色并开始闪烁。您还能够设定声
音警钟，以蜂鸣音通知您。

Note:   拥有附加的警钟的每条市场数据线，通常将占用一条实时市场数据线，无论页面是打开的 （活动
的）还是关闭的。您只能够收到拥有有限数量的实时市场数据线 （通常为 40 条）的市场数据。

当您退出时，任何您已经设定的警钟将被关闭，除非您选择在会话之间保留它们。要这么做，当您设定警钟
时，选择在会话之间保留警钟。

设定交易量变化警钟

1   选择您想要对其设定警钟的资产。

2   点击右键并选择工具。然后选择设定警钟 （或者使用代码菜单并选择设定警钟）。

3   在警钟设定窗口中，在如果交易量大于则发出警钟区域中，输入一个触发金额。

4   要添加一个蜂鸣音至图像警钟，选中播放警告声音。

如果您在交易屏幕上显示了交易量区域，您将会看见拥有警钟设定的市场数据线上的默认背景颜色为墨绿
色。您能够通过使用版式编辑器来修改背景颜色。

关闭已激活的交易量增加警钟

•   点击拥有警钟的资产的市场数据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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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要在您的计算机上听见除蜂鸣音以外的声音，您必须安装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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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价格 /风险分析

•   IB 风险漫游 SM

•   IB 风险漫游报告

•   期权分析

•   模型导航

•   指数套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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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 风险漫游SM

引言

•   打开 IB 风险漫游

•   使用报告查看器

•   使用报告选择器

•   投资组合相对损益图表

•   创建如果怎样投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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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 IB 风险漫游

IB风险漫游SM 显示了您在多种资产类别中的投资组合风险，并允许您查看和进入您的投资组合中的特定的
风险部分，例如根据头寸的风险、根据底层证券的风险和根据行业的风险；查看每个报告的希腊字母头寸风
险指标；查看风险价值和投资组合统计；根据价格变化 /波动率变化来测量您的投资组合损益 （从收盘到收
盘），以及根据底层证券 /到期日来测量头寸暴露和希腊字母头寸指标。

IB 风险漫游报告数据每 10 秒钟自动地刷新，并且无论何时定单执行时立刻刷新，对所有定单如此除了按价
格变化和波动率变化测量报告。该报告使用来自前一个工作日的收盘时的价格，并通过将时间参数提前到下
一个工作日收盘时来来计算市场结果风险。

打开 IB 风险漫游

1   在分析菜单上，选择 IB 风险漫游SM。

您同样能够从期权交易者进入 IB 风险漫游。

要获取关于使用 IB 风险漫游的特定部分的细节，点击下面的链接：

•   报告查看器 

•   报告选择器 

•   风险总结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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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报告查看器

报告查看器显示了您在报告选择器中定义的报告。报告查看器：

•   让您在单个屏幕上查看多种资产类别的投资组合风险指标。指标包括损益、头寸暴露、风险价值和
希腊字母。

•   拥有向下钻取进入，让您控制对每种底层证券能够看见细节深度。

•   允许您通过添加、删除和配置栏来客户化视图。

•   让您通过点击栏标题，以升序或降序来按栏排序。首要分类栏显示了一个红色的箭头，向下指的表
示降序，向上指的表示升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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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能够使用指标菜单选项来添加或删除报告中的指标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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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报告选择器

报告选择器是您浏览您的风险总结的起始点。从报告、底层证券和指标下拉菜单中选择来构建客户化的报
告，对您的整个投资组合或者对包括了底层证券及其衍生品的投资组合子集，报告切分和显示了您的头寸暴
露和其他风险指标的不同角度。

Note:   IB 风险漫游在其打开时解析了您的当前头寸，然后它将数据使用在损益图表和报告计算中。任何
不能被解析（出于任何原因 ）的头寸被显示在报告选择器区域的未被包括的头寸列表中。如果头
寸以黄色被强调，其数据不被包括在损益图表的计算中；如果头寸以桃色被被强调，其数据不被
包括在报告计算中；如果其为粉色，那么其数据被同时排除在图表和报告计算之外。如果所有头
寸都解析了，该方框将不会出现，除非您选择使用视图菜单上的复选框来手动地显示它。

定义您的报告

1   使用报告下拉列表来选择看待您的风险的视角。每种报告被简要地描述在以下表格中。

2   在底层证券列表中，选择是对所有底层证券显示报告数据，还是仅对特定的底层证券及其衍生品显示
报告数据。

3   在指标下拉列表中，选择全部来查看对您的报告可用的所有风险测量计算，选择无来只查看那些刻意
出现在报告中的指标而不包含额外的指标，或者选择有名称的值来显示单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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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显示多个 （但不是全部）指标，例如仅头寸暴露和 Delta，使用指标菜单上的希腊字母栏子菜单。

点击一个报告名称来查看报告话题。

报告

投资组合 － 该报告展示了您的整个投资组
合在多种资产类别中的风险和头寸暴露。投
资组合视图不显示任何总数，不同于根据底
层证券的风险报告。

根据底层证券和到期日的测量 － 该报告显
示了在所有资产类别中对所有底层证券的风
险测量，按到期日分组。

根据头寸的风险 － 该报告显示了所有资产
类别中的风险指标，对每个头寸。

根据底层证券的风险 － 默认的报告。该报
告显示了所有资产类别中的投资组合指标，
并为每种底层证券提供了向下钻取的深度控
制。

根据行业的风险 － 该报告显示了您的投资
组合在多种资产类别中的风险和头寸暴露，
按行业部门分类。向下钻取细节让您深入两
级，对每个行业类别钻取到行业子类别，对
每个子类别钻取到底层证券及其衍生品。

根据价格变化和波动率变化的测量 － 该报
告在底层证券价格、波动率和利率的多种正、
负和零百分比变动的情况下 － 使用任何一
个工作日收盘时的底层证券和衍生品价格 － 
测量了合约价格、delta、gamma、vega 和
theta 的市场结果。

风险价值 － 该报告显示了投资组合在一天
时间当中将遭受的 大损失，置信区间为
99.5％。风险价值使用三种不同的方法被计
算，每种对投资组合中的底层证券资产之间
的相关系数有不同的假设。

投资组合统计 － 投资组合统计报告显示了
两个总结表格：一个是对所有股票和期货头
寸的，一个是对所有期权头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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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组合相对损益图表

投资组合相对损益图表说明了您的投资组合 （或您的投资组合子集）的总价值将如何根据底层证券的价格百
分比变化而变化。

图表 A

图表 A对您的整个投资组合显示了投资组合相关损益，根据的是从报告选择器的底层证券列表中选择的值所
有底层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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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B

图表 B对您的投资组合子集显示了投资组合相关损益，包括您在底层证券及其衍生品中的所有头寸，根据的
是从报告选择器的底层证券列表中选择的底层证券。

显示在黄色垂直线之间的置信区间，以默认的 99.5％的置信水平说明了一天时间内 坏情况下的损失。使用
设置菜单上的置信子命令，在 95％、99％和 99.5％的置信水平之间切换。

使用图表下方的波动率增加、波动率减少和时间减少复选框来查看不同情形下的绘图，从而帮助您观察您的
期权头寸中的波动率和时间风险。波动率增加将内在波动率以相对变化 *提高 15％；波动率减少将内在波动
率以相对变化 *降低 15％；而时间减少将距离到期日的时间减少了一个日历日。

* 相对百分比变化是通过将当前内在波动率乘以 15％，再将该值添加到当前内在波动率或从当前内在波动率
中扣除来计算的。例如，如果期权的当前内在波动率是 10％，15％的相对增加将导致内在波动率变为 11.5
％，计算如下：10 ＋（10 × 0.15）＝ 11.5％。如果期权的当前内在波动率是 42.45％，15％的相对减少将
导致内在波动率变为 36.082％，计算如下：42.45 － （42.45 × 0.15）＝ 36.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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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如果怎样投资组合

如果怎样投资组合功能让您根据您的真实的投资组合，创建一个可编辑的、假设的投资组合。这允许您查看
您的风险状况将如何根据您对您的投资组合作出的更改而变化，包括、关闭、减少或增加头寸。或者建立一
个新的假设的投资组合，逐个头寸地查看风险状况是如何随着头寸被添加和修改变化的。如果怎样功能让您
将新的底层证券从您的交易窗口拖动到投资组合中来 “采用”新头寸，并对现有头寸编辑头寸数量。您也能
够选择为您的假设的投资组合中的一些或所有合约建立头寸。如果怎样投资组合以红色被标出以便于识别，
并在窗口顶部显示如果怎样标题。

根据您当前的投资组合创建 “如果怎样”情形

1   打开 IB 风险漫游窗口，并在投资组合菜单上，选择新建。一个新的、空白的如果怎样窗口将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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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编辑菜单上，选择添加自。您的当前投资组合是默认的列表值，名为我的投资组合。

3   点击确定将您的当前投资组合添加到如果怎样窗口。

Note:  这为您的投资组合创建了一个复本。您现在能够从您的交易屏幕拖入新的合约，并看
到修改您的头寸的结果而无须实际地作出任何更改。

保存 “如果怎样”投资组合

1   在投资组合菜单中选择另存为。

2   输入一个文件名并点击保存。

重新加载 后保存的版本

使用该命令，将活动的投资组合中的所有值重设为 后保存的版本。该命令仅对未保存的文件起作用。未保
存的投资组合将在标题末尾显示一个星号 “*”。

1   在编辑菜单中选择从文件加载。

2   确认您想要通过点击是来重新加载文件，并丢失您所有未保存的更改。

从其他投资组合文件中加上 / 减去头寸

1   从活动的投资组合中，在编辑菜单中选择添加或去除。

2   选择一个要加上 /减去的投资组合。加上 / 减去选项列表仅显示当前打开的投资组合名称。

3   点击确定从活动的投资组合中添加或去除投资组合。

•   加上 / 减去功能减去了两个投资组合共有的头寸，并对每个新合约创建一个合约行 （即使头
寸为 “0”）。

•   您能够多次加上 / 减去相同的投资组合。当前头寸每次被减去。

从 “如果怎样”情形中建立头寸

1   选择一个或多个头寸。

2   使用右键点击菜单，选择添加头寸来对选定的合约打开头寸，或者选择添加投资组合来对您的如果怎
样投资组合中的全部合约打开头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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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 风险漫游报告

引言

•   投资组合报告

•   根据头寸的风险报告

•   根据底层证券的风险报告

•   根据行业的风险报告

•   根据底层证券和到期日的测量

•   根据价格变化和波动率变化的测量

•   投资组合统计报告

•   风险价值报告

•   报告中的希腊字母集合

•   市场情形钻取

•   报告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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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组合报告

使用投资组合报告，对您的投资组合中的所有头寸查看风险和头寸暴露。您能够在根据底层证券的风险报告
中，对特定的风险指标 （在可用之处）查看总数。

查看投资组合报告

1   在分析菜单上，选择 IB 风险漫游。

2   在报告查看器中，选择报告下拉列表中的投资组合。

3   使用底层证券和测量下拉列表来定义您的报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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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描述了可用于投资组合报告的指标和测量。

指标 描述

头寸 合约中您的 （带符号的）头寸。

空头头寸以 “－”（减）号表示。

价格 一单位合约的当前市场价格。

价值 （价格）× （头寸）。

损益 “未实现的”平均成本损益以总数、每种底层证券和每个头寸被显
示。

头寸暴露 头寸暴露使用该公式计算：头寸× delta ×乘数×底层证券价格。

Note:   对每种资产类别的头寸暴露被换算为股票等值的数值，从
而使比较和加总有效。

风险价值 风险价值 （VAR）是对市场风险暴露的测量。它显示了在一天时间
段内的 大预期损失，置信区间为 99.5％。

Note:   在风险价值不能被计算的情况下，注释 “不可用”将被显
示在紫罗兰色的背景上。

Delta Delta 同时捕捉投资组合对底层证券的敏感性的方向和程度，方法
是根据底层证券价格的变化来表示期权价格变化的程度和方向。

我们使用大写字母 “D”，将被计算为 （delta ×头寸）的 IB 风险
漫游 “头寸 Delta”与希腊字母 delta 计算区分开来。

Gamma Gamma 通过定义期权有方向的变动将发生的速度，即 delta 变动的
速率，来帮助您评估有方向的风险。

我们使用大写字母 “G”，将被计算为 （gamma ×头寸）的 IB 风险
漫游 “头寸 Gamma”与希腊字母 gamma 计算区分开来。

Vega Vega 表示了投资组合对底层证券的内在波动率变化的敏感性，并反
映了相对于底层证券内在波动率变化的期权价格变动。通常，多头
期权头寸从上升的内在波动率中受益 （而从下降的内在波动率中受
损），而空头期权头寸的经历相反 － 它们从下降的内在波动率中
受益 （而从上升的波动率中受损）。

我们使用大写字母 “V”，将被计算为 （vega ×头寸）的 IB 风险
漫游 “头寸 Vega”与希腊字母 vega 计算区分开来。

Theta Theta 通过指出您的投资组合市值将随着时间变化的速率，表示了
投资组合对时间段的敏感性。该指标计算根据的是如下假设：所有
其他变量保持不变，包括底层证券价格、内在波动率和利率。

我们使用大写字母 “T”，将被计算为 （theta ×头寸）的 IB 风险
漫游 “头寸 Theta”与希腊字母 theta 计算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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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头寸的风险报告

根据头寸的风险报告按底层证券显示了对每个头寸计算的风险测量。

查看根据头寸的风险报告

1   在分析菜单上，选择 IB 风险漫游。

2   在报告查看器中，选择报告下拉列表中的根据头寸的风险。

3   使用底层证券和测量列表来定义您的报告标准。

如果您选择了仅对单个底层证券显示指标，报告将不会显示如上所示的底层证券栏。

下表描述了可用于根据头寸的风险报告的指标和测量。

指标 描述

头寸 合约中您的 （带符号的）头寸。

空头头寸以 “－”（减）号表示。

价格 一单位合约的当前市场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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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寸暴露 头寸暴露使用该公式计算：头寸× delta ×乘数×底层证券价格。

Note:   对每种资产类别的头寸暴露被换算为股票等值的数值，以
便于在类别之间比较。

Delta Delta 同时捕捉投资组合对底层证券的敏感性的方向和程度，方法
是根据底层证券价格的变化来表示期权价格变化的程度和方向。

我们使用大写字母 “D”，将被计算为 （delta ×头寸）的 IB 风险
漫游 “头寸 Delta”与希腊字母 delta 计算区分开来。

Gamma Gamma 通过定义期权有方向的变动将发生的速度，即 delta 变动的
速率，来帮助您评估有方向的风险。

我们使用大写字母 “G”，将被计算为 （gamma ×头寸）的 IB 风险
漫游 “头寸 Gamma”与希腊字母 gamma 计算区分开来。

Vega Vega 表示了投资组合对底层证券的内在波动率变化的敏感性，并反
映了相对于底层证券内在波动率变化的期权价格变动。通常，多头
期权头寸从上升的内在波动率中受益 （而从下降的内在波动率中受
损），而空头期权头寸的经历相反 － 它们从下降的内在波动率中
受益 （而从上升的波动率中受损）。

我们使用大写字母 “V”，将被计算为 （vega ×头寸）的 IB 风险
漫游 “头寸 Vega”与希腊字母 vega 计算区分开来。

Theta Theta 通过指出您的投资组合市值将随着时间变化的速率，表示了
投资组合对时间段的敏感性。该指标计算根据的是如下假设：所有
其他变量保持不变，包括底层证券价格、内在波动率和利率。

我们使用大写字母 “T”，将被计算为 （theta ×头寸）的 IB 风险
漫游 “头寸 Theta”与希腊字母 theta 计算区分开来。

指标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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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底层证券的风险报告

根据底层证券的风险报告被设计为当您打开 IB 风险漫游SM 时默认地打开。该报告显示了所有资产类别中的
投资组合指标，并为每种底层证券提供向下钻取的深度控制。

查看根据底层证券的风险报告

1   在分析菜单上，选择 IB 风险漫游。

2   在报告查看器中，选择报告下拉列表中的根据底层证券的风险。

3   使用底层证券和测量列表来定义您的报告标准。

下表显示了对根据底层证券的风险报告可用的所有指标和测量。

指标 描述

头寸 合约中您的 （带符号的）头寸。

空头头寸以 “－”（减）号表示。

价格 一单位合约的当前市场价格。

价值 （价格）× （头寸）。

损益 “未实现的”平均成本损益以总数、每种底层证券和每个头寸被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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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寸暴露 头寸暴露使用该公式计算：头寸× delta ×乘数×底层证券价格。

Note:   对每种资产类别的头寸暴露被换算为股票等值的数值，以便
于在类别之间比较。

风险价值 风险价值 （VAR）是对市场风险暴露的测量。它显示了在一天时间段内
的 大预期损失，置信区间为 99.5％。

Note:   在风险价值不能被计算的情况下，注释 “不可用”将被显示
在紫罗兰色的背景上。

Delta Delta 同时捕捉投资组合对底层证券的敏感性的方向和程度，方法是根
据底层证券价格的变化来表示期权价格变化的程度和方向。

我们使用大写字母 “D”，将被计算为 （delta ×头寸）的 IB 风险漫
游 “头寸 Delta”与希腊字母 delta 计算区分开来。

Gamma Gamma 通过定义期权有方向的变动将发生的速度，即 delta 变动的速
率，来帮助您评估有方向的风险。

我们使用大写字母 “G”，将被计算为 （gamma ×头寸）的 IB 风险漫
游 “头寸 Gamma”与希腊字母 gamma 计算区分开来。

Vega Vega 表示了投资组合对底层证券的内在波动率变化的敏感性，并反映
了相对于底层证券内在波动率变化的期权价格变动。通常，多头期权
头寸从上升的内在波动率中受益 （而从下降的内在波动率中受损），
而空头期权头寸的经历相反 － 它们从下降的内在波动率中受益 （而
从上升的波动率中受损）。

我们使用大写字母 “V”，将被计算为 （vega ×头寸）的 IB 风险漫游
“头寸 Vega”与希腊字母 vega 计算区分开来。

Theta Theta 通过指出您的投资组合市值将随着时间变化的速率，表示了投资
组合对时间段的敏感性。该指标计算根据的是如下假设：所有其他变
量保持不变，包括底层证券价格、内在波动率和利率。

我们使用大写字母 “T”，将被计算为 （theta ×头寸）的 IB 风险漫
游 “头寸 Theta”与希腊字母 theta 计算区分开来。

指标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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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行业的风险报告

根据行业的风险报告按行业来整理您的投资组合。该报告显示了所有细节水平上的值，从单个头寸到每个行
业部分的总数。

查看根据行业的风险

1   在分析菜单上，选择 IB 风险漫游。

2   在报告查看器中，从报告下拉列表中选择根据行业的风险。

您能够在行业类别内向下钻取几个水平，然后在该类别的底层证券区域中向下钻取来查看行业中的全部底层
证券，以及底层证券的全部衍生品。要向下钻取到更深水平的细节，点击加号 “＋”。减号 “－”表示您已
经向下钻取到了 深级别的细节。点击 “－”号转到上一级。

下表描述了可用于根据行业的风险报告的指标和测量。

指标 描述

头寸 合约中您的 （带符号的）头寸。

空头头寸以 “－”（减）号表示。

价格 一单位合约的当前市场价格。

价值 （价格）× （头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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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 “未实现的”平均成本损益以总数、每种底层证券和每个头寸被显
示。

头寸暴露 头寸暴露使用该公式计算：头寸× delta ×乘数×底层证券价格。

Note:   对每种资产类别的头寸暴露被换算为股票等值的数值，
从而使比较和加总有效。

风险价值 风险价值 （VAR）是对市场风险暴露的测量。它显示了在一天时间
段内的 大预期损失，置信区间为 99.5％。

Note:   在风险价值不能被计算的情况下，注释 “不可用”将被
显示在紫罗兰色的背景上。

Delta Delta 同时捕捉投资组合对底层证券的敏感性的方向和程度，方法
是根据底层证券价格的变化来表示期权价格变化的程度和方向。

我们使用大写字母 “D”，将被计算为 （delta ×头寸）的 IB 风
险漫游 “头寸 Delta”与希腊字母 delta 计算区分开来。

Gamma Gamma 通过定义期权有方向的变动将发生的速度，即 delta 变动的
速率，来帮助您评估有方向的风险。

我们使用大写字母 “G”，将被计算为 （gamma ×头寸）的 IB 风
险漫游 “头寸 Gamma”与希腊字母 gamma 计算区分开来。

Vega Vega 表示了投资组合对底层证券的内在波动率变化的敏感性，并
反映了相对于底层证券内在波动率变化的期权价格变动。通常，
多头期权头寸从上升的内在波动率中受益 （而从下降的内在波动
率中受损），而空头期权头寸的经历相反 － 它们从下降的内在波
动率中受益 （而从上升的波动率中受损）。

我们使用大写字母 “V”，将被计算为 （vega ×头寸）的 IB 风险
漫游 “头寸 Vega”与希腊字母 vega 计算区分开来。

Theta Theta 通过指出您的投资组合市值将随着时间变化的速率，表示了
投资组合对时间段的敏感性。该指标计算根据的是如下假设：所
有其他变量保持不变，包括底层证券价格、内在波动率和利率。

我们使用大写字母 “T”，将被计算为 （theta ×头寸）的 IB 风
险漫游 “头寸 Theta”与希腊字母 theta 计算区分开来。

指标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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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底层证券和到期日的测量 

根据底层证券和到期日的测量矩阵对所有底层证券显示了根据测量的风险，按到期日期排序。您在报告选择
器的测量下拉菜单中选择的测量，被沿着矩阵顶部显示。到期日期区域显示了给定的底层证券 /到期日期的
所有头寸（测量）的总和。

查看根据底层证券和到期日的测量报告

1   在分析菜单上，选择 IB 风险漫游。

2   在报告查看器中，从报告下拉列表中选择根据底层证券和到期日的测量。

3   使用底层证券和测量选项列表来指定报告标准。

指标 描述

头寸暴露 头寸暴露使用该公式计算：头寸× delta ×乘数×底层证券价格。

Note:   对每种资产类别的头寸暴露被换算为股票等值的数值，
从而使比较和加总有效。

Delta Delta 同时捕捉投资组合对底层证券的敏感性的方向和程度，方法
是根据底层证券价格的变化来表示期权价格变化的程度和方向。

我们使用大写字母 “D”，将被计算为 （delta ×头寸）的 IB 风
险漫游 “头寸 Delta”与希腊字母 delta 计算区分开来。



价格 /风险分析

IB 风险漫游报告 : 根据底层证券和到期日的测量 

交易平台用户指南 351

Gamma Gamma 通过定义期权有方向的变动将发生的速度，即 delta 变动的
速率，来帮助您评估有方向的风险。

我们使用大写字母 “G”，将被计算为 （gamma ×头寸）的 IB 风
险漫游 “头寸 Gamma”与希腊字母 gamma 计算区分开来。

Vega Vega 表示了投资组合对底层证券的内在波动率变化的敏感性，并
反映了相对于底层证券内在波动率变化的期权价格变动。通常，
多头期权头寸从上升的内在波动率中受益 （而从下降的内在波动
率中受损），而空头期权头寸的经历相反 － 它们从下降的内在波
动率中受益 （而从上升的波动率中受损）。

我们使用大写字母 “V”，将被计算为 （vega ×头寸）的 IB 风险
漫游 “头寸 Vega”与希腊字母 vega 计算区分开来。

Theta Theta 通过指出您的投资组合市值将随着时间变化的速率，表示了
投资组合对时间段的敏感性。该指标计算根据的是如下假设：所
有其他变量保持不变，包括底层证券价格、内在波动率和利率。

我们使用大写字母 “T”，将被计算为 （theta ×头寸）的 IB 风
险漫游 “头寸 Theta”与希腊字母 theta 计算区分开来。

指标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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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价格变化和波动率变化的测量

该报告测量相关的投资组合 Delta、Gamma、Vega 和 Theta 的市场结果。风险漫游中的所有其他报告在其计
算中使用了实时数据，但这些值是使用前一个交易日收盘时的底层证券和衍生品价格，在底层证券价格、波
动率和利率的多种正、负和零百分比变化情形下被计算的。

每个值的情形为：

•   底层证券价格情形：-30％、-20％、-10％、不变、+10％、+20％、+30％

•   波动率情形：-30％、-15％、不变、+15％、+30％

•   利率情形：-100 bp、-50 bp、不变、+50 bp、+100 bp

情形将时间参数向前下一个交易日收盘时，表格中的数值反映了被应用于您在报告选择器中选择的测量的情
形。尽管对每个合约都计算了 175 种市场结果情形 （7× 5× 5），由于我们的二维显示能力带来的限制，
您一次只能够看见这些值的一个平片。

查看根据价格变化和波动率变化的测量报告

1   在分析菜单上，选择 IB 风险漫游。

2   在报告查看器中，在报告下拉菜单中选择根据价格变化和波动率变化的测量。

3   使用维度 >情形风险矩阵菜单来更改行和栏的值从而查看不同的情形。

您能够使用钻取功能，将市场情形应用于其他的 IB 风险漫游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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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情形钻取

您能够使用右键点击菜单上的钻取命令，将市场结果情形 （被计算在根据价格变化和波动率变化的测量报告
中）应用于任何其他的风险报告。

将市场结果情形应用于其他报告

1   通过点击 x轴和 y 轴情形交点处的一个单元格，来选择一个市场结果情形。

2   使用右键点击菜单来选择钻取，然后选择一个报告。

3   被选中的报告与您选择的适用的市场结果情形一起显示，该情形被描述在报告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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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当您通过钻取功能查看市场结果情形时，报告上的所有值反映了该假设的情形，因此
不反映实际的实时风险。要将报告重设为实时，点击右上方的重设情形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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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组合统计报告

投资组合统计报告显示了两个总结表格：一个是对所有的股票和期货头寸，一个是对所有的期权头寸。

股票 / 期货总结显示了所有多头头寸、所有空头头寸、净单位和总单位以及它们相应的总价值。

期权总结显示了所有多头看涨期权、多头看跌期权、看涨和看跌期权总和以及总价值；所有空头看涨期权、
空头看跌期权、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总和以及总价值；看涨和看跌期权的净单位、两者之和以及总净价值；
看涨和看跌期权的总单位、两者之和以及相应的净价值。

查看投资组合统计报告

1   在分析菜单上，选择 IB 风险漫游。

2   在报告查看器上，从报告下列菜单中选择投资组合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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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价值报告

风险价值报告显示了在 99.5％的置信水平，投资组合在一天时间段内将遭受的岁大损失。风险价值 （VAR）
使用三种方法被计算，每种方法对投资组合中的底层证券资产之间的相关系数都有不同的假设。

•   坏情况 － 显示您的投资组合中每个底层证券的 大损失之和，假设每个产品独立地移动到位于每
个底层证券 3个标准差范围内的 大损失。

•   完全相关 － 假设每个产品与参考指数是完全相关的。其随后寻找位于参考指数的 4.5 个标准差范围
内的 大损失。

•   指数相关价格估计 － 为您的投资组合中的每个底层证券分配一个和参考指数的相关系数（Beta），
然后寻找位于该指数的 4.5 个标准差范围内的 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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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风险价值报告

1   在分析菜单上，选择 IB 风险漫游。

2   在报告选择器中，从报告下拉列表中选择风险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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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的希腊字母集合

对 Delta、Gamma 和 Vega 头寸希腊字母的集中计算能够从设置菜单中通过选择希腊字母集合来被修改。

更改希腊字母集合计算

1   从设置菜单上，选择希腊字母集合。

2   使用单选按钮来选择一个计算。

计算使用以下变量：

S_i ＝底层证券价格。

sigma_i ＝底层证券的历史波动率。

Delta_i ＝以基本货币命名的总 delta。

Gamma_i ＝以基本货币命名的总 gamma。

Vega_i ＝以基本货币命名的总 vega。

直接相加：



价格 /风险分析

IB 风险漫游报告 : 报告中的希腊字母集合 

交易平台用户指南 359

总 Delta ＝对 i 求和 （Delta_i） 
总 Gamma ＝对 i 求和 （Gamma_i） 
总 Vega ＝对 i 求和 （Vega_i）

完全相关：

总 Delta ＝对 i 求和 （Delta_i × S_i × sigma_i） 
总 Gamma ＝ 0.5 ×对 i 求和 （Gamma_i × （S_i × sigma_i）^2）

相同百分比变动：

总 Delta ＝对 i 求和 （Delta_i × S_i × 0.01） 
总 Gamma ＝ 0.5 ×对 i 求和 （Gamma_i × （S_i × 0.01）^2） 
总 Vega ＝对 i 求和 （Vega_i × S_i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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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指标

位于 IB风险漫游顶部的指标菜单与上下文有关，并允许您为每种报告选择适用的指标。可用的指标包括：

指标 描述

尺寸栏……

头寸尺寸 选择头寸尺寸来显示合约中您的 （带方向的）头寸。空头头寸以
“－”（减）号表示。

选择 “无”将头寸区域从您的报告中删除。

价值栏……

风险价值 风险价值 （VAR）是对市场风险暴露的测量。它显示了在一天时间
段内的 大预期损失，置信区间为 99.5％。

Note:   在风险价值不能被计算的情况下，注释 “不可用”将被
显示在紫罗兰色的背景上。

损益 “未实现的”平均成本损益以总数、每种底层证券和每个头寸被显
示。

价格 一单位合约的当前市场价格。

价值 （价格）× （头寸）。

换算率 显示被用来将非基本货币头寸转换为基本货币的汇率。

希腊字母栏……

头寸暴露 头寸暴露使用该公式计算：头寸× delta ×乘数×底层证券价格。

Note:   对每种资产类别的头寸暴露被换算为股票等值的数值，
以便于在类别之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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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ta Delta 同时捕捉投资组合对底层证券的敏感性的方向和程度，方法
是根据底层证券价格的变化来表示期权价格变化的程度和方向。

我们使用大写字母 “D”，将被计算为 （delta ×头寸）的 IB 风
险漫游 “头寸 Delta”与希腊字母 delta 计算区分开来。

Gamma Gamma 通过定义期权有方向的变动将发生的速度，即 delta 变动的
速率，来帮助您评估有方向的风险。

我们使用大写字母 “G”，将被计算为 （gamma ×头寸）的 IB 风
险漫游 “头寸 Gamma”与希腊字母 gamma 计算区分开来。

Vega Vega 表示了投资组合对底层证券的内在波动率变化的敏感性，并
反映了相对于底层证券内在波动率变化的期权价格变动。通常，
多头期权头寸从上升的内在波动率中受益 （而从下降的内在波动
率中受损），而空头期权头寸的经历相反 － 它们从下降的内在波
动率中受益 （而从上升的波动率中受损）。

我们使用大写字母 “V”，将被计算为 （vega ×头寸）的 IB 风险
漫游 “头寸 Vega”与希腊字母 vega 计算区分开来。

Theta Theta 通过指出您的投资组合市值将随着时间变化的速率，表示了
投资组合对时间段的敏感性。该指标计算根据的是如下假设：所
有其他变量保持不变，包括底层证券价格、内在波动率和利率。

我们使用大写字母 “T”，将被计算为 （theta ×头寸）的 IB 风
险漫游 “头寸 Theta”与希腊字母 theta 计算区分开来。

指标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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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权分析 

引言

•   期权分析窗口

•   波动率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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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权分析窗口

期权分析窗口显示的值反映了期权价格相对于若干风险指标当中的每个指标的一单位变化的变动率。

合约价格绘图显示了在价格扫描中决定的合约价格的静态集合。每一点将水平轴上的一个底层证券价格与垂
直轴上的相应合约价格关联起来。注意，合约价格是以每底层证券单位的价格来表示的（就像它被表示在定
单行上或执行窗口中一样）。顶部绘图显示看涨期权，底部绘图显示看跌期权，对你在列表中强调的任何期
权都如此。

使用波动率增加、波动率减少和时间减少复选框来查看不同情形下的绘图，从而帮助您观察您的期权头寸中
的波动率和时间风险。波动率增加将内在波动率以相对变化 * 提高 15％；波动率减少将内在波动率以相对变
化 *降低 15％；而时间减少将距离到期日的时间减少了一个日历日。

查看期权分析窗口

•   从期权交易者中，选择一份合约并在期权交易者工具栏上点击点击分析，然后选择期权分析。

•   从交易窗口中，选择一份期权合约，然后使用分析菜单来选择期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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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数值与底层证券 后价格一起被更新，以及当您将更改应用于期权类别时被更新。这些风险指标
值同样能够被显示在期权交易者屏幕上。

