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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指南：IB综合经纪商

该入门指南涵盖了新的 IB综合经纪商所需要功能的完整指南。 在综合经纪商账户结构中，客户不能直接

交易，所有交易由您代表客户进行，盈透证券不知晓您客户的信息。每笔交易必须标记相应的开仓和平

仓指示以确保交易被提交至正确的多头或空头仓位。

请注意该指南可作为新用户参考，包含了 IB以及交易者工作站 TWS 的一小部分信息与交易功能。该指

南基于以下假设：

l 您的账户已经批准并入金。

l 您是经纪商主账户。

l 申请过程中，系统自动创建了经纪交易商自营账户供您个人交易。

您必须知晓：

l 了解如何登录账户管理。

l 激活您的安全登录系统装置。

l 客户账户

l 了解账户入金的过程与时间，包括：

o 主账户与经纪交易商自营账户入金

o 客户账户入金

l 开始交易

o 订阅市场数据

o 登录TWS

o 添加市场数据行

o 交易

o 使用实时活动监控

您可能需要知悉：

l 报表与报告

l 开立模拟交易账户

l 添加顾问账户、独立交易限制账户与多元对冲基金账户

l 经纪商客户化

l 为客户账户设置OATS 定单审计跟踪系统

l 更新您的经纪商信息

l 客户活动监控

IB综合经纪商快速入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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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1 主账户与经纪交易商自营账户之间的区别

主账户与经纪交易商自营账户之间的区别

经纪商名下持有两个账户：

l 主账户，账户号码以“I”开头。

l 经纪交易商自营账户 – 用于经纪商的自营交易，以及收取应归于经纪商的客户费用、佣金与利息。

该账户的账户号码以“U”开头。

注：注：自2014年9月起，所有新的经纪商账户将自动具备此账户结构。逾期，现有经纪商账户

将收到账户何时采用新账户结构的通知。

账户管理功能

任务 主账户
经济交易商

自营账户

更改个人信息、密码、电子邮箱等 是 是

添加并连接客户 是 否

自行交易许可 否 是

自行交易市场数据订阅 是 是

自行交易研究订阅 是 是

市场数据计费 是 否

研究订阅计费 是 否

费用、加价、佣金、利息、客户贷款 隔夜从主账户划转

存入资金 是 是

取出资金 是 是

资金转账

另外，您还能够：

l 在您的主账户与经纪交易商自营账户之间转账 ;

l 将资金从主账户转账至您的客户账户

您不能从经纪交易商自营账户转账至客户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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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账户管理

访问账户管理有两种方式：

l 从 IB网站登录。

l 从TWS主页面登录。

从 IB网站登录账户管理

1. 从 IB网站右上角的登录下拉列表选择账户管理。

2. 输入您的 IB用户名和密码，并点击登录。账户管理主页打开。

从TWS主页面登录账户管理

1. 登录TWS。

2. 从账户菜单，选择账户管理主页。账户管理主页打开。

有关详细信息

l 登录尝试失败

l 自动退出

IB综合经纪商快速入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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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2 登录尝试失败

登录尝试失败

24小时之内经过10次失败的登录尝试后，您的账户管理登录将被禁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请联系客户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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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2 自动退出

自动退出

如果您登录了账户管理且系统检测到30分钟内无任何活动，那么您的账户管理活动将自动过期，您必须

重新登录。会有一则信息提示您如不采取进一步行动，您将自动退出。

一旦活动过期，会有另一则信息提示您的活动已过期，且系统已退出。您必须重新登录以开启新的账户

管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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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登录系统

一旦您的账户获批并成功入金，IB将向您在申请过程中填写的地址邮寄安全登录设备。每次您登录TWS
或账户管理都会需要使用到该设备。此额外安全措施可确保您的 IB账户信息安全。请注意，您的设备必须

在激活后才能使用。

从我们寄给您安全装置到在账户管理中启动装置的时间为14天。14天后，您要求使用装置登录账户管理

和交易平台。如果您在14天之前即收到装置，在您没有启动装置之前您仍能够不使用装置登录账户管理

和交易平台，或当14天过去后。一旦您启用了装置，您必须使用它登录账户管理和TWS。

激活安全登录设备

1. 登录账户管理。

2. 点击管理账户 > 安全 > 安全登录系统。

3. 跟随屏幕上的指令启动您的安全装置。

有关详细信息

l 要了解更多有关安全登录系统的信息，包括如何使用各种安全登录设备的详细说明，请查看账户

管理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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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账户

作为综合经纪商，您并不添加客户账户。当您的账户开立后，系统会自动创建两个客户账户或子账户；其

中一个持有多头头寸，另一个持有空头头寸。

IB综合经纪商快速入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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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资

注资是申请过程中的重要部分。

您的经纪商账户由不同层级的多个账户组成，并可以包含多个具有管理一个或多个账户许可的使用者。

综合账户包含三个独立的账户；主账户用于向客户提供客服、推广、注册、出纳、交易输入以及个人客户

账户记录服务，另外两个账户其中一个持有多有多头头寸，另一个持有所有空头头寸。

所有资金会存入主账户。

资金存入有多种方式，包括电汇、支票、自动客户账户转账服务 ACATS 等。为防止账户注资过程中出现

任何延迟，请您务必注意完成申请的注资信息部分。如果我们在批准账户之日起45天内没有收到您的客

户资金，账户将被自动关闭。

此部分包括以下内容：

l 主账户与经纪交易商自营账户注资

l 客户账户注资

有关详细信息

l 有关注资通知、转账、和其它注资方面的详细信息，请查看我们网站中的注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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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5 主账户与经纪交易商自营账户注资

