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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金手 2.0 简介 

点金手 2.0 网上交易终端是金仕达公司推出的依托金仕达

V6T，V8T 交易平台的简单、方便、快捷实现金融衍生品交易的

网上交易软件，界面灵活简洁、操作迅速便捷、内核高效灵敏，

在快速波动的市场行情中使您快速准确的抓住每一个机会。尤其

是随着期权业务的开展，点金手 2.0 率先通过 KSFT_API 对接金

仕达期权仿真交易系统，提供期权计算器，期权盈亏曲线图，期

权技术分析和期权特色行情界面等内容，可以更充分的利用金仕

达柜台的高速行情、快速交易平台，完整的期货期权业务。其支

持国内全市场，全品种，全业务是您进行国内金融衍生品网上交

易的最理想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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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金手 2.0 亮点介绍 

 快速！行情滚动快、权益更新快和交易响应快。 

基于金仕达的极速行情通道，即使在活跃合约的高速行情波动中也可以快人

一步获取行情信息；终端软件在本地实行内存数据处理，整体的资金和交易

计算前移大大提高了交易和查询响应速度、大大降低网络带宽限制、资金和

交易数据实现完全的即时刷新；配合人性化的点金手特色下单风格、KQ标准

下单板，快速实现和响应您独特的交易思想。 

 一键点金！终端软件提供并可定制全面且强大的一键下单功能。 

支持对行情焦点合约、指定单合约、指定多合约(一键套利)的灵活多变的交

易操作。 

安全！系统拥有稳固的安全体系。 

多种方式确保交易和资金安全：强大的密码保护控件、验证码、动态令牌、

双向数字证书、SSL等等。还提供完善的实时交易风控设置和提醒。 

 一览无余，随您而变！终端软件提供一体化界面、多种风格、自由布局，随

意停靠。 

行情、交易、资金、成交、委托、持仓主界面集中显示一目了然并实时刷新；

导航式配置针对不同投资者提供三种模式，不同模式可组合不同的下单类型

及界面风格，如：盈损单、条件单（普通条件、开盘触发、浮动止损、时间

触发、组合套利）、批量单、单腿、组合套利等；支持市面多种下单风格，

可无缝切换使用习惯。 

 期权交易更方便！终端软件兼容支持期货和期权。 

期货和期权业务可以在同一个行情界面，下单界面，查询界面进行操作。针

对期权还提供了期权计算器和更加适合期权的 T型报价行情界面。 

 手跟得上脑！终端软件提供超多便捷功能。自动开平、自动跟盘、平仓自动

撤单、快捷键下单、快捷键改撤单、持仓下单、点击行情下单、快捷键清仓、

全部平仓、全部撤单、等等功能，可以让您抓住没一个机会，快速响应你的

交易思想。 

 人性化！自定义快捷键、强大的表格个性化设置、统计查询、自动升级、

表格数据保存为 txt和 excel格式、打印、快速隐藏功能、新手教学功

能、自动登录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查结算单等功能。 

 

在您使用本软件之前，请仔细阅读本说明，如果因为使用不当造成的任何

损失，期货公司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特殊说明：目前终端不支持大连的 DS组合和 PRT 组合业务，如在使用过程

中出现 DS 或 PRT 组合的持仓记录会造成终端显示的资金不正确，请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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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快速入门 

1 点金手 2.0 主界面 

 

图例中从上到下的顺序分别为系统菜单、内容窗口和状态栏三部分，下面分

别进行介绍。 

2 系统菜单介绍 

2.1 系统 

2.1.1 锁屏 

点击后可将程序最小化到系统托盘，再次打开程序需要输入登录时的交易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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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重新登录 

点击后关闭当前程序并重新打开【登录】界面，输入登录信息后可重新登录。 

2.1.3 修改密码 

点击后可选择【交易密码】或【资金密码】弹出如下页面，输入原密码及新

密码后点击确定可修改密码。 

 