* 举一个相对百分比变化的例子，如果期权的当前内在波动率是 10％，15％的相对变化将导致 11.5％的内在
波动率，计算如下：

10％× （1＋ 0.15）＝ 11.5％。

期权分析区域

合约 列出活动的交易页面上的期权，按底层证券、到期日期和行权价分类。

delta 看涨期权的价值相对于底层资产价格变化的变动率。由于看涨期权价值随着底层资产价
格的上升而上升，看涨期权的 delta 通常为正数。delta 为 1.0 的看涨期权将以底层证
券价格变动率的 100％变动，delta 为 0.50 的期权将以底层证券价格变动率的 50％变
动，等等。

gamma 期权的 delta 相对于底层资产价格变化的变动率。

vega 期权的价值相对于波动率变化的变动率。

theta 期权的价值在一天时间段内将发生变化的数额。这不是衍生品，而是一个差额。Theta
也被称为时间价值衰减，或者权利金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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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导航 

引言

使用模型导航来修改期权定价假设，包括波动率、利率和股息，并让模型导航在其期权模型价格计算中使用
这些值。

•   使用模型导航

•   合约描述窗格

•   波动率模型窗格

•   波动率曲线表格

•   编辑利率

•   编辑股息

•   模型价格颜色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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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模型导航

IB的价格 / 风险分析将当前市场数据与利息和股息值一起使用来计算内在波动率和期权模型价格。使用模型
导航来修改定价假设并重新计算模型价格。

打开模型导航

1   在分析菜单上，选择模型导航。

•   如果您从期权交易者打开模型导航，那么它会被自动地填入所有加载的期权链。

•   如果您从 IB 风险漫游SM 打开模型导航，那么它会被填入所有期权。

•   如果您从交易页面打开模型导航，那么它将显示位于所有显示了模型或内在波动率区域的页面上的
期权，这需要模型价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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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易页面上显示模型或内在波动率区域

1   右键点击交易页面的栏标题区域并选择客户化版式。

2   从版式管理器，在可用的栏列表中展开期权类别。

3   选择内在波动率和 /或模型区域，并点击添加将它们移动到已显示的栏列表中。

4   点击确定。

内在波动率和模型区域显示在交易页面上，并且页面上的所有期权合约现在要求模型计算并将出现在模型导
航合约描述窗格中。内在波动率计算是非线性的，并可能对低 vega 期权不收敛。在这样的情况下，模型导
航将不提供内在波动率估计。

模型导航窗口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合约描述窗格以可扩展的树显示了所有可用的期权，波动率模型窗格显
示了波动率曲线绘图，而波动率曲线表格列举了相关的行权价和内在波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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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约描述窗格

左侧窗格显示了按 终的底层证券分组的所有可用的期权，它们能够使用设置菜单上的排序命令，按照字母
顺序或者根据期权数目顺序被排序。选择到期日期旁边的复选框来创建波动率模型。一个底层证券的所有波
动率模型出现在相同的子窗格上。每个底层证券有唯一的波动率模型窗格。

使用设置菜单来选择不要让期货子树与期权合并，并看见整个期货期权结构。

要将合约包括到模型导航中，您必须选择以下一种做法：使用期权交易者并下载一个期权链集合，打开 IB
风险漫游SM，或者将合约添加到您的显示了内在波动率和 / 或模型区域的交易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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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率模型窗格

波动率模型对所有被选中的合约被显示在模型导航的中间窗格中。波动率模型窗格包括：

•   价格抵消 － 可选的。对选定的期权，以绝对值或底层证券当前价格的百分比来抵消底层证券价格。

•   波动率曲线绘图 － 将波动率图像显示为行权价格的函数。您能够通过点击右键并选择编辑来手动地
编辑绘图。

•   水平轴是行权价格，垂直轴是波动率。

•   蓝色和红色的点分别显示了从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的市场数据推导出来内在波动率。深蓝 /深红表
示半报价的看涨 / 看跌期权 （既可以是只有出价也可以是只有要价）。

•   从期权出价 /要价计算的波动率结点包括具象的“误差条”来表示计算的误差范围。该范围被数字
地指定在鼠标悬停帮助中，例如 “＋ / － 0.008”。如果波动率不是使用出价 /要价计算的 （例如，
半报价的看涨 /看跌期权），那么误差范围不被显示。

•   开放的圆圈表示波动率是从收盘价格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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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查看给定的内在波动率点的细节，在该点上握住您的鼠标。系统将显示期权权利、行权价格、内
在波动率和错误范围。

编辑波动率图像

编辑模式允许你使用新的波动率点集，对到期日期创建一个新的波动率曲线绘图。您能够使用该编辑后的绘
图，在交易平台中计算模型价格和内在波动率，并保存您的模型来与模型导航计算的绘图相比较。

默认情况下，模型导航复杂的期权模型计算引擎将绘图中的值与计算出的利率、股息、底层证券价格和其他
参数一起使用，来计算模型价格。如果您偏好使用反映在编辑后的绘图中的定价假设来计算模型价格，您必
须将更改应用于您的绘图并将其留为编辑模式。任何在编辑模式中拥有波动率曲线绘图的到期日期，将在模
型价格和内在波动率的计算中使用该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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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波动率曲线绘图

1   右键点击波动率曲线绘图并选择编辑。

编辑模式沿着绘图的底部显示了一系列棕色的波动率结点。抓住并上下移动这些结点，来创建一个您认为更
精确地表示内在波动率数据的波动率图像。对绘图应用的更改被反映在到期日的波动率曲线表格的手动栏
中。

•   要查看被反映在波动率曲线表格中的手动波动率曲线的值，请确保您选中了到期日，您从位于表格
顶部的到期日下拉列表中编辑其绘图。

•   表格和结点是双向工作的。您能够通过更改表格中相应的值来修改结点的内在波动率。

•   您能够在编辑模式中添加和删除棕色的波动率结点。要添加结点，指向您想要添加它的位置并双击。
要删除结点，选择它并双击。

•   从右键点击菜单中点击重新拟合，将手动的波动率结点重新拟合到计算的波动率曲线。

通过从使用模型历史数据命令来保存和查看历史图像，从而比较波动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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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模型

1   从右键点击菜单中，选择保存模型。

2   点击图像右上角的退出编辑来关闭编辑模式。

模型使用当前日期和时间被保存。

显示模型

1   从图像的右键点击菜单中，选择模型历史。

2   根据日期 /时间名称来选择历史模型。

3   选择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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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存的模型显示为实时彩色绘图内部的一条灰色的曲线。您同样能够在左侧合约描述窗格中的到期日下显
示被保存的模型。

修改图表显示设置

您能够通过频率控制框来修改频率从而控制 CPU 的使用。同样，您能够使用图表设置框，对波动率曲线绘图
的特定显示设置作出更改，包括对两个图表使用相同的水平 / 垂直轴，定义一行中图表的数量，等等。

如果您对波动率曲线显示选定了很多到期日，模型计算可能会用去 CPU 资源的一大部分。您能够使用频率控
制框来降低值更新的速率 （并减少 CPU 资源负担）。您能够对模型计算（全局），以及对波动率曲线和内在
波动率数据修改频率。

修改频率

1   从设置菜单中，选择频率。

2   修改默认值来提高 （较低的值）或降低 （较高的值）刷新速率。

修改图表设置

1   从设置菜单中，选择图表设置。

NOTE: 如果您使用顶级设置菜单，那么设置将被全局地应用。如果您从波动率曲线窗格中使
用设置菜单并选中底层证券细节设置，那么设置将只应用于底层证券的到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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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率曲线表格

波动率曲线表格反映了绘图中的数据。要添加 IV （手动）输入，使用编辑菜单来选择要编辑的图像，或者
右键点击一个绘图并选择编辑。波动率绘图和表格都变为可编辑的。在手动栏中，双击行权价上的内在波动
率，并输入一个新的值。

默认情况下，模型导航复杂的期权模型计算引擎将绘图中的值与计算出的利率、股息、底层证券价格和其他
参数一起使用，来计算模型价格。如果您偏好使用反映在编辑后的绘图中的定价假设来计算模型价格，您必
须将更改应用于您的绘图并将其留为编辑模式。任何在编辑模式中拥有波动率曲线绘图的到期日期，将在模
型价格和内在波动率的计算中使用该图像。

您同样能够修改利率和股息安排，并指定这些修改后的定价假设被用在模型价格计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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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利率

您能够通过在利率导航的手动栏中输入值来修改利率。

打开利率导航

1   从顶级编辑菜单中，选择利率。

有两个利率栏，远期利率 （自动）和远期利率 （手动）。自动栏显示了美国默认的利率。手动栏
初显示了美国利率 （而不是空白区域），但值是可编辑的。

编辑利率

1   选择手动单选按钮，来使手动利率栏可编辑。

2   在手动栏中双击一个利率并输入一个新利率。

3   点击应用来保存您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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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模型计算使用您的手动值，请确保手动单选按钮被选中。

•   要更改显示的日期 / 利率数量，右键点击表格并选择添加新的，在表格顶部创建一个空白的可编辑
的行，或者选择删除已选中的来删除已选中的行。

•   要将抵消值或百分比全局地应用于所有手动的输入，在利率抵消区域中输入一个抵消数额，并选择
百分比或绝对值单选按钮。

•   期权模型是使用您通过选择自动或手动单选按钮而指定的利率来计算的。

•   年度百分比利率是使用银行年日历 （360 天 / 年）的单式定期存款利率。

•   系统将利率表格转换为指数利率的集合，其对类别中的每个到期日在即期基础上应用。当您展开一
个到期日时，它作为 IR 值被显示在合约描述窗格中。

•   利率表格应用在所有期权类别中。当您在一个期权类别中更改利率时，更改将被应用于所有期权类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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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股息

除了让您手动地设置股息安排，股息安排导航还根据资产的历史数据，提供自动的 “ 佳猜想”股息支付安
排。

打开股息安排导航

1   从顶级编辑菜单中，选择股息安排。

有两种股息，股息 （自动）和股息 （手动）。自动栏根据历史数据，显示 “ 佳猜想”股息支付安
排。手动栏显示相同的值 （而不是空白栏），但值是可编辑的。

编辑股息

1   选择手动单选按钮来让手动栏可编辑。

2   在手动栏中双击一个股息并输入一个新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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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导航 : 编辑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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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应用来保存您的更改。

•   要更改显示的股息数量，右键点击表格并选择添加新的，在表格顶部创建一个空白的可编辑的行，
或者选择删除已选中的来删除已选中的行。

•   要将抵消值或百分比全局地应用于所有手动的输入，在股息抵消区域中输入一个抵消数额，并选择
百分比或绝对值单选按钮。

•   期权模型是使用您通过选择自动或手动单选按钮而指定的股息安排来计算的。



价格 / 风险分析

模型导航 : 模型价格颜色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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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价格颜色键

模型价格以彩色被显示在交易屏幕上，来帮助您一眼看出它们在什么位置与出价和要价相关。下面的颜色条
显示了模型价格可能落在的范围。模型价格颜色与底层证券 后价格一起更新。

您必须在您的交易页面上显示模型区域，从而查看模型价格。

Note:   内在波动率 （在内在波动率栏中）通常以粉色或白色显示。如果模型或内在波动率 （％）值当中
的一个以白色显示，那么这意味着模型没有计算任何价格或内在波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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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套利表 :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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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套利表

引言

指数套利表说明了 近合约月期货价格高于 （或低于）其关于指数价格的公平未来价值的溢价（或折价）
程度。绿色的条表明 近合约月期货价格溢价于（即大于）其公平未来价值。红色的条表明 近合约月期货
价格折价于其公平未来价值。该工具可用于指数工具类型。

在登录时显示或隐藏套利表

当您登录时，对所有的指数工具，套利表被默认地显示。要在登录时隐藏指数套利表：

1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全局配置，然后在左侧窗格中选择显示。

2   选中或不选中显示套利表。

对指数显示套利表

1   点击需要的市场数据线来选择指数。

2   点击右键并选择工具，然后选择套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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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套利表 :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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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基本分析

•   路透社基本分析

•   MarketWatch 基本分析

•   新闻播报流



基本分析

路透社基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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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基本分析

一旦您订阅了这项服务，您就能够在交易平台中的若干个地方查看路透社全球基本数据，包括：

•   在合约描述框中（显示如下）

•   通过一系列特定合约的报告 

•   通过将市场数据区域直接添加到您的交易窗口

•   通过基本市场扫描仪参数 

Note:   您必须在账户管理中，从交易使用 > 市场数据订阅页面来订阅路透社基本市场数据。在交易平台视
图菜单上，使用账户管理选项直接进入账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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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基本分析 : 合约描述中的路透社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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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约描述中的路透社数据

在合约描述框中查看路透社基本

1   在您的交易页面上右键点击一个代码行。

2   从右键点击菜单中选择合约信息，然后选择描述。

基本数据被显示在描述框的右侧窗格中。在问号图标上握住您的鼠标来获取对其相关的值的定义。



基本分析

路透社基本分析 : 路透社基本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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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基本页面

通过一系列特定合约的报告来查看路透社全球基本数据。基本自包含的模块还通过报价、定单、日志、交易
和投资组合面板提供完整的市场数据、定单管理和交易监控。

打开基本页面

•   从交易工具栏中，点击基本图标。或者，从代码菜单中，选择基本。

基本报告

点击报告标题来打开报告。注意，若干个报告包含了被列举在报告页面顶部的子报告。

要查看一个区域的定义和计算，在计算旁边的“信息”图标上握住您的鼠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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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基本分析 : 路透社基本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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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分析

路透社基本分析 : 将路透社区域添加到交易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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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路透社区域添加到交易窗口

在页面上显示 / 删除市场数据栏

1   右键点击交易页面上的任何栏标题，然后选择客户化版式。

2   点击市场数据栏标签来查看栏。

已经显示在您的交易窗口中的栏出现在页面左侧的已显示的栏列表中。剩下的栏在右侧的可用的栏列表中根
据类别被分组。

3   展开右侧窗格中的基本类别，并从交易窗口中添加或删除区域。

l 

栏名称 描述

基本

股息 （TTM） 该数值为在 近连续十二个月中支付给普通股股东的每股现金
股息总数。

每股盈余 （EPS）增长 该增长率是过去 5 年中每股盈余的复合年度增长率，不包括特
殊项目和非持续经营。

注：如果 近的年度或 远的年度的值为零或负数，那么增长
率无法被计算，“NA”（不可用）将显示。

市值 市值的计算如下：

当前价格×当前在外流通股数

市盈率 （P/E） 该比率的计算方法是：将当前价格除以稀释的每股盈余总和，
稀释的每股盈余总和来自特殊项目和会计方法更改之前的四个
财务报表期间的连续经营。

市值与账面价值比 该数值为当前价格除以 近财务报表期间的每股账面价值。

速动比率 也被称作酸性测试比率，该数值被定义为： 近财务报表期间
的现金加上短期投资再加上应收账款，除以该期间的流动负债
总数。

注意：该项目不可用于 （NA）银行、保险公司以及其他不区分
流动和长期资产与负债的公司。

股本回报率 该数值为在 近十二个月内可用于普通股股东的收入除以平均
普通股权益，以百分比表示。平均普通股权益的计算是将 近
5 个季度的普通股权益相加再除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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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Watch 基本分析 : 将路透社区域添加到交易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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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Watch 基本分析

•   盈余估计

•   公司简介

•   新闻和评论

•   历史图表

•   公司财务报表

•   内部交易信息

•   分析师信息

•   证券交易委员会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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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Watch 基本分析 : 盈余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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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余估计

查看特定公司的盈余估计

1   在主交易屏幕上选中一条市场数据线。

2   使用右键点击菜单来选择分析，然后选择盈余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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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Watch 基本分析 :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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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公司简介显示了基本的数据，例如行业、联系信息、提供的产品 /服务以及选定的资产的每股和盈利能力数
据还有估值比率。

查看公司简介

1   在主交易屏幕上选中一条市场数据线。

2   使用右键点击菜单来选择分析，然后选择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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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Watch 基本分析 : 新闻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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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和评论

新闻和评论显示了行业以及特定合约的标题和新闻发布。

查看新闻和评论

1   在主交易屏幕上选中一条市场数据线。

2   使用右键点击菜单来选择分析，然后选择新闻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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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Watch 基本分析 : 历史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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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图表

绘图让您设定图表参数来创建时间范围从 1天到十年的历史图表。

创建历史图表

1   在主交易屏幕上选中一条市场数据线。

2   使用右键点击菜单来选择分析，然后选择例如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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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Watch 基本分析 : 公司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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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财务报表

对选定的公司查看上一个财政年度的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

查看特定公司的财务报表

1   在主交易屏幕上选中一条市场数据线。

2   使用右键点击菜单来选择分析，然后选择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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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Watch 基本分析 : 内部交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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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交易信息

对选定的公司查看主要的内部股东的交易活动。

查看内部交易信息

1   在主交易屏幕上选中一条市场数据线。

2   使用右键点击菜单来选择分析，然后选择内部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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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Watch 基本分析 : 分析师信息

交易平台用户指南 396

分析师信息

对选定的合约查看 近的分析师推荐。

查看分析师信息

1   在主交易屏幕上选中一条市场数据线。

2   使用右键点击菜单来选择分析，然后选择分析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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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Watch 基本分析 : 证券交易委员会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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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交易委员会档案

对选定的公司查看上一年的全部证券交易委员会档案。

查看证券交易委员会档案

1   在主交易屏幕上选中一条市场数据线。

2   使用右键点击菜单来选择分析，然后选择证券交易委员会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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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播报流 : 证券交易委员会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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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播报流

您现在能够使用新闻功能，来选择查看来自诸如 CNET News、Google News、MSNBC 和路透社等来源的实时新
闻报道。

启用新闻播报

1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功能选择器。

2   通过点击水平键图标来展开基本分析类别。

3   选中新闻，然后点击确定。

显示新闻区域

1   在交易窗口顶部右键点击区域标题行，然后点击客户化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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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播报流 : 证券交易委员会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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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市场数据栏页面上的可用的栏列表中，拉动到新闻类别并选择新闻时间和新闻标题。点击添加按钮
将它们移动到已显示的栏列表中。

在您的交易页面上，栏新闻时间和新闻标题出现在区域列表中。注意，如果需要，您能够将它们拖动并放到
另一个位置

另外 ,行以彩色被显示。颜色 浅的报道是 近的。

3   点击一个新闻标题，直接在交易窗口下方打开新闻浏览器。头条新闻显示在左侧窗格中，头条新闻和
新闻标题显示在右侧窗格中。点击右侧窗格中的报道行，在另一个浏览器中查看整个报道。

Note:  您也能够在交易窗口中双击报道行，在另一个浏览器中打开报道。

这些行也以分级的颜色显示。 浅的颜色表示 近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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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播报流 : 证券交易委员会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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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技术分析

•   图表

•   图表类型和工具

•   图表指标

•   市场扫描仪

•   TICK 和 TRIN 市场指标



技术分析

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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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   创建实时图表

•   为多个资产绘制图表

•   添加新图表至现有的图表窗口

•   将图表版式保存为模板

•   为到期的合约绘制图表

•   图表工具栏

•   编辑图表

•   图表显示



技术分析

图表 : 创建实时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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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实时图表

您能够定义参数，对您的交易页面上的任何合约显示实时的线状或条状图，包括在 IDEAL 交易的货币。要获
取关于如何从您的图表中直接交易的细节，参见用户指南的图表交易者话题。

创建图表

1   选择您想要创建图表的合约。

2   从右键点击菜单中，选择图表，然后选择新建图表。

3   设置图表参数来定义图表。

区域 描述

时间段 为图表选择一个时间段，范围从 1 分钟到 3
年。

如何显示 将底层证券绘制为线状图或 1 天棒状图。

显示什么 选择首要显示：交易、中点、出价 / 要价、
期权交易量、历史波动率、期权内在波动率、
期权未平仓合约数。

条类型 如果如何显示为 1 天棒状图，显示什么为交
易或中点，那么您能够将条类型定义为高低
条或烛台。

交易量绘图高度 如果您在要显示的补充数据部分中选择显示
交易量，您能够将交易量绘图高度设定为小、
中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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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 创建实时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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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条数目 输入要在图表上显示的条数目，并选中来强
制执行该属性。当被选中，条的数目将保持
恒定，无论对时间段或其他变量作出什么更
改。

区域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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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 创建实时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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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显示的补充数据

图表时间选项

区域 描述 区域 描述

显示中点 绘制中点。 显示出价 / 要价 绘制出价 / 要价。

显示交易量 在子图表中绘制交易量。如有必
要，设置上述的交易量绘图高
度。

显示价格直方图 在图表中一个单独的区域
中显示每个价格点上的每
日交易量。

显示看涨和看跌
期权的总价值

对期权设置，例如未平仓合约数
和交易量，选中来显示看涨和看
跌期权的总价值。

显示期权交易量 在期权交易量子图表中绘
制看涨和看跌期权交易量。

显示历史波动率 为期权显示真实的历史波动率。 显示期权内在波动率 在波动率子图表中绘制内
在波动率。

显示期权未平仓
合约数

在未平仓合约数子图表上绘制看
跌和看涨期权的未平仓合约数。

显示看跌 / 看涨比率 在子图表中显示看跌 / 看
涨比率。注意您必须显示
期权交易量或期权未平仓
合约数来启用看跌 / 看涨
比率。

区域 描述

保持图表更新 选中来让图表实时地更新。

每 1 秒钟更新线状图 如被选中，线状图地 后部分将每 1 秒钟更新。

显示常规交易时间之外的数据 如被选中，显示在延长时段交易的交易所图表，例如
Globex。

以用户时区显示数据 如被选中，使用您的计算机的时区。否则，使用合约
上市的市场的时区。

设定被忽略的每日时间间隔 定义一个时间段，当绘制底层证券时它将被忽略。

当打开新图表时绕开该对话框 如被选中，这些设置将在不显示该对话框的情况下被
应用于您打开的下一个图表。您能够通过从图表菜单
中选择图表参数来修改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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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 为多个资产绘制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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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多个资产绘制图表

您能够在相同的图表上绘制两种或以上资产来进行比较。

为多个资产绘图

1   在现有图表的图表菜单上，选择添加合约。

2   输入底层证券代码并选择合约。

3   选择显示什么：

a   交易显示了定单执行的价格。

b   中点画出了当前 佳出价 /要价的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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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 为多个资产绘制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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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出价 /要价显示了 佳出价和 佳要价。

4   点击确定。所有合约以不同的颜色被绘制，被沿着图表底部的键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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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 添加新图表至现有的图表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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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新图表至现有的图表窗口

您能够选择将多个图表包括到单个窗口中，使用自动显示功能来安排图表，并在相同底层证券的图表之间共
享趋势线。

将新图表添加到现有的图表窗口中

1   从图表菜单中，选择添加新图表。

2   如果您想让图表使用与现有图表相同的底层证券，那么选中子图表使用当前底层证券。选中该功能就
预先占据了图表参数框中的合约描述。如果您是为不同的底层证券添加图表，那么不要选中该选项。

Note:   如果您在相同的图表中绘制了多个合约，那么当前证券指的是被用来创建 初图表的代码。

3   在图表参数框中定义新图表并点击确定。两个图表都出现在图表框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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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 添加新图表至现有的图表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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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窗口中安排多个图表

•   在图表的视图菜单中，点击平铺设计：平铺图表 （网格）、平铺图表（垂直）或平铺图表（水
平）。窗口中的所有图表遵循选定的平铺设计。

在图表之间共享趋势线

1   从图表窗口中点击配置扳手图标。

2   在设置页面中，选中在图表之间共性趋势线。

如果该功能被选中，当您在多图表的窗口中为单个图表添加或编辑趋势线时，趋势线行动将被应用于该窗口
中相同合约的所有其他图表。



技术分析

图表 : 将图表版式保存为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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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图表版式保存为模板

您能够通过将图表保存为模板并随后对其他合约重新应用模板，从而重复使用喜好的图表版式，包括时间
段、显示什么以及如何显示参数。

创建图表模板

1   用所有定义的参数来创建实时图表或图表组。

2   在图表的文件菜单上，选择保存图表模板。

3   通过将模板文件区域中的“未命名”替换为图表名称来给模板一个描述性的名称。

4   如果您想让任何次要的图表在您打开模板时可以被替换，那么选中可替换。您必须至少有一个图表被
标记为 “可替换的”。

5   点击确定来保存模板。

使用模板来创建新图表

1   在图表的文件菜单上，选择打开图表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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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模板文件列表中选择您想要打开的图表模板，或者使用浏览按钮来找到您想要使用的模板。

3   通过在底层证券区域中输入底层证券代码来输入新合约。

4   点击确定，根据您保存的模板来查看新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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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到期的合约绘制图表

您能够在实时的 IB 图表上为到期的期货合约绘制数据。另外，如果您想要绘制一个当前不在您的交易屏幕
上的到期合约，您能够添加该合约。

将到期的期货合约添加至交易窗口

1   输入底层证券代码并敲下回车键，然后从工具类型列表中选择期货。

2   在到期日列表底部，选择到期的，然后通过选择到期月份和年份来选择您想要绘制的到期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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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您也想要底层证券的市场数据，那么在询问您是否想要添加底层证券的消息上点击是。

为到期的合约绘制图表

1   选择到期的合约，然后从右键点击菜单中选择图表，然后选择新建图表。

2   为合约设定您的图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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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工具栏

使用工具栏上的图标来发起一个行动。关于如何从工具栏中添加或删除按钮的说明，使用图表配置话题。

图标 行动 描述

图表参数 打开图表参数对话框，您在这里设定或修改图表显示的标
准。

显示 / 隐藏图表
交易者

打开 （或隐藏）图表交易者工具，其让您直接从图表中提交
交易。

显示 / 隐藏时间
参数面板

允许您对活动的图表更改时间段和间隔。

打开图表模板 允许您打开从一个或多个图表创建的被保存的面板。

打印 打印选中的图表。

移动时间段…… 为图表数据设定一个新的日期和时间。

将时间段移动到
目前

将时间段重设为当前日期 / 时间。

反映使用中的时间段类型的图标将变为灰色。

添加合约 为被添加到当前图表的新资产定义图表参数。

添加研究 点击图标旁边的下拉箭头来选择一个图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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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新图表 该按钮允许您快速地将另一个图表添加至打开的图表窗口。
要以相同的合约信息开始，在弹出对话框中选中子图表使用
当前证券。

添加评论 打开添加评论对话框。输入将被显示在评论框中的图表上的
文本。

删除所有评论 从图表中删除所有评论框。

平铺图表 （网
格）

自动地改变多个图表的尺寸，并在图表窗口中将它们放置为
网格式样。

平铺图表 （水
平）

自动地改变多个图表的尺寸，并在图表窗口中将它们并排放
置。

平铺图表 （垂
直）

自动地改变多个图表的尺寸，并在图表窗口中将它们一个置
于另一个的顶部。

修改或删除 点击图标旁边的下拉箭头来从图表中修改或删除选定的资产
或研究。该功能对带有多个资产和研究的单个图表起作用。
它将不包括单个图表框中的多个图表。

显示条 对烛状图，点击更改为条形图。

显示烛 对条形图，点击更改为柱状显示。

反映当前图表类型的图标变为灰色。

显示 / 隐藏交易
量

在图表底部显示或隐藏交易量面板。

时间和销售 点击将光标更改为时间和销售线。点击一个时间，然后时间
和销售数据页面对该时间打开。要将光标便回原样，点击切
换到十字准线图标。

切换到十字准线
模式

将光标更改为十字准线。注意如果您没有在全局配置中启用
显示水平十字准线，那么在该模式下您将只能看见一条垂直
线。

图标 行动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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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斐波纳契趋
势线

将斐波纳契趋势线插入到图表。

添加水平趋势线 将光标转换为水平趋势线。点击图表来设定趋势线。要将光
标变回原样，点击切换到十字准线图标。

添加垂直趋势线 将光标转换为垂直趋势线。点击图表来设置趋势线。要将光
标变回原样，点击切换到十字准线图标。

添加徒手画趋势
线

让您添加徒手画趋势线。点击图表来设置趋势线。要将光标
变回原样，点击切换到十字准线图标。

创建选定的趋势
线的平行线

添加一条与选定的线平行的趋势线。要将光标变回原样，点
击切换到十字准线图标。

编辑选定的趋势
线

选定的趋势线现在将在任何一段显示一个白色的方块。当您
点击并拉住一端，您能够将趋势线旋转 360 度，并缩短或延
长趋势线。点击线区域允许您在维持相同的长度和与图表的
角度时还能够移动趋势线。右键点击趋势线允许您更改线的
颜色、线的厚度，或者删除线。

删除选定的趋势
线

删除选定的趋势线。要将光标变回原样，点击切换到十字准
线图标。

删除所有趋势线 从活动的图表中删除所有的趋势线。

删除条 可从图表中被强调的条的右键点击菜单中进入。点击来从图
表中完全地删除选定的条。

替换条数据 可从图表中被强调的条的右键点击菜单中进入。点击来修改
与图表中选定的条相关的当前数据。

放大 放大到图表上的一个区域。您能够在放大框中移动到一个新
区域。

图标 行动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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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 缩小给了您图表区域的更大视图。

添加水平空间 通过压缩当前视图并将更多的时间间隔添加到图表的右侧来
创建 “缩小”效果。

删除水平空间 删除时间间隔来创建 “放大”效果。

添加垂直空间 通过压缩当前视图并将更多的价格间隔添加到价格轴的顶部
来创建垂直的 “缩小”效果。

删除垂直空间 从图表顶部删除价格间隔来创建 “放大”效果。

配置图表颜色 打开全局配置窗口，选中图表颜色。更改被显示在不同的图
表参数上的颜色。

刷新 刷新图表数据。

配置 打开全局配置窗口来进行图表配置。

撤销 点击来撤销 后的行动。

恢复 点击来执行 后被撤销的行动。

图标 行动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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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图表

趋势线、指标、条和其他图表显示项目的右键点击编辑菜单让您隐藏、删除和更改项目的数据、颜色和厚
度，从而客户化您的图表并使其更易读。

使用图表编辑功能

1   通过在图表项目上握住您的鼠标来选择一个用来编辑的显示功能。当项目颜色变化时，其被“选
定”。

2   点击右键，将需要的编辑应用于您的显示。

右键点击菜单是与上下文有关的，只根据您选定的项目来显示可用的编辑选项。例如，如果您在条形
图中选择了一个条，右键点击菜单选项包括删除条、替换条数据和更改条颜色。如果您从指标中选择
规划线，那么右键点击菜单选项包括隐藏指标、更改指标厚度和更改指标颜色。

撤销编辑

•   使用图表工具栏上的撤销或恢复图标来删除或重新应用您执行的 后编辑功能。

隐藏和显示指标行

1   通过在指标行上握住您的鼠标来选定该行。它改变颜色来表示其已被选定。

2   点击右键并选择 “隐藏指标”。行消失，颜色键方块变为灰色。

3   要显示隐藏的行，慢慢地将您的鼠标在图表上移动直到隐藏的行以灰色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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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右键并选择 “显示指标”。行重新出现，且颜色键方块变回到其 初的颜色来与行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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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显示

交易平台直接在您的图表上显示即将到来的拆分和股息。当该功能被启用，在您打开它时事件在图表上将是
可见的，拆分以品红色显示，股息以黄色显示。当您在事件上握住您的鼠标时，一个弹出对话框将显示细
节。

启用对拆分和股息的查看

1   在全局配置面板中，选择图表然后从左侧面板中选择设置。

2   在右侧窗格中选中显示拆分和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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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类型和工具

•   图表计算

•   图表交易者

•   创建条形图

•   创建线形图

•   创建烛形图

•   时间和销售数据

•   查看历史图表

•   应用斐波纳契趋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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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计算

您能够为两个或以上合约加上或减去出价 /要价平均价格，并将和作为单个值来绘制图表。

为合并的合约绘制图表

1   从交易窗口中点击图表图标。

2   在新图表窗口的顶部选择合并的合约单选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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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合约表格上，定义多个合约。

4   要减去一个值，使用比率区域在比率前输入一个减号，或者在窗口顶部选中显示差额。

5   如果需要，输入一个抵消金额。

6   选择时间段和如何显示的值。

7   点击确定。

合并的图表看上去如下：

自动拟合合并的图表

图表计算功能包括数学地计算一个或多个合约的比率从而尽可能地近似单个合约或指数的图表的能力。您能
够选择同时显示首要和自动拟合图表，或者通过选中显示差额来查看它们的差。自动拟合的比率和抵消值的
计算使用的是用来在非负限制下拟合 小二乘法回归问题的算法。细节被描述在 Lawson 和 Hanson 所著的
《解决 小二乘法问题》（“Solving Least Squares Problems”）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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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自动拟合图表功能