主账户与经纪交易商自营账户注资

在综合经纪账户中，所有资金会被存入主账户。综合经纪账户中没有PAB交易账户。

要向主账户存入资金，请使用主账户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账户管理，然后点击注资 > 资金转账发起存款

转账。

有关详细信息

l 有关存入资金的详细说明，请查看账户管理用户指南注资章节的存入资金部分。

l 有关注资通知、转账、和其它注资方面的详细信息，请查看我们网站中的注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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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5 客户账户入金

客户账户入金

综合经纪商注资所有的资金到主账户进行交易。使用账户管理中的注资 > 资金转账页面将资金从主账

户转账到客户账户。

资金存入有多种方式，包括电汇、支票、自动客户账户转账服务 ACATS 等。为防止账户注资过程中出现

任何延迟，请您务必注意完成申请的注资信息部分。如果我们在批准账户之日起45天内没有收到您的客

户资金，账户将被自动关闭。

有关详细信息

l 有关存入资金的详细说明，请查看账户管理用户指南注资章节的存入资金部分。

l 有关注资通知、转账、和其它注资方面的详细信息，请查看我们网站中的注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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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交易

交易者工作站 TWS 是一个可允许客户进入一系列功能强大的交易工具。有关 IB提供的所有工具的信

息，请查看 IB网站的交易平台亮点页面。

该部分指南将专注于TWS基本知识，并会向您展示如何：

l 订阅市场数据；

l 登录TWS；

l 在TWS交易窗口上添加市场数据行 (代码行 )；

l 交易

l 使用我们的实时活动监控工具监控客户的交易活动、头寸与盈亏以及账户余额。

有关详细信息

l 有关TWS的完整信息，请查看TWS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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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6 订阅市场数据

订阅市场数据

在开始为客户进行交易之前，您会想要通过账户管理订阅市场数据。尽管您也可以在没有数据的情况下

交易，但 IB不推荐您这样做。

订阅市场数据

1. 登录账户管理。

2. 点击账户管理 > 交易配置 > 市场数据。

您当前的市场数据订阅状态 专业或非专业 在页面的题头显示。市场数据订阅按地区 北美、欧

洲、亚太 分类。

3. 勾选您想要接收的订阅。

注：市场数据费用自动按月从主账户扣除，如果主账户没有足够的资金支付市场数据支出，

数据供应将暂停。

4. 点击继续。

5. 阅读并确认必要的订户协议，然后点击继续。

大多数市场数据订阅请求与更改都会立即生效。某些市场数据订阅，如纽交所 NYSE 数据订阅则

需要交易所批准，因此不会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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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6 登录TWS

登录TWS
第一次登录TWS，您需要花些时间添加数据，了解您可以使用的不同分配方法，最后再开始熟悉创建定

单。

注：我们强烈推荐如开立模拟交易账户部分所描述的开立一个模拟交易账户，以熟悉TWS的
各种功能，避免发生意外提交定单的情况。

您可以直接从浏览器运行TWS 推荐 ，或将软件下载至电脑并作为独立应用程序启动。更多信息，请查看

IB网站的TWS页面。

从浏览器登录

1. 从我们网站的登录菜单下拉列表中选TWS。

2. 在登录框内输入您的用户名与密码并点击登录。

有关详细信息

l 有关使用基于浏览器的TWS与独立版本TWS的更多信息，请查看TWS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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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6 添加市场数据

添加市场数据

接下来，您将需要为您想要交易的产品添加市场数据，或代码行。尽管您可以在没有市场数据的情况下

进行交易，但 IB不推荐您这样做。

向报价监控器添加市场数据

1. 在空白行中点击合约区域。

2. 输入底层代码并点击回车键。

3. 从交易屏幕的参数选择列表中选择资产类别。对于需要明确到期日的产品，选择月份和年份，或选

择所有以打开合约选择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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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6 添加市场数据

如果您选择Smart作为交易所 而不是选择Directed并挑选一个目的地 ，市场数据将聚集，且默认定

单传递方式为Smart。从显示角度来说，使用聚合Smart数据的代码行不会在数据行中显示Smart。TWS
只有在您选择直接传递时才会显示交易所。在您创建定单时，无论您选择何种市场数据，您都可以

使用目的地区域修改每笔定单的定单传递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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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6 添加市场数据

4. 在合约选择框内选择合约并点击OK。您可以通过从筛选区域选择筛选条件来限制在右边显示的合

约数量。选择Smart作为交易所来使用智能传递。

有关详细信息

l 有关TWS市场数据的更多信息，请查看 TWS用户指南。

l 有关市场数据费用与分配规则的详细信息，请查看 IB网站的交易许可与市场数据 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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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6 交易