2.1.4 退出 

点击后可将当前程序退出并关闭主界面。 

2.2 选项 

2.2.1 选项设置 

点击后弹出【选项设置】窗口，可对软件的界面和操作进行设置，通过选项

设置可以实现符合个人习惯的界面展示、操作习惯等内容，快速便捷的完成委托、

查询等全面的交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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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查询 

2.3.1 结算单 

点击后弹出【结算单查询】窗口，可以为您提供指定时间内的交易结算单信

息，同时可对结算单信息进行打印、打印预览、另存文件和查询保证金监控中心

结算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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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通知消息 

点击后弹出【通知信息】窗口，可以查询指定时间段内的包括普通、警告、

危险、滚动、弹出确认类型的通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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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期权计算器 

2.4.1 期权计算器 

点击后弹出【期权计算器】窗口，可以通过设置期权定价必要参数，计算期

权相关理论价格和 Delta、Gamma、Theta、Vega、Rho期权相关风险参数。 

 

2.5 资金划转 

2.5.1 银期转账 

点击后弹出【银期转账】窗口，可通过该窗口查看银期相关信息、银期转账

业务和银期转账流水查询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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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一：选择银行账号 

步骤二：查看银期相关信息，如可提金额，转账时间等 

步骤三：选择转账类型，提供三种转账类型包括：银转期（入金）、期转银（出

金）、查询银行余额 

步骤四：输入转账金额 

步骤五：输入资金密码和银行密码 

步骤六：点击【发送】按钮 

步骤七：点击【查询转账】按钮，查看转账流水记录了解转账结果 

2.6 帮助 

2.6.1 使用手册 

点击后软件自动打开客户使用手册，其中详细介绍了软件功能介绍、使用方

法、操作设置等内容。 

2.6.2 打开日志目录 

    点击后软件自动打开软件日志所在的文件目录，可将日志文件提供给技术服

务人员帮忙排查和定位各种交易和软件使用过程中问题。 

2.6.3 关于 

点击弹出软件的相关信息，包括版本信息、登录地址、本地地址、客户信息

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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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界面窗口介绍 

3.1 资金列表 

 
资金列表依靠强大稳定高效的运算内核，实时动态显示您资金账户的主要资

金情况，免去您查询的烦恼，使您能轻松地掌握资金动态。 

点金手 2.0采用了强大的后台计算模块和主动查询模式，实现了您在交易期

间实时地了解随行情变化的资金变动情况、委托单是否成交、成交的详细交易记

录等核心交易信息，让您有愉悦的交易体验。 

 相关操作/设置： 

 查询资金账户明细信息，展示资金的相关明细。  

 如何调整（增加/删除/改变顺序）资金状态栏内容 

方法一：通过【选项】-【选项设置】-【表格设置】-【资金列表】进行

设置 

方法二：在资金状态栏内单击鼠标右键，在右键菜单中选择【设置列表】

打开设置界面  

进入表格设置选项，选择需设置的列表，下图以行情表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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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介绍 

 选择需要显示或不显示的列项目，打勾或取消打勾  

 使用“上移”“下移”按钮调整列项目的显示顺序，点击“确定”按钮 

 如何关闭显示资金状态栏以节省版面空间 

方法一：通过【选项】-【选项设置 】-【显示】-【窗体】-【资金列表】

进行设置，将“隐藏标题”里的小勾去掉，确定退出设置。用鼠标

左键按住“资金列表”标题拖拽到其他位置或者堆叠 

方法二：通过【选项】-【选项设置 】-【显示】-【窗体】-【资金列表】

进行设置，将“显示窗体”里的小勾去掉，确定退出设置 

 

3.2 报价表 

 

 相关操作/设置： 

 如何设置自选合约和自选合约组 

 如何设置行情报价表的内容和顺序 

 如何利用行情报价表快速填写下单板 

 如何在行情报价表内实现快速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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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T 型报价 