1   在窗口顶部选中自动拟合复选框。

使用显示差额复选框来看到单个自动拟合的图表等于首要图表和自动拟合图表之间的差值。

2   在合约表格上，定义多个合约。您列出的第一个工具将为首要，而跟随其后的那些将被自动拟合到首
要。

您必须要么在列出您想要绘制图表的工具之前选中自动拟合框，要么在您选中该框之前选择您想要包
括到自动拟合中的所有底层证券。

只使用自动拟合的图表看上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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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使用了自动拟合以及显示差额的图表看上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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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交易者

您能够使用图表交易者直接从实时图表中交易，图表交易者是您从图表菜单中显示的。一旦您创建了一笔定
单，您能够直接在图表上或者使用定单标签上的定单管理行来传递它、取消它或修改它。

打开图表交易者

1   通过在交易屏幕上选择一份合约，并在交易工具栏上点击图表图标来打开一个交互式图表。

2   在图表菜单上，选择图表交易者，然后选择显示 /隐藏图表交易者。

3   图表交易者工具直接显示在图表报价行的下方。

在图表交易者中创建定单

1   点击蓝色的买入按钮来创建一笔买入定单，或者红色的卖出按钮来创建一笔卖出定单。

2   将您的光标移动到图表中，并将断开的蓝线放在您想要的定单价格上。注意，您的确切价格位置以蓝
色沿着价格轴被显示在虚线的左边。

3   点击来创建一笔定单。定单管理行出现在报价行下方，图表交易者的定单部分中，虚线变为实线。定
单参数默认值与您使用定单默认窗口为您的交易窗口设定的默认值一样

4   在传递区域中点击 “T”来提交定单。您同样能够直接从图表中提交定单。

从图表中传递定单

1   要直接从图表中传递，点击绿色的传递按钮，并将 IB 光标放在您想要发送的定单上。当实定单线变为
虚线时，您就知道定单被正确地选中了。



技术分析

图表类型和工具 : 图表交易者 

交易平台用户指南 427

2   点击要传递的定单。

Note:   在您从图表中传递定单之前，您能够在定单管理行中修改定单参数。

从图表中修改定单价格

1   您能够通过点击修改按钮，并将修改光标放到选定的定单上直到实定单线变为虚线来修改定单价格。

2   点击定单，并将其向上或向下拖动到需要的价格。

你使用图表交易者创建的定单同样显示在显示了合约数据的交易页面上。持有定单的交易页面以红色显示页
面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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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条形图

创建条形图

1   选择您想要创建条形图的合约。

2   从右键点击菜单中，选择分析，然后选择实时图表。

3   设置图表参数来定义图表，包括：

a   如何显示：选择带有指定间隔的条。

b   条类型 － 选择高低条。

4   点击确定来显示您的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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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线形图

创建线形图

1   选择您想要创建图表的合约。

2   从右键点击菜单中，选择分析，然后选择实时图表。

3   设定图表参数来定义图表，包括：

•   如何显示：选择线。

4   点击确定来查看视图。要获取关于您能够使用的全部设置的细节，参见图表总括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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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烛形图

创建烛形图

1   选择您想要创建图表的合约。

2   从右键点击菜单中，选择分析，然后选择实时图表。

3   设定图表参数来定义图表，包括：

a   如何显示：选择带有指定间隔的条。

b   条类型 － 选择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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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和销售数据

您能够从交易屏幕中或从图表中选择对任何底层证券查看时间和销售。

从交易窗口中查看时间和销售

1   选择代码，并在交易工具栏上点击时间和销售图标。

2   时间和销售数据在一个单独的窗口中打开。条目根据时间以升序被列出。

时间和销售数据以 60 秒层级被显示。每次当任何数据变化时，就会有一条新的线。

3   要查看下一个或上一个 60 秒层级，点击上一个或下一个按钮。

在图表中查看时间和销售

1   通过在交易窗口上选择一个底层证券代码并点击交易工具栏上的图表图标来创建一个图表。

2   在图表上，使用图表工具栏来点击时间和销售图标。这会将光标更改为时间和销售光标，根据时钟的
指标。

3   将光标放在图表中您想要查看的时间上，并点击。

4   时间和销售数据出现在一个单独的窗口中。其根据时间以升序被列出。

时间和销售数据以 60 秒层级被显示。每次当任何数据变化时，就会有一条新的线。

5   要查看下一个或上一个 60 秒层级，点击上一个或下一个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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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历史图表

使用从1 天到十年的时间段来定义历史图表。您同样能够创建实时更新的交互式图表。

查看历史图表

1   在交易屏幕上，强调一个合约并使用右键点击菜单来选择分析，然后选择历史图表。

2   定义图表参数，例如时间范围、事件、指数比较和滑动平均，然后点击画图。

任何时候您修改图表参数，您必须点击画图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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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斐波纳契趋势线

斐波纳契趋势线可以被用来帮助决定在特定水平或附近的价格支持 /阻力。交易平台斐波纳契线发生在 0.0
％、23.6％、38.2％、50.0％、61.8％、76.4％和 100.0％。一个趋势内发生在这些点的回撤能够被用来帮
助决定合约的进入和退出点。

将斐波纳契趋势线添加到图表

1   创建实时交互式图表。

2   在图表工具栏的趋势线部分中，点击添加斐波纳契线图标。

3   在图表的峰点或低点点击您的鼠标，并在图表内向下 / 向上和向右拉动。

4   交易平台在 0.0％、23.6％、38.2％、50.0％、61.8％、76.4％和 100.0％绘制一系列 7种颜色的趋势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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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类型和工具 : 应用斐波纳契趋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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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斐波纳契趋势线

•   点击删除所有趋势线图标，其位于添加斐波纳契线图标向右三个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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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指标 : 应用斐波纳契趋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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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指标

将这些研究应用于您的图表：

•   应用 ADX/DMI 指标

•   应用积累 / 分配线

•   应用平均真实极差指标

•   应用蔡金资金流摆动指标

•   应用商品通道指标 （CCI）

•   应用肯特纳通道指标

•   应用动量指标

•   应用资金流指数研究

•   应用 MACD 指标

•   应用能量潮指标

•   应用变动率指标

•   应用相对强弱指标

•   应用随机摆动指标

•   应用终极摆动指标

•   应用威廉姆斯摆动指标

•   应用保力加通道指标

•   应用轨道线指标

•   应用指数滑动平均指标

•   应用抛物转向系统指标

•   支点

•   应用简单滑动平均指标

•   应用加权滑动平均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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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指标 : 应用 ADX/DMI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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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ADX/DMI 指标

ADX/DMI 由三条线 +DM、-DM 和 ADX 代表。

有方向的移动

如果今日的 高价高于昨日的 高价，那么：

+DM ＝今日的 高价－昨日的 高价

如果今日的 低价低于昨日的 低价，那么：

-DM ＝昨日的 低价－今日的 低价

如果 +DM 大于 -DM，那么：-DM ＝ 0

如果 +DM 小于 -DM，那么：+DM ＝ 0

真实极差

真实极差是以下当中的 大值：

•   | 今日的 高价－今日的 低价 |

•   | 今日的 高价－昨日的收盘价 | 

•   | 昨日的收盘价－今日的 低价 |

+DM、-DM 和真实极差的滑动平均

•   +DMMA ＝ +DM 的指数滑动平均

•   -DMMA ＝ -DM 的指数滑动平均 

•   TRMA ＝真实极差的的指数滑动平均

有方向的指标

•   +DI ＝ +DMMA/TRMA 

•   -DI ＝ -DMMA/TRMA

有向指数

•   DX ＝ |(+DI -(-DI))|/(+DI + (-DI))

平均有向移动指数

•   ADX ＝ DX 的指数滑动平均

•   ADX ＝ SUM[(+DI-(-DI))/(+DI+(-DI)), N]/N 

当中：

N － 在计算中使用的时段数量。

应用 ADX/DMI 指标

1   在图表菜单上选择添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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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指标 : 应用 ADX/DMI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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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研究指标列表中，选择 ADX/D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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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指标 : 应用积累 /分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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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积累 /分配线

该指标尝试量化流入和流出给定股票的资金流。理论上，知道该资金 /交易量流可以帮助您认识到股票价格
即将到来的变动。

应用积累 / 分配线

1   在图表菜单上选择添加研究。

2   从研究指标列表中，选择积累 /分配线。

3   选择一个合约（如果您的图表包括多个合约）并定义来源，然后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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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指标 : 应用平均真实极差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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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平均真实极差指标

平均真实极差指标被用来决定市场的波动率。其思想是替换给定时段的高－低间隔，因为高－低间隔没有考
虑到差距和限制的变动。您在创建研究时设定时段。

真实极差是以下当中的 大值：

•   当前 大值与 小值之间的差（ 高－ 低）

•   前一日收盘价与当前 大值之间的差

•   前一日收盘价与当前 小值之间的差

平均真实极差是真实极差值的简单滑动平均。

应用平均真实极差

1   在图表菜单上选择添加研究。

2   从研究指标列表中，选择平均真实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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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指标 : 应用蔡金资金流摆动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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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蔡金资金流摆动指标

蔡金资金流摆动是使用积累 /分配行计算的。它将 21 （或者 X 个时段，如果您选择更改该值）个时段累积
的积累 / 分配总价值除以 21 （或 X）个时段的累积总交易量。

应用蔡金资金流指标

1   在图表菜单上选择添加研究。

2   从研究指标列表中，选择蔡金资金流。

3   选择一个合约（如果您的图表包括多个合约），定义来源，如果需要则修改时间段，然后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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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指标 : 应用商品通道指标（C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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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商品通道指标（CCI）

CCI价格动量指标被设计用来识别商品定价的周期性的变化，并表示了当前价格相对于给定时间段的平均价
格的位置。

应用 CCI

1   在图表菜单上选择添加研究。

2   从研究指标列表中，选择 C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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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指标 : 应用肯特纳通道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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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肯特纳通道指标

肯特纳通道指标对波动敏感，并画出了包含两条位于中线上方和下方的 “轨道线”，其代表了 20 个时段的
指数滑动平均 （EMA）。上、下通道定义了区域，在该区域之内价格通常将下跌。与这些线交叉或向这些线
浮动的价格可能表示了交易机会。

肯特纳通道带被计算如下：

中线＝ EMA(TP) 

顶线＝ EMA(TP + Dev x TR)

底线＝ EMA(TP - Dev x TR)

当中：

EMA － 指数滑动平均

TP － 典型价格

TR － 真实极差

Dev － 偏差因子

覆盖肯特纳通道指标

1   在图表菜单上选择添加研究。

2   从研究指标列表中，选择肯特纳通道。

3   修改任何偏好，然后点击确定。

注意您能够增加指标线的厚度并改变其颜色，方法是右键点击一条线并使用编辑菜单来选择更改指标
厚度或更改指标颜色。厚度 “1”是 薄的； “4”是 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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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指标 : 应用肯特纳通道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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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指标 : 应用动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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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动量指标

动量是当前点 （价格或别的量）与 N个时段之前的点之间的差。动量被计算为今天的价格与若干（N）个时
段之前的价格之间的差。

动量＝ CLOSE(i)-CLOSE(i-N)

当中：

CLOSE(i) － 当前条的收盘价格；

CLOSE(i-N) － N 个时段以前的收盘价格。

应用动量指标

1   在图表菜单上选择添加研究。

2   从研究指标列表中，选择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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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指标 : 应用资金流指数研究 

交易平台用户指南 445

应用资金流指数研究

资金流指数 （MFI）指标与相对强弱指数（RSI）指标相似，通常以 0－ 100 评分标准来测量 14 天的时段，
除非它是交易量加权的。这使其成为一个对流入和留出证券的资金流强度的很好的测量指标，并被用来帮助
识别一个趋势的强或弱。

应用资金流指数研究

1   在图表菜单上选择添加研究。

2   从研究指标列表中，选择资金流指数。

3   选择一个合约（如果您的图表包括多个合约）并定义来源，如果需要则修改默认的 14 天的时间段，
然后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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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指标 : 应用 MACD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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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MACD 指标

这是一个跟随趋势的动态指标，它显示了两组滑动平均之间的相关系数，通常是 26 个时段和 12 个时段的
SMA 或 WMA 或 EMA。您能够在创建研究时修改时段长度。为帮助说明机会，一条 9个时段的 EMA “信号线”
被绘制在 MACD 顶部。

MACD 和信号线使用以下计算被绘制：

MACD = MA(CLOSE, 12)-MA(CLOSE, 26)

SIGNAL = EMA(MACD, 9)

MACD Histogram/OSMA = MACD - SIGNAL

当中：

MA － 简单或加权或指数滑动平均；

SIGNAL － 指标的信号行。

应用滑动平均收敛 / 发散指标

1   在图表菜单上选择添加研究。

2   从研究指标列表中，选择滑动平均收敛发散。



技术分析

图表指标 : 应用能量潮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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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能量潮指标

能量潮（OBV）指标背后的概念是：交易量先于价格。OBV 是一个简单的指标，当收盘价上涨时它加上该时
段的交易量，当收盘价下跌时它减去该时段的交易量。累积的交易量添加和扣除总数形成了形成了 OBV 线。

如果今日的收盘价大于昨日的收盘价，那么：

OBV(i) = OBV(i-1)+VOLUME(i)

如果今日的收盘价小于昨日的收盘价，那么：

OBV(i) = OBV(i-1)-VOLUME(i)

如果今日的收盘价等于昨日的收盘价，那么：

OBV(i) = OBV(i-1)

当中：

OBV(i) － 当前时段的指标值；

OBV(i-1) － 上一个时段的指标值；

VOLUME(i) － 当前条的交易量。

应用能量潮指标

1   在图表菜单上选择添加研究。

2   从研究指标列表中，选择能量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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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指标 : 应用变动率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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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变动率指标

变动率（ROC）是动量的改良版本。读数以零线周围的百分比波动。你在创建研究时设定数目。

变动率＝ 100(V/Vx)

当中：

V － 近的收盘价；

Vx － x 个条之前的收盘价。

应用变动率指标

1   在图表菜单上选择添加研究。

2   从研究指标列表中，选择变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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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指标 : 应用相对强弱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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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相对强弱指标

相对强弱（RSI）指标用于超买 /超卖条件。当市场变强时它上升，当市场变弱时它下降，并在 0 － 100 摆
动。RSI 的计算如下：

RSI = 100-(100/1+RS)

当中：

RS － X 个时段中收盘价上涨的平均值 /X 个时段中收盘价下跌的平均值 （X＝用户设定的条数目）。

应用相对强弱指标

1   在图表菜单上选择添加研究。

2   从研究指标列表中，选择相对强弱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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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指标 : 应用随机摆动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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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随机摆动指标

随机摆动指标提供了关于当前收盘价相对于该时段的 高价和 低价的位置的信息。其范围从 0％到 100％。
读数 0％表示在证券交易的前 x 个时段中收盘价是 低价。读数 100％表示在证券交易的前 x 个时段中收盘
价是 高价。

Note:   当您创建研究时，您能够指定方法 （SMA、WMA 或 EMA）、观察时段、慢速平均时段和快速平均时
段。

应用随机摆动指标

1   在图表菜单上选择添加研究。

2   从研究指标列表中，选择随机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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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指标 : 应用终极摆动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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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终极摆动指标

终极摆动指标将三个不同时间范围的价格行动组合了起来。您在创建研究时设定观察时段 1、2和 3。

时间范围：

•   真实 低＝ 小值（ 低价或前一个收盘价）

•   买入压力＝收盘价－真实 低

•   真实范围＝ 大值（ 高价－ 低价， 高价－前一个收盘价，前一个收盘价－ 低价）

买入压力总和 1、买入压力总和 2 和买入压力总和 3 是通过将 3个不同时间范围的买入压力加起来计算出来
的。

对真实范围总和 1、2和 3的计算同理。

原始终极摆动＝ 4 × （买入压力总和 1/ 真实范围总和 1）

＋ 2 × （买入压力总和 2/ 真实范围总和 2）＋ （买入压力总和 3/ 真实范围总和 3）

终极摆动＝ （原始终极摆动 / （4 ＋ 2 ＋ 1））× 100

应用终极摆动指标

1   在图表菜单上选择添加研究。

2   从研究指标列表中，选择终极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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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指标 : 应用威廉姆斯摆动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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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威廉姆斯摆动指标

威廉姆斯百分比范围（％R）指标识别了超买 / 超卖水平。标度从 0延伸到 -100。

%R = (HIGH(i-n)-CLOSE)/(HIGH(i-n)-LOW(i-n))-100 

当中：

•   CLOSE － 今日的收盘价；

•   HIGH(i-n) － 前面若干 （n）个时段的 高价的 高值；

•   LOW(i-n) － 前面若干 （n）个时段的 低价的 低值。

应用威廉姆斯摆动指标

1   在图表菜单上选择添加研究。

2   从研究指标列表中，选择威廉姆斯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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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指标 : 应用保力加通道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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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保力加通道指标

保力加通道通过画出一系列的三条通道来测量波动率。中通道代表滑动平均 （SMA 或 WMA 或 EMA）。上通道
以标准差的某个倍数高于中通道 （通常为 2），而下通道则以标准差的某个倍数低于中通道 （通常为 2）。
您在创建研究时设定标准差的距离。

保力加通道被计算如下：

ML = Avg. (N) 

TL = ML + (D*StdDev)

BL = ML — (D*StdDev)

当中：

ML － 中线

Avg(N) － SMA 或 WMA 或 EMA

TL － 顶线

BL － 底线

N － 计算中使用的时间段数目

StdDev － 标准差

StdDev = SQRT(SUM[(CLOSE-SMA(CLOSE, N))^2, N]/N)

应用保力加通道指标

1   在图表菜单上选择添加研究。

2   从研究指标列表中，选择保力加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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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指标 : 应用保力加通道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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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指标 : 应用轨道线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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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轨道线指标

SMA/WMA/EMA 轨道线画出了一条由两组滑动平均组成的通道，一组向上移动，另一组向下移动，来帮助定义
股票的上下边界。轨道线的通道被计算如下：

上通道＝ MA(CLOSE, N)*[1+K/100]

下通道＝ MA(CLOSE, N)*[1-K/100]

当中：

MA － 简单（或加权或指数）滑动平均；

N － 平均时段；

K/100 － 偏离平均值的值 （以基点测量）。

应用轨道线指标

1   在图表菜单上选择添加研究。

2   从研究指标列表中，选择轨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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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指标 : 应用指数滑动平均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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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指数滑动平均指标

指数滑动平均给了 近的价格更多的权重，并包括了工具生命周期内的所有价格数据。它被定义为用：

（前一个时段的指数滑动平均）/ （N ＋ 1）加上 （当前价格）× 2/ （N ＋ 1）。对第一个时段，我们
使用简单滑动平均。

应用指数滑动平均

1   在图表菜单上选择添加研究。

2   从研究指标列表中，选择指数滑动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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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指标 : 应用抛物转向系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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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抛物转向系统指标

抛物转向系统被用于有趋势的市场，其使用追踪止损和反向的方法来帮助决定好的退出和进入点。抛物转向
系统的计算如下：

SARt+1 = SARt+ AF x (EPtradex SARt)

当中：

SARt+1 － 下一个时段的 SAR ；

SARt － 当前 SAR ；

AF － 加速因子，以 .02 开始，并以 .02 增加到 大值 .20。

Note:   当您创建研究时，您能够重设加速因子的初始值、层级和 大值。

EPtrade － 极端价格 （对多头头寸为 高价，对空头头寸为 低价）。

有用抛物转向系统指标

1   在图表菜单上选择添加研究。

2   从研究指标列表中，选择抛物转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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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指标 : 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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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点

支点指标计算了股票的 高价、 低价和收盘价的数学平均值，被用来帮助识别阻力和支持水平。我们使用
五点系统来计算支点，该系统使用前一日的 高价、 低价和收盘价得出支点，然后计算两个阻力水平和两
个支持水平，如下：

R2=P + (H-L) = P + (R1-S1) 
R1 = (P x 2) - L 
P = (H + L + C) /3 
S1 = (P x 2) - H 
S2 = P - (H - L) = P - (R1 - S1)

当中 “S”是支持水平，“R”是阻力水平，“P”是支点，H、L、C 分别是 高价、 低价和收盘价。

添加支点指标

1   在图表菜单上选择添加研究。

2   从研究指标列表中，选择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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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简单滑动平均指标

简单滑动平均将特定数目的数据点的价格 （您能够从收盘价格、交易量加权平均价格、时间加权平均价格或
高 / 低 / 收盘平均价格中选择）加起来，再除以该数目。对 3个时间周期的简单滑动平均计算如下：

（价格 1）＋ （价格 2）＋ （价格 3）再除以 3

应用简单滑动平均

1   在图表菜单上选择添加研究。

2   从研究指标列表中，选择简单滑动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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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加权滑动平均指标

加权滑动平均给了每个数据点一个与其在序列中的顺序成比例的权重，然后再除以权重的总和。对 3 个时间
周期的加权滑动平均的计算如下：

（1 ×价格 1）＋ （2 ×价格 2）＋ （3 ×价格 3）再除以 6，当中 6 是权重 （1 ＋ 2 ＋ 3）的总和。

应用加权滑动平均

1   在图表菜单上选择添加研究。

2   从研究指标列表中，选择加权滑动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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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扫描仪

•   创建市场扫描仪

•   市场扫描仪类型



技术分析

市场扫描仪 : 创建市场扫描仪

交易平台用户指南 462

创建市场扫描仪

市场扫描仪页面根据您定义的工具、参数和过滤标准，自动地将排名前五十的合约填入预格式化的交易页
面。

创建市场扫描仪页面

1   在页面菜单上选择创建市场扫描仪。

新的市场扫描仪页面被创建，默认扫描为美国股票， 低市值与账面价值比。

2   点击展开箭头来显示标准选择面板。

定义扫描标准

1   从工具列表中选择一个工具类型。扫描标题更改以反映您选择的标准。

Note:  工具按地区被定义。“全球”扫描仪能够扫描全球市场上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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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数据将被包括在市场扫描中的地点/交易所。有效的地点根据您在第2步中选择的工具而相应地变
化。

3   点击过滤器区域来缩小将被返回到您的查询中的合约范围。例如，您可能只想看见一定市盈率范围
内、或市值在 2,000,000 以上的前％美国股票获利者。

4   在参数区域中选择一个扫描仪参数，例如前％获利者、根据价格的热门合约或者 优的期权内在波动
率。

5   点击查询来返回满足您的搜索标准的前 50 份合约。数据每 60 秒被更新。

Note:  扫描区域中的时间显示了资产已被包括在扫描中多久。其在每分钟数据查询更新时刷
新。

Note:   您不能从市场扫描仪页面中修改页面版式或发起一笔定单，单您能够拖动一个代码并将其放到您
的另一个交易页面上。您能够创建多个市场扫描仪页面并将市场扫描仪页面分开，但这些页面被
算作交易页面，显示的市场数据被算作活动的市场数据。

IB 的每日期权和期货智能报告使用了交易平台市场扫描仪数据作为其评论的基础。

http://individuals.interactivebrokers.com/optionsCommentary/index.php?ib_entity=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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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扫描仪类型

可用的市场扫描根据您选择的工具 / 地点标准而变化。

市场扫描仪参数

参数 描述

高％获利者 后交易价格相比前一晚的收盘价格显示出了 高百分比增长的合
约。

高％亏损者 后交易价格相比前一晚的收盘价格显示出了 低百分比增长的合
约。

活跃的 根据使用的单位 （对美国股票为手；对衍生品和非美国股票为合
约），今日交易量 高的合约。



技术分析

市场扫描仪 : 市场扫描仪类型 

交易平台用户指南 465

不开盘 今天没有交易的合约。

停盘 交易已被停止的合约。

根据价格的热门合约 这样的合约，当中：

（ 后交易价格－前一日收盘价）/ 平均每日变化有 高的绝对值
（正或负）。

平均每日变化被定义为合约的 （每日收盘价－每日开盘价）的指数滑
动平均。

根据交易量的热门合约 这样的合约，当中：

今日交易量 / 日平均交易量是 高的。

日平均交易量是合约每日交易量的 30 天指数滑动平均。

高交易数目 一天当中 高的交易数目。

高交易率 在过去 60 秒当中交易数目 高的合约 （无论那些交易的尺寸多大）。

大价格极差 今日的 高价和 低价之间的 大差额，或者与昨日的收盘价的差额
（如果在今天的极差范围之外）。

根据价格极差的热门合约 波动率的 大价格极差 （来自 大价格极差计算）。

高交易量速率 每分钟 高交易量。

自开盘起 高％获利者 显示 后交易价格相比开盘价格上涨的百分比 高的合约。

自开盘起 高％亏损者 显示 后交易价格相比开盘价格下跌的百分比 高的合约。

高收盘到开盘％获利者 显示今天的开盘价格相比前一日收盘价格上涨的百分比 高的合约。

高收盘到开盘％亏损者 显示今天的开盘价格相比前一日收盘价格下跌的百分比 高的合约。

高期权内在波动率 * 显示到期日在接下来两个月之内、有 高的 vega 加权内在波动率的
接近平价期权的底层证券合约 （股票或指数）。

低期权内在波动率 * 显示到期日在接下来两个月之内、有 低的 vega 加权内在波动率的
接近平价期权的底层证券合约 （股票或指数）。

高期权内在波动率％获利
者 *

显示当前的内在波动率与昨日 15 分钟平均内在波动率的收盘值相比
有 大百分比收益的底层证券合约 （股票或指数）。

高期权内在波动率％亏损
者 *

显示当前的内在波动率与昨日 15 分钟平均内在波动率的收盘值相比
有 大百分比损失的底层证券合约 （股票或指数）。

期权内在波动率与历史波动
率的 高偏差 *

显示内在波动率与历史波动率之间的偏离 大的底层证券合约 （股票
或指数）。

市场扫描仪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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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权内在波动率与历史波动
率的 低偏差 *

显示内在波动率与历史波动率之间的偏离 小的底层证券合约 （股票
或指数）。

根据期权交易量 活跃的 显示根据期权交易量按降序排列的 活跃的合约。

根据期权未平仓合约数 活
跃的

返回有 高的流通看涨期权合约数＋流通看跌期权合约数的前 50 个
底层证券合约。

高期权交易量看跌 / 看涨
比率

看跌期权交易量被除以看涨期权交易量，有 高比率的底层证券代码
将被显示。

低期权交易量看跌 / 看涨
比率

看跌期权交易量被除以看涨期权交易量，有 低比率的底层证券代码
将被显示。

高期权未平仓合约数看跌
/ 看涨比率

返回流通期权合约的看跌 / 看涨比率 高的前 50 个合约。

低期权未平仓合约数看跌
/ 看涨比率

返回流通期权合约的看跌 / 看涨比率 低的前 50 个合约。

根据期权交易量的热门合约 显示 10 天平均期权交易量 高的底层证券合约。

13 周 高 过去 13 周的 高价格。

13 周 低 过去 13 周的 低价格。

26 周 高 过去 26 周的 高价格。

26 周 低 过去 26 周的 低价格。

52 周 高 过去 52 周的 高价格。

52 周 低 过去 52 周的 低价格。

高增长率 返回每股盈余增长率 高的前 50 个合约。注意一个新的区域，增长
率，被插入到描述区域之后来显示每个合约的每股盈余。

低增长率 返回每股盈余增长率 低的前 50 个合约。注意一个新的区域，增长
率，被插入到描述区域之后来显示每个合约的每股盈余。

高市盈率 返回市盈率 高的前 50 个合约。注意一个新的区域，市盈率，被插
入到描述区域之后来显示每个合约的市盈率。

低市盈率 返回市盈率 低的前 50 个合约。注意一个新的区域，市盈率，被插
入到描述区域之后来显示每个合约的市盈率。

高速动比率 返回 “速动”比率 高的前 50 个合约。注意一个新的区域，速动比
率，被插入到描述区域之后来显示每个合约的速动比率。

低速动比率 返回 “速动”比率 低的前 50 个合约。注意一个新的区域，速动比
率，被插入到描述区域之后来显示每个合约的速动比率。

高股息收益率 返回每股股息收益率 高的前 50 个合约。注意一个新的区域，每股
股息，被插入到描述区域之后来显示每个合约的每股股息收益率。

低股息收益率 返回每股股息收益率 低的前 50 个合约。注意一个新的区域，每股
股息，被插入到描述区域之后来显示每个合约的每股股息收益率。

高股本回报率 返回股本回报率 高的前 50 个合约。注意一个新的区域，股本回报
率，被插入到描述区域之后来显示每个合约的股本回报率。

市场扫描仪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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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天（V30）内在波动率：

内在波动率对美式期权使用 100 步二叉树计算，对欧式期权使用 Black-Scholes 模型计算。利率是使用来自
交易日的欧洲美元期货合约的结算价格被计算的，股息根据的是历史支付率。

IB 的 30 天波动率是对当前交易日向前 30 个日历日的到期日估计的平价波动率。它根据的是来自两个连续到
期月的期权价格。第一个到期月距离现在至少还有八个日历日。对每个到期日 接近市价的四个行权价的八
只期权，内在波动率都被估计。内在波动率被拟合为每个到期日行权价的抛物线函数。一个到期日的平价内
在波动率随后被作为拟合抛物线在到期日的预期未来价格上的值。根据平价波动率平方的 30 天方差的线性
内插 （或外推，根据要求而定 )被执行。V30 是估计的方差的平方根。如果第一个到期月不满足距离小于 60
个日历日，我们将不计算 V30。

低股本回报率 返回股本回报率 低的前 50 个合约。注意一个新的区域，股本回报
率，被插入到描述区域之后来显示每个合约的股本回报率。

高市值与账面价值比 返回市值与账面价值比 高的前 50 个合约。注意一个新的区域，市
值与账面价值比，被插入到描述区域之后来显示每个合约的市值与账
面价值比。

低市值与账面价值比 返回市值与账面价值比 低的前 50 个合约。注意一个新的区域，市
值与账面价值比，被插入到描述区域之后来显示每个合约的市值与账
面价值比。

市场统计 来看看对以下指标的交易所特定的统计：

•   增加、减少和不变的股票

•   上升、下降、不变和总的交易量

•   TRIN 和 TICK 指标

要使用它，从工具列表中选择市场统计，然后从地点下拉菜单中选择
一个交易所。

美分期权 打开美分期权页面。

高合成出价收益率 强调可用的 高合成期货转现货利率。这些利率的计算方法是：得到
单一股票期货与底层股票之间的价格差别，然后减去股息来算出单一
股票期货期间按年度计算的合成内在利率。高利率可能表示投资机
会。

低合成出价收益率 强调可用的 低合成期货转现货利率。这些利率的计算方法是：得到
单一股票期货与底层股票之间的价格差别，然后减去股息来算出单一
股票期货期间按年度计算的合成内在利率。低利率可能表示借入机
会。

相关期货转现货 该工具扫描美国市场，并根据您当前持有的股票和单一股票期货头寸
返回与您的投资组合相关的所有期货转现货。要获取关于使用期货转
现货来降低您的交易成本的更多信息，参见相关期货转现货用户指南
话题。

市场扫描仪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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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K 和 TRIN 市场指标

使用市场指标来帮助确定趋势。Tick 指数指标显示了以向上跳动的报价交易的股票数减去以向下跳动的报价
交易的股票数。TRIN （交易者指数）指标是一个技术分析指标，是通过将上升下降拐点的差价除以上升下降
拐点的交易量来计算的 。

查看 tick 和 trin 指标

1   使用搜索功能来输入 “tick”或 “trin”并选择您想要查看的指数。

日期行出现在您的交易窗口上，带有指数价格的指数套利表打开。注意，您不能交易这些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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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配置交易平台

交易平台是可以完全客户化的。全局配置设定让您能够对所有的交易平台窗口更改细节。页面版式功能提供
了对您的交易平台的控制，功能选择器允许您根据您的需要来隐藏或显示功能。

•   全局配置

•   显示配置

•   交易工具

•   信息工具

•   页面版式

•   交易页面区域描述

•   功能选择器

•   配置定单预设

•   工作空间和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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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配置

引言

每个交易平台页面或工具都有允许您客户化的配置设定。全局配置是配置任何和所有交易平台组成部分的起
始点。

•   使用全局配置

•   一般配置

•   分配热键

•   显示交易平台消息

•   配置波动率和分析设定

•   配置智能传递指令

•   将声音分配给事件

•   快速股票输入交易所配置

•   启用 API 连接

•   配置自动导出

•   eSignal 市场数据

•   配置锁定和退出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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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全局配置