交易

在综合账户结构内，所有交易由经纪商完成。主账户使用者可以为多头账户或空头账户下单。您可从TWS
账户栏中的下拉菜单选择账户。

在报价监控器中，您可以通过点击想要交易的资产代码行的买价或卖价创建定单。TWS会自动在相关代

码下方直接创建定单。我们称之为双行显示，窗口顶部的两行标题与窗口主体部分显示的两行市场数据 /
定单行向对应。定行标题与代码行的数据对应。

假设我点击 IBM代码行内的卖价。代码下方会直接创建一个买入100股 IBM股票的定单，底行标题将应用

到这些区域，分配=组1，方式=Avail，TIF 有效时间 =日内，等等。

创建并传递定单

1. 点击资产的“卖”或“买”价在资产代码下方直接创建定单管理行。

o 点击卖价将创建买单。

o 点击买价将创建卖单。

2. 使用分配区域下拉列表选择账户组、账户信息、单个账户或全部账户

或

右键点击定单并选择修改，然后选择股票分配。

3. 在分配对话框的自动分配区域选择账户组，在手动分配区域选择账户信息或选择单个账户。

o 对于账户组，如有需要，可修改分配方式。如果您选择PctChange 百分比变化 方式，请在百分比

区域输入正值或负值。所有其他自动分配方式都按照定单尺寸计算。

o 如果您使用分配信息，请选择组名称。

o 要将所有股票分配给一个账户，请选择单个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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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6 交易

4. 点击OK完成定单。

5. 点击传递区域内红色的 "T"传递定单。

注：定单行的默认值来自于资产类型预设。您能够在预设部分 全局设置

修改这些默认值和创建新的策略。有关这些项目的详细信息，请查看TWS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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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6 实时活动监控

实时活动监控

账户窗口可供您监控客户账户活动的方方面面。在账户窗口中显示包括有您的头寸值、可供交易的资金

以及账户可能被清算前的保证金缓冲金额，这些都是实时价值。

账户窗口的内容分成以下部分：

l 余额 ，显示您账户的证券、商品及总计余额。余额不包括保证金要求。

l 保证金要求，显示基于您当前投资组合的初始及维持保证金要求。

l 可供交易资金，基于余额信息与保证金要求显示您可用于其它交易以及清算前的缓冲资金金额。

l 市值，按照币种显示所有头寸总值。

l 外汇投资组合 ，仅显示货币对交易活动。头寸区域的数值仅反映外汇市场所执行的交易。请注意，

因不包含非基础货币兑换，这些数值不反应实时外汇头寸。

l 投资组合 ，按底层证券列出了所有当前头寸，并显示每种头寸当前的总市值。

打开账户窗口

1. 在主交易工具栏中点击账户图标，或从账户菜单中选择账户窗口。

第一次打开账户窗口时，系统默认 下图为默认视图 显示“主要”账户数值。点击每部分右侧的绿色“+”图
标可将每个部分可以扩展并自定义，勾选复选框来确定您想设置为默认视图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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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及其他多客户账户持有人可从选择账户区域选择单个账户或账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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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账户页面选择显示所有账户、包括主账户在内的任何个人账户，或用户定义的包括子账户的账户组 在

上图中组1是用户定义的账户组 。

在总结页面，选择查看所有账户或任何账户组的账户总结。

顾问还可以从文件菜单中选择打印总结打印总结页面。

查看账户余额

余额部分显示您账户的证券、商品及总计余额。余额不包括保证金要求。

要查看所有余额数值，请使用绿色加号 + 图标扩展该部分。要自定义该视图，使其仅显示您想查看的数

值，请勾选这些参数旁边的复选框并点击绿色减号 - 图标收起该部分。

下方表格列出了余额部分各个区域

参数 证券 商品

净清算值 Net
Liquidation Value

总现金价值+股票价值+证券期权价值

+债券价值+基金价值。

总现金值+商品期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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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证券 商品

含贷款值权益

Equity with Loan
Value

现金账户 :已结算现金。

保证金账户 :总现金价值+股票价值+
债券价值+基金价值+欧洲与亚洲期权

价值。

现金账户 :总现金值+商品期权值 -期
货维持保证金要求+最低要求 0，期货

益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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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日含贷款值权

益 Previous Day
Equity with Loan
Value

前一天东部时间下午4点的可用作保

证金的含贷款值权益。

不适用。

Reg T含贷款价值

的权益

现金账户 :已结算现金。

保证金账户 :总现金价值+股票价值+
债券价值+基金价值+非美国与加拿大

期权价值。

现金账户 :总现金值+商品期权值 -期
货维持保证金要求+最低要求 0，期货

益损 。

保证金账户 :总现金价值 -期货维持保

证金要求。

特殊备忘录账户

Special
Memorandum
Account

最大 ((EWL - 美国初始保证金要求 )*，
(前一日SMA +/- 当天现金的变化 +/-
当天交易的美国初始保证金要求**。))
*不论通过国家的交易，交易日结束时

根据美国股票规则计算。

**交易发生时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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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h 已结算现金+交易之时的销售值 已结算现金+交易之时的销售值+期货

盈亏

已结算现金 结算时所记现金 -交易时支付 -佣金 -税 -
费用。

股票结算：交易日+3天。

期权结算：交易日+1天。

与证券相同

期货结算：交易日+1天。

应计利息

Accrued Interest
已累积但尚未支付或收取的利息 与证券相同

实时保证金监控

使用实时保证金监控快速查看您当前的保证金要求，并在提交定单前了解任何交易的保证金影响。

查看实时保证金要求

1. 在查看菜单上选择账户。

账户窗口显示您的账户详情，包括当前市值与投资组合。

2. 使用保证金要求与交易限制部分监控您的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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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您还可以从交易窗口的定单行使用右键点击预览定单指令来查看单个定单的保证金影响。下面显