 

 相关操作/设置： 

 如何利用 T 型报价快速填写下单板 

 如何使用鼠标通过行情栏报价表快速下单 

 可通过报价表中的右键菜单直接跳转到该合约的 T型报价窗口 

 通过手工输入期权的系列或通过鼠标选择期权品种/合约表确定展示 T

型报价的期权合约，输入完成后选择后系统自动展示期权系列合约。 

 

3.4 期权技术指标 

 

 相关操作/设置： 

 如何利用 T 型报价快速填写下单板 

 如何使用鼠标通过行情栏报价表快速下单 

 可通过报价表中的右键菜单直接跳转到该合约的期权技术指标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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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手工输入期权的系列或通过鼠标选择期权品种/合约表确定展示 T

型报价的期权合约，输入完成后选择后系统自动展示期权系列合约。 

 

3.5 合约列表 

 

 相应操作/设置： 

  如何设置合约列表的内容和顺序 

3.6 下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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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应操作/设置 

 如何只使用键盘实现下单板下单 

 如何只使用鼠标实现下单板下单 

 让你实现简洁、快速下单的几项核心功能设置 

 自动开平设置  

3.7 未成交单 

 

 相应操作/设置： 

 如何快速撤单 

 如何快速修改未成交单的价格 

 如何设置未成交单列表的内容和顺序 

3.8 所有委托单 

 

 相应操作/设置： 

 点击所有委托单窗口最下面左边的选项按钮，您可以按照全部单、挂单、

已成交、已撤销/错单四种类别分别查看相关委托单。 

 如何设置所有委托单列表的内容和顺序 

3.9 持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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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操作/设置： 

 如何在持仓列表中快速平仓 

 如何设置持仓列表的内容和顺序 

 点击所有委托单窗口最下面左边的选项按钮，您可以按照持仓、持仓明

细、可行权持仓、组合持仓四种类别分别查看相关持仓信息。 

 组合持仓就是筛选出以组合合约形式汇总出的持仓记录。 

 可行权持仓是指期权的可行权的持仓记录，其中上海包含买持和卖持，

其他交易所只有买持，中金所期权不用行权。 

 持仓保证金只有持仓汇总中显示优惠后金额，所有持仓明细中显示的保

证金为优惠前的原始保证金。 

3.10 成交记录 

 

 相关操作/设置： 

 点击成交记录窗口最下面左边的选项按钮，您可以按照成交明细和委托

合计两种不同方式查看成交记录。 

 如何设置成交记录列表的内容和顺序 

3.11 行权委托单 

 

 相应操作/设置： 

 点击所有委托单窗口最下面左边的选项按钮，您可以按照全部单、挂单、

已撤销/错单三种类别分别查看相关行权委托单。 

 如何设置所有委托单列表的内容和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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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期权盈亏图 

 

 相应操作/设置： 

 选择期权盈亏图显示的目标期权持仓（期权单腿和期权组合均支持），

即可在图形中显示该持仓到期盈亏情况。 

 红色区域代表扣除权利金后的盈利情况。 

 绿色区域代表扣除权利金后的亏损情况。 

 盈亏平衡点表示盈利和亏损的标的价格转折点。 

 其中盈亏信息中的数据位每手持仓的涉及金额。 

 

4.状态栏介绍 

4.1 交易日志 

交易日志位于状态栏的最左端，用于记录您账户的登录、委托、成交等

重要信息。图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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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行情/交易连接状态 

状态栏中间偏右的两个小电脑图标分别代表您的交易软件与行情网关和

交易网关的连接状态，绿色表示连接正常，红色表示连接断开，闪烁灰色为正在

重连。 

 

4.3 交易所交易时间 

状态栏最右边为各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其分别来自四家国内期货交易

所的交易服务器，绿色对号 代表连续交易，红色终止线 代表非交易状态。

个时间从左到右的顺序是：上期所、大商所、郑商所和中金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