全局配置窗口是您定义整个系统范围内的默认配置设定的起始点。

进入全局配置

1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全局配置，或者从任何屏幕点击配置扳手图标。

2   向下滚动左侧目录来选择一个项目，并在右侧可选项中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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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同样能够使用窗口顶部的文本搜索框来找到您想要配置的页面。 列表被过滤，只显示那些在标题中包括了
您输入的文本的页面。要再次查看所有类别，点击搜索框右边的页面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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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配置

使用一般配置页面来设定各种默认值，例如自动期货再投资通知、审计追踪和语言设定。

定义一般配置设定

1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全局配置。

2   在左侧目录中点击一般。

3   使用右侧可选项来设定这些参数。

一般

•   保持应用程序在顶部 － 打勾将主交易屏幕保持在其他所有活动的窗口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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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期货再投资 － 当被选中，您将在到期之前被通过弹出消息通知，您有机会选择将期货再投资。

•   创建审计追踪 － 当被选中，您能够选择查看您的审计追踪的压缩或扩展版本，审计追踪包括了您账
户的所有交易活动。

•   显示当日提示 － 当被选中，每日提示在启动时显示。

浏览器

•   将完整的路径输入到浏览器 － 对独立版本的用户，如有必要请修改浏览器位置。

语言

•   当前语言 － 显示当前的交易平台语言。点击选择来选择另一种语言。点击确定，然后退出交易平台
以激活语言更改。

表格编辑

•   在定单行上启用键盘输入 － 当被选中，您能够选中一个定单行，并且在不使用鼠标的情况下修改区
域值。每个区域在您到达它时变为可编辑的，回车键的作用相当于点击鼠标左键。

定单向导

•   使用单选按钮让交易平台自动打开向导，或者使用交易工具栏上的套环图标手动控制向导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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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热键

将行为分配给特定的键和键的组合，会帮助您快速地创建定单并将其传递至市场。您能够用 26 个键盘字母
当中的一个来分配任何按键或 “Ctrl”和“Shift”键的组合，从而映射特定的定单创建和定单传递命令，
例如买入、卖出、传递和取消。

记录热键

1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全局配置，然后从左侧目录中选择热键。

2   在可能的行动区域内，选择一个您想要对其分配热键的行动，并点击创建快捷方式。

3   在键盘区域，点击记录。如果您已经对选定的行动记录了热键，它被显示在当前快捷键区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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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下您将用来完成该行动的真实按键或按键组合。系统记录下您的按键并将其显示在当前快捷键区
域。

Note:   如果客户化页面可见，您能够客户化您的热键，使其更加具体。例如，在您记录下买入热键之后，
将其客户化以便创建括号或追踪限价止损定单。

在您记录下需要的热键并点击关闭之后，映射的热键被显示在屏幕底部的状态行上。要重新记录热键分配，
遵照以上的步骤 1－ 4。要从行动中删除热键分配，点击清除。

特定的热键过程和信息

•   对特定的定单类型创建买入 / 卖出热键 （例如，买入限价定单、卖出止损定单）

a   在配置菜单上点击热键。

b   选择买入或卖出作为行动并点击创建快捷方式。

c   点击客户化页面。

d   在定单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您想要对其创建热键的定单类型。

e   填充任何必要的定单类型相关区域。

f   点击快捷方式标签。

g   点击记录并按下将代表定单类型热键的按键组合。

h   证实热键已被正确地记录在快捷方式部分中。

•   对特定的合约创建买入 / 卖出热键 （例如，对 XYZ 的买入限价定单）

a   在配置菜单上点击热键。

b   选择买入或卖出特定产品作为行动并点击创建快捷方式。

c   点击客户化页面。

d   在底层证券区域，输入一个底层证券代码。

e   填充定单相关区域。

f   点击快捷方式标签。

g   点击记录并按下将代表定单类型热键的按键组合。

h   证实热键已被正确地记录在快捷方式部分中。

•   即刻传递

当您对任何定单类型创建买入或卖出热键时，您能够选择 “即刻传递定单”，方法是在客户化页面底部对该
功能打勾。当您激活了即刻传递，使用热键组合将会在不给您时间审查和修改定单参数的情况下创建和传递
定单。

不对该功能打勾，这样就可以让热键组合创建定单，然后将定单留在交易屏幕上给您手动传递。

•   附加括号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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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热键。

b   选择买入或卖出作为行动并点击创建快捷方式。

c   点击客户化页面。

d   在附加定单范围内，对添加简单括号打勾。

e   在括号定单范围内：

•  在限价 （＋ /－抵消额）区域选择出价、要价、 后或无作为括号定单限价部
分的基础，如果需要，还应输入抵消金额。

•  选择止损类型。

•  设定止损价格以及对止损触发价格的抵消额。

•  对限价止损定单，设定止损限价和抵消额。

f   在快捷方式页面记录下热键组合，然后点击确定。

•   创建增大 （减小）定单尺寸热键

a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热键。

b   选择增加（减少）价格或尺寸并点击创建快捷方式。

c   在客户化页面上，在区域下拉列表中选择尺寸。

d   设定 小报价单位数的数值，来代表增大 （减小）默认定单尺寸所根据的增量。

e   在快捷方式页面上，点击记录并按下热键组合以代表增大 （减小）定单尺寸。

f   关闭对话框。

•   创建提高 （降低）限 （辅助）价热键

a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热键。

b   选择提高（降低）价格或尺寸并点击创建快捷方式。

c   在客户化页面上，在区域下拉列表中选择限价 （辅助价格）。

d   输入 小报价单位数增量，您想要热键根据该增量增大 （减小）价格数值。

e   在快捷方式页面上，点击记录并按下热键组合来代表提高 （降低）限 （辅助）价。

f   关闭对话框。

•   对买入 / 卖出定单使用全部可用的数量

a   在配置菜单上点击热键。

b   选择买入或卖出作为行动并点击创建快捷方式。

c   点击客户化页面。

d   在尺寸区域，选择可用，然后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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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当您使用买入或卖出热键时，定单数量将由要价尺寸或出价尺寸区域内显示的可用合约数目决定。

•   更改定单类型 /有效时间

a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热键。

b   在修改 / 传递定单部分，选择修改定单类型或修改有效时间并点击创建快捷方式。

c   在快捷方式页面上，点击记录并按下热键组合。

d   关闭对话框。

•   打开警报框来查看 / 设定警报

a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热键。

b   在实时活动监控部分，选择查看警报并点击创建快捷方式按钮。

c   在快捷方式页面，点击记录并按下热键组合，例如 Ctrl ＋ A。

d   关闭对话框。

e   点击确定。

当您从交易平台使用 Ctrl ＋ A 时，警报框打开显示您的当前警报。要创建警报，点击新建按钮。

•   设定自动止损

a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热键。

b   在实时活动监控部分，选择添加自动止损定单。

c   点击记录并按下热键组合，例如 Ctrl ＋ A。

d   关闭对话框。

e   点击确定。

现在当您从交易平台使用 Ctrl ＋ A 时，您将附加一个止损定单到选定的定单。

•   设定自动追踪止损

a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热键。

b   在实时活动监控部分，选择添加自动追踪止损定单。

c   点击记录并按下热键组合，例如 Ctrl ＋ T。

d   关闭对话框。

e   点击确定。

现在当您从交易平台使用 Ctrl ＋ T 时，您将附加一个追踪止损定单到选定的定单。使用的追踪金额是在定
单默认值中定义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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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键盘按键不能被用作热键，包括：Alt、Page Up、Page Down、Print Screen、Home、Backspace 以及
Windows 键。我们保留在任何时间不通知的情况下激活这些键或者将热键功能从一个键删除的权利。对无效
键的尝试使用将产生消息 “您选定的热键无效。请选择另外的热键组合。”

Note:   标准热键在快速定单输入面板中不起作用。当您对一个快速定单输入行动记录热键时，您必须使
用 “Ctrl”加上一个字母键，或者 Escape 键。

分配鼠标快捷方式

您能够对特定的定单创建和传递命令，如买入、卖出、传递和取消以及许多其他命令记录下鼠标点击快捷方
式。

分配鼠标快捷方式

1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全局配置，随后选择热键。

2   在可能的行动列表上，选择一个您想要分配鼠标快捷方式的行动并点击创建快捷方式。

3   在鼠标区域，使用市场数据区域下拉列表来选择您要点入的区域从而激活快捷方式。

4   在点击事件下拉列表上，选择您将在选定的区域使用的点击方式来激活快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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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击应用，然后点击关闭。

例子：如果您在可能的行动中选择取消定单，在市场数据区域中选择出价尺寸，并选择左键点击作为点击事
件，当您使用鼠标在出价尺寸栏中点击 （左键点击），您将会取消定单。注意，您必须显示恰当的区域来使
用该鼠标快捷方式！要隐藏和显示区域，使用版面管理器。

Note:   鼠标快捷方式将覆盖默认的鼠标行动。要回到默认的鼠标行动，您必须在热键和鼠标快捷方式框
中重新设定行动作为快捷方式。

客户化热键

在您映射热键之后，使用客户化页面上的选项来使您的热键行动更加具体。

客户化热键

1   在配置菜单上，点击热键。

2   在快捷方式区域，选择一个行动，您想要客户化该行动的热键，然后点击配置。

3   点击客户化页面然后设定参数来支持客户化的热键。

客户化的被映射的键被显示在位于应用程序底部的状态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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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交易平台消息

每次您在交易平台中收到一条信息或确认消息时，我们都会在左下角包括一个复选框，上面写着 “不再显示
该消息。”如果您选择隐藏消息，您能够在任何时候使用全局配置工具的消息部分将其重新启用。

启用交易平台消息

1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全局配置。

2   在左侧目录中点击消息。

3   使用右侧可选项对您想要启用的任何消息打勾。

Note:   该页面只能被用来启用您已经关闭的消息，而不是禁用消息。我们想确保您在选择禁用每条消息
之前已经将其阅读了至少一遍。



配置交易平台

全局配置 : 配置波动率和分析设定

交易平台用户指南 482

配置波动率和分析设定

使用波动率和分析配置页面，同时对波动率定单和交互式分析定义默认设定。

定义默认波动率配置设定

1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全局配置。

2   在左侧目录中点击波动率和分析。

3   使用右侧可选项中的波动率部分来设定这些参数：

•   波动率单位 － 选择每年或每日显示。

•   参考价格类型 － 选择出价或要价，当买入看涨期权或卖出看跌期权时使用 NBB（出
价），当卖出看涨期权或买入看跌期权时使用 NBO （要价）。选择平均来使用 优买
卖报价的平均值。该价格还被用来计算发送至交易所的限价 （无论连续更新是否被
选中），以及用于股票范围价格监控。

•   在波动率版面上显示价格 － 当被选中，波动率页面显示与其他页面相同的价格，波
动率被显示在括号中。如果不被打勾 （默认情况下）价格栏的值将为波动率。

•   连续更新 － 当被选中，连续更新区域中的复选框被自动打勾并被启用。您能够在每
份定单基础上取消连续更新。连续更新功能监控底层证券的价格，如果底层工具的价
格有显著变化，它将更新定单的价格。注意您一次只能对三个活动的定单使用连续更
新。



配置交易平台

全局配置 : 配置波动率和分析设定 

交易平台用户指南 483

•   与期货合约相关的价格指数期权 － 当被选中，您能够从定单行上的参考合约区域，
根据选定的期货价格，对智能传递的波动率指数期权定单定价。

定义默认分析配置设定

1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全局配置。

2   在左侧目录中点击波动率和分析。

3   使用右侧可选项中的分析部分来设定这些参数：

•   返回在启动时阅读保存的期权模型 －

•   期权价值曲线波动率上升 － 显示期权分析绘图的不同情形。使用蓝线来显示内在波动率达
15％的相对上升 *。

•   期权价值曲线波动率下降 － 显示期权分析绘图的不同情形。使用红线来显示内在波动率达
15％的相对下降 *。

•   期权价值曲线时间下降 － 以一个日历日来减少时间。

* 举一个关于相对百分比变化的例子，如果期权的当前内在波动率为 10％，15％的相对变化将导致内在波动
率变为 11.5％，计算如下：

10％× （1＋ 0.15）＝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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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智能传递指令

您能够对通过 IB 智能路径传递的合约定义特定事件指令，尤其是排除交易所以及通过定义与 NBBO 可接受的
距离来设定价格封顶。

修改智能传递功能

1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全局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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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左侧目录中点击智能传递。

3   使用右侧可选项来设定这些参数：

被排除的交易所

使用该区域，对特定的合约实行智能传递，而不是传递至特定的交易所。输入底层证券并选择证券类型。可
以被排除的有效交易所可在交易所下拉列表中获得。

被排除的报价

•   排除有非营利企业报价的交易所。

•   排除报价不可自动执行的交易所。如果选择了该选项，IB 将使用其 大努力来决定哪些交易所的报
价是可立即自动执行的，以及哪些交易所的报价将会要求手动 （人工）处理，IB 将只把合约传递至
那些提供自动执行的交易所。请注意尽管 IB 将使用其 大努力，但并不总是可以决定一个报价是否
可自动执行。

•   通过输入 “与 NBBO 的 大可允许距离”来定义 NBBO 价格封顶。注意，NBBO 价格封顶弃用了对非营
利企业报价的排除，即，您的定单将被传递至价格封顶之内的非营利企业报价，而不是价格封顶之外
的盈利企业报价。

重要注意事项：如果您选择：1) 排除来自特定交易所的报价； 2) 排除非营利企业报价；或 3) 排除报价不
可自动执行的交易所，您的定单可能不会以全国 优的发布价格 （“NBBO”）执行。这是因为您选择排除的
交易所当中的某一个可能有 优的发布价格，但该交易所将被 IB 智能路径系统根据您的指示绕开了。

另外，如果您从符合条件的智能路径目的地中排除了特定的交易所，并且您的定单被传递至另一个有较差的
发布价格的交易所，您的定单可能不会被它发送到的交易所执行，因为该交易所或电子通讯网络可能不愿意
以较差的价格执行，或者您的定单可能会无法在该交易所交易。在决定是否将特定的交易所从符合条件的 IB
智能路径目的地中排除之前，您应当仔细地评估所有这些因素。

传递选项

寻求价格改善

如果被打勾，智能路径将检查特定的交易所以便在更优的价格上获取隐藏流动性。这可能会导致执行变慢。

开市前再传递

该选项允许您在开市前三分钟将定单传递至主要交易所。对在开市前提交的定单，对该方框打勾确保了您的
定单在开市前被传递。该指令仅适用于在主要交易所挂牌的股票，并且如果忽略开盘竞价定单属性被设定，
则不能使用该指令。

策略

非捆绑式客户有能力对不可交易的股票定单从智能传递策略列表中选择策略来完成您的交易策略。从这里设
定默认的策略，当有必要时您同样能够使用杂项页面，从定单卡片中对每笔定单修改策略。

可用的策略包括：

•   智能 － 允许智能路由器选择 佳目的地从而 大化回扣。如果没有选中定单，该策略为默认策略。

•   高回扣 － 传递至有 高回扣的交易所。

•   挂牌交易所 － 这是当前的智能过程，将合约传递至挂牌交易所。

•   有回扣的 高交易量的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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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低流动性接受费的 高交易量的交易所。

要将您的定价结构从捆绑式改为非捆绑式并利用该功能，登录到账户管理，并选择账户行政，然后从左侧内
容窗格中选择定价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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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声音分配给事件

使用声音管理器来修改分配给交易事件的声音。

Note:   要在您的计算机上听见除蜂鸣音以外的声音，您必须安装声卡。

配置声音管理器

1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全局配置。

2   在左侧目录中点击声音管理器。

3   打勾以启用声音。不选中来禁用声音。

4   要修改默认蜂鸣音，使用下拉箭头来选择一个蜂鸣类型。

5   要使用新的声音文件，点击浏览器按钮找到 .wav 声音文件。使用播放箭头来收听您选择的声音。

6   输入您想让声音在发出后重复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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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股票输入交易所配置 

快速股票输入是一个页面水平的功能，其根据您输入的底层证券代码，自动地对股票完成市场数据线。要使
用快速股票输入，您必须：

•   创建一个定单目的地列表。

•   对快速股票输入启用一个交易页面。

配置快速股票输入目的地

1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全局配置。

2   在左侧目录中点击快速股票输入交易所。

3   在右侧可选项中，点击添加，输入目的地并点击确定。

4   添加您想要的所有可用的定单目的地。您能够在任何时候添加更多的目的地。

Note:  将智能添加到列表，从而能够通过智能定单路径来传递快速股票。

阐明所选的交易所集合例如 Smart，同样要指明首选的交易所。例如，Smart/NY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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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 API 连接

要使用任何 API 组成部分，您必须让您的系统运行。注意，不止一个 API 应用程序能够同时进入一个例子。
除了对 DDE，API 应用程序不需要在程序运行的同一台电脑上运行。

定义 API 配置设定

1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全局配置。

2   在左侧目录中点击 API。

3   使用右侧可选项来设定这些参数：

一般

•   启用 Active X 和套接字客户端 － 打勾启用与交易平台的集成，使用 ActiveX 或套接字客户端包括
Java 和 C++。从 IB 网站上的软件页面下载样本程序。

•   启用 DDE 客户端 － 打勾启用通过 DDE 与交易平台的集成。从网站上的交易平台软件页面下载样本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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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连接时下载开仓定单 － 如果您不想在连接到您的 API 时下载所有开仓定单，那么不要选中。

•   当发送投资组合时包括外汇头寸 － 如果您激活了包括外汇头寸功能，当投资组合更新被发送至 API
客户时，所有外汇头寸将被包括。如果您不想在发送投资组合更新时将外汇头寸发送至 API 客户，那
么不要选中。

•   使用“连续更新”旗帜发送 EFP 和波动率定单的状态更新 － 如果您对 EFP 或波动率定单激活了连
续更新，所有更新将被默认发送至 API 客户。如果您不想让这些更新从交易平台被发送至 API 客户，
那么不要选中。

•   套接字端口 － 输入一个套接字端口号，其允许您在您的 ActiveX 工作表中将多个版本的交易平台同
步。

•   日志水平 － 对 API 文本日志设定日志详细水平。系统给出了 笼统的日志记录水平；细节给出了
详细的水平。

受信任的 IP 地址

如果您通过受信任的 IP 地址连接到 API，那么连接不会受到询问。否则，您将收到一条证实消息，询问您是
否确定您想要实现连接。

•   点击创建将新的受信任的 IP 地址添加到列表。

•   点击编辑来修改选定的地址。

•   点击删除来去掉选定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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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自动导出

使用自动导出配置页面来定义对自动导出执行报告的设定。

定义自动导出配置设定

1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全局配置。

2   在左侧目录中点击自动导出。

3   使用右侧可选项来设定这些参数：

•   开始时间 － 设定您想要开始导出报告的时间，使用格式 HH:MM。

•   停止时间 － 设定您想要停止导出报告的时间，使用格式 HH:MM。

•   导出文件名 － 输入您想要想要导出文件被保存的目录路径和文件名。

•   间隔 － 设定用来导出报告的时间间隔（以分钟为单位）。

•   扩展模式 － 与首要区域（代码、行动、股数、价格、时间、日期、交易所、账户号、定单
参考 ID、执行 ID 和转让）一起，扩展模式还导出类型、到期日、行权价、权利和权利金货币
区域。

•   ID － 对该方框打勾，将 ID 区域包括在导出的执行报告上。

•   添加波动率链接 － 将 delta 对冲定单链接到波动率期权定单上。

•   使用本地时区记录交易时间 － 如果被打勾，那么不管定单是在什么时区执行的，都对执行的
交易显示本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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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码 － 为代码选择显示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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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ignal 市场数据

使用 eSignal 页面来配置和使用 eSignal 市场数据。请注意为连接到 eSignal 数据，您必须订阅 eSignal，
并下载和安装 eSignal 应用程序 www.esignal.com。

定义 eSignal 设定

1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全局配置。

2   在左侧目录中点击 eSignal。

3   使用右侧可选项来设定这些参数：

•   对市场数据使用 eSignal － 打勾来使用您的 eSignal 订阅从而在交易平台中接收市场数据。如果被
打勾，输入 eSignal 用户名、密码和主机地址。

连接性

•   为 eSignal 连接输入用户名、密码和主机地址。

www.esignal.com/products/download.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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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为了使更改生效，您必须重启系统。

•   如果需要，更改更新频率。

市场数据

对可用的证券类型，将合适的方框打勾以便接收顶级和 /或深层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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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锁定和退出参数

使用退出配置页面来定义退出选项，例如您是否想在应用程序关闭之前看到警告消息。

定义退出配置设定

1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全局配置。

2   在左侧目录中点击锁定和退出。

3   使用右侧可选项来设定这些参数：

锁定交易平台

•   在 ___ 分钟不活动后锁定交易平台 － 如果在定义的分钟数内没有活动发生，您的交易平台将被锁
定。一旦被锁定，您必须使用您的交易平台密码将程序解锁。

•   从不锁定交易平台 － 对该选项打勾，删除自动锁定机制。注意，您能够在任何时间手动地锁定交易
平台，方法是从文件菜单中选择锁定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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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选项

•   在带有头寸退出时发出警告 － 对该选项打勾，当您退出时会显示一条警告消息，让您知道您持有头
寸，并证实您仍然想要退出。

•   显示服务器时间 － 打勾从而在状态栏的右下角显示当前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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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配置 

引言

使用显示配置页面来定义显示设定，例如隐藏或显示指数套利表、启用栏工具提示以及对基于价内状态的期
权应用颜色。

•   显示设定

•   配置风格设定

•   代码行设定

•   工具栏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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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设定

定义显示配置设定

1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全局配置。

2   在左侧目录中，点击显示，然后点击设置。

3   使用右侧可选项来设定这些参数：

显示设定

•   显示套利表 － 如果您有列举在市场数据中的指数工具，打勾来自动显示指数套利表。

•   动画布告栏 － 打勾让交易通知动画以红色出现在屏幕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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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总数行 － 当被选中，总数行被显示，并且对该页面显示利润 /损失。

•   使用精简的组合描述 － 当被选中，只有本地代码被显示在对组合以及差价定单的描述区域中。

•   标题栏文本 － 输入在此处的文本将被用在交易平台标题栏中您的账户号码位置。

•   使用合并状态栏 － 当被选中，状态栏将拆分，并显示传递 /取消按钮和状态颜色。您必须手动地删
除传递区域来激活该功能。

•   允许在待处理页面上对定单分类 － 当被选中，在您点击定单区域题头将定单分类时，待处理页面将
转为压缩视图。压缩视图只显示定单，没有市场数据线也没有空白行。

•   将相对定单类型重命名为挂钩首要 － 如果被打勾，无论标题在哪里出现，“相对”定单将作为“挂
钩首要”定单显示。这只改变名称。相对功能保持不变。

•   显示服务器时间 － 打勾在状态行右下角显示当前时间。

•   显示上次登录时间 － 当被选中，您上次登录的时间将被显示在状态栏的左侧远端。

•   仅显示边交易 － 当被选中，差价和组合执行将被显示在单边中。如果打勾被去掉，整个组合将被显
示，您能够点击来扩展行并显示单边执行。

•   在价格向导中对美国期权使用美分增量 － 当被选中，您在定单价格区域中点击和握住鼠标时激活的
价格向导，在与美国期权一起使用时将显示 1 美分增量。

•   在页面题头显示×图标 － 当被选中，删除交易页面的×图标将出现在活动的页面上，位于交易页面
标题的旁边。

•   允许将页面分离 － 当被选中，您能够将交易页面从主交易窗口中分离出来。

•   按字母顺序插入页面 － 当被选中，新添加的交易页面将被自动地按字母顺序插入到您已有页面名称
标签集合中。

工具提示

•   对栏目题头显示 － 当被选中，当您在任何主交易屏幕栏名称上握住您的光标时，您将看见描述文
本。

•   显示时间戳 － 如被选中，当您把鼠标放在 后交易上时，您将同样看见交易的时间。

•   显示定单状态信息 － 如被选中，当您把鼠标放在定单的状态区域上时，定单的状态，例如提交、待
处理、执行将被显示。

•   显示鼠标热键 － 当被选中，在您把鼠标放在任何您创建了鼠标点击快捷方式的区域上时，您将看见
热键描述。

•   显示期权价格和波动率 － 当被选中，将鼠标放在期权合约上将会显示内在波动率。

在执行后闪烁 “交易”工具栏

•   总是对新交易闪烁 － 如果被选定，交易工具栏上的交易图标在每次定单执行时都将闪烁。

•   在交易窗口被关闭时闪烁 － 如果被选定，交易工具栏上的交易图标将只在您关闭了执行窗口
时才对新执行闪烁。

•   从不闪烁 － 如果被选定，交易工具栏上的交易图标将从不闪烁。

期权颜色

•   对基于价内状态的期权着色 － 对该方框使用颜色加注，从而在一瞥之间识别期权的颜色状
态。

•   使用更改按钮来修改默认的价内或价外背景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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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风格设定

使用风格配置页面来定义风格设定，例如隐藏或显示网格线、更改字体以及修改调色板。

定义风格配置设定

1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全局配置。

2   在左侧目录中，点击显示，然后点击风格。

3   使用右侧可选项来设定这些参数：

风格设定

•   在表格中显示网格线 － 在您的交易页面上打勾显示紧密的网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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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文本着色 － 打勾在着色的区域顶部显示对状态颜色的文本描述。例如，当您传递定单时，定单区
域将变红。当对该功能打了勾，着色的区域将显示单词“红色”并同时显示颜色。

•   交替行亮度 － 该设定为了交易页面更好的逐行可读性提供了对照水平。设置 “4”提供交替行之间
亮的对比，“0”提供 少的对比。

字体

•   选择字体风格 － 选择一种新字体。

•   选择字体尺寸 － 选择新的字体尺寸。

•   重设 － 点击将字体风格和尺寸重设为默认值。

应用颜色调整

•   选择调色板将颜色方案应用于应用程序的各处。请注意，新设置将直到您下次登录时才会被应用。
您的选择样图是使用交易平台图像显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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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行设定

使用代码行配置设定来指定您的交易页面上的代码外观。

定义代码行配置设定

1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全局配置。

2   在左侧目录中，点击显示，然后点击代码行。

3   使用右侧可选项来设定这些参数：

代码行设定

•   强调当日 高或 低价格 － 当被选中，如果 后价格为当天的 低价，则会以红色显示，而当其为
当天的 高价时则会以蓝色显示。

•   以粗体字显示有可用期权的股票 － 当被选中，拥有期权的股票将在交易屏幕上以粗体字显示。

•   颜色加注头寸和损益栏 － 当被选中，损益和头寸栏将使用颜色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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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基本货币显示所有价值 － 如被选中，所有头寸和损益价值将被重新计算，以您的基本货币显示，
并以斜体字被显示，以便识别它们是从本地货币被转换为您的基本货币的。

固定收益显示设定

•   客户化对固定收益产品的数量显示。

头寸和损益显示设定

•   将偏离头寸包括到投资组合及损益中 － 打勾将偏离头寸显示在账户窗口中的头寸部分的新页面上，
任何 TWS 交易页面上显示的头寸区域中，以及投资组合页面上。

Note:   出于显示目的，头寸被合计起来，对相同的合约同时包括了 IB 持有的头寸和 “偏离”头寸。然
而，出于交易目的，例如如果您选择 “关闭”一个头寸，只有在 IB 持有的部分将被交易。

•   将今天的开盘头寸包括到损益计算中 － 打勾将已有的头寸只包括到损益栏的计算中。

已实现的损益栏

默认情况下，已实现的损益使用平均成本计算。注意，如果您选择对已实现的损益使用 FIFO 或 LIFO 计算，
计算只针对日内损益。跨日损益通常使用平均成本。

•   FIFO － 当一笔平仓交易发生时，该交易增加的已实现损益是通过与第一笔开仓交易配对被计算的。

•   LIFO － 当一笔平仓交易发生时， 该交易增加的已实现损益是通过与 后一笔开仓交易配对被计算
的。

•   平均成本 － 当一笔平仓交易发生时，该交易增加的损益被匹配到所有建仓交易的平均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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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栏配置

使用工具栏配置页面对主交易工具栏定义设置。

定义工具栏配置设定

1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全局配置。

2   在左侧目录中，点击显示，然后点击工具栏。

3   使用右侧可选项来设定这些参数：

选项

•   显示工具栏 － 打勾显示主交易工具栏。

•   显示图标 － 打勾在主交易工具栏上显示图标。

•   使用大图标 － 打勾在主交易工具栏上增大图标尺寸。

•   显示文本 － 打勾显示对工具栏上的按钮的文本描述。将该功能与显示图标选择一道使用，以同时查
看工具栏按钮的图标和文本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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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分离的页面上显示工具栏 － 如果您选择分离一些交易页面，工具栏将保持可见。

字体

•   字体名称 － 选择一种新字体。

•   字体尺寸 － 选择一种新的字体尺寸。

•   默认 － 点击将字体风格和尺寸重设为默认值。

工具栏项目

屏幕中的项目能够被添加到交易工具栏，或从交易工具栏中被删除。使用右边的上移和下移按钮来更改按钮
和分隔符的顺序。使用删除按钮从工具栏中删除功能。使用添加分隔符按钮在选定的工具栏功能上方添加分
隔符线。点击重设将所有删除的功能和分隔符线放回。点击默认在默认版式基础上配置工具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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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工具

引言

•   积累 /分配

•   配置篮子交易者

•   配置在册交易者

•   配置外汇交易者

•   配置 ISW

•   配置期权投资组合

•   配置期权交易者

•   配置投资组合窗口

•   配置再平衡窗口

•   配置差价交易者

•   配置交易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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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 / 分配

配置报价面板、定单页面和交易页面。

配置积累 / 分配

1   从积累 /分配中点击配置扳手图标，或者从配置菜单中选择全局配置。

2   在交易工具下的左侧目录中，点击积累 / 分配，然后选择报价面板、定单栏或交易栏。

3   使用右侧可选项来设定积累 / 分配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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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篮子交易者

使用篮子交易者配置部分来修改现有页面的版式，或者在页面上应用新的版式。

定义篮子交易者配置设定

1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全局配置，或者从篮子交易者窗口中点击配置扳手图标。

2   在左侧目录中点击篮子交易者版式。

3   使用右侧可选项来配置以下区域：

设定

•   在篮子页面上显示总数行 － 打勾在篮子交易者上显示总数行。总数行显示了所有您显示的损益区
域的总损益价值。

•   将篮子定单从待处理页面中立刻删除 － 打勾将已执行的交易从待处理页面中立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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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在册交易者 

使用在册交易者配置页面来定义基本的设定、热键和按钮，并控制栏区域的可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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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在册交易者配置设定

1   在任何窗口中点击配置扳手图标。

2   在左侧目录中点击在册交易者，然后点击设定。

3   使用右侧可选项来设定以下：

组成部分

•   显示菜单 － 打勾查看在册交易者菜单。

•   显示工具栏 － 打勾查看在册交易者工具栏。

•   显示用户配置按钮 － 在在册交易者窗口中打开按钮面板。

•   显示深层在册按钮 － 打勾在在册交易者中显示深层在册按钮面板。在面板上按下一个按钮，将该数
据包括到价格阶梯中。

•   显示没有许可的深层在册按钮 － 打勾对您当前没有订阅的任何可订阅的深层在册数据显示按钮。

状态

•   显示单个状态栏 － 打勾在出价方显示一个状态栏，在要价方显示一个状态栏。当该状态被选中，使
用定单控制部分告诉交易平台如何处理同一方的多笔定单。

•   对每笔定单显示各自的状态栏 － 打勾对每笔定单创建一个新的状态栏。当该状态被选中，定单控制
部分就不再有必要，将变为不活动的。

•   不显示状态栏 － 打勾从在册交易者中隐藏状态。当该状态被选中，使用定单控制部分告诉交易平台
如何处理同一方的多笔定单。

定单控制

•   移动现有的定单 － 如果您想在同一方的空白价格水平被点击时移动现有的定单，选中该选项。该
选择不允许同一方的多笔定单。

•   创建新定单 － 如果您想允许同一方位于不同价格水平的多笔定单，选中该选项。 

•   取消定单 － 如果您想在特定的价格水平被点击时取消位于该相同价格水平的现有定单，选中该选
项。该选择不允许同一方位于相同价格水平的多笔定单。

•   创建新定单 － 如果您想允许同一方位于相同价格水平的多笔定单，选中该选项。

重新确认中心

•   将中心置于 后交易价格附近 － 如被选中，当您点击重新确认中心按钮时，在册交易者阶梯会将中
心焦点放回到 后交易价格附近。

•   将中心置于买 / 卖报价中点附近 － 如被选中，当您点击重新确认中心按钮时，在册交易者阶梯会
将中心焦点放回到买 /卖报价中点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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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   要显示的行数 － 输入一个值，它定义了您将看见的行数或价格。