示的是定单预览窗口视图。

预览保证金影响

1. 使用定单行内的右键点击菜单选择检查保证金。

2. 提交定单前查看定单详情，包括佣金、保证金影响及定单描述。

3. 在预览窗口点击传递发送定单，或点击关闭以修改定单。

注：该功能仅对单一账户定单有效。对分配定单无效。

监控保证金 要求

每天有三个时段会计算保证金：开盘、收盘以及隔夜。保证金要求部分显示您当前的保证金、下一个计算

时段的预估保证金 前瞻 以及隔夜保证金计算 仅对期货有效 。

l 当前保证金是您当前的实时保证金要求。如果您正好在凌晨1：00查看此屏幕，您期货头寸的当前与

隔夜保证金数值会相同。如果您在交易时段查看此屏幕，您期货的当前保证金要求会小于或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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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夜保证金要求。

l 前瞻数值基于您当前的投资组合情况预估了下一个下一个保证金计算时段的保证金要求。如果您

在下午2：00查看此屏幕，下一次保证金计算将在收盘时进行。如果您在凌晨1：00查看此屏幕，下一

次保证金计算将在开盘时进行。

隔夜数值是指常规交易时段之后的保证金要求，且仅适用于期货。

要查看所有保证金要求数值，请使用绿色加号 + 图标扩展此部分。要自定义该视图，使其仅显示您想查

看的数值，请勾选这些参数旁边的复选框并点击绿色减号 - 图标收起该部分。

试用投资组合保证金

如果您持有的是投资组合保证金账户而非Reg T保证金账户，请点击查看您的保证金要求会有何不同。

保证金警告

为帮助您时刻满足保证金要求，我们现在提供弹出框消息和带有颜色的账户信息以提示您您即将面临保

证金严重不足的情况。TWS会将对保证金数值不乐观的行高亮显示。您账户屏幕内的颜色寓意如下：

黄色 - 您只有5%的保证金缓冲。

橙色 - 您的保证金缓冲已耗尽，在您的头寸被平仓前您仅有较短时间输入降低保证金的交易。在这段时

间里，您可以输入降低而非增加保证金要求的交易。

红色 - 您的头寸马上会开始被清算以使账户满足保证金要求。

以下表格列出了保证金要求部分的各个区域。

参数 证券账户 商品账户

Reg T保证金 初始保证金要求的计算根据美国Reg
T规则。

初始保证金要求的计算根据美国Reg
T规则。

当前初始保证金 以账户基础货币表示的初始保证金要

求。创建新头寸必须满足初始保证金

要求。

以账户基础货币表示的初始保证金要

求。创建新头寸必须满足初始保证金

要求。

当前维持保证金 以账户基础货币表示的维持保证金要

求。维持当前头寸必须满足维持保证

金要求。

以账户基础货币表示的维持保证金要

求。维持当前头寸必须满足维持保证

金要求。

前瞻初始保证金 以账户基础货币表示的作为下一期保

证金变化的初始保证金要求。

以账户基础货币表示的作为下一期保

证金变化的初始保证金要求。其数值

取决于您何时查看保证金要求。如果

是美东时间下午3：00，下一个前瞻计

算将于收盘后进行，即为隔夜初始保

证金 100% 。如果是美东时间凌晨

3：00，下一个前瞻计算将于开盘时进

行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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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证券账户 商品账户

前瞻维持保证金 以账户基础货币表示的作为下一期保

证金变化的维持保证金要求。

以账户基础货币表示的作为下一期保

证金变化的维持保证金要求。其数值

取决于您何时查看保证金要求。如果

是美东时间下午3：00，下一个前瞻计

算将于收盘后进行，即为隔夜初始保

证金 100% 。如果是美东时间凌晨

3：00，下一个前瞻计算将于开盘时进

行 50% 。

隔夜初始保证金 不适用于证券 以账户基础货币计价的隔夜初始保证

金要求。期货的隔夜初始保证金要求

为100%。

隔夜维持保证金 不适用于证券 以账户基础货币计价的隔夜维持保证

金要求。期货的隔夜初始保证金要求

为100%。

有关保证金计算的详细信息，

l 请查看 IB网站的保证金页面。

查看可供交易资金

可供交易资金可供您快速了解您账户的状态。可用资金会告知您是否可以交易。剩余流动性会告知您是

否具有足够缓冲空间以维持您当前的头寸，购买力会告知您可自由支配的资产，包括您的权益及 IB保证

金。

要查看所有可供交易资金数值，请使用绿色的加号 + 图标扩展此部分。要自定义该视图，使其仅显示您

想查看的数值，请勾选这些参数旁边的复选框并点击绿色减号 - 图标收起该部分。

下方表格列出了可供交易资金部分的各个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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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证券账户 ( Securities Account) 商品账户 Commodities
Account

当前可用资

金 Current
Available
Funds

该值告诉您可用于交易的资金。

含借贷值权益 -初始保证金。

相同。

当前结余流

动性 Current
Excess
Liquidity

该数值是指您清算前的保证金缓冲。

含借贷值权益 -维持保证金。

相同。

前瞻可用资

金

该数值是指下一次保证金变更时的您的可用资金。

下一次保证金变更在前瞻下次变更区域内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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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正常交易期间相同。 净清算价值 – 隔夜维持保