•   跳至定单 － 如被选中，您的光标在您传递之后将跳至定单面板中的定单。

•   允许多笔未传递的定单 － 如被选中，您能够在底层证券面板中创建多于一个的定单。否则，只允许
一个未传递的定单。

•   显示出价 / 要价的累积尺寸 － 如被选中，累积尺寸被显示在出价栏和要价栏的顶部。

•   显示尺寸栏 － 打勾在出价方和要价方显示尺寸栏。注意，只有当在定单控制部分中选择了“当买
方尺寸 /卖方尺寸栏在已经有现存定单的价格水平被点击时取消定单”时，该复选框才是活动的。

•   显示损益栏 － 点击，同时在在册交易者阶梯的出价方和要价方显示损益栏。

•   显示 高 / 低 － 当被选中，通过显示不同颜色的背景来识别 高和 低价格。

•   高价格以亮蓝色背景被强调。

•   低价格以红色背景被强调。

•   每 5 行显示粗体字价格 － 使用该功能，通过让每第 5行变为粗体使价格更容易追踪。

•   显示价格直方图 － 默认情况下被打勾。如果被打勾，一块有颜色的区域将显示在册交易者价格阶梯
的每个价格水平上的每日交易量。颜色条与价格区域中的颜色相一致，例如 后交易价格为凫蓝色，
当前 佳要价为绿色等。参见在册交易者颜色话题以获取细节。

•   在立刻传递模式下使用上下文光标 － 打勾将文本描述包括到您的光标下方。例如，如果您在黄色
的出价尺寸栏握住光标，文字“买入”将出现，让您知道在该区域点击一个价格水平将发起一笔买
入定单。

•   保留执行的定单栏 － 只在高级模式下有效。当被选中，新定单栏在定单执行后将保持可见。

•   对定单栏显示工具提示 － 只在高级模式下有效。如被选中，当您在定单栏的区域上握住鼠标光标时
显示与定单相关的工具提示。

•   在定单栏中显示损益 － 只在高级模式下有效。当被选中，损益将在定单执行时显示在新定单栏。

•   定单类型选择按钮 － 只有当在状态部分中选中对每笔定单分别显示状态栏时才有效。显示带有定单
类型按钮的工具栏。点击按钮将鼠标光标放入该特定的定单类型模式。

•   在交易时段之间记住立刻传递状态 － 打勾使在册交易者保持立刻传递状态，这样下次您登录交易平
台时它将为立刻传递模式。

热键

打开热键和鼠标快捷方式对话框。您能够通过选择行为并点击配置来修改对现有快捷方式的配置。要获取更
多信息，参见在册交易者热键话题。

按钮

创建客户化的按钮添加到工具栏中，或者编辑现有的按钮。

报价面板

使用页面版式的栏页面在报价面板中隐藏或显示区域。使用颜色页面来修改文本和背景颜色。

定单栏

使用页面版式的栏页面，在定单区中隐藏或显示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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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栏

在交易面板中隐藏或显示区域。

在册交易者颜色

允许您对在册交易者的许多区域更改文本 /背景颜色。要更改颜色，在合适的行中点击文本或背景按钮，并
从调色板中选择一种新颜色。

•   要价尺寸，非立刻传递和立刻传递

•   出价尺寸，非立刻传递和立刻传递

•   价格，例如要价、出价、 后、 高和 低

•   损益

在册交易者声音管理器

打开在册交易者的声音管理器，在这里您应用声音设置来下达限价定单 （点击出价或要价），取消定单，以
及下达止损定单 （右键点击出价或要价）。您同样能够选择禁用事件声音，方法是将相应行中复选框的打勾
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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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外汇交易者 

外汇交易者在许多水平上都是可客户化的，从单元格颜色和数量到用来计算定单数量的方法。



配置交易平台

交易工具 : 配置外汇交易者 

交易平台用户指南 515

定义外汇交易者配置设定

1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全局配置，或者点击从外汇交易者页面点击配置扳手。

2   在左侧目录中点击外汇交易者。

3   使用右侧可选项来设定这些参数：

设置页面

组成部分

•   显示菜单 － 打勾查看外汇交易者菜单。

•   显示工具栏 － 打勾查看外汇交易者工具栏。

•   显示报价面板 － 打勾显示报价面板，市场数据位于窗口顶部。

•   显示用户可配置的按钮 － 打勾显示可客户化的按钮。

一般

•   跳至定单 － 自动地将光标置于定单面板中新创建的定单上。

•   允许多个未传递的定单 － 如被选中，您能够在底层证券面板中创建多于一个的定单。否则，只有未
传递的定单才被允许。

•   允许分子尺寸 － 调整显示以允许交易分子而不是分母。

•   颜色方案 － 使用这些设置，通过更改单元格和文本的颜色来改变您的外汇交易者界面外观。

头寸信息和单元格版式

•   显示头寸 － 当被选中，头寸被显示在交易单元格的底部。

•   显示平均成本 － 当被选中，头寸的平均成本被显示在交易单元格的底部。

•   显示利润和损失 － 当被选中，未实现的损益被显示在交易单元格的底部。

•   单元格版式方格 － 修改您的外汇交易者方格，可以小至一个单元格或者大至 4 × 4。蓝色单元格将
显示在您的外汇交易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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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ISW

集成股票窗口 （ISW）将第一级和第二级市场数据、实时图表和完整的定单管理全都包括到了单个窗口中。
使用配置窗口来客户化基本的设定、按钮和热键、图表参数以及第二级市场数据面板。

定义 ISW 配置

1   在配置菜单中选择全局配置，或者从集成股票窗口中点击配置扳手。

2   在左侧目录中点击集成股票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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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一个子类别，然后使用右侧可选项来设定这些参数：

设定

面板

•   显示报价面板 － 打勾在 ISW 中查看报价面板。

•   显示左侧按钮面板 － 打勾在 ISW 中查看左侧按钮面板。

•   显示右侧按钮面板 － 打勾在 ISW 中查看右侧按钮面板。

•   显示深层在册面板 － 打勾在图表面板的任何一方查看深层在册出价和要价面板。

•   显示图表面板 － 打勾在 ISW 中心查看实时图表。

•   显示深层在册按钮 － 打勾显示所有可用的深层在册按钮，其允许您从深层在册面板中显示 / 隐藏市
场中心数据。

•   显示没有许可的深层在册按钮 － 打勾显示不活动的深层在册按钮，其暗示了如果您订阅可以被包括
的订阅数据。

•   显示按钮 － 打勾在图表面板底部查看价格凸起按钮。

报价面板

•   在表格中显示报价 － 保留打勾，以基本的交易平台报价面板表格模式来显示报价面板。不选中，以
标签视图显示报价面板。注意，您能够在报价面板本身上使用视图图标，将显示视图套接在一起。

定单输入面板

•   在提交后自动切换至新定单 － 如被选中，在您传递定单后，新定单的开始在定单输入面板的定单框
中被设定。如果不被选中，在您传递定单后，您将在 OEP 定单框中看见已传递的定单。

•   紧凑显示 － 如被选中，标签从区域中被去掉，从而压缩显示尺寸。

•   显示新建 /重设按钮 － 打勾在定单输入面板中显示新建和重设按钮。点击新建按钮切换到新定单。
点击重设，清除定单区域。

深度在册按钮

•   显示顶级市场数据 － 如被选中，定单按钮将显示在深层在册面板中。如果其他被按下，第一级市场
司数据将从这些地方被包括：不提供深层数据的交易所，您没有订阅的交易所，以及订阅了但数据按
钮没有被选中的交易所。

第二级面板

•   在交易册中显示待处理的定单 － 打勾在深层定单册面板中查看以白色强调的您自己的定单。您有您
能看见您的待处理定单。

字体

•   字体尺寸 － 为 ISW 显示选择一个新的字体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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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键

打开热键和鼠标快捷方式对话框。您能够通过选择行为并点击配置来修改对现有快捷方式的配置。要获取更
多信息，参见在册交易者热键话题。

按钮

创建客户化的按钮添加到工具栏中，或者编辑现有的按钮。

报价面板

使用页面版式的栏页面在报价面板中隐藏或显示区域。使用颜色页面来修改文本和背景颜色。

左侧和右侧按钮面板

配置显示在 ISW 右侧远端和左侧远端的按钮。

图表设置

使用图表设定的子集来客户化图表显示，包括：

显示时间参数面板 － 如被选中，显示时间参数的工具栏在图表顶部是可见的。

显示拆分和股息 － 如被选中，拆分和股息 （当可用时）在图表中会被直接注意到。

显示图表价值标签 － 如被选中，价格、交易量和其他轴标签将被显示。

强调 后交易价格 － 打勾强调 后交易的价格。

强调出价 － 打勾强调 后出价。

强调要价 － 打勾强调 后要价。

强调 高价格 － 打勾强调当天的 高价格。

强调 低价格 － 打勾强调当天的 低价格。

强调光标价格 － 如被选中，您光标下的价格将沿图表的价格轴被强调。

显示水平十字准线 － 当被选中，当您在十字准线模式下时，垂直和水平十字准线都将被显示在图表上。当
不选中，只有垂直十字准线才会显示。

自动完成趋势线 － 如被选中，您能够指导交易平台来完成徒手画的趋势线。通过点击和握住鼠标开始您的
趋势。要使用自动完成，释放鼠标键，然后再次点击。交易平台根据您的趋势线，在图表范围内完成趋势
线。

显示 x 条 － 如被选中，所有图表将使用定义的条数目。

显示价格轴 － 使用下拉列表在右侧、左侧或者同时在右侧和左侧显示价格轴。

显示时间轴 － 使用下拉列表在顶部、底部或者同时在顶部和底部显示时间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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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状图表突变保护 （相对前一条的 大％变化） － 如果您想应用突变保护，输入一个百分比值。如果任何
条超过了相对于前一条的该百分比值，它将自动从图表中被删除。

图表颜色

使用该部分来修改在 ISW 图表中使用的颜色。

第二级面板

从第二级面板中添加或删除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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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期权投资组合

使用期权投资组合配置页面来定义在报价面板中可见的栏。

定义期权投资组合配置设定

1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全局配置，或者从期权投资组合页面点击配置扳手。

2   在左侧目录中点击期权投资组合。

3   使用右侧可选项，从报价面板中添加或删除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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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期权交易者

使用期权交易者配置页面来定义基本的设定、热键和按钮，并控制栏区域的可见性。

定义期权交易者配置设定

1   从任何窗口点击配置扳手。

2   在左侧目录中点击期权交易者，然后点击设定。

3   使用右侧可选项来设定这些参数：

设定

组成部分

•   显示菜单 － 打勾查看期权交易者菜单。

•   显示工具栏 － 打勾查看期权交易者工具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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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报价面板 － 打勾显示报价面板，其显示了对资产的单条市场数据线。您能够从报价面板中通过
点击买卖报价来创建定单。

•   显示用户可配置的按钮 － 使用按钮面板来隐藏或显示您创建的按钮。

•   显示统计数字 － 为一个可配置的可选面板，它显示了与期权相关的数据和统计数字。

•   跳至定单 － 自动地将光标置于定单面板中新创建的定单上。

•   允许多个未传递的定单 － 如被选中，您能够在底层证券面板中创建多于一个的定单。否则，只有未
传递的定单才被允许。

•   显示所有定单 － 打勾查看底层证券的所有定单。

•   以波动率显示期权价格 － 打勾查看波动率而不是价格金额。

自动加载

期权交易者根据您在该区域设定的标准，自动地加载期权链。

•   假设底层证券是智能股票 － 使用智能而不是特定的交易所。

•   加载与平价 接近的 N 个行权价 － 选择一个数目来限制要加载多少期权到链中。

•   加载 近的 N 个到期 － 只向您显示到期日期 近的 N 个期权。

•   加载特定的月份 － 直接输入指明您想要看见期权的确切月份。

期权链

隐藏或显示期权链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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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投资组合窗口

投资组合窗口是一个自动化的交易页面，您能够根据您的投资组合的当前内容来选择创建它。配置投资组合
窗口来默认地隐藏或显示面板、市场数据和定单管理栏。您能够在任何时候直接从窗口中修改这些设定当中
的任何一个。

配置投资组合窗口

1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全局配置。

2   点击交易工具，然后在左侧目录中点击投资组合窗口。

3   配置设定、交易栏、定单管理栏或市场价值面板。

4   使用右侧可选项来设定这些参数：

设定

•   显示市场价值面板 － 从账户信息窗口中打开带有数据的市场价值面板。

•   显示定单面板 － 在投资组合窗口中打开定单面板。新定单将被显示在这个单独的面板中，而不是被
直接显示在代码下。

•   显示交易面板 － 打开交易面板来显示执行。

•   跳至定单 － 如被选中，自动地将光标置于定单面板中新创建的定单上。

交易栏

对您想要在交易面板中显示的栏打勾。

定单管理

通过从市场数据和定单栏中添加或删除栏来客户化主窗口的版式 。

市场价值

对您想要在市场数据面板中显示的栏打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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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再平衡窗口

使用再平衡配置页面来定义基本的设定、热键和按钮，并控制栏区域的可见性。

定义再平衡配置设定

1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全局配置，或者从再平衡菜单中点击配置。

2   在左侧目录中点击再平衡。您能够在左侧目录中或在右侧可选项中扩展选项。

3   使用右侧可选项来设定这些参数：

设定

•   显示菜单 －打勾查看再平衡菜单。

•   显示工具栏 － 打勾查看再平衡工具栏。

•   跳至定单 － 自动地将光标置于定单面板中新创建的定单上。

•   允许多个未传递的定单 － 如被选中，您能够在底层证券面板中创建多于一个的定单。否则，只有未
传递的定单才被允许。

热键

打开热键和鼠标快捷方式对话框。您能够通过选择行为并点击配置来修改对现有快捷方式的配置。要获取更
多信息，参见分配鼠标快捷方式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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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

创建客户化的按钮添加到工具栏中，或者编辑现有的按钮。

定单栏

使用页面版式的栏页面在定单区中隐藏或显示区域。

执行栏

使用执行栏在执行区中隐藏或显示区域。

投资组合栏

使用投资组合栏在投资组合区中隐藏或显示区域。



配置交易平台

交易工具 : 配置差价交易者

交易平台用户指南 526

配置差价交易者

使用差价交易者配置页面来定义基本的设定、热键和按钮，并控制面板和区域的可见性。

定义差价交易者配置设定

1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全局配置，或者从差价交易者菜单上点击配置。

2   在左侧目录中点击差价交易者。

3   使用右侧可选项来设定这些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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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页面

组成部分

•   显示菜单 － 打勾查看差价交易者菜单。

•   显示工具栏 － 打勾查看差价交易者工具栏。

•   显示报价面板 － 打勾在窗口顶部显示带有市场数据的报价面板。

•   显示用户可配置的按钮 － 打勾显示可客户化的按钮。

设定

•   跳至定单 － 自动地将光标置于定单面板中新创建的定单上。

•   允许多个未传递的定单 － 如被选中，您能够在底层证券面板中创建多于一个的定单。否则，只有未
传递的定单才被允许。

EFP 设定

•   原始价格 － 这是默认的出价或要价。

•   年利率 － 不计复利的内在年利率。

•   连续复利率 － 每天计算若干次复利的内在年利率。

价格显示

•   根据代码数量决定 － 交易平台根据矩阵中的代码数量，决定使用实时还是快照价格。如果代码的数
量超过了您可用的市场数据限制，快照将被使用。要获取关于市场数据是如何分配给每个账户的信
息，参见市场数据总括页面的注释部分。

•   实时 － 连续刷新的实时价格。

•   快照 － 请求提出时的价格静态快照。这些价格不刷新。

../cn/p.php?f=marketData&ib_entit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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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交易窗口

使用交易窗口配置部分来客户化您能够在页面中显示的按钮面板，修改现有页面的版式，或者对页面应用新
版式。

定义显示配置设定

1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全局配置。

2   在左侧目录中点击交易工具，然后选择交易窗口。

3   在交易窗口标题下，您能够使用右侧可选项来设定以下参数：

配置按钮面板

创建和客户化按钮来执行普通的交易行动。使用配置页面默认地隐藏或显示按钮面板，并添加、编辑或删除
按钮，以及重新安排面板上按钮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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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按钮

1   点击新建。

2   选择一个行动，将其分配给按钮。

3   如有需要，修改文本和背景颜色。

4   保留对产生标签的打勾，让按钮被相关的行动恰当地标记。

5   如有需要且如被提供，客户化行动。

6   点击确定。

添加按钮至任何交易页面。要编辑按钮，选择按钮并点击编辑。要创建一个新按钮，选择新建。从选择行动
列表中选择一个行动。文本标题将被自动产生。如果客户化是可用的，则对按钮选择客户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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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

页面选择展示了您在交易窗口中已经创建的所有当前页面标签列表。点击一个页面名称来修改以下页面水平
的参数。

•   名称 － 通过删除和重新输入一个名称来更改当前页面的名称

•   转移 － 如果可用，选择一个目的地。

•   清算账户 － 如果可用，选择一个默认的清算账户。

•   版式 － 对选定的页面应用页面版式。

•   策略 － 选择一个预设定单默认策略。

•   快速股票输入 － 打勾指示选定的页面使用快速股票输入。

•   修改快速股票输入交易所 － 点击打开配置页面，它让您输入有效的快速股票交易所。

显示定单 － 关于如何处理定单显示的页面水平指示

•   显示该页面上代码的所有定单 － 定单将对任何代码出现，不管该代码的定单是不是在该页面上被创
建的。

•   只显示在该页面上创建的定单 － 只有在该页面上被创建的定单才会显示，不管在该页面上显示的代
码是否有活动的定单。

•   只显示不活动的定单，将活动的定单移到待处理页面 － 该页面将只显示失活的或非传递的定单。在
该页面上被创建的定单将显示在待处理页面上。



配置交易平台

交易工具 : 配置交易窗口 

交易平台用户指南 531

页面版式

对选定的页面版式打开版式管理器。版式是一个页面模板，它允许您定义版式，查看和感受交易页面，并随
后将该设置应用到任何页面。注意，当您对这里的版式修改和保存设定时，您的更改将被应用于所有使用了
特定页面版式的交易窗口页面。使用页面版式在页面上添加和隐藏市场数据和定单管理区域，修改文本和背
景颜色，并同时启用和配置快速定单输入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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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工具

引言

配置设定账户信息和数据工具，包括警报、图表、市场深度、扫描仪和新闻。

•   配置新闻播报

•   配置市场深度

•   配置图表

•   时间和销售

•   交易者控制板

•   配置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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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新闻播报

您能够选择将更多的预配置新闻播报添加至您的交易平台浏览器。您同样能够通过账户管理中的市场数据订
阅页面来订阅路透社新闻服务。

查看路透社新闻

1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全局配置。

2   在左侧目录中，点击水平键来扩展新闻配置功能，然后选择新提供者。

3   在右侧可选项顶部的预配置提供者部分，对路透社新闻服务打勾。

如果该选择变为灰色，这意味着您没有在账户管理中订阅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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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现有的新闻提供

1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全局配置。

2   在左侧目录中，点击水平键来扩展新闻配置功能，然后选择新闻提供者。

3   右侧可选项显示了新闻提供者的当前列表，您能够进入它们的头条。点击添加按钮来配置新的提供
者。

4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提供者名称。RSS 链接被自动加载。点击确定。

5   新的提供者出现在可用新闻提供的列表中。

Note:   您能够选择 1、2、3、4、5、10 和 15 分钟作为刷新间隔。注意刷新新闻提供需要一些系统资源，较
频繁的刷新间隔可能会对您的系统表现有少许影响，视您的连接类型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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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市场深度

使用市场深度配置页面来定义基本的设定、热键和按钮，并控制栏区域的可见性。

定义市场深度配置设定

1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全局配置，或者从市场深度菜单中点击配置。

2   在左侧目录中点击市场深度。您能够在左侧目录中或在右侧可选项中扩展选项。

3   使用右侧可选项来设定这些参数：

设定

组成部分

•   显示菜单 － 打勾查看市场深度菜单。

•   显示工具栏 － 打勾查看市场深度工具栏。

•   显示报价面板 － 打勾显示报价面板，其显示了对资产的单条市场数据线。您能够从报价面板中通过
点击买卖报价来创建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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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用户可配置的按钮 － 如被选中，允许配置的按钮将被显示。

•   显示深层在册按钮 － 如被选中，深层在册按钮面板将会显示，对您拥有深层在册数据许可的每个市
场中心都有一个按钮。

•   显示没有许可的深层在册按钮 － 如被选中，且如果深层在册按钮面板也被显示，那么即使您没有许
可，深层数据的按钮也将显示。这些按钮将是可见的但不活动。

•   显示交易册中的待处理定单 － 如被选中，那么您从深层交易者窗口传递的任何定单，将显示在深层
在册数据中，以白色被强调。

•   跳至定单 － 自动地将光标置于定单面板中新创建的定单上。

•   允许多个未传递的定单 － 如被选中，您能够在底层证券面板中创建多于一个的定单。否则，只有未
传递的定单才被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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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图表

使用图表配置页面来定义基本的设定、热键和按钮，并控制栏区域的可见性。

定义图表配置设定

1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全局配置，或者从图表菜单中点击配置。

2   在左侧目录中点击图表。您能够在左侧目录中或在右侧可选项中扩展选项。

3   使用右侧可选项来设定这些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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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

组成部分

显示菜单 － 打勾显示图表菜单。

显示工具栏 － 打勾显示图表工具栏。

显示报价面板 － 如被选中，对合约显示市场数据的报价面板，将显示在图表窗口的底部。

显示用户可配置的按钮 － 适用于图表交易者。如被选中，您从图表交易者配置区中的按钮子部分配置的按
钮将被显示。

显示时间参数面板 － 如被选中，显示时间参数的工具栏将在图表顶部可见。

显示拆分和股息 － 如被选中，拆分和股息 （当可用时）将直接在图表中被注意到。

显示市场时钟 － 如被选中，则在顶部标题条中显示时间。

显示图表描述 － 如被选中，在图表底部显示对颜色、图表类型以及图表所指资产的描述。

显示图表价值标签 － 如被选中，价格、交易量和其他轴标签将被显示。

对齐报价线顶部 － 如被选中，报价面板将从图表底部移动到顶部。

强调 后交易价格 － 打勾强调 后交易的价格。

强调出价 － 打勾强调 后出价。

强调要价 － 打勾强调 后要价。

强调 高价格 － 打勾强调当天的 高价格。

强调 低价格 － 打勾强调当天的 低价格。

强调光标价格 － 如被选中，您光标下的价格将沿图表的价格轴被强调。

显示水平十字准线 － 当被选中，当您在十字准线模式下时，垂直和水平十字准线都将被显示在图表上。当
不选中，只有垂直十字准线才会显示。

自动完成趋势线 － 如被选中，您能够指导交易平台来完成徒手画的趋势线。通过点击和握住鼠标开始您的
趋势。要使用自动完成，释放鼠标键，然后再次点击。交易平台根据您的趋势线，在图表范围内完成趋势
线。

显示子图表证券选择框 － 如被选中，当您选择添加新图表时，一个询问您是否想要子图表使用与选定图表
相同的证券的方框将被显示。

禁用定单标签 － 如被选中，当您用图表交易者创建定单时，图表上的定单 “线”被用行动、定单类型和其
他状态标记。不选中将删除该定单线。

在图表之间共享趋势线 － 如被选中，在一个图表上绘制的趋势线将恰当地被反映在其他关于相同底层证券
的活动图表上。

显示恒定的条数 － 如被选中，所有图表将使用与在恒定条数区域中定义的数目相同的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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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价格轴 － 使用下拉列表在右侧、左侧或者同时在右侧和左侧显示价格轴。

显示时间轴 － 使用下拉列表在顶部、底部或者同时在顶部和底部显示时间轴。

条状图表突变保护 （相对前一条的 大％变化） － 如果您想应用突变保护，输入一个百分比值。如果任何
条超过了相对于前一条的该百分比值，它将自动从图表中被删除。

报价面板

使用页面版式的栏页面在报价面板区中隐藏或显示区域。

工具栏

从图表工具栏中添加或删除按钮。

图表颜色

修改图表参数的颜色。

价格 /价值信息

定义如何显示，以及是否显示价格 / 价值信息。

图表交易者

隐藏或显示区域，在图表交易者中创建按钮和热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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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和销售

定义您能够为图表显示的时间和销售页面版式。

•   设定 － 选择显示报价行。

•   热键 － 定义时间和销售热键以及快捷方式。

•   报价面板 －在报价面板区中隐藏或显示区域。

•   颜色 － 修改颜色。

•   栏 － 不选中将栏从时间和销售主数据区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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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者控制板

实时交易者控制板是一个可选的工具，它被显示在页面标签集的顶部。这个可客户化的面板允许您从您的账
户信息窗口中监控数据区域。您同样能够了解特定合约的 新活动。

配置交易者控制板

1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全局配置。

2   在左侧目录中，点击交易者控制板。

3   在右侧可选项中使用复选框来设定以下：

•   选中显示交易者控制板，在您的交易窗口上显示控制板。

•   选中以百分比显示价格变动来查看 后价格和以代码行百分比表示的价格变动值。如果不选
中，则价格变动以绝对值被显示。

4   点击添加账户数据按钮，并向下拉动列表。双击您想要添加到控制板的每个账户区域。您双击的每个
区域被添加到配置窗格中的显示项目列表上。点击确定来关闭添加框。

对账户信息区域的描述，位于账户信息话题中。

5   要对合约添加 后价格 /价格变动区域，在代码区域中输入底层证券并点击添加代码，然后就像在为
交易页面添加市场数据时一样来定义合约参数。 后价格 / 价格变动以红色显示来表明向下的运动，
以蓝色显示来表明向上的运动。

6   点击确定。交易者控制板被显示在您的交易窗口顶部，刚好在页面标签集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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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能够使用更改标签功能，来对选定的控制板区域更改显示名称。

重命名控制板区域标签

您能够修改控制板上的区域名称，让它们变得更简短，或者包含更多的信息。例如，在英文版中，您可能想
要将 Net Liquidation Value （净清算价值）缩短为 Net Liq，或者将 Special Memorandum Account （特殊
备忘录账户）缩短为 SMA。

客户化属性标签

1   从显示项目表格中强调您想要修改的标签。

2   点击表格右方的更改标签按钮。

3   在客户化方框中，去掉对“使用默认标签”选项的打勾。

4   在标签区域中为您的属性输入一个新名称并点击确定。

新标签被列举在显示项目表格的标签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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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警报

使用警报配置页面来定义基本的设定、热键和按钮，并控制栏区域的可见性。

定义警报配置设定

1   在配置菜单中选择全局配置，或者从警报菜单中点击配置。

2   在左侧目录中点击警报。您能够在左侧目录中或在右侧可选项中扩展选项。

3   使用右侧可选项来设定这些参数：

设定

组成部分

•   显示菜单 － 打勾查看警报菜单。

•   显示工具栏 － 打勾查看警报工具栏。

•   显示弹出消息 － 如被选中，警报默认为弹出消息。

•   动画行 － 如被选中，当警报被激活时，用于警报的市场数据行将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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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放声音 － 如被选中，在警报页面的声音子页面上，无被默认地选中。

•   声音 － 选择一个默认警报声音。

•   删除超时 － 设定一个时间，警报通知将在此时间之后停止。

•   可重复 － 如被选中，在警报页面的持训时间区中，该功能将被默认地选中。

热键

打开热键和鼠标快捷方式对话框。您能够通过选择行为并点击配置来修改对现有快捷方式的配置。要获取更
多信息，参见分配鼠标快捷方式话题。

按钮

创建客户化按钮添加至工具栏，或者编辑现有的按钮。点击新建来创建新按钮。

定单工具栏

使用页面版式的栏页面，在定单区中隐藏或显示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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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版式

引言

•   创建页面版式

•   应用页面版式

•   编辑页面版式

•   显示市场数据栏

•   配置栏

•   显示定单管理栏

•   重新安排交易页面栏

•   更改背景和文本颜色 

•   修改快速定单输入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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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页面版式 

版式功能让您创建客户化的版式，您能够将其应用于您的交易页面。使用版式编辑器来指明您想要显示哪些
栏，您想让这些栏在哪里彼此之间相关，以及用来对特定版式传递交易信息的文本和背景颜色。

如果您想更改您的页面显示的方式，但想让它们看上去都一样，您能够只简单地更改默认页面版式。如果您
想对特定的页面应用不同的版式或者保存默认设置，那么创建一个新版式，方法是复制默认，将其重命名并
编辑。

创建页面版式

要创建新的页面版式，您必须复制现有的版式，将其重命名，然后编辑它以符合您的标准。

1   在配置菜单上，点击全局配置，然后点击交易窗口。

2   在左侧目录中选择其他版式，然后在右侧可选项中点新建按钮。

3   对新的页面版式输入名称，并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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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编辑来打开页面版式编辑器。

5   修改栏可见性、栏定单以及文本和背景颜色并点击确定。版式将保持闲置直到您将其应用于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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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页面版式

您能够每次一页地将版式应用于现有的交易页面，或者在您创建新页面时对新页面应用版式。

将版式应用于现有页面

1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全局配置。

2   在左侧目录中，选择交易窗口，然后选择页面。

3   选择您想要应用版式的页面。

4   在版式下拉列表中，选择您想要应用的版式。

5   选择一个定单默认策略。

6   点击确定。

Note:  所有页面使用默认版式和默认策略，除非您有别的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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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版式应用于新页面

1   在页面菜单上点击新建，然后输入一个页面名称。

2   在版式下拉列表中，选择想要应用于新页面的版式。

3   选择一个定单默认策略。

4   指定您想让定单怎样显示在页面上。

5   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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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页面版式

版式功能让您创建客户化的版式，您能够将其应用于您的交易页面。使用版式编辑器来指明您想要显示哪些
栏，您想让这些栏在哪里彼此之间相关，以及用来对特定版式传递交易信息的文本和背景颜色。

如果您想更改您的页面显示的方式，但想让它们看上去都一样，您能够只简单地更改默认页面版式。如果您
想对特定的页面应用不同的版式或者保存默认设置，那么创建一个新版式，方法是复制默认，将其重命名并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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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页面版式

1   在配置菜单上，点击全局配置，然后点击交易窗口。

2   在左侧目录中，选择您想要编辑的版式。

3   使用市场数据栏和定单栏标签来添加或删除区域。

市场数据栏页面中的区域在交易页面上沿着区域标题的首行显示。定单栏页面中的区域沿着区域标题
的末行显示。如果您同时在市场数据和定单行页面上显示相同的区域，其将作为单个区域出现，如上
图中的底层证券、交易所和描述区域。

4   如果需要，使用颜色标签更改文本和背景颜色并点击确定。

版式将保持闲置直到您将其应用于页面。



配置交易平台

页面版式 : 显示市场数据栏

交易平台用户指南 552

显示市场数据栏

您能够在全局配置中使用版式管理器，选择在交易页面上显示或隐藏多个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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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页面上显示 / 删除市场数据栏

1   在交易页面上右键点击栏标题，然后选择客户化版式。

2   点击市场数据栏标签来查看栏。

已经在您的交易窗口中显示的栏会出现在页面左边的已显示的栏列表中。剩下的栏在右边的可用的栏
列表中按照类别被分组。

3   要显示栏，从可用的栏列表中选择一个栏，并点击添加按钮将栏移动到已显示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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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删除栏，在已显示的栏列表中选择一个栏，点击删除按钮。

粗体的栏标题总是可见且不能被删除。使用过滤器区域来帮助找到您寻找的栏，或者点击分类单选按钮，按
照字母顺序列出所有的栏。

要获取对显示在市场数据栏中的数据的描述，参见市场数据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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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栏

您能够在交易窗口中配置单个栏的文本和背景。

对价格和尺寸栏，您能够通过不对使用动态着色框打勾，来关闭动态着色，动态着色指的是以绿色表示价格
或尺寸的向上变动，以红色表示向下变动。

配置栏

1   右键点击栏名称并选择配置 xyz 栏。

2   如果动态着色可用，您能够根据需要去掉对该功能的打勾。

3   使用文本和背景颜色选择器，修改栏的背景和文本颜色。点击用户默认值返回到 初的交易平台颜
色。

4   对齐方式将数据在栏内移动。

5   宽度控制栏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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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定单管理栏 