证金

隔夜剩余流

动性

和正常交易期间相同。 净清算值－隔夜维持保证

金。

购买力

Buying
Power

现金账户：【最低要求 含贷款价值的权益，前日含贷

款价值的权益 - 初始保证金】

标准保证金账户 : 现有资金*4

不适用于期货。

杠杆 总头寸价值 /净清算 相同。

前瞻下次变

更

显示下个保证金计算时段开始时间。 相同。

所剩日交易

天数

仍然适用于4日模式日内交易者时段的单日交易数

量。

不适用于期货。

查看市值

市值部分显示了按币种分类的所有资产总值。可在经纪商之间进行转账的账户还会有一个传送中标签用

以监控付款交割 DVPs)与其他头寸转账。此外，在该部分的现金栏中，您可以查看您的实时外汇头寸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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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表格列出了市值部分的各个区域。

参数 描述

货币 未平仓头寸按币种分组。

现金 Cash 交易之时实现的现金 + 期货盈亏。

该数值反映当前的实时外汇头寸，包括：

直接通过外汇市场执行的交易

因 IB自动兑换而执行的交易，交易非基础货币产品时会出现此情况。

专为平仓非基础货币头寸的交易。

应计利息 Accrued
Interest

显示当前月份最新应计借贷利息，每天更新。

股票 股票的实时市场价值。

期权 证券期权的实时市场价值。

期货 Futures 自上一次结算的期货值的实时变化。

免支付转账 期货期权的实时市场价值。

基金 当前基金余额。

兑换率 Exchange
Rate

对基础货币的货币汇率。

净清算值 Net
Liquidation Value

总现金值+股票值+期权值+债券值。

未实现的益&损
Unrealized P&L

您的未平仓头寸当前市值和平均成本的差，或者值 - 平均成本。

实现的益&损
Realized P&L

显示已平仓头寸的利润，为开仓成本与平仓成本之差，即

(执行价格 + 开仓佣金 ) - (执行价格 + 平仓佣金 )。

查看外汇投资组合价值

该部分仅显示货币对交易活动。“头寸”价值仅反映外汇市场执行的交易总值，因而不反应实时外汇头寸。

查看市值部分的现金区域获取实时外汇头寸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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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表格列出了外汇投资组合显示区域的定义。

参数 描述

合约描述 代码及描述

交易所 货币对交易的交易所。可能并不是交易执行的交易所。

头寸 所选择货币对在外汇市场执行的交易总值。

未结算头寸 未结算的外汇交易

货币 用以买 /卖外汇货币对的货币

市值 Market Value 头寸 x 市场价格 。

市价 Market Price 头寸的实时价格。

平均价 每张合约平均价

未实现的益&损
Unrealized P&L

交易价与市价之差乘以头寸，再加佣金。

举例：以1.54390的价格买入20,000欧元兑美元

交易价 = 1.54390
市价 当前价格 = 1.54385
1.54390 – 1.54385 = .00005
.00005 X 20,000 = 1
+ 2.5佣金 = -3.50未实现盈亏

实现的益&损
Realized P&L

货币对的已实现盈亏

最后清算 最后清算”是“或”否“的标签。如果设置为“是”，那么当保证金不足时，该头

寸将排在最后清算。要进行设置，请在目标头寸上使用右键点击菜单。

尽管 IB允许客户在其账户保证金不足的情况下预先设置清算顺序，但 IB不会

对此请求承担责任。客户的 IB账户保证金不足时，IB保留确定被清算资产、

清算资产总额以及清算顺序与方式的权利。客户可以查看 IB客户协议与 IB保
证金交易风险披露以获取进一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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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投资组合价值

投资组合部分显示每个头寸的当前价值，并允许您标记任何头寸使其在追加保证金的情况下最后清算。

可在经纪商之间进行转账的账户还会有一个传送中标签用以监控付款交割 DVPs)与其他头寸转账。

下方表格列出了投资组合部分的各个区域。

参数 描述

显示零头寸行 - 为所有交易的合约显示一个数据行，即使头寸已被平仓。

合约描述 代码及描述

头寸 多头 /空头股票或合约数量。

货币 合约的货币。

市值 Market
Value

头寸 x 市场价格 。

市价 Market Price 头寸的实时价格。

平均价 开仓头寸时股票和证券期权的平均成本，包括佣金。

右键点击并选择以基础货币显示所有价值以使TWS将所有非基础

货币头寸价值转换成以您的基础货币显示。为方便辨认，转换后的

数值以斜体显示。

未实现的益&损
Unrealized P&L

(头寸的市值 ) - (平均成本 )。

实现的益&损
Realized P&L

(自截止时间的头寸市值*) - (这些头寸的平均成本 )。
*确定已实现盈亏的交易截止时间如下：

证券为美东时间20：30

期货有两个时间：为美东时间17：30和7：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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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最后清算 最后清算”是“或”否“的标签。如果设置为“是”，那么当保证金不足