您能够在全局配置中使用版式管理器，选择在交易页面上显示或隐藏多个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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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页面上显示 / 隐藏定单栏

1   在交易页面上右键点击区域标签，并选择客户化版式。

2   点击定单栏标签来查看栏。

已经在您的交易窗口中显示的栏会出现在页面左边的已显示的栏列表中。剩下的栏在右边的可用的栏
列表中按照类别被分组。

3   要显示栏，从可用的栏列表中选择一个栏，并点击添加按钮将栏移动到已显示列表中。

4   要删除栏，在已显示的栏列表中选择一个栏，点击删除按钮。

粗体的栏标题总是可见且不能被删除。使用过滤器区域来帮助找到您寻找的栏，或者点击分类单选按钮，按
照字母顺序列出所有的栏。

要获取对显示在定单栏中的数据的描述，参见定单管理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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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安排交易页面栏

您能够通过拖动栏并将其放到新位置来改变交易页面上栏的位置。由于定单管理和市场数据栏是堆起来的，
您将被询问您是想移动其中的一个栏，还是两个一起移动。

改变栏的位置

1   在您想要移动的栏上点击鼠标。

2   握住鼠标键，将栏向左或向右拖动到其新位置。

3   放开鼠标按钮。

4   在确认消息中，选择单个栏，或选择一起移动两个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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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背景和文本颜色 

您能够使用版式编辑器，对特定的栏和行修改背景和文本颜色。

更改页面版式中的颜色

1   在配置菜单上，点击全局配置，然后在左侧目录中点击交易窗口。

2   选择一个版式（使用默认来更改基本的版式，点击其他版式来找到您设计的客户化版式）。

3   点击颜色标签，并选择修改文本或背景颜色。

您能够对以下项目修改文本和 /或背景颜色：

•   代码行 （文本 &背景） － 包含了产品的市场数据的行。

•   向上跳动 （仅文本） － 上升的 小报价单位。

•   向下跳动 （仅文本） － 下降的 小报价单位。

•   内在报价跳动（仅文本） － 对组合定单的内在报价跳动，组合定单通过添加边的价值，而不是代表
真实组合定单的市场数据被模拟。

•   无自动执行 （仅文本） － 用于期权，告诉您对该市场下达的定单将不会电子化地执行。

•   警报设定 （背景） － 告诉您对该行有一个警报设定。

•   定单行 （文本 &背景） － 当您对产品点击出价或要价时创建的定单行。

•   被修改过的 （背景） － 被修改过的定单的背景。

•   选定的被修改过的（背景） － 您强调（传递或取消等）的被修改过的定单背景。

•   总数行 （文本 &背景） － 可选的总数行以不同的颜色显示，有助于让其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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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网格 （背景） － 整个交易页面网格的背景。

•   背景竞价 （背景） － 工具参与了竞价且不能被取消的定单行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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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快速定单输入设定

快速定单输入面板是交易页面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其设定是通过页面版式管理器来管理的。您对快速定单
输入设定所作的任何更改，通过分配给该页面的页面版式被应用。如果您没有对特定的页面创建或应用页面
版式，那么所有页面都将通过默认的页面版式被控制。下面的过程假设您对页面版式管理器有一定的属性程
度。

修改快速定单输入设定

1   在页面菜单上，点击版式。您编辑的版式名称出现在版式管理器的标题条中。

2   点击快速定单输入标签来查看当前设置。

3   使用下表中描述的复选框、可编辑区域和显示设定来启用 /禁用功能，设定默认值以及选定默认定单
类型。

4   点击确定。

Note:   注意，您在对页面版式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对特定的页面作出更改。使用该版式，这些更改将同
样被应用于所有其他页面。

快速定单输入设定

您能够对快速定单输入行动记录下热键分配。注意，您的标准热键 （买入、卖出等）在快速定单输入面板中
是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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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   显示 － 在任何使用版式的页面顶部显示快速定单输入面板。

•   隐藏 － 在任何使用版式的页面顶部隐藏快速定单输入面板。

合约类型

•   股票 － 自动地配置快速定单输入面板以允许您交易股票。您将在右边看见显示设定列表，您能够从
中选择您想要使用的区域。

•   股票 / 期权 － 自动地配置快速定单输入面板以允许您交易股票或期权。您将在右边看见显示设定列
表，您能够从中选择您想要使用的区域。

•   组合 － 自动地配置快速定单输入面板以允许您创建和交易组合以及差价定单。显示设定列表与该版
式不相关。

杂项

•   交易所 － 输入默认的传递交易所。我们推荐使用智能以获得 佳执行。

•   默认尺寸 － 设定默认的定单尺寸。您可以从面板中编辑该区域的值。

•   默认定单类型 － 设定默认的定单类型。您可以从面板中编辑该值。

•   要求市场数据 － 控制您是否将在定单管理行上方看见一行市场数据，定单管理行是在您创建定单时
被创建的。

•   保存合约信息 － 当被选中，当前合约的信息在您传递定单之后将保留。当不被选中，在您传递定单
之后所有区域将被清空。

显示设定

选中任何您想要出现在快速定单输入面板中的区域。

•   上升 / 下降 － 将被选中的区域按次序排放。它们在该列表中出现的次序，决定了它们将在快速定单
输入面板中出现的次序，以及如果选中 “包括制表键次序”，您用制表键选择区域时光标将被插入的
次序。

•   包括制表键次序 － 对列表中每个选定的区域，该方框必须被选中或不选中。对该方框打勾，会指示
您的光标落在您用制表键选中的区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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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页面区域描述

引言

•   市场数据栏

•   定单管理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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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数据栏
•   合约描述栏

•   新闻栏

•   头寸和损益栏

•   基于价格栏

•   高 /低 /交易量栏

•   期权栏

•   债券栏

•   竞价栏

•   路透基本栏

•   图表价格栏

•   定单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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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约描述栏

新闻栏

头寸和损益栏

栏名称 描述

合约描述

公司名称 显示底层证券的公司名称。

描述 指明工具类型以及其他描述的合约信息。

交易所 市场数据交易所。如果没有对定单传递指定其他交易所，该交
易所也将是合约被传递的地方。选择 SMART 定单传递，将定单
直接传递至可用的 佳市场。

注释 一个可编辑的无限制文本区域，您能够在当中输入关于底层证
券等的注释。当您将鼠标放在注释文字上时，它会显示在一个
弹出方框中，这样您就能够阅读整个注释了。

Note:   注释区域在系统生成的页面上是不可编辑的，因为这
些页面 （包括待处理页面和投资组合页面）与用户维
护的页面功能不同。它们被动态地创建，并在交易平
台会话开始时被占据，没有能力保存用户输入地文
本。

可卖空 使用颜色来识别是否有可被客户用于卖空的股票。颜色传达了
以下的信息：

红色 － 没有股票可用。

深绿色 － 系统正尝试找到股票。

浅绿色 － 至少有 1000 股可用。

代码 对合约显示交易所代码。

底层证券 合约的底层证券代码。要在底层证券和代码模式之间切换，在
视图菜单上选择需要的模式。

栏名称 描述

新闻

新闻时间 显示 后与合约相关的新闻报道的时间和日期。行使用颜色坡
度来帮助一瞥区分 新的和 旧的报道。要查看该区域，您必
须通过功能选择器 > 基本分析类别来激活 RSS 新闻提供功能。

新闻标题 显示新闻报道的标题。要查看该区域，您必须通过功能选择器
> 基本分析类别来激活 RSS 新闻提供功能。要更深地了解报道，
双击标题。

栏名称 描述

头寸和损益

平均价格 当前头寸的平均成本。

成本基础 成本基础是使用公式：

平均成本×头寸×乘数来计算的。

市场价值 等于 （头寸×市场价格）。

头寸 您在选定合约中的当前头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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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寸和损益 显示收益或损失。要修改使用的损益计算，右键点击区域，并
选择配置头寸和损益栏。选中或不选中方框将今日的建仓头寸
包括到损益计算中。

未实现损益 对股票、股票期权和期货期权计算未实现损益。未实现损益使
用如下公式来计算：

（当前市场价格－平均成本 / 股）×总股数

每股平均成本是实时更新的。当客户进入头寸时，该区域被自
动地添加到交易窗口中。一旦被删除，它不能再被自动添加。

已实现损益 计算每个头寸的已实现损益。

未实现损益指标 对未实现盈利和亏损的实时图表表述，当中的箭头颜色表明您
当前的未实现损益为正 （蓝色）或是负 （红色），方向表明
后价格的变动为负 （指向左）或是正 （指向右），箭头的长度
代表买入 / 卖出价格与 后出价 / 要价之间的距离。

栏名称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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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价格栏

高 / 低 / 交易量栏

栏名称 描述

价格

要价 对合约的 佳要价。这是您当前可以买入的 佳价格。

要价尺寸 当前要价的大概深度。

出价 对合约的 佳出价。这是您当前可以卖出的 佳价格。

出价尺寸 当前出价的大概深度。

变动 当前价格与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相比，上涨或下跌了多少。
如果价格下跌了，背景为红色。如果价格上涨了，背景为蓝色。
要在金额变动和百分比变动之间切换，点击栏标题。

变动 （％） 当前价格与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相比，上涨或下跌的百分比。
如果价格上涨了，背景为蓝色。要在百分比变动和金额变动之间
切换，点击栏标题。

自开盘以来的变动 自交易日开盘以来的价格变动 （以金额或百分比表示）。如果价
格下跌了，背景为红色。如果价格上涨了，背景为蓝色。要在百
分比变动和金额变动之间切换，点击栏标题。

收盘 显示资产的 后可用收盘价格。对美国股权，我们使用公司行为
处理来获取收盘价格。这意味着收盘价格被调整以反映向前和向
后的拆分，以及现金和股票股息。

价差 显示前一晚收盘价格与今日开盘价格之间的差额。您能够在以货
币单位显示价差或以百分比点 （100％×价差 / 今日开盘价）显示
价差之间切换该显示。要切换显示，右键点击栏标题并选择切换
显示。

后 合约 后交易的价格。 后价格前面的 “C”表示这是前一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格。

后尺寸 后交易的合约尺寸。如果交易的 后合约尺寸大于前一个的尺
寸，那么字体为绿色。如果小于，则字体为红色。

市场价格 市场价格等于 后价格，除非： 
要价 < 后价格 － 市场价格等于要价。 
出价 > 后价格 － 市场价格等于出价。

中点 当前出价和要价之间的中点。

开盘 交易日的开盘价格。

差价 当前要价和出价之间的差额。

栏名称 描述

高 / 低 / 交易量

13 周 低 过去 13 周的 低价格。

13 周 高 过去 13 周的 高价格。

26 周 低 过去 26 周的 低价格。

26 周 高 过去 26 周的 高价格。

52 周 低 过去 52 周的 低价格。

52 周 高 过去 52 周的 高价格。

平均交易量 90 天的日平均交易量 （将该值乘以 100）。

低 选定合约的当日 低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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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选定合约的当日 高价格。

交易量 选定合约的当日交易量。

交易量指标 对交易量活动的图表描述，当中代表 10,000 股的蓝色条从区域
的左侧向右侧移动。条移动得越快，交易量越高。暂时的颜色
改变表示 后出售大于 10,000 股。

栏名称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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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权栏

债券栏

栏名称 描述

期权

要价交易所 识别对期权合约发布 佳要价的期权交易所。

出价交易所 识别对期权合约发布 佳出价的期权交易所。

看涨 / 看跌未平仓合约数 交易日的看涨期权未平仓合约数 / 看跌期权未平仓合约数。

看涨 / 看跌交易量 交易日的看涨期权交易量 / 看跌期权交易量。

历史波动率 对期权显示实际的历史波动率。

内在波动率 （％） 内在波动率基于期权的 佳出价和要价平均值。该计算是非线
性的，并且对低 vega 值的期权可能不收敛。在这种情况下，将
不会显示内在波动率估计。

模型 期权模型价格是使用底层证券价格、利率、股息以及其他您使
用期权模型编辑器输入的数据来计算的。

未平仓合约数 为未平仓的期权总数绘制图表。

期权内在波动率 对底层证券在未来将有多波动的预测。IB30 天波动率是对当前
交易日向前三十个日历日到期估计的市场波动率，并且根据来
自两个连续到期月的期权价格。

期权交易量 在指定的一段时间被交易的合约总数。

期权交易量变化 与前一个交易日收盘时相比的交易量变化。

看跌 / 看涨未平仓合约数 交易日的看跌期权未平仓合约数 / 看涨期权未平仓合约数。

看跌 / 看涨交易量 交易日的看跌期权交易量 / 看涨期权交易量。

波动率变化 与前一个交易日收盘时相比的波动率变化。

栏名称 描述

债券

出价收益 当债券以当前出价被购买时，其内在收益率。

要价收益 当债券以当前要价被购买时，其内在收益率。

后收益 当债券以 后交易价格被购买时，其内在收益率。

债券属性 可能包括了非标准结算日期 （债券的正常结算为 T ＋ 3）的
后出售价格的债券属性，包括

C － 现金交易

ND － 下一日交易

S# － 卖方期权

其他属性

W － 加权平均交易

A － 收盘后时段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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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价栏

路透基本栏

图表价格栏

栏名称 描述

竞价

竞价 竞价将发生的价格，前提是没有收到新定单且竞价现在举行。
为竞价的预示价格。

竞价交易量 将交易的股数，前提是没有收到新定单且竞价现在举行。

不平衡 对下一次竞价不配对的股数；显示竞价的一方比另一方多了多
少股。

蓝色表明买方的不平衡 （更多的买入定单），红色表明卖方的
不平衡 （更多的卖出定单）。

栏名称 描述

基本

股息 （TTM） 该数值为在 近连续十二个月中支付给普通股股东的每股现金
股息总数。

每股盈余增长 该增长率是过去 5 年中每股盈余的复合年度增长率，不包括特
殊项目和非持续经营。

注：如果 近的年度或 远的年度的值为零或负数，那么增长
率无法被计算，“NA”（不可用）将显示。

市值 市值的计算如下：

当前价格×当前在外流通股数

市盈率 该比率的计算方法是：将当前价格除以稀释的每股盈余总和，
稀释的每股盈余总和来自特殊项目和会计方法更改之前的四个
财务报表期间的连续经营。

市值与账面价值比 该数值为当前价格除以 近财务报表期间的每股账面价值。

速动比率 也被称作酸性测试比率，该数值被定义为： 近财务报表期间
的现金加上短期投资再加上应收账款，除以该期间的流动负债
总数。

注意：该项目不可用于 （NA）银行、保险公司以及其他不区分
流动和长期资产与负债的公司。

股本回报率 该数值为在 近十二个月内可用于普通股股东的收入除以平均
普通股权益，以百分比表示。平均普通股权益的计算是将 近
5 个季度的普通股权益相加再除以 5。

栏名称 描述

图表价格

要价指标 一个红色的条，其在区域中的放置代表了当前 佳要价中相对
于一美元的美分。在区域中间的条表示要价的美分价值接近
$.50。靠近左侧的条表示美分价值接近零，靠近右侧的条表示
其接近一美元。

出价指标 一个绿色的条，其在区域中的放置代表了当前 佳出价中相对
于一美元的美分。在区域中间的条表示要价的美分价值接近
$.50。靠近左侧的条表示美分价值接近零，靠近右侧的条表示
其接近一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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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单预设

烛台 对价格变动的方向和大小的图表描述。箭头的宽端代表开盘价
格，窄端代表 后价格。指向右边的箭头表示价格高于前一个
收盘价格，指向左边的箭头表示价格与前一个收盘价格相比有
所下跌。色调越亮，表明价格变动的量越大。

图像变动 对 后价格与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之间的差距的图表描述。
箭头位于区域中央，如果 后价格高于收盘价，其为绿色，如
果低于则其为红色。箭头越长，两个价格之间的差距越大。区
域容纳了上至高于收盘价 $2.00 和下至低于收盘价 $2.00 的图
像变动。

后指标 一个品红色的条，其在区域中的位置代表了当前 后交易价格
中相对于一美元的美分。在区域中间的条表示 后价格中的美
分价值接近 $.50。靠近左侧的条表示美分价值接近零，靠近
右侧的条表示其接近一美元。

范围 后交易价格与当日 高和 低价格之间的图表比较。指标起
始于区域中间，并随着 后价格接近当日 低价格而向左移动
（红色），随着 后价格接近当日 高价格而向右移动 （绿
色）。如果 后价格等于 低或 高，那么条将改变颜色。您
能够选择以三种不同的视觉模式来查看范围：基本范围、范围
3D 以及范围 3D 警报。只有 后一种在价格等于 高或 低价
格时显示颜色改变。

智能指标 对当前价格中相对于一美元的美分的图表描述。如果您持有空
头头寸，条为红色并代表要价中的美分。如果您持有多头头
寸，条为绿色并代表出价中的美分。对您不持有头寸的合约，
条为灰色，并代表 后价格中的美分。在区域中间的条表示价
格中的美分价值接近 $.50。靠近左侧的条表示美分价值接近
零，靠近右侧的条表示其接近一美元。

栏名称 描述

预设 显示对合约的当前默认策略，并包含可用于合约的所有定单策
略的下拉选择列表。如果客户化的策略已经为合约准备好了，
并且预设区域没有被显示，那么预设策略图标将被显示在合约
描述区域中。

栏名称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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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单管理栏
•   强制栏 （不能从交易窗口中被删除）

•   合约描述栏

•   有效时间栏

•   数量栏

•   基于价格的栏

•   行动栏

•   可调整的止损栏

•   波动率栏

•   期货转现货栏

•   挂钩股票栏

•   定单属性栏

•   状态栏

•   分段定单栏

Note:   对页面版式作出的更改被自动地应用于任何已经使用了该版式的页面。

强制栏 （不能从交易窗口中被删除）

下面的栏总是被显示在交易窗口的定单行上。

栏名称 描述

已显示的栏 （不能被删除的强制栏）

行动 定单行动。买入或卖出。

类型 定单类型。

数量 您定单中的单位数量。

限价 限价所适用的定单类型的限价，这些定单类型包括限价、限价
止损和相对定单。

竞价 该区域反映了止损和止损限价定单的选择价格，相对和追踪止
损定单的抵消金额。您能够在默认定单设定框中设定这些辅助
数量。

基点 与期货 EFP 一起使用。基点值等于内在利率× 100。

状态 定单状态。参见系统颜色指南以获取细节。

../cn/p.php?f=orderTypes&ib_entit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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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约描述栏

有效时间栏

数量栏

基于价格的栏

栏名称 描述

合约描述

描述 识别工具类型和其他描述性的合约信息。

交易所 市场数据交易所。如果在目的地区域中没有其他交易所被指
定，它将同样是合约被传递的交易所。选择 SMART 定单传递，
将定单直接传递至可用的 佳市场。

代码 合约的交易所代码。

底层证券 显示底层证券代码。注意，如果您想要在交易窗口中有一个单
个的底层证券区域，其下面没有定单区域，那么同时选中市场
数据和定单管理的底层证券区域。

栏名称 描述

有效时间

到期日期 对 GTD （到期前有效）定单。保持定单为活动的，直到您输入
的日期市场关闭时。日期格式为年年年年 / 月月 / 日日。

到期时间 对 GTD （到期前有效）定单。 保持定单为活动的，直到您在
到期日期区域输入的日期的时间之前。

到时后有效 在指定的时间过去之后，激活定单。

有效时间 您的定单保持活动的时间跨度。默认情况下，有效时间为日，
意味着截至市场关闭时您的定单任何没有执行的部分将被系统
取消。

区域名称 描述

数量

显示尺寸 输入一个显示尺寸来创建冰山定单。

低数量 输入 低可接受的数量，其必须可用于定单执行。

数量类型 与数量值区域一道使用 ，根据您的说明自动地计算定单数
量。

数量值 与数量类型区域一道使用，根据您的说明自动地计算定单数
量。

总数量 初定单的总数量。

栏名称 描述

价格

当前价格 定单在交易所的当前工作价格。

全权委托数量 与限价定单一起输入一个全权委托数量来创建全权委托定单。

限价抵消 用于追踪限价止损定单来决定合约的限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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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抵消 根据偏离 佳出价或要价的百分比创建一个抵消价格。使用 0
－ 1 之间的小数值。

止损价格 止损和限价止损定单的选择价格，以及追踪止损和追踪限价止
损定单的初始止损价格。

栏名称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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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栏

可调整的止损栏

波动率栏

期货转现货栏

栏名称 描述

行动
取消 点击取消定单。
传递 点击将定单发送至定单目的地。

栏名称 描述

可调整的止损

可调整的定单类型 当止损、限价止损、追踪止损或追踪限价止损定单的触发价格
被触及时，提交的定单价格。

可调整的止损限价 可调整的限价止损或追踪限价止损定单的初始限价。

可调整的止损价格 可调整定单的新止损价格。

可调整的追踪金额 追踪止损或追踪限价止损定单的新追踪金额。

触发价格 触发对止损、限价止损、追踪止损或追踪限价止损定单的一次
性调整的价格。

栏名称 描述

波动率

连续更新 如被选中，期权限价将根据底层证券价格的显著移动被自动地
更新。同样用于期货转现货。

对冲辅助价格 如果需要，为需要另一个价格区域的 delta 中性定单类型输入
辅助价格。

对冲定单类型 为 delta 中性的交易定义一个定单类型。它将与您的波动率定
单的动态管理一道被提交。

参考价格类型 对动态波动率定单。选择 NBBO 或买卖报价的平均值来被用作
参考价格。

底层证券范围 （高） 波动率定单可选的股票价格范围高端。如果底层证券的价格涨
至该数值以上，定单将被取消。

底层证券范围 （低） 波动率定单可选的股票价格范围低端。如果底层证券的价格跌
至该数值以下，定单将被取消。

波动率 显示期权在特定行权的波动率。

波动率类型 对波动率定单显示年度或每日的内在波动率计算。

栏名称 描述

期货转现货

连续更新 对期货转现货。如被选中，限价将根据基点的移动被自动地重
新计算。

利率 对期货转现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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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钩股票栏

定单属性栏

栏名称 描述

挂钩股票

Delta 用于挂钩股票定单。该数值以百分比被使用，并被乘以底层证
券价格的改变量。该数值被添加到起始价格以决定看涨期权的
价格。

股票参考价格 用于挂钩股票期权定单的可选数值。如果留为空白，则使用
NBBO 中点。该数值从当前 NBBO 中点被扣除，以决定股票价格
的变动。

底层证券范围 （高） 挂钩股票定单可选的股票价格范围高端。如果底层证券的价格
涨至该数值以上，定单将被取消。

底层证券范围 （低） 挂钩股票定单可选的股票价格范围低端。如果底层证券的价格
跌至该数值以下，定单将被取消。

栏名称 描述

定单属性

全或无 将定单标记为 AON，以确保定单将除非 / 直到全部数量可用时
才会执行。

大额 将您的高交易量限价定单标记为大额定单。

您可能想对大交易量定单考虑使用分段交易者。

考虑成本 如被选中，智能路由器在决定将您的定单传递至哪里时，将考
虑交易成本，包括佣金。

隐藏 打勾创建隐藏定单。

隐藏美分 对以美分报价的美国期权定单，将美分从市场中隐藏。

ISE 定单类型 对国际证券交易所 （ISE）的中点匹配定单，从两种定单类型
中选择。标准定单被作为市价或限价定单输入，但不被显示给
交易人群。标准定单支持立刻执行或全数取消 （IOC）定单属
性。

SOI （利息筹集）定单将代码广播给 ISE 中点匹配用户。这些
定单的 小定单数量为 2000。

无保障的 打勾，表明您将承担智能传递的差价定单被部分执行的所有风
险。

OCA （一取消全）组 允许您在不打开定单卡片窗口的情况下，创建一取消全高级定
单组。

建仓 / 平仓 指定定单是要开立 （或增加）头寸，还是要关闭 （减少）头
寸。

来源 定单来自的客户类型。主要被用于机构账户。

保留时间优先 打勾将您的定单保留在队列中，不考虑发生的交易所费用。

股东 交易加拿大产品的大股东使用的标签。

一扫光 打勾以创建一扫光定单。

触发方式 显示带有所有可用的触发方式列表的下拉区域。这允许您对每
个定单选择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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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栏

分段定单栏

栏名称 描述

状态

目的地 传递目的地。

键 系统创建的键，用来识别捆绑式限价、括号以及追踪止损定
单。

交易价格 定单或定单的一部分执行的价格。

栏名称 目的地

分段定单

分段增量 该数额被用于计算分段阶梯中每个组成部分的每单位价格。
注意价格增量不能为负数。

分段初始组成部分 对分段定单设定初始组成部分尺寸。

分段利润抵消 该区域中的数额指示交易平台提交获利回吐定单，并定义了
您将接受以退出头寸的 低盈利金额。分段交易者将使用母
组成部分的限价加上 / 减去利润抵消额，来提交一个与初始
定单相对的对方获利定单。例如，如果您以 $65.00 提交了
一笔 10,000 股的买入限价定单，组成部分尺寸为 1000，并
输入 $15.00 作为分段利润抵消，一旦第一个组成部分执行，
交易平台将以 $80.00 提交 1000 股卖出限价定单。使用定单
卡片上的分段标签来设定高级获利定单说明。

分段后续组成部分 对分段定单设定后续组成部分尺寸。如果您将该区域留为空
白，分段交易者将使用初始组成部分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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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选择器

引言

•   打开功能选择器

•   通过菜单启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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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功能选择器

功能选择器将功能按照类别和子类别分组。为了帮助您找到您要寻找的内容，使用窗口顶部的文本搜索框。
列表被过滤，只显示那些包括了您在标题中输入的文本的功能。要清除搜索并再次显示所有类别，点击出现
在搜索框右侧的清除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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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功能选择器

•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功能选择器。

您能够通过单击禁用整个类别的功能，或者使用展开 /收起图标向下钻取到一组之内的特定功能。

使用功能选择器来禁用 / 启用功能

1   点击删除功能或功能组旁边的选中标记。

2   点击展开图标向下钻取到一个组中。

您同样能够从菜单中启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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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菜单启用功能

功能选择器可通过配置菜单或通过点击工具栏上的配置图标进入，它允许您禁用您不使用的功能。这些被禁
用的功能从菜单和屏幕中被隐藏起来。您现在能够在任何时候启用这些功能，而不需要在功能选择器中通过
展开菜单显示被禁用的功能来搜索它们。

从功能菜单中启用功能

包含了被禁用功能的菜单，在 后的菜单命令之后显示了一个双 “扩展”箭头。

1   在被选定的菜单底部点击双箭头。

2   被禁用的功能现在出现在菜单中，以深灰色被强调。选择您想要使用的功能。

3   对问题 “您想要现在启用该功能吗？”点击是。

功能被启用，并将在适当的时候变为活动的。例如，如果您选定了一个底层证券，并选择启用市场深度，市
场深度窗口将在您点击 “是”之后对选定的底层证券打开。如果您没有选定底层证券，市场深度功能将被启
用，但不会打开，因为其没有要显示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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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定单预设 

引言

使用定单配置页面来指定全局默认设定。使用定单预设功能来创建多个命名的定单默认策略。

•   定单 － 默认设定

•   定单预设策略

•   修改默认抵消金额

•   修改止损触发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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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单 － 默认设定

使用定单页面来定义一般、全局默认设定。

定义一般定单配置设定

1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全局配置。

2   在左侧目录中点击定单。

3   使用定单页面来设定以下参数：

•   自动保存默认尺寸 － 当被选中，您对定单数量所作的任何更改，在定单传递后被保存为该工
具类型的默认尺寸。

•   大规模价格 － 当被选中，用在价格向导中的增量将被提高。价格向导展示了一系列高于或低
于定单价格的价格，当您在定单行的价格区域中点击并握住光标时它将被触发。

•   大规模尺寸 － 当被选中，用在尺寸向导中的增量将被提高。尺寸向导展示了一系列高于或低
于定单尺寸的数量，当您在定单行的数量区域中点击并握住光标时它将被触发。

•   自动删除定单 － 该功能默认被选中。当不选中，已执行的和已被取消的定单将同时保留在交
易页面和待处理页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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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将已提交的定单分类 － 该功能默认被选中。当不选中，对相同底层证券创建的定单不再
根据限价被分类。

•   重新使用被拒绝的定单 － 如被选中，被拒绝的定单将保留在交易页面中。

•   自动调整限价止损价格 － 如被选中，当您修改止损价格时，限价止损定单中的限价将自动地
被调整。限价根据您在创建定单时定义的抵消金额调整。

•   将美国股票取整到 100 股 － 如被选中，系统将会取整定单数量至 近的 100 股。

•   在不同的页面上显示待处理的当日定单和取消前有效定单 － 如被选中，待处理的定单将按照
有效时间为 “取消前有效”和 “当日”被分开，显示在不同的页面上。

•   以收益率百分比连续地对 EFP 定单更新限价 － 如被选中，交易平台将连续地对 EFP 定单更新
限价，价格以 “百分比收益率”被输入。要以百分比收益率输入价格，右键点击价格栏头部，
并选择显示百分比。

•   推迟清除被执行的定单 － 让您增加或减少已执行的定单从交易窗口中被删除之前的秒数。

•   推迟清除被取消的定单 － 让您增加或减少已取消的定单从交易窗口中被删除之前的秒数。

重设卖空地点按钮 － 只针对非清算的客户或能够清除的客户。默认情况下，交易平台记住您在下达卖空定
单时分配了多少股。点击该按钮将清除该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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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单预设策略

引言

定单预设功能允许您对每种工具类型和每个代码创建和保存多个命名的定单默认策略。活动的预设被用作每
种工具类型的默认值。从代码行中使用预设下拉区域，将不同的定单策略应用于该代码的所有新定单。

•   创建定单预设

•   从交易窗口中使用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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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定单预设

预设通过允许您在工具水平或代码水平创建多个定单默认集合，并使用预设区域从交易页面应用它们，扩展
了默认定单设定的有用性。

配置预设

1   从配置菜单中，选择定单，然后选择定单预设。

Note:  全局配置打开时，将注意力放在左侧目录中的预设类别。

2   选择您想要定义预设的工具，并在左侧目录底部点击策略图标。

3   输入名称并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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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策略在左侧目录中被强调，与其相关的定单默认页面在右侧。编辑您想要与定单策略关联的定单区
域，并点击确定。下表中被编号的描述与上面的图片相对应：

1 在顶级预设水平定义的策略，例如本例中的追踪止损，能被
应用于任何工具类型，但不能被指定为 “活动的”。

2 顶级工具类型是对该类型所有合约的默认定单预设，直到另
一个被设为活动的。工具水平预设出现在顶级工具类型之
下，并且只能从该工具类型的代码的预设下拉列表中获取。

3 对每个工具可以有一个活动的预设。活动的预设根据绿球来
识别，并变为该类型所有合约的默认定单策略。在上面的例
子中，当您创建定单时，所有页面上的所有股票合约将使用
Stk-Scl-Strat 定单默认值。在市场数据线上使用预设下拉
列表，对任何合约选择一个不同的预设。

4 代码水平的预设变为该代码的默认值，且不可用于任何其他
代码，即使工具相同。

5 预设图标功能如下：

策略 － 点击，对选定的水平创建一个新的预设策略，可以
是顶级、工具水平或者代码水平。

代码 － 当您选定一个工具类型时它变为可用的。点击创建
代码水平的预设。

使活动 － 点击使选定的预设对该工具类型的所有代码都变
为活动的，除了那些有已定义的代码水平预设的代码。

复制 － 从选定的预设中复制策略设定。

粘贴 － 用复制的设定覆盖来自选定预设的设定。

删除 － 无确认消息地删除选定地预设策略。

重命名 － 更改选定预设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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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能够对每个预设定义的默认值，根据您选择的工具 /合约有微小变化。您能够设定的默认值被定义在下表
中。

设置

区域名称 描述 注释

定单类型 设定将被默认使用的定单类型。

触发方式 触发方式被用来触发止损、限价止
损、追踪止损以及追踪限价止损定
单。

有效时间 有效时间决定了定单将在其目的地
保持工作状态多久。

建仓 / 平仓 设定开立新头寸或关闭头寸的默认
值。

被用于 IB 执行服务客户。

ISE 定单类型 标准的定单是完全匿名的。SOI 定
单将代码广播给其他 ISE 中点匹配
成员，并可能获得执行优先权。

定单参考 定义与市场相关的您的定单来源。

允许定单在常规交易时
段之外被激活、触发或
执行

如果不选中，交易时段由定单目的
地的开盘 / 收盘时间决定，止损定
单将不会在常规交易时段之外触
发。

对在主要交易所上市的美国股票有
效。请注意，仅常规交易时段的期
权不可以用于未在交易所列举的特
定产品。IB 客户只有责任确保该参
数适用于涉及的产品。

不可用于 IOC、开盘 （开盘市价和
开盘限价）、全数执行或立刻取消、
收盘市价或收盘限价定单。

允许定单在开市前时段
被传递和执行

选中，允许定单参与 4:00 － 8:00 
am 的开市前时段。

能够被应用于仅为常规交易时段设
定的定单。

忽略开盘竞价 选中，忽略发生在开盘时的开盘竞
价。

能够被应用于仅为常规交易时段设
定的定单。

如果您配置了智能路径来参与开市
前预传递，则该属性不能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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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定单尺寸

当传递时考虑成本 如被选中，当决定将定单传递至何
处时，智能路径将考虑执行定单的
总成本，包括佣金和其他费用。如
果不被选中，只有交易所价格会被
考虑。

您的定单可能不会以 优的交易所
价格执行，因为我们考虑了账户总
价格，包括佣金。

只对传递至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
（FWB）的股票有效。

隐藏美分 对智能传递的期权：如被选中，将
从市场中隐藏您定单上的美分。

注意，尽管您隐藏了您的美分价
格，您的取整后的定单 （对买入定
单向下取整到五分或一角增量，对
卖出定单则向上取整）仍然将被传
递到一个期权交易所来显示。

区域名称 描述 注释

如果可能，使用平仓头
寸尺寸

当被选中，如果您持有资产的头寸，系统将创
建等于您的建仓头寸数量的定单，基于的假设
是您想要将您的头寸平仓。如果您不持有头
寸，系统将使用默认的定单尺寸。

对市场深度使用累积尺
寸

如被选中，当您从总市场深度窗口的任何一行
创建定单时，定单尺寸被设定为总累积尺寸×
100。否则，定单尺寸将等于默认的定单数量。

使用默认金额来计算尺
寸

如被选中，默认定单尺寸将根据您在该页面的
默认金额区域输入的货币金额进行计算。被计
算的定单尺寸随后作为默认金额被显示在交易
页面的数量区域中。

默认尺寸 / 默认金额 默认定单尺寸。 如果您选中使用默认
金额来计算尺寸 （如
上），区域名称将更
改为默认金额。

尺寸增量 当使用尺寸向导时，定单尺寸增大 / 减小的间
隔将被显示出来，或者当使用热键时，数量增
加 / 减少的数额将被显示出来。

显示尺寸 将对冰山定单显示的默认金融。

区域名称 描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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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定单抵消金额

目标分段定单

如果您从附加定单列表中选择添加目标分段定单，这些数值将被用作默认值。

区域名称 描述 注释

止损 偏离当前市场价格的金额或 小报价单位数
量，将被用于让自动止损定单设定止损选定
价格。该数值被用于计算附加括号定单的止
损价格和限价。

使用 小报价单位 / 金额下
拉可选项来指定您想要使用
哪种类型的抵消。

限价止损 偏离当前市场价格的金额，将被用于让限价
止损定单设定止损选定价格。只有当您首先
将默认定单类型设为限价止损时，该区域才
适用。

追踪 偏离当前市场价格的金额，您想要止损价格
根据它来追踪。

输入数值，再使用金额 / 百
分比下拉列表来指定该数值
的单位。

相对 / 挂钩 将被添加到 佳出价 （对买入定单）和从
佳要价中被扣除 （对卖出定单）的金额，用
来创建相对定单将被提交的限价。

全权委托 被添加到限价或从限价中被扣除的一笔额外
金额，用来帮助确保定单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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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设置

预防值被系统用作安全检查。如果您提交了违背任何这些客户化设置的定单，您将必须确认您在交易平台传
递定单之前将其传递的意图。

区域名称 描述 注释

初始组成部分尺
寸

对分段定单的初始组成部分设定一个
默认尺寸。

价格增量 增量金额，每个后续的组成部分的价
格将根据该金额变动。

后续组成部分尺
寸

对分段定单的所有剩余定单组成部分
设定组成部分尺寸。

留作空白，对所有组成部分使
用初始组成部分尺寸。 

创建获利回吐定
单

选中，让交易平台自动创建对方获利
定单。

利润抵消 为对方获利定单定义将被添加到 后
执行组成部分价格或从其中被扣除的
金额。

区域名称 描述 注释

百分比 该选项被创建作为安全网，用来阻止您传递
被错误键入限价的限价定单。如果您尝试传
递价格位于计算的偏离市价百分比之外的限
价定单，您将收到一条消息，要求您证实您
确实打算在传递定单之前输入该偏离百分比
的价格。使用的市场价格为当您传递定单时
显示在出价 （卖）或要价 （买）区域中的价
格。该选项能够被留作空白。

尺寸限制 限制数量区域中的数值。如果您输入一个较
高的值，您能够通过在警告框中点击是来覆
盖默认尺寸限制。

总价值 如果您传递一个定单，其价格超过了您指定
的总货币金额，您将收到一条消息，告诉您
总价值限制被违背了，且您必须确认无论如
何您都想要提交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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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A （一取消全）组

使用一取消全定单属性，让相关的定单彼此之间联合工作。

小报价单位数量 像上面的百分比选项一样， 小报价单位数
量同样是一个安全网，阻止您传递被错误键
入限价的限价定单。如果您尝试传递价格位
于计算的偏离市价 小报价单位数量之外的
限价定单，您将收到一条消息，要求您证实
您确实打算在传递定单之前输入该偏离 小
报价单位数量的价格。使用的市场价格为当
您传递定单时显示在出价 （卖）或要价
（买）区域中的价格。该选项能够被留作空
白。

区域名称 描述 注释

如果组里的一个定单被部分地执行，其他定单应当被……

减小尺寸 默认设置为让 OCA 组里的其他定单根据执
行部分的数量，按比例地被减小尺寸。

取消 组里的所有其他定单被取消。

过度执行保护 如被选中，则规定每一次组里只有 1 个定
单将被传递至交易所。该策略完全去除了
过度执行的可能性。

区域名称 描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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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设置

显示设置改变了数值被显示在交易窗口上的方式。

附加定单

选择将简单的括号、止损、追踪止损、对方目标限价或目标分段定单附加到现有的定单。当您附加一个定
单， 初的定单也被称为 “母”定单，而被附加的定单则被称为 “子”定单。

添加简单括号 － 打勾让一系列的定单为您 初的定单加括号。为括号定义默认值，其能够在每笔定单基础
上被修改。要获取关于设置括号定单的细节，参见用户指南的定单类型部分。

区域名称 描述 注释

乘数 将价格乘以该数值。

抵消 您能够使用它来抵消显示的价格，例如对特定的期
货合约。比如说，ES 出价 / 要价为
1314.75/1315.00。首先，在中间窗格中选择期
货，然后在栏底部点击添加按钮并输入 ES。输入
抵消金额 1300。要查看它将如何显示，在测试框
中输入 1314.75 并点击测试按钮。例子显示为
14.75。

取整 将默认设置无改为取整、 近有效价格或截断。使
用测试输入区域来输入一个数值，能够点击测试来
查看结果。

小数 覆盖默认的 2 位小数价格显示。

使用斜体字显示 将价格数据以斜体显示。

显示倒数 重新将报价计算为 1/ 报价。该设置允许亚洲合约
以熟悉的本地格式被查看。

您能够通过在左侧
窗格列表下方使用
添加按钮，将倒数
显示应用于特定的
合约。选择一个工
具类型，点击添
加，然后输入代
码。强调该代码并
点击显示显示倒
数。

测试 被用来测试您所作的显示更改。输入一个假设价格
值，然后点击测试按钮。所有的显示设置更改被应
用，结果如例子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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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止损 / 追踪止损 － 打勾将止损、限价止损、追踪止损或可调整定单附加到 初的定单。

区域名称 描述 注释

对卖出定单使用相反的出价
/ 要价和抵消金额设置

打勾将设置应用于买入定
单，并让交易平台对卖出定
单应用相反的设置。

根据上面的数值，对买入定
单，限价括号定单的限价将
为 初的定单价格加上 80 美
分。对卖出定单，为 初的
母定单价格减去 80 美分。

限价 （＋ / －抵消金额） 选择用来对括号限价定单设
定限价的标准。

定义一个可选的抵消金额，
它将被添加到计算的限价
中，或从限价中被扣除。

止损类型 定义止损定单类型，以用于
止损括号。

止损价格 （＋ / －抵消金
额）

选择用来对括号止损定单设
定止损选定价格的标准。

定义一个可选的抵消金额，
它将被添加到计算的止损选
定价格中，或从止损选定价
格中被扣除。

限价止损 （＋ / －抵消金
额）

如果您选择限价止损作为上
面的止损类型，选择用来对
括号止损定单设定止损限价
的标准。

定义一个可选的抵消金额，
它将被添加到计算的止损限
价中，或从止损限价中被扣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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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区域对上下文敏感，如果它们不适用于您选定的止损类型，将变为灰色。

 

区域名称 描述 注释

对卖出定单使用相反的出价
/ 要价和抵消金额设置

打勾将设置应用于买入定
单，并让交易平台对卖出定
单应用相反的设置。

如果您对买入定单指定了 10
美分的抵消金额标准，那么
相同的抵消金额将被应用于
卖出定单，为负 10 美分。

止损类型 定义要附加的止损定单类
型。

止损价格 （＋ / －抵消金
额）

选择用来设定止损选定价格
的标准。

定义一个可选的抵消金额，
它将被添加到计算的止损选
定价格中，或从止损选定价
格中被扣除。

止损限价 （＋ / －抵消金
额）

选择用来对括号止损定单设
定止损限价的标准。

定义一个可选的抵消金额，
它将被添加到计算的止损限
价中，或从止损限价中被扣
除。

追踪金额 定义一个追踪金额。

触发 （＋ / －抵消金额） 选择用来触发可调整定单的
标准。

定义一个可选的抵消金额，
它将被添加到计算的触发价
格中，或从触发价格中被扣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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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目标限价定单 － 打勾，自动地将对方限价定单附加到 初的定单上。

添加目标分段定单 － 打勾将分段定单附加到 初的定单。要获取更多信息，参见交易平台用户指南的分段
定单部分。

止损价格 （＋ / －抵消金
额）

选定用来设定新的止损价格
的标准。

定义一个可选的抵消金额，
它将被添加到计算的止损价
格中，或从止损价格中被扣
除。

止损限价 （＋ / －抵消金
额）

选择用来设定新的止损限价
的标准。

定义一个可选的抵消金额，
它将被添加到计算的止损限
价中，或从止损限价中被扣
除。

追踪金额 定义一个追踪金额以使用追
踪止损定单。

区域名称 描述 注释

对卖出定单使用相反的出价
/ 要价和抵消金额设置

打勾将设置应用于买入定
单，并让交易平台对卖出定
单应用相反的设置。

如果您对买入定单指定了 10
美分的抵消金额标准，那么
相同的抵消金额将被应用于
卖出定单，为负 10 美分。

限价 （＋ / －抵消金额） 选择用来设定限价的标准。 定义一个可选的金额或限价
百分比标准，它将被添加到
限价中，或从限价中被扣
除。

尺寸 定单尺寸等于 初的限价定
单的尺寸。

区域名称 描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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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名称 描述 注释

初始组成部分尺寸 对分段定单的初始组成部分
设定一个默认尺寸。

价格增量 增量金额，每个后续的组成
部分的价格将根据该金额变
动。

后续组成部分尺寸 对分段定单的所有剩余定单
组成部分设定组成部分尺
寸。

留作空白，对所有组成部分
使用初始组成部分尺寸。 

创建获利回吐定单 选中，让交易平台自动创建
对方获利定单。

利润抵消 为对方获利定单定义将被添
加到 后执行组成部分价格
或从其中被扣除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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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交易窗口中使用预设

要使用预设定单默认策略，只须在您的交易窗口上从代码行的预设区域中选择它即可。注意以下几点：

•   在顶级预设水平创建的预设可用于任何工具。

•   在工具水平创建的预设只可用于该工具。

•   代码水平 － 对特定的代码只能创建一个预设，且它只能被用于该代码。代码水平的预设被用
作该代码的默认设置。

从交易窗口中使用预设区域

1   右键点击区域标题行并选择客户化版式。

2   从定单预设类别中，选择预设并添加到已显示的栏列表中。

3   从市场数据线中点击预设下拉列表，来查看可用于被选定代码的预设策略。

Note:   现有客户：每个顶级水平的工具策略使用 初您定义的定单默认值，除非您选择复制和粘贴一个
新的数值集合。

显示的数值为该工具类型或代码的默认策略；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新的策略。列表包括了所有全局预设和
所有工具水平的预设。默认值为在全局预设中定义的当前活动的策略。新定单将使用显示的预设策略。如果
您更改策略，更改将不会应用于现有的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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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页面没有显示预设栏，那么一个策略图标会出现在任何应用了客户化策略的代码旁边。如果策略图标没
有被显示，则代码使用默认的工具类型定单默认值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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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默认抵消金额

1   在配置菜单上，点击定单，然后点击定单默认值。

2   在中间的窗格中，选择您想要修改抵消金额的工具类型。

3   在右侧窗格的默认定单尺寸和抵消区域中，您能够修改止损抵消、追踪金额、相对金额和全权委托金
额。

Note:  要对特定的合约而不是工具类型设定默认的抵消金额，选择工具类型，并在工具类型
列表的底部点击添加按钮。输入底层证券代码并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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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止损触发方式

您能够使用定单卡片，对止损、限价止损、追踪止损和追踪限价止损定单在每笔定单基础上修改触发方式。
您能够在定单默认值配置页面上使用触发方式下拉列表，对一个产品类型设定默认触发方式。

更改默认触发方式

1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全局配置。

2   在左侧目录中，选择定单，然后选择定单默认值。选择一个产品类型。

3   在触发方式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将被用于所有产品类型定单的默认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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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对当前定单的止损触发方式

1   在交易窗口上显示触发方式区域。

2   强调止损、止损限价、追踪止损或追踪限价止损定单，并从触发方式区域中选择一种方式。

触发方式 描述

默认 对纳斯达克股票 （NMS、小市值、OTC）和美国期权，默认的触发方式为双重出价 / 要价
方式，当中两个连续的要价 （出价）值必须小于 （大于）或等于触发价格，并且如果第
二个出价或要价与第一个出价或要价在相同的价格水平上，则前者必须有更大的尺寸。

对现货合约，默认的触发方式为出价 / 要价，当中要价 （出价）值必须小于 （大于）或
等于触发价格。

对所有其他合约，默认的触发方式为 后方式，描述如下。

后 对要被触发的买入 （卖出）定单：

•   一个 后价格的值必须大于 （小于）或等于触发价格。

•   定单将被执行的交易所或其他市场中心必须也发布 （并且系统必须也接受）等
于或高于触发价格的要价，以及等于或低于触发价格的出价。

•   后价格必须在出价 / 要价范围内 （即 > ＝出价且 < ＝要价）或出价 / 要价之
外的偏离百分比以内 （即 > ＝ 后出价－ 0.5％ of last 且 < ＝ 后要价＋ 0.5
％）。

Note:   后方式与触发价格有偏离， 多高于要价 0.5％，或 多低于出价
0.5％。该 0.5％的偏离度，有可能在任何时候没有通知的情况下被更
改。

双重 后 对要被触发的买入 （卖出）定单：

•   两个连续的 后价格的值必须大于 （小于）或等于触发价格，或者

•   后价格的值必须大于 （小于）或等于触发价格，且 后尺寸必须是增大的。

出价 / 要价 对要被触发的买入 （卖出）定单：

•   单个出价 （要价）必须大于 （小于）或等于触发价格。

双重出价 / 要
价

对要被触发的卖出定单：

•   两个连续的要价必须小于或等于触发价格，或者

•   一个要价的值必须小于或等于触发价格，且要价尺寸必须是增大的。

对要被触发的买入定单：

•   两个连续的出价必须大于或等于触发价格，或者

•   一个出价的值必须大于或等于触发价格，且出价尺寸必须是增大的。

后或出价 /
要价

对要被触发的买入 （卖出）定单：

•   单个出价 （要价）或单个 后价格必须大于 （小于）或等于触发价格。

中点 对要被触发的买入 （卖出）定单：

•   出价 / 要价的中点必须大于 （小于）或等于触发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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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空间和面板

引言

•   管理工作空间

•   报价面板

•   定单面板

•   日志面板

•   交易面板

•   投资组合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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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工作空间

根据您的交易需要，在您的桌面上创建客户化的交易环境。当您登录时，从工具条的按钮集中选择一个工作
空间。您能够创建包括了交易平台任何自包含窗口的工作空间。

创建工作空间

1   以任何组合和设计安排您桌面上的窗口。

2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管理工作空间 （或者在工具栏的工作空间部分点击椭圆）。

3   点击新工作空间，并输入工作空间名称。

4   点击确定，新工作空间出现在列表中。当您登录时， 后使用的工作空间将被加载。

要删除工作空间，右键点击应用程序底部状态行上的相关工作空间图标，并选择删除工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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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价面板

报价面板被显示在自包含的交易模块的顶部，并对页面指定的合约显示市场数据。该面板像交易屏幕上的市
场数据线一样工作。点击出价来创建一个卖出定单，点击要价来创建一个买入定单。不同于交易窗口直接在
代码行下创建定单，自包含的模块在定单面板上显示定单。

配置报价面板上的栏

1   点击面板右上角的配置扳手图标。这样就为特定模块的面板打开了全局配置。

a   通过从可用的栏列表中选择区域并点击添加，来添加要显示的区域。

b   通过从已显示的栏列表中选择区域并点击删除，来删除区域。

2   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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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单面板

使用定单面板来管理从自包含的交易模块的报价面板中创建的定单。就像从主交易屏幕中一样管理您的定
单。您能够配置定单面板来隐藏或显示栏。

 

配置定单面板上的栏

1   点击面板右上角的配置扳手图标。这样就为特定模块的面板打开了全局配置。

a   通过从可用的栏列表中选择区域并点击添加，来添加要显示的区域。

b   通过从已显示的栏列表中选择区域并点击删除，来删除区域。

2   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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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面板

日志面板对所有定单行动显示记录，这些行动包括来自某个自包含的交易模块的页面的传递、交易所承认、
执行和取消。您能够通过点击窗口顶部的清除日志图标来删除日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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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面板

交易面板为从活动的页面传递的定单显示实时交易报告。

配置交易面板上的栏

1   点击面板右上角的配置扳手图标。这样就为特定模块的面板打开了全局配置。

a   通过从可用的栏列表中选择区域并点击添加，来添加要显示的区域。

b   通过从已显示的栏列表中选择区域并点击删除，来删除区域。

2   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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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组合面板

投资组合面板显示与头寸相关的信息，就像在账户窗口的投资组合部分看到的一样，但是只针对报价面板中
的活动合约的头寸。

配置投资组合面板上的栏

1   点击面板右上角的配置扳手图标。这样就为特定模块的面板打开了全局配置。

a   通过从可用的栏列表中选择区域并点击添加，来添加要显示的区域。

b   通过从已显示的栏列表中选择区域并点击删除，来删除区域。

2   点击确定。

要获取有关投资组合面板中的区域的更多信息，参见账户信息话题。



配置交易平台

工作空间和面板 :  投资组合面板

交易平台用户指南 610



交易平台用户指南 611

11
菜单

•   文件菜单

•   页面菜单

•   代码菜单

•   定单菜单

•   交易菜单

•   信息菜单

•   分析菜单

•   视图菜单

•   图表菜单

•   配置菜单

•   帮助菜单

•   在空白行上点击右键

•   在市场数据线上点击右键

•   在定单管理行上点击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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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菜单

使用文件菜单命令将报告导出到您的计算机，保存设置并创建篮子文件。文件菜单命令被描述在下表中。

菜单命令 描述

导入合约 允许您将逗号分隔的文本文件导入到您的交易页面。

导出合约 允许您导出能够在 Excel 中被打开的 .csv 文件。

导出今日的报告 将今日的执行报告作为文本文件导出到您在计算机上设定的目录中。

导出前一个交易日的
报告

将选定交易日的执行报告 （作为文本文件）导出到您在计算机上设定
的目录中。

以 Excel 格式导出页
面

将活动的交易页面作为文本文件导出到选定的文件目录。您能够在
Excel 中打开该文本文件并将数据复制到工作表。

保存设置 本地保存您对您的交易屏幕版式、默认值和菜单选项作出的任何更
改。

恢复设置 打开恢复设置框，当中您能够选择从之前的会话恢复设置文件。

自动保存设置 如不被选中，您对交易平台所作的页面和设置更改在您退出时将不会
被自动地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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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务器上存储设置 如被选中，当您退出时所有设置将被保存在 IB 服务器上 （而不是只
被保存在您的本地计算机上），并且将在您下一次从浏览器登录时被
使用，无论您使用的机器在什么地点。

将定单保存为篮子 将活动的交易页面上的所有定单保存为一个篮子文件。使用篮子以一
个行动来交易被保存的定单集合。

退出 关闭交易平台并保存本地设置。

菜单命令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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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菜单

使用页面菜单来创建、编辑和删除交易页面，并修改页面版式。菜单命令被描述在下表中。

菜单命令 描述

新建 创建一个新的交易页面。

创建投资组合页面 创建一个叫做投资组合的新的交易页面，带有您持有头寸的所有资
产的市场数据线。这些被显示在账户窗口中的投资组合部分中。

创建市场扫描仪 创建一个叫做扫描仪的新的交易页面，从中您能够根据许多不同的
参数例如 活跃的、 大收益者、 大损失者等来查看前 20 个合
约。

创建波动率页面 创建一个使用波动率页面版式的新的交易页面。

隐藏 / 显示按钮面板 显示或隐藏交易窗口底部的行动按钮面板。

设置 对活动的页面打开设置屏幕，其位于全局配置的交易窗口 > 页面 
下。让您重命名页面并更改页面设置，包括转移和清算账户、分配
的版式以及页面水平的预设策略。同样，定义页面是否能够用于快
速股票输入，以及对出现在多个页面上的代码如何显示活动的定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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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式 打开页面版式编辑器来查看默认的页面版式。使用该窗口来决定哪
些栏在您的交易屏幕上是可见的，以及行和栏的文本、背景和其他
特征。

整理代码 在打开的交易页面上按字母顺序整理市场数据线。

清除零头寸 对您不再持有头寸的合约，从投资组合页面中删除所有市场数据
线。这确保了投资组合页面只包括您持有头寸的资产。

删除 让您删除选定的页面。在删除前给出一条警告消息。

快速定单输入 使用快速定单输入子菜单来显示或隐藏快速定单输入面板，以及定
义可用的工具类型。使用配置子菜单，在全局配置框中打开快速定
单输入配置页面。

交易者控制板 显示或隐藏交易者控制板。

分离页面 使活动的交易页面脱离，并在您的桌面上重新创建页面作为单独的
窗口。要重新对接，在被分开的页面的页面菜单上选择附加页面。

分离所有页面 从工具栏将所有交易页面分离为单独的窗口。

附加页面 将交易页面重新附加到交易工具栏中。

重设压缩视图 仅待处理的页面 － 使用该命令，将待处理的页面重新设定为其正
常的、未压缩的默认视图，显示所有待处理的定单。您能够使用待
处理页面上的搜索过滤器区域，根据合约、行动、交易所等来过滤
待处理的定单。

整理页面 按字母顺序从顶行的左边自动地重新整理您的标签集。

菜单命令 描述



菜单

代码菜单

交易平台用户指南 616

代码菜单

使用代码菜单来添加市场数据线，并引起与选定的市场数据线相关的行动。菜单命令被描述在下表中。

菜单命令 描述

添加代码 打开您输入合约信息的请求代码框。这会创建一条新的市场数据
线。

查找代码 从 IB 网站上打开合约和证券搜索页面。

合约搜索 对您输入的公司名称返回所有代码。通过不选中特定的产品来过滤
您的返回结果。

订阅市场数据 打开账户管理登录屏幕。从这里您能够执行您所有的账户管理任
务，例如订阅市场数据服务、转移资金以及查看账户账单。

您必须订阅市场数据服务来接收市场数据以及查看第二级 NYSE 深
层在册报价和市场深度。

RFQ － 请求报价 用来对不显示数据的工具请求市场数据。

插入行 再选定的市场数据线上方插入一个空白行。

删除行 删除选定的空白行和写有数据的行，无确认消息。

清除行 从选定的行中清除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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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让您在页面之间剪切、复制或粘贴市场数据线。如果您选定了线上
的任何区域，那么整条线将被剪切 / 复制。如果您尝试在相同的页
面上粘贴重复的市场数据线，粘贴命令将变为灰色。

显示描述 显示包含了关于选定的底层证券的信息的代码描述框。

显示细节 显示选定的底层证券的细节。

显示头寸 显示选定资产的当前头寸。

创建标题行 将一个非数据行插入到页面。输入一个标题或标签，将该行用作一
组代码的分隔符或标签。

编辑股息 打开股息编辑窗口。

期货再投资 如果您持有将要到期的期货合约，使用该功能在到期前将它们再投
资。

查看交易 打开交易窗口并显示选定的底层证券的所有交易。

菜单命令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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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单菜单

使用定单菜单来创建、传递、取消和恢复定单。菜单命令被描述在下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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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命令 描述

买入 在选定的市场数据线上创建一笔买入定单，或者如果没有选定资产则打开
定单标签窗口。

卖出 在选定的市场数据线上创建一笔卖出定单，或者如果没有选定资产则打开
定单标签窗口。

分段定单 创建指定了以逐级递减 / 递增的价格区间被买入 / 卖出的总金额的定单。

关闭头寸 为您持有头寸的选定的资产创建一笔反向定单。您必须手动地传递定单。

自动止损 将一笔止损定单附加到限价定单。

自动追踪止损 将一笔追踪止损定单附加到限价定单。

自动组合限价 翻转母组合定单并提交一笔反向的限价定单。您必须输入一个限价。例
如，如果您有一个买入日历差价，那么母定单看上去将如下：

买入 1 份 XYZ OPT NOV06 80.0 CALL
卖出 1 份 XYZ OPT OCT06 80.0 CALL

当您附加一笔自动组合限价定单，交易平台将翻转组合，并创建一笔卖出
日历差价定单，如下所示：

卖出 1 份 XYZ OPT NOV06 80.0 CALL
买入 1 份 XYZ OPT OCT06 80.0 CALL

您必须对该定单输入一个限价。由于附加的定单依赖于母定单，它将直到
母定单执行才会被传递。

自动组合市价 翻转母组合定单并提交一笔反向的市价定单。参见上面的自动组合限价。

括号定单 创建一对给您的初始定单加括号的定单。

括号定单被设计为用两笔反向的定单来给定单 “加括号”，从而限制您的
损失并锁定利润。一笔买入定单被一笔高位卖出限价定单和一笔低位卖出
止损定单加括号。一笔卖出定单被一笔高位买入止损定单和一笔低位买入
限价定单加括号。

更新限价 打开更新限价对话框，当中您定义参数来对选定的定单或页面上的全部定
单自动地更新限价。

配置定单预设 在全局配置中打开特定产品的定单预设页面。

取消 对不工作的定单，取消定单并将其从定单管理行中删除。

对工作中的定单，发送一个取消请求至定单目的地。直到状态区域变为红
色，工作中的定单才被确认取消。

传递 将选定的定单传递至定单目的地。

传递页面 将活动的交易页面上的全部定单传递至其定单目的地。圆括号中的值显示
了页面上所有定单的值。

传递全部 传递交易平台中所有页面上的全部定单。

恢复 被用来在您重新传递定单管理行上的工作中的定单之前，撤销对其所作的
更改。

预览定单 / 检查保证金 对选定的未提交的定单，显示 “如果怎样”情形下的您的保证金要求。

使失效 在交易所取消已传递的定单，但将其保留在交易页面上以备之后的重新提
交。

保存 通过将已失效的定单发送至特定的交易所来将其重新传递。

使页面失效 取消页面上所有已传递的定单，但将它们留在交易页面上以备之后的重新
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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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页面 对活动的交易页面上的每个未传递的和工作中的定单发送一个取消请求。

直到状态区域变为红色，工作中的定单才被确认取消。

取消全部 对您所有的交易页面上的每个未传递的和工作中的定单发送一个取消请
求。

直到状态区域变为红色，工作中的定单才被确认取消。

删除已执行的定单 如果您在设置菜单中没有选定自动删除定单，那么使用该命令，将所有已
执行的和已取消的定单从您的交易页面和待处理页面中删除。

关闭全部头寸 对每个敞开头寸，以市价创建并传递一笔反向限价定单。如果无市场数据
可用，那么创建一笔反向市价定单，您必须将其手动地传递。

关闭部分头寸 输入您想要平仓的敞开头寸的百分比。对该百分比的敞开头寸，以市价创
建并传递一笔反向限价定单。如果无市场数据可用，那么创建一笔反向市
价定单，您必须将其手动地传递。

关闭页面上的头寸 对活动的交易页面上的每个敞开头寸，以市价创建并传递一笔反向限价定
单。如果无市场数据可用，那么创建一笔反向市价定单，您必须将其手动
地传递。

选定所有 选定页面上的所有定单。

定单标签 打开定单标签窗口，您使用它来创建和传递定单。如果您选定了市场数据
线，定单标签窗口将显示选定的资产和定单目的地。

菜单命令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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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菜单

使用交易菜单来打开任何定单管理工具。

菜单命令 描述

集成股票窗口 集成股票窗口是一个对单只股票的综合的市场数据 / 定单管理工作空
间。

定单标签 打开定单标签。标签将被填入选定的合约。

快速定单输入 使用快速定单输入子菜单来显示或隐藏快速定单输入面板，以及定义可
用的工具类型。在全局配置框中使用配置子菜单来打开快速定单输入配
置页面。

积累 / 分配 为大数量定单创建客户化的算法，在指定的价格间隔逐级提交分好尺寸
的组成部分。使用随机化来避免在市场中被注意到。

篮子交易者 交易和管理多个产品的篮子定单。

记录簿 仅机构 － 接收和管理大数量电子定单。

在册交易者 通过单击将定单从在册数据阶梯中立刻传递。

外汇交易者 特别为外汇交易者设计的交易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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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交易者 创建一笔以指数建模的客户化的篮子定单。

合并套利 为预期的合并创建一个组合定单。

期权投资组合 找到并交易 佳的期权组合，从而实现任何希腊字母的特定值。

期权交易者 完整的期权管理界面。

再平衡 打开再平衡窗口。

分段交易者 创建逐级分段、植入了获利回吐定单的大数量定单。

差价交易者 快速地创建期权、期货和期货转现货差价。

菜单命令 描述



菜单

信息菜单

交易平台用户指南 623

信息菜单

找到市场数据、新闻与研究以及其他与信息相关的工具。

菜单命令 描述

市场深度 对选定的合约打开集成市场深度窗口。

市场扫描仪 打开市场扫描仪页面。

时间和销售 对选定的合约显示时间和销售。

盈余估计 对选定的底层证券查看盈余估计，包括每股账面价值、前一年的盈
余估计和估计的盈余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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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Watch •  分析师信息 － 对选定的合约显示分析师推荐。

•  图表 － 对选定的底层证券显示 MarketWatch 图表。

•  公司简介 － 简要描述选定的底层证券，包括每股数据、公司一
览、评估比率和盈利能力。

•  财务报表 － 选定的底层证券的损益表和其他财务报表。

•  内部交易 － 对选定的底层证券显示 后十个内部交易行动。

•  新闻和研究 － 基于底层证券的行业相关新闻和评论。

•  证券交易所档案 － 与选定的底层证券关联的证券交易委员会档
案。

新闻面板 显示基于底层证券的行业相关新闻和评论。

新闻窗口 打开带有选定底层证券的相关新闻的浏览器窗口。

路透社基本 如果您已订阅，打开路透社基本页面。

警钟 打开警钟设置框，当中您能够对选定的底层证券设置价格移动或交
易量变化激活的警钟。为确保您在退出应用程序时不丢失警钟，当
您设置警钟时，选择在会话之间保留警钟。

警报 打开警报窗口，当中您能够修改或创建根据时间、价格或保证金的
警报。

交易者控制板 显示或隐藏可客户化的交易者控制板面板来显示快速一览账户或代
码数据。

菜单命令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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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菜单