时，该头寸将排在最后清算。要进行设置，请在目标头寸上使用右

键点击菜单。

尽管 IB允许客户在其账户保证金不足的情况下预先设置清算顺序，

但 IB不会对此请求承担责任。客户的 IB账户保证金不足时，IB保留

确定被清算资产、清算资产总额以及清算顺序与方式的权利。客户

可以查看 IB客户协议与 IB保证金交易风险披露以获取进一步信息。

右键点击投资组合菜单

如果您在投资组合部分选择一种资产并右键点击鼠标，您将会看到买卖按钮以及以下菜单项目。

参数 描述

按证券类型排序 分证券类型按字母顺序排列头寸

按当前页面顺序排序 根据所在交易页面的位置排列头寸

交易 平仓头寸 - 提交一个相当大小的反向定单平仓头寸。

平仓所有头寸 - 提交多个反向定单以平仓您的投资组合

内的所有头寸。

平仓部分头寸 - 在弹出的文本输入框中输入用于计算提

交的每个头寸的反向定单尺寸的百分比。

转账 对于可转账的账户 – 启用付款交割 /收款交割

(DVP/RVP)、CMTA或其他转账

创建代码 为主交易屏幕内的合约创建市场数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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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6 实时活动监控

参数 描述

调整头寸或平均价 仅对外汇头寸有效。使用此功能输入假设的“新”头寸和

“新”平均成本。此功能不会修改您的外汇头寸，但可供

您创建“如果怎样”情境以查看总盈亏，包括您可能在别

处持有的头寸。

调整平均价 显示除现金外所有产品的平均价。选择一个头寸并选择

调整平均价。使用对话框输入新头寸或更改平均价以涵

盖转账与公司行动。

设置最后清算 最后清算”是“或”否“的标签。如果设置为“是”，那么当保

证金不足时，该头寸将排在最后清算。要进行设置，请在

目标头寸上使用右键点击菜单。

尽管 IB允许客户在其账户保证金不足的情况下预先设置

清算顺序，但 IB不会对此请求承担责任。客户的 IB账户保

证金不足时，IB保留确定被清算资产、清算资产总额以及

清算顺序与方式的权利。客户可以查看 IB客户协议与 IB
保证金交易风险披露以获取进一步信息。

取消最后清算设置 移除头寸的“最后清算 "设置。

创建投资组合页面 创建名为投资组合的交易页面，该页面包括您投资组合

中所有代码的市场数据行。

有关详细信息

l 要了解其他实时活动监控工具，包括交易窗口、投资组合再平衡工具、审计追踪、公告以及系统状

态的更多信息，请查看 TWS 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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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与报告

该部分描述了您可以通过账户管理查看的账户报表与报告，包括：

l 活动报表

l 自定义报表

l 活动下载

l 交易确认

l 自主查询z

l 保证金报告

l 压力测试报告

l 风险价值报告

l 经纪商特别报告

l 客户总结报告

l 经纪商客户收益与支出总结

l 投资组合分析

有关详细信息

l 有关所有报表与报告的完整信息，请查看报告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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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7 活动报表

活动报表

活动报表包含账户活动的信息，如头寸、现金余额及交易。所有账户报表按日、月、年生成。作为顾问，您

可以查看您顾问账户与个人客户账户的报表或包含您部分或全部账户的综合报表。此外，客户也可以通

过账户访问其报表。

l 活动报表包含以下功能：

l 通过点击便可扩展并收缩查看详细信息；

l 按资产类型显示的表现报告可供您快速查看账户盈利性；

l 根据客户的选择，按照先进先出 FIFO 、后进先出 LIFO 、最大化损失以及按市值计 MTM 计算方

法来计算所有交易、头寸、底层产品和资产类型的盈亏；

l 报表期内头寸价值变更详情；

l 为多币种账户计算外汇兑换盈亏。

生成活动报表

1. 通过账户管理登录您的主账户。

2. 点击报告 > 活动 > 报表。

3. 使用页面顶部的账户选择器选择需要报告的一个或多个账户。包括您近期已关闭账户的活动，请

选择包括关闭账户的复选框。如果您选择包括已关闭的账户，这些账户将出现在账户选择器中。

4. 在页面的查看报表部分进行以下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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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7 活动报表

o 在报表列表中选择您想要查看的报表。

o 在日期区域选择时段 每日、自定义时间段、每月或每年 。对自选日期范围，选择开始和截止日

期来定义报表覆盖的区间。对日报表，您可以选择一个特定的日子或最后的工作日。对月报表，

您可以选择最近一个月或某个特点的月。对日历年 年度 报表，您可以选择一个特定的年。

o 在格式区域，根据您希望任何查看报表，选取HTML/WEB或 PDF其中之一。

o 在语言区域中，选择您希望的语言。

5. 点击查看生成活动报表。如果您选择的格式是PDF，系统会提示您打开生成的报告或保存至您的电

脑。

下方显示的是HTML格式活动报表图例。

有关详细信息

l 要了解活动报表，包括每部分的解释，请查看报告指南。

自定义活动报表

对于要求简洁报表格式的客户，IB允许创建并保存自定义报表。这些自定义报表允许您涵盖或提出特定

的报表部分并设置更多报表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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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7 活动报表

您可以在账户管理的活动报表页面创建自定义活动报表。

有关详细信息

l 有关如何创建自定义活动报表的更多信息，请查看报告指南的自定义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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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7 活动下载

活动下载

IB提供多种特殊的活动报表下载格式，这样您可以将报表整合至第三方程序，包括：

l Microsoft Word

l Microsoft Excel

l Microsoft Money

l Quicken

l Captools (Legacy)

l Tradelog

l GainsKeeper

另外，以下的下载可根据要求提供：

l 每日Captools下载 – 客户可请求每日Captools下载。向 reportingintegration@interactivebrokers.com发送请