交互式分析是一个由投资组合分析、期权分析和期权建模者组成的风险评估套装。

菜单命令 描述

IB 风险漫游SM 打开 IB 风险漫游SM 实时风险工具。

期权分析 对选定的合约显示看跌 / 看涨期权的希腊字母。

模型导航 通过在模型导航中编辑定价假设来计算和再计算期权模
型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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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图菜单

使用视图菜单来查看报告、待处理的定单、布告栏和状态。菜单命令被描述在下表中。

菜单命令 描述

定单向导 在您的交易窗口底部打开定单向导面板。

交易 查看当日的执行报告，通过账户管理查看交易确认，以及从您的
交易工具栏配置闪烁交易通知。

布告栏 查看布告栏和系统状态。

账户 查看包括头寸和账户余额在内的账户信息。

美分期权 查看您 后的账户账单。

期权执行 使用期权执行窗口将期权在到期日期之前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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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库券 打开合约选择矿，显示可用的长期、短期和中期国债。

共同基金 打开合约选择框，显示可用的免佣共同基金家族。

再平衡投资组合 打开再平衡窗口，当中您能够通过重新分配您的投资组合中的头
寸百分比来交易，这些头寸组成了您当前的 （带符号的）净清
算价值。

账户管理 将您登录到账户管理页面。使用左侧窗格中的菜单来查看和编辑
账户信息。

账单 进入账户管理区域，页面显示为您的账单。

查看审计追踪 查看被保存为 html 文件的您的每日交易活动日志。每个星期的
审计追踪报告将覆盖来自上一周的报告。

底层证券模式 如果为灰色，那么您已经在底层证券输入模式下，这意味着您输
入一个代码标志并选择工具类型，然后以正常习惯交易。

代码模式 代码输入模式用于高级的期权交易者。该模式要求您根据由合约
交易的交易所定义的类别或代码来输入合约定义。

市场数据连接 显示您的市场数据连接的目的和状态。

菜单命令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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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菜单

使用图表菜单命令来创建新的交互式图表，或者实时地打开现有的图表或将其作为图像打开。

菜单命令 描述

新建实时图表 打开一个空白的新图表窗口，让您输入底层证券并创建交互式图
表。

对选定的合约新建实时图表 根据您在交易窗口中选定的合约，打开填入了合约描述的新的图
表窗口。

将选定的合约添加到现有图表 允许您将选定的合约添加到打开的图表中，这样您就为多个合约
绘制了图表，或者用选定的合约来替换主合约。

将新图表添加到现有的图表窗口 为选定的合约创建一个新的不同的图表，并将图表包括到与现有
图表相同的窗口中。

打开已保存的图表 用来打开被保存为图表定义文件 （文件有 .def 文件扩展名）的
图表。图表作为实时图表打开。

打开图表图像 用来打开您保存为图像文件 （文件有 .jpg 文件扩展名）的图表
快照。图表作为图像文件打开，让您看到被保存的时刻的历史数
据。

打开图表模板 打开加载图表模板对话框，您从中选择一个已保存的图表模板来
打开。

MarketWatch 图表 对选定的底层证券查看 MarketWatch 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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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菜单

使用配置菜单来修改默认值，设置显示选项以及显示或隐藏功能。菜单命令被描述在下表中。

菜单命令 描述

全局配置 打开全局配置框，从中您对交易平台的所有方面定义配置设定。

功能选择器 打开功能选择器，其让您根据您的需要来隐藏或显示特定的功能。

管理工作空间 打开工作空间管理框，从中您能够创建、编辑和导入工作空间。

代码 快速进入配置代码显示设置。

定单 快速进入配置定单设置。

视图 快速进入配置杂项显示项目。

API 快速进入配置 API 功能。

杂项 快速进入配置杂项功能。

热键 快速进入配置热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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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菜单

帮助菜单提供了到包括用户指南在内的在线客户服务信息的链接。菜单命令被描述在下表中。

菜单命令 描述

文献

显示帮助 打开交易平台 java 帮助窗口。

快速入门指南 打开交易平台快速入门页面。

在线版用户指南 从您的网络浏览器打开交易平台用户指南。

向导 打开交互式向导网页，专注于交易平台基本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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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要点 打开交易平台发行要点索引。

客户服务

客户服务信息 打开 IB 网站上的客户服务信息页面。

客户服务聊天 打开账户管理页面。打开聊天图标来与客户服务代表实况聊天。

打开消息中心 在账户管理中打开消息中心。使用该功能联系客户服务来提出任何问题或疑
惑。

请求交易取消 在账户管理中打开定单取消请求框。

查看系统状态 显示 IB 系统的当前状态。

网站链接

盈透证券主页 打开 IB 主页。

功能投票 打开 IB 功能投票页面，从中您能够提交对新的和改进的 IB 功能的建议并对其
投票。

交易者聊天 打开 IB 交易者聊天页面，您能够登录并与其他交易者实况聊天。

更改清算说明 在账户管理中打开结算说明页面。

显示热键弹出 显示所有活动的热键行动以及与它们相关联的键的列表。

报告问题 打开便笺簿，当中您能够描述并提交您的问题。

关于交易平台 显示有关交易平台的信息，包括当前发行号和您运行的 Java 版本。

菜单命令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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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白行上点击右键

要查看右键点击菜单，选择一个行然后点击右侧的鼠标按钮。使用您的鼠标从右键点击菜单中选择一个项
目。在空白行中打开的右键点击菜单包含以下菜单命令：

菜单命令 描述

定单 打开定单标签窗口，您能够使用它来创建和传递定单。

代码 代开请求代码框，当中您能够输入合约信息。这会创建一条
新的市场数据线。

一般组合 打开组合成分框，转到底层证券区域。开始为差价定单定义
边。

请求报价 输入合约信息来请求报价。

插入行 在选定的行上方插入空白行。

删除行 删除选定的一行或多行。该命令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既删除
空白行也删除市场数据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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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数据线上点击右键

要查看右键点击菜单，选择一个行然后点击右侧的鼠标按钮。使用您的鼠标从右键点击菜单中选择一个项
目。在空白行中打开的右键点击菜单包含以下菜单命令：

菜单命令 描述

交易 •  买入 － 创建一笔买入定单。

•  卖出 － 创建一笔卖出定单。

•  定单标签 － 打开定单标签，您从中定义定单参数。

请求报价 •  提交 RFQ － 为不显示数据的工具请求市场数据。

•  修改 RFQ － 产生一个对话框，您能够在当中更改 后作出
的报价请求的价格 / 数量。

•  取消 RFQ － 取消作出的 后报价请求。

插入代码 为您请求的底层证券代码添加一条新的市场数据线。

插入行 在选定的行上方插入空白行。

删除行 删除选定的行及其数据。

清除行 从行中删除数据，将行留为空白。

编辑 选择剪切或复制选定的市场数据线。

工具 •  在册交易者 － 打开在册交易者窗口。

•  期权交易者 － 打开期权交易者窗口。

•  市场深度 － 对选定的证券显示集成的市场深度窗口。

•  设定警钟 － 打开警钟设定框，当中您能够为选定的资产设
定价格变动激活的警钟。

合约信息 •  目的地 － 显示代码描述框，其包含了关于选定的底层证券
的信息。

•  细节 － 对选定的底层证券显示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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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定单管理行上点击右键

要查看右键点击菜单，选择一个行然后点击右侧的鼠标按钮。使用您的鼠标从右键点击菜单中选择一个项
目。在空白行中打开的右键点击菜单包含以下菜单命令：

菜单命令 描述

传递 将选定的定单传递至定单目的地。

取消 对不工作的定单，取消定单并将其从定单管理行中删除。

对工作中的定单，发送一个取消请求至定单目的地。直到状
态区域变为红色，工作中的定单才被确认取消。

使失效 在交易所取消已传递的定单，但将其保留在交易页面上以备
之后的重新提交。

检查保证金 打开如果怎样情形框，其描述了对您的定单的保证金要求。

恢复 让您在重新传递定单管理行上的工作中的定单之前，撤销对
其所作的更改。

附加 •  自动止损 － 将一笔止损定单附加到限价定单。

•  自动追踪止损 － 将一笔追踪止损定单附加到限价定单。

•  括号定单 － 附加一对反向的定单，它们为当前定单 “加括
号”，目的在于限制损失。

•  自动组合限价 － 翻转母组合定单并提交一笔反向的限价定
单。您必须输入一个限价。例如，如果您有一个买入日历差价，
那么母定单看上去将如下：

买入 1 份 XYZ OPT NOV06 80.0 CALL
卖出 1 份 XYZ OPT OCT06 80.0 CALL
当您附加一笔自动组合限价定单，交易平台将翻转组合，并创
建一笔卖出日历差价定单，如下所示：

Sell 1 XYZ OPT NOV06 80.0 CALL
Buy 1 XYZ OPT OCT06 80.0 CALL
您必须对该定单输入一个限价。由于附加的定单依赖于母定单，
它将直到母定单执行才会被传递。

•  自动组合市价 － 翻转母组合定单并提交一笔反向的市价定
单。见上。

创建 •  复制 － 创建另一个定单管理行，相同的定单参数直接位于
选定的行下方。

•  分段定单 － 创建一系列位于逐级递减 / 递增的价格区间的
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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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  定单标签 － 打开定单标签窗口，当中您能够在传递定单之
前修改参数。

•  触发方式 － 为模拟止损、模拟限价止损以及追踪止损定单
类型选择一个止损触发方式。该选项让您为单个定单重新设定
触发方式。要对所有定单更改触发方式，在配置菜单上选择定
单，然后选择止损触发方式。

要允许限价止损和可用的模拟止损定单在交易时间之后触发，
选择 “允许在常规交易时间之外触发”复选框。注意，现金合
约的触发方式必须总是为默认的双重出价 / 要价方式。

•  条件 － 在定单标签上打开条件页面，您能够在当中创建或
修改条件定单，这种定单只有当对一份或多份合约指定的标准
被满足时才将自动地被提交或取消。

波动率 •  转换为基于价格 － 将市场数据显示从基于波动率的显示转
换为基于价格。出价和要价区域中的值从波动率转变为价格。

•  转换为基于波动率 － 将市场数据显示从基于价格的显示转
换为基于波动率。出价和要价区域中的值从价格转变为波动率。

菜单命令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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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和再投资

•   自动期货再投资

•   执行期权 － 手动文件

•   执行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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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期货再投资

当被激活，在到期前八天，系统会自动地在登录时显示一条消息，其允许您从将要到期的合约列表中选择来
进行再投资。您也能够通过从代码菜单中选择期货再投资，在交易平台中查看该列表。

激活自动期货再投资

1   点击交易窗口上的配置扳手图标。

2   在全局配置的左侧面板中，选择一般。

3   在右侧面板中，选中自动期货再投资。

从交易平台中查看可用的期货再投资

1   在代码菜单上，选择期货再投资。

2   选中您想要自动地更新到新的前月的所有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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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期权 － 手动文件

期权执行窗口现在包括一个从文件加载按钮，它让您导入一个文件，该文件包含了执行特定的期权或使其期
满的说明。您能够使用任何文字处理程序来创建文件，文件必须包括一个逗号分隔的值的列表，每个期权一
行。您能够使用两种不同的格式当中的一种。表格 1使用底层证券来说明，表格 2显示了代码模式的区域。

对每个您想要包括到文件中的期权，创建一个文本行并遵守以下规则：

•   对描述在下表中的每个区域包括一个值。

•   以逗号分隔区域值。

•   将区域值按它们出现在下表中的顺序列举。

区域名称 可能的值 区域名称 可能的值

表格 1 － 底层证券模式 表格 2 － 代码模式

行动 执行，期满 行动 执行，期满

账户号 IB 账号，例如
U44982

账户号 IB 账号，例如
U44982

底层证券 底层证券代码，
例如 IBM

本地代码 IBMSE

行权价 例如 50 交易所 例如 AMEX （智能不
被接受）

权利 p，c 数量 例如 3

到期日
（yyyymm）

例如 200501 覆盖 * 是，否

乘数 例如 100

交易所 例如 AMEX （智
能不被接受）

数量 例如 3

覆盖 * 是，否

* 指定您的设置是否将覆盖系统的自然行动。例如，如果您将行动设定为执行期权
且该合约不在价内，您将会收到一条消息说合约不在价内并将不执行期权。然而，
如果您将覆盖设置为 “是”，那么该说明将覆盖系统，因而期权将执行。

您在区域中的行根据上表中的例子看上去将如下：

exercise, U44982, IBM, 50, C, 200501, 100, AMEX, 3, no 
exercise, U44982, IBMSE, AMEX, 3,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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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期权

使用期权执行窗口，在期权的到期日期之前将其执行，或者在到期星期五执行期权，根据期权清算公司
（OCC）规则，到期星期五一般将被允许期满。您也能够使用期权执行窗口底部的从文件加载按钮，导入带有
说明的文件。

执行期权

Note:   该过程是不可撤销的；一旦您承诺执行期权，您就不能撤销您的行动。

1   从视图菜单上，选择期权执行。

2   在期权执行窗口中，在窗口的当前多头期权头寸部分中强调您想要执行的期权。

3   点击执行。

4   检查 /修改您想要执行的合约数目并点击确定。

Note:  您不能输入大于当前多头期权头寸框中的数量的值。

5   检查您的选择，并在询问您是否确定想要执行选定的期权的消息中点击 “是”。

已执行的期权将出现在窗口的未完成的执行部分中，直到其被 OCC 清算。

../cn/p.php?f=deliveryExerciseActions&p=o&ib_entity=cn
../cn/p.php?f=deliveryExerciseActions&p=o&ib_entit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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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前分配

•   为多个客户创建定单

•   分配股票

•   顾问的再平衡

•   为股票分配创建账户组

•   创建股票分配方式

•   编辑股票分配方式

•   创建账户化名

•   设置默认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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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多个客户创建定单

顾问也能够使用定单管理行上的分配栏，为分别管理的账户（SMAs）创建定单并分配股票。

为多个客户创建定单

1   在市场数据线上点击 “要价”或“出价”来创建一笔定单。

•   点击要价来创建一笔买入定单。

•   点击出价来创建一笔卖出定单。

2   使用分配区域下拉列表来选择账户组、账户方式、单个账户或全部账户。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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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右键点击定单并选择修改，然后选择股票分配。

4   在分配对话框中，在自动分配区域中选择账户组，在手动分配区域中选择账户方式，或者选择单个账
户。

a   对账户组，如有必要，修改分配方式。如果您选择百分比变动方式，那么在百分比区域中输
入一个正的或负的值。所有其他自动分配方式使用定单尺寸被计算。

b   如果您使用分配方式，那么选择一个组名称。

c   要将所有股票分配到一个账户，选择单个账户。

5   点击确定来完成定单。

6   要传递，点击传递区域中红色的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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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股票

当您创建定单时，我们提供几种方式在账户之间分配股票。您能够选择一个账户组，其包含了预定义的账户
子集以及相关联的分配方式。账户组根据由系统计算的比率，或者根据百分比来分配股票。被用来计算比率
的数字衍生于您在创建组时选择的方式，或者根据您设定的百分比变化。

第二种分配股票的方式是通过分配方式，其根据您定义的百分比、比率或绝对数目将股票分配给方式中的每
个账户。两种方式都要求您创建一个组，将账户分配给组，并定义组的分配方式。

您也能够通过从定单管理行上的分配区域选择单个账户的账号或化名来将定单分配到该账户，或者通过从分
配区域中选择全部来将定单分配到所有账户。从全局配置中设定一个默认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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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的再平衡

顾问能够选择让交易平台自动地再平衡所有账户、单个子账户或者用户定义的包括账户子集的账户组，方法
是重新分配其投资组合中的头寸百分比，这些头寸组成了当前 （带符号的）净清算价值。交易平台根据您输
入的新百分比来建立和关闭头寸，从而再平衡选定的账户的投资组合。您能够像从主交易屏幕中一样来添加
合约以及创建定单。

再平衡子投资组合

1   通过点击交易工具栏上的再平衡图标来打开再平衡窗口。

2   在账户下拉列表中，选择：全部来再平衡所有账户；主来再平衡主账户；账户号来再平衡该账户；或
者账户组来再平衡组中的所有账户。

3   再平衡窗口显示了与您的交易屏幕中的栏不同的三栏：

•   可交割价值 － 这是头寸的可交割价值，与显示在账户窗口的投资组合部分中的头寸市场价值
相同。

•   当前百分比 － 这是头寸在您的净清算价值中所占的当前带符号的百分比，净清算价值被显示
在账户窗口的余额部分中。该数字是用 DLV 除以 NLV （净清算价值）被计算出来的。

•   再平衡百分比 － 使用该区域来输入一个您想让头寸拥有的 NLV 的新的百分比值。

4   在再平衡百分比区域中，输入您想让头寸拥有的净清算价值的新百分比。

Note:  如果您在账户下拉列表中选择了 “全部”，工具的再平衡百分比将被应用于您的全部
子账户的投资组合。

5   点击创建定单按钮来指示应用程序自动地创建定单从而实现百分比变化。

6   使用传递全部按钮来发送所有定单，或者点击定单行上的 “T”来传递单个定单。

Note:   对期权，再平衡％根据的是底层证券股票价格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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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再平衡窗口中建立头寸

1   首先，添加一个代码行到再平衡窗口，方法是在您的交易屏幕上选择市场数据线，然后在交易工具栏
上选择附加到再平衡图标上的箭头。点击添加到再平衡窗口。或者，像在主交易窗口中一样，在再平
衡屏幕上将底层证券代码输入到一个空白行中。

2   在再平衡％栏中输入一个值并点击创建定单按钮。

3   传递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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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股票分配创建账户组

您能够使用账户组来自动地计算比率，以及根据选定的分配方式将定单股票分配给预定义的账户组。当您创
建了一笔定单并选择了一个组，定单使用默认的方式在组里的账户之间分配股票。

创建账户组

1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顾问，然后选择账户组，点击创建。

2   输入一个账户组名称。不要使用名称 “全部”，因为该名称已被系统预留。

Note:   当您创建一笔定单，显示在分配列表中的选项首先根据账户组被分组，然后是分配方式，在接下
来是单个账户。然而，它们不以其他任何方式被识别。当您创建一个账户组时，您可能想要将一
个例如 “AG”的前 包括到名称中来将选项识别为账户组。

3   选择一个默认的分配方式。您能够对每个定单更改分配方式。

•   相等数量 － 要求您指定定单尺寸。该方式将股票在组里的全部账户之间相等地分配。

例：您传递了一笔 400 股的 ABC 股票定单。如果您的账户组包括四个账户，那么每个账户将收到 100
股。如果您的账户组包括六个账户，那么每个账户将收到 66 股，然后 1 股被分配到每个账户直到全
部被分配。

•   净清算 － 要求您指定定单尺寸。该方式根据每个账户的净清算价值来分配股票。系统根据每
个账户中的净清算价值来计算比率，然后根据这些比率来分配股票。

例：您传递了一笔 700 股的 XYZ 股票定单。账户组包括三个账户， A、B 和 C，净清算价值分别为
$25,000、$50,000 和 $100,000。系统计算出比率 1:2:4，然后将 100 股分配给客户 A，200 股分配给
客户 B，以及 400 股分配给客户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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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用权益 － 要求您指定定单尺寸。该方式根据每个账户中当前可用的含贷款价值的权益金额
来分配股票。系统根据每个账户中含贷款价值的权益来计算比率，然后根据这些比率来分配股
票。

例：您传递了一笔 700 股的 XYZ 股票定单。账户组包括三个账户， A、B 和 C，净清算价值分别为
$25,000、$50,000 和 $100,000。系统计算出比率 1:2:4，然后将 100 股分配给客户 A，200 股分配给
客户 B，以及 400 股分配给客户 C。

•   百分比变化 － 不指定定单尺寸。由于数量是由系统计算的，定单尺寸在定单被承认后被显示
在数量区域中。该方式增加或减少已经存在的头寸。正百分比将增加头寸，负百分比将减少头
寸。

买入定单 正百分比 负百分比

多头头寸 增加头寸 无效果

空头头寸 无效果 减少头寸

卖出定单 正百分比 负百分比

多头头寸 无效果 减少头寸

空头头寸 增加头寸 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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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假设组里六个账户中的三个持有 XYZ 股票的多头头寸。客户 A 拥有 100 股，客户 B拥有 400 股，而客
户 C拥有 200 股。您想要将他们的持有增加 50％，因此您在百分比区域中输入 “50”。系统计算出您的定单
尺寸需要等于 350 股。其随后将 50 股分配给客户 A，200 股分配给客户 B，100 股分配给客户 C。

例 2：您想要平仓组里五个账户中的三个的全部多头头寸。您创建一笔卖出定单并在百分比区域中输入
“-100”。系统对组里持有头寸的每个账户计算出每个头寸的 100％，并卖出所有股票来关闭头寸。

4   未分组账户部分中的账户列表包括了对您可用的全部账户。要将账户添加到组，选择一个未分组账户
并点击添加。

5   点击确定来保存组及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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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股票分配方式

您能够创建分配方式，其根据您设定的规则和输入的值，将每个定单的特定百分比或股数分配到单个账户。

创建股票分配方式

1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顾问，然后选择分配方式。

2   点击创建并输入一个方式名称，名称 好根据您计划用来在客户之间分配股票的方式。

Note:  当您创建一笔定单，显示在分配列表中的选项首先根据账户组被分组，然后是分配方
式，在接下来是单个账户。然而，它们不以其他任何方式被识别。当您创建一个方式
时，您可能想要将一个例如 “P”的前 包括到名称中来将选项识别为方式。

3   在分配方式指定区域中，选择一个在账户之间分配股票的方式：

•   百分比 － 该方式将根据您指定的百分比，将定单中的股票总数目在列出的账户之间拆分。例
如，使用该方式的一笔 1000 股定单，四个账户每个被设为 25％，将分配 250 股至方式中列出
的每个账户。

•   比率 － 该方式根据您输入的比率来计算股数分配。例如，使用该方式的一笔 1000 股定单，
四个账户的比率被设定为 4、2、1、1，将分别分配 500、250、125 和 125 股至列出的账户。

•   股数 － 该方式将您输入的股票绝对数目分配至每个列出的账户。如果您使用该方式，那么定
单尺寸是通过将分配至该方式的每个账户的股数加起来被计算的。

4   点击账户区域来查看全部账户。选择一个账户并用 tab 键移动到价值区域。

5   输入要被分配到选定的账户的百分比、比率或股数 （您可能需要删除当前值）。用 tab 键创建一个新
的账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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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如果您使用百分比来分配股票，被分配的百分比必须等于 100。如果您使用比率，那
么系统会自动地计算这些百分比。

6   继续直到您列出了对当前方式需要的全部账户，然后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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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股票分配方式

在您创建了股票分配方式之后，当您创建定单时您能够选择一个方式。

编辑股票分配方式

1   从配置菜单中，选择顾问，然后选择分配方式。

2   选择分配方式并点击编辑。

3   在分配方式窗口中，您能够添加或删除账户，选择一个不同的分配方式，或者对任何账户修改分配的
百分比或比率。

4   点击确定来保存被编辑的方式。

Note:  被分配的百分比必须等于 100。如果您使用比率，系统将根据比率自动地计算股票百
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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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账户化名

您能够使用账户化名对话框，将可识别的名称分配给账户。当您创建一笔定单时，账户化名出现在分配列表
中而不是单个账号中。

创建账户化名

1   在配置菜单中选择顾问，然后选择账户化名。

2   对选定的账户，在化名栏中输入可识别的名称。

Note:  当您创建一笔定单，显示在分配列表中的选项首先根据账户组被分组，然后是分配方
式，在接下来是单个账户。然而，它们不以其他任何方式被识别。当您创建一个账户
化名时，您可能想要将一个例如 “IA”的前 包括到名称中来将选项识别为单个账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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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默认分配

默认的分配指的是当您创建定单时将被自动使用的分配方式。您能够对每笔交易修改分配方式，并在任何时
候更改默认的分配。

设定默认分配

1   在配置菜单上选择顾问然后选择默认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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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当前订阅的账户 － 选中该按钮，自动地将交易分配到在交易屏幕上的账户下拉列表中选定的
账户或组，如上所示。

•   使用指定的默认值 － 选中该按钮来设置指定的绝对默认分配。

•   自动分配 － 选择一个用户定义的账户组和方式来用于默认分配。

•   手动分配 － 选择一个分配方式来用作默认分配。

•   单个账户分配 － 选择单个账户来用作默认分配。注：要允许 后选定的单个账户被用于将发
生的默认分配，在页面顶部选中使用当前订阅的账户单选按钮。

•   保持默认 － 选择总是在默认分配窗口中使用默认的设置，无论您在每笔定单基础上所作的更改。如
果该选项被选中，您将需要使用该窗口来修改默认分配。

•   使用 后提交作为默认值 － 选择您是否想让默认的分配方式变为您在每笔定单基础上设定的分配方
式。如果该选项被选中，当您更改定单的分配方式时，默认的分配方式将自动地改变。

•   确保股票或合约能够在提交定单之前按照指定被分配 － 如被选中，交易平台将确保股票能够在定单
被提交之前根据分配说明被分配。如果分配不可能，您可以在提交定单之前修改分配方式。当不被选
中，如果分配说明不能被遵循，那么定单被提交，您必须在执行之后重新分配股票。



交易前分配

设置默认分配

交易平台用户指南 658



交易平台用户指南 659

14
转移

•   IB 执行服务

•   从定单行进入 IB 执行服务

•   创建 DVP/RVP 说明

•   卖空确认

•   使用 DVP/RVP 转移头寸



转移

IB 执行服务

交易平台用户指南 660

IB 执行服务 

作为 IB执行服务的客户，您能够在每笔定单基础上告诉交易平台您想在哪里清算您的交易。注意，在您能
够使用 IB 执行服务之前，您必须通过账户管理首先申请，然后输入您的转移说明。您既可以从定单标签也
可以在定单管理行上使用 IB 执行服务来定义交易前或交易后转移。

定单标签上的 IB 执行服务

1   右键点击一个代码并选择交易，然后选择定单标签。

2   在基本标签上设置您的定单，然后点击杂项标签来使用 IB 执行服务。

3   使用清算下拉列表来选择您的转移。从三 （3）种类型的清算选项中选择：

•   盈透证券 （IB）。这是之前默认的清算目的地。

•   交易前。在交易时，从您通过账户管理定义的说明中选择一个第三方清算转移地点。如果您
通过账户管理定义了多份 DTCID 或 CMTA 结算说明，那么您将看见多个交易前选项。如果您只
有一个离开说明，那么上述账户将有一份名为 “IB”的 DTCID 说明 （对股票）和一份名为
“Timber”的 CMTA 说明（对期权）。 交易前转移在说明标题前使用单个字母前 以便易于识
别：

•  “D”是 DTCID （股票）转移的前 。

•  “C”是 CMTA （期权）转移的前 。

•   交易后（PTA）。该选项在执行后将您的交易放入 PTA 工具。使用账户管理的交易使用部分来
分配交易后，该部分可以通过在视图菜单上选择交易后分配来直接进入。

Note:  您选择的清算选项，将在下一次您提交定单时被自动地用作默认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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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美国期权定单使用建仓 / 平仓指标来指定您的定单是被设计用来平仓 /减少头寸还是建仓 /增加头
寸。您能够在全局配置的定单默认值部分中为该指标设定一个默认值。

5   对使用 PTA 或离开清算的美国期货和期货期权定单，清算账户区域是必需的。您必须指定定单的真实
受益人的账号或其他身份。该信息和定单一起被报告给交易所。对期权和股票定单，清算账号位于结
算说明中，该区域是可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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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定单行进入 IB 执行服务

作为 IB执行服务的客户，您能够在每笔定单基础上告诉交易平台您想在哪里清算您的交易。注意，在您能
够使用 IB 执行服务之前，您必须通过账户管理首先申请，然后输入您的转移说明。您既可以从定单标签也
可以在定单管理行上使用 IB 执行服务来定义交易前或交易后转移。

从定单管理行进入 IB 执行服务

1   在市场数据线上点击要价或出价来分别创建一笔买入或卖出定单。

2   使用清算下拉列表来选择您的转移。从三 （3）种类型的清算选项中选择：

•   盈透证券 （IB）。这是之前默认的清算目的地。

•   交易前。在交易时，从您通过账户管理定义的说明中选择一个第三方清算转移地点。如果您
通过账户管理定义了多份 DTCID 或 CMTA 结算说明，那么您将看见多个交易前选项。上述账户
有一份名为“IB”的 DTCID 说明（对股票）和一份名为“Timber”的 CMTA 说明（对期权）。 
交易前转移在说明标题前使用单个字母前 以便易于识别：

•  “D”意味着 DTCID 股票转移。

•  “C”意味着 CMTA 期权转移。

•   交易后（PTA）。该选项在执行后将您的交易放入 PTA 工具。使用账户管理的交易使用部分来
分配交易后，该部分可以通过在视图菜单上选择交易后分配来直接进入。您选择的清算选项，
将在下一次您提交定单时被自动地用作默认的选择。

3   对美国期权定单使用建仓 / 平仓指标来指定您的定单是被设计用来平仓 /减少头寸还是建仓 /增加头
寸。您能够在全局配置的定单默认值部分中为该指标设定一个默认值。

4   对使用 PTA 或离开清算的美国期货和期货期权定单，清算账户区域是必需的。您必须指定定单的真实
受益人的账号或其他身份。该信息和定单一起被报告给交易所。对期权和股票定单，清算账号位于结
算说明中，该区域是可选的。



转移

创建 DVP/RVP 说明

交易平台用户指南 663

创建 DVP/RVP 说明

在您能够使用 DVP 功能转移或接收头寸之前，您必须通过网站上的账户登录功能来指定 DVP 说明。

添加 DVP/RVP 说明

1   从 IB 网站右上角的登录下拉列表中，选择账户管理。

2   输入您的账户用户名和密码，然后点击登录。

3   在资金管理部分下，点击结算说明。

4   在恰当的部分下点击添加按钮，并完成说明区域。

有效的说明将在 24 小时之内被批准，在这之后您将看到它成为交易平台定单的清算下拉列表中的一个选项。

•   在东部时间下午 5:30 添加到默认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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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空确认

使用卖空确认框来确认您想要卖空的股票在清算公司是可用的。该确认框在您第一次选择卖空一个底层证券
时弹出。如果您输入可用的股票数，它将只要求每个底层证券 / 每个交易平台会话 （一个会话持续到您退出
交易平台）输入一次，只要您保持在可用的股数限制之内。

确认股票对卖空的可用性

1   在买入 /卖出定单行上选择卖空作为行动。

2   在卖空确认框中输入确认信息。

Note:  输入可用的股票总数，从而避免每次您卖空该底层证券时都必须确认可用性。



转移

卖空确认

交易平台用户指南 665

3   交易平台将根据您对底层证券提交的卖空定单来追踪可用的股票数。如果可用的股票数不能满足定单
数量，您将被要求再次确认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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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DVP/RVP 转移头寸

在您通过账户管理屏幕添加了说明之后，您能够选择一个首要或清算经纪商账户，您想要将您当前持有的任
何头寸的全部或部分转移到该账户，或者您想要从该账户接收头寸到您的账户。

Note:   将只在类型相同并且与您的账户有相同标题的账户之间转移和接收头寸。

转移头寸

Note:   只有当您在设置您的转移说明时在频率区域中选择了按需时，您才将完成这些步骤。如果您选择
了常备，那么说明将被自动地执行。

1   打开账户窗口。

2   在投资组合菜单上，选择转移 （DVP/RVP）并定义合约。

3   在对话框的转移信息部分中，选择行动，转出 IB （DVP）或转入 IB （RVP）。

4   输入要转移的数量。转移的数量必须等于或小于可用的数量。

5   价格区域显示当前的市场价格。您能够在当前市价的任何方向，在 10％的幅度内修改价格。

6   从您通过账户管理页面创建的说明列表中，使用机构下拉列表来选择目的地。

7   点击确定。

8   在账户窗口上点击转移标签来查看所有转移中的待处理头寸。该页面还将显示您提交的任何交易后分
配的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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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DVP/RVP 在输入后的第三天结算。如果您的对方经纪商到结算日期前一天的东部时间
12:00:00 还没有接受 DVP/RVP 说明，那么将取消交易。请点击转移对话框上的
DVP/RVP 信息按钮以获取完整的细节。

同样注意，您有权利选择让您的常备说明以压缩模式被执行，该模式计算当日的交易净值，并使用加
权平均价格。默认情况下，交易被非压缩地执行，这意味着它们不被计算净值，而是作为单笔交易被
发送。要获取关于压缩和非压缩模式的更多细节，请联系您的 IB 销售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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