求以启用Captools下载。请注意，Captools下载不适用于非披露经纪商客户。如果您请求日Captools下
载，活动下载页面将包括用于日Captools下载的额外区域。

l PortfolioCenter® 适用于机构账户；您必须首先从您的 IB销售代表处请求可下载文件 。

在账户管理中通过点击报告> 活动 > 下载访问这些下载格式。

有关详细信息

l 有关活动下载的更多信息，请查看报告指南内的活动下载话题。

l 想要获取机构账户完整下载列表 包括PortfolioCenter® ，请在账户管理中打开参考菜单 点击账户

管理中任意页面右下角的参考 ，然后点击报告eports > 第三方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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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7 交易确认

交易确认

所有交易执行均会生成实时交易确认。交易确认报告将按照资产类型分开列出交易执行。交易确认可用

于整个前一个日历年和当年开始至今。

在账户管理中点击报告 > 交易确认 > 报告访问交易确认。

下方显示的是交易确认报告范例。

有关详细信息

l 有关如何查看交易确认的详细说明，请查看报告指南中的交易确认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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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7 自主查询

自主查询

自主查询可供您指定想要在活动报表或交易确认报告中查看的区域、想要报告覆盖的时间段、各区域的

显示顺序以及显示格式 TEXT或XML 。

您能够创建使用不同的区域报表的多个模板。所有的模板都在账户管理中保存并运行。活动自主查询和

活动报表客户化的模板不同，您可以对前者在任何区域级别上进行客户化的自主查询，允许您包括和排

除详细的区域信息。活动报表客户化的模板仅让您包括和排除部分。

您可从活动自主查询页面生成并运行活动自主查询。可从交易确认自主页面生成并运行交易确认自主查

询。两者都可从账户管理的报告菜单进入。

有关详细信息

l 有关详细说明，请查看报告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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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7 保证金报告

保证金报告

实时保证金总结在TWS的账户窗口显示，而保证金报告则为您提供了有关头寸及其对应保证金要求的详

细信息。要查看此详细信息，您必须从账户管理中生成保证金报告。保证金报告内包含的信息基于保证

金与权益价值，这些数值按日于美东时间16：15左右获取，覆盖所有资产类型所有头寸。保证金报告显示

所有未平仓单一头寸与组合头寸的保证金要求，且覆盖过去90天。

可从账户管理的报告> 风险 > 保证金菜单访问保证金报告 .

下方显示的是顾问客户保证金报告的范例。

有关详细信息

l 有关如何查看保证金报告的详细说明，请查看报告指南的保证金报告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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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7 压力测试报告

压力测试报告

压力测试报告让您查看如果您的每个头寸的底层股票价格下跌3%，5%，10%，20%和30%以及每个分别上

涨3%，5%，10%，20%和30%时您的头寸的盈利和损失 PNL 的改变。

您可在账户管理的点击g 报告> 风险> 压力测试访问压力测试报告。

下方显示的是压力测试报告的范例。

有关详细信息

l 有关详细说明，请查看报告指南中的压力测试报告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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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7 风险价值报告

风险价值报告

风险价值报告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以99%、99.5%以及100%的置信水平计算您的风险价值 VAR 。由于计

算的复杂性，该报告将隔夜完成，且每日仅有一份。如果您需要实时风险价值，请使用TWS内的 IB风险漫

游 SM，其计算较为简单。

可在账户管理中点击报告> 风险> 风险价值访问风险价值报告。

下方显示的是风险价值报告的范例。

更多信息

l 有关如何生成报告的更多信息，请查看报告指南中的风险价值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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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7 经纪商特别报告

经纪商特别报告

经纪商特别报告提供了不同时期和基于特定标准的40个最佳表现客户的简介。查看您的40个最高佣金客

户的日、月初至今 (MTD)和年初至今 (YTD)的报告、40个最高益 /损 P/L 客户、和40个最低P/L客户。日报告

还包括40个最高股权客户。

生成经纪商特别报告

1. 点击报告 > 补充 > 经纪商特别报告。

2. 从日期下拉列表选择报告日期，然后点击查看。

报告将出现在一个新的浏览器窗口中。

更多信息

l 有关如何生成报告的更多信息，请查看报告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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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7 客户总结报告

客户总结报告

顾问可运行该客户余额与表现概览报告，该报告时间段为一天。因为客户报表显示的是每个交易所的截

止时间的信息，所以您客户的总结报告的信息有可能与您客户的报表信息不一致。

在账户管理中点击报告> 补充> 客户总结访问该报告。

下方显示的是客户总结报告的范例。

更多信息

l 有关如何生成报告的更多信息，请查看报告指南中的客户总结报告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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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7 经纪商客户收益和支出总结

经纪商客户收益和支出总结

经纪商运行这个报告来查看客户的日、月初至今和年初至今的支出、收入、净收入、总保证金和客户的汇

总MTM 市值 的简略报告。

生成收益和支出总结报告

1. 点击报告 > 补充 > 客户收益&支出 .

2. 做下列选择：

o 在报告日期区域，选择报告的日期。

o 在语言区域，选择您的语言。

3. 点击 查看生成报告

更多信息

l 有关如何生成报告的更多信息，请查看报告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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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7 投资组合分析

投资组合分析

投资组合分析 PortfolioAnalyst 允许您用创建的和保存的报告 基于一组衡量标准和可选择的用它们的数

据和选取的行业标准进行比较得出的 来评估您的 IB投资组合的表现。您可以创建详细报告，该报告可供

您为多种表现分析选择任何报告模块组合。或创建概览报告，该报告在一个页面内总结了账户的收益、

净资产价值、资产分配以及收益分布。创建并保存报告之后，您能够运行、编辑或删除这些报告。

经纪商还可以创建并保存被称为提纲的首页，并将其应用到详细的PDF报告中。

您可在账户管理中点击报告> P投资组合分析访问投资组合分析。

更多信息

l 有关使用投资组合分析的详细信息，请查看报告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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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立模拟交易账户

常规交易账户获批并入金后，您便可以开立模拟交易账户。所有模拟交易账户都配有1,000,000美元初始

模拟交易资产，可供您在采用实时市场数据的模拟环境中体验所有 IB交易功能。

在正常情况下，一旦完成申请，您可在24小时开立模拟账户。模拟账户可进行交易时，我们会邮件通知

您。

申请模拟账户

1. 登录账户管理。

2. 点击账户管理 > 设置 > 模拟交易。

3. 点击继续。

系统将显示以下页面：

4. 在提供的区域内按要求输入模拟交易账户用户名。

5. 在提供的区域内输入模拟交易账户密码。密码必须包括6到8个字符和至少一个数字，且没有空格。

IB综合经纪商快速入门 5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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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提供的区域内重新输入密码，然后点击继续。当点击继续后，系统将为您生成一个完整的用户

名。

7. 您将被提示点击是来确认您的模拟交易账户的请求，或点击否取消您的请求。

记住写下您的用户名和密码；您的密码将不会在屏幕上再次显示。

更多信息

l 有关管理模拟账户的更多信息，请查看账户管理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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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8 模拟交易账户重置

模拟交易账户重置

所有的模拟交易账户以1百万美元的模拟交易股权开始。您可以在任何时候使用账户管理中的模拟交易

账户重置页面重置该股权。

只需使用您的模拟交易账户用户名和密码登陆账户管理，然后点击交易> 模拟交易账户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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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8 模拟交易账户报表

模拟交易账户报表

模拟交易账户页面可供您查看并打印您模拟交易账户的每日报表，还可以下载交易信息至Microsoft Word
与Microsoft Excel文档中。日报表可包括过去45天的信息。

使用您的模拟交易账户用户名和密码登陆账户管理，然后点击报告 > 活动> 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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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纪商客户化

经纪商可以“自定义”IB软件与文档的特定区域。客户化设计可供您在我们的交易平台与报告系统 包括

TWS、网络交易者、账户管理、报表、注册系统以及TWS用户指南 中显示您自己的标识与公司信息。

您可在账户管理账户行政内的客户化页面进行客户化设置。

客户化设置

1. 登录账户管理。

2. 点击账户管理 > 设置 > 客户化。

3. 按照屏幕指示完成您所需要的客户化类别表格。

4. 点击提交。注意，客户化的每个类别都有各自的提交按钮。

正常情况下，美东时间下午5：00之前进行的客户化请求会在当天晚上8：00前生效。东部时间下午5
点之后做的改变将在下一天东部标准时间晚8点生效。

有关详细信息

l 有关客户化的更多信息，请查看账户管理用户指南。

l 有关客户化的问题，请发送邮件至whitebranding@interactivebrok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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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客户账户设置定单审计追踪系统(OATS)
美国金融业监管局 FINRA 创建的定单审计追踪系统 OATS 是纳斯达克证券定单、报价与交易信息的综

合审计追踪系统。经纪商主账户持有人需要监管其客户账户的OATS设置。您需要为您的客户账户进行以

下OATS设置：

l 覆盖机构账户主账户的默认设置。

l 对待定客户账户红色警报作出回应。

l 修改特定客户账户的OATS许可。

您可在账户管理的报告 > 设置 > 客户OATS设置页面来设置您客户的OATS设置。

有关详细信息

l 更多信息，请查看账户管理用户指南中的客户OATS设置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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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您的经纪商信息

您可在账户管理的管理账户 > 账户信息 > 经纪商声明页面更新您的经纪商注册信息。经纪商声明页面可

供您更新的信息包括证券与商品 /期货交易注册以及与经纪业务有关的信息。

有关详细信息

l 更多信息，请查看账户管理用户指南中的经纪商声明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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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活动监控

IB客户活动监控 CAM 可帮助顾问快速查找并查看所有客户活动，包括完整的定单历史及其传递顺序。

我们的使用者界面显示：

l 实时查询：IB CAM直接与 IB定单传递系统连接，以此保证获取定单与执行查询实时数据结果。灵活

的搜索筛选器可供您使用特定标准缩小查询范围，您可以按照日期、底层证券、价格等的升序或降

序查看搜索结果。

l 审计追踪：从创建定单到定单执行，您可以追踪最多5天的定单历史，包括修改定单、取消定单与被

拒定单。您还可以讲查询结果导入到工作表文件。

l 账户状态：查找任何客户的账户信息，包括实时账户余额、保证金要求、交易限制、市值与投资组

合。

您可从我公司网站的客户活动监控页面，或从账户管理的报告菜单访问 IB CAM。访问CAM的用户名和密

码与主账户开户过程中创建的用户名与密码相同。

有关详细信息

l 有关如何使用客户活动监控的详细指令，可参阅我们的客户活动监控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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