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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系统 

1.1. “交易+行情”登录方式（包含 2FA） 

双击“结好交易宝”，输入交易账号、登录密码、验证码后，弹出“免责声明”阅读后点击“确认”，进行登录。 

“交易+行情”登陆方式：只能使用交易账号登陆 

1、通过 adminpage 管理界面实现交易账号及行情账号绑定； 

2、交易账号未绑定行情账号或者绑定的行情账号已过期，交易账号登陆后，行情是延时 15 分钟行情； 

3、交易账号绑定了行情账号（未过期），交易账号登陆后，行情是实时行情； 

4、国际版行情账号：不限地区（全球范围内） 

5、国内版行情账号：仅限中国内地使用； 

6、登入：使用交易账号登入； 

7、登出：登出交易账号； 

8、交易账号互踢功能：即“后踢前”功能，交易账号不能同时登入，后登入的账号会踢出前面登入的相同交

易 账号； 

9、第一次登入强制修改交易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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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输入交易账号所注册设备收到的验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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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独立+行情”交易登录方式（包含 2FA） 

双击“结好交易宝”，输入行情账号、行情密码、验证码后，点击“登录”进行登录。 

在“独立行情”内登录交易，需在系统内打开交易系统：按 F12 快捷键或点击工具栏交易图标或点击右上角“交

易”按钮等方式打开。 

交易系统内登录方式：打开交易系统时弹出登录窗体，在列表中选择交易网关（自动选点，结好交易服务器）；

输入您的账户号（勾上“保存账号”，下次登录不必再输入）；点击“键盘密码”，右边出现小键盘，输入登录密码，

或键盘输入；输入验证码（右边图中的四位数字）；最后点击“确定”。然后弹出“免责声明”阅读后点击“确认”

登录交易系统。 

“独立行情”登陆方式：只能使用独立行情账号登陆 

国际版行情账号：不限地区（全球范围内） 

国内版行情账号：仅限中国内地使用 

新开户用户请注意：凡是首次登录交易系统，登入后会先弹出修改密码窗体，为了防止您的密码被盗，我们建议

新开户用户首次登入交易系统，首先进行密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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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输入交易账号所注册设备收到的验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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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买入 

交易系统内下单，点击交易系统左侧菜单“买入”或上排按钮“买入”，买入界面没有点击报价服务。输入证券代码，

买入价格，买入数量，选择交易类型，下买入委托单。查看委托单，在右边的“今日委托”查看，在“今日成交”查看委

托是否己成交(或是否已被拒绝、取消等)。 

交易类型：增强限价盘、限价盘、特别限价盘、竞价盘、竞价限价盘。 

增强限价盘、限价盘、特别限价盘、竞价限价盘：可输入价格，可输入数量。 

竞价盘：不可输入价格，价格应为空，可输入数量。 

买入界面“今日委托”和“今日成交”说明 

1、今日委托：只含可改撤状态的单。 

2、今日成交：只含不可改撤状态的单。 

本交易系统一大优越特色：买卖委托上有该股限定的最小价差及每手股数提示。 

 

3. 卖出 

在“资金股份”中双击卖出的股票，下卖出委托单。卖出界面没有点击报价服务。 

输入卖出价格及股数后，选择交易类型：选类型有“限价盘”、“增强限价盘”、“特别限价盘”、“竞价限价

盘”及“竞价盘”。 

然后点击“卖出”，提交卖出委托。卖出委托提交后，会提示下单成功及您的委托单号，查看委托单，在“委托

状况”查看。 

增强限价盘、限价盘、特别限价盘、竞价限价盘：可输入价格，可输入数量。 

竞价盘：不可输入价格，价格应为空，可输入数量。 

本交易系统一大优越特色：买卖委托上有该股限定的最小价差及每手股数提示。 



捷利港信软件（深圳）有限公司                                           【windows交易操作手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8 

 

4. 双向委托 

点击交易系统左侧菜单“双向委托”中“买入”按钮，下买入委托单。若想查看委托单，在右边的“今日委托”查看，

在“今日成交”查看委托是否己成交(或是否已被拒绝、取消)。 

点击交易系统左侧菜单“双向委托”中“卖出”按钮，下卖出委托单。卖出委托提交后，若想查看委托单，在“今

日委托”查看，在“今日成交”查看委托是否己成交。 

 

 

5. 委托改单/撤单 

已下委托单进行修改或取消时，点击左菜单“改单/撤单”，进行改单或撤单操作。 

对某个委托单进行“改单”、“撤单”操作：点击左菜单“改单/撤单”，当天所有未成交委托单都会列在“委托

中订单”内。  

注意： 委托单只能在未成交状态下才能进行改单/撤单，如果委托已成交，无法进行改单/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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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查询 

6.1. 资金股份 

点击查看所持有的股票及资金情况,单击股票记录查看当前股票明细，双击可以下卖出单。 

 

6.2. 多币种 

点击查看多币种资金明细情况。 

 

6.3. 今日委托 

点击查看今日所有委托单记录（含：部分取消、取消、全部成交、待处理中、审批拒绝、已进入市场、部分成交、

待处理中等状态的单等状态的单）。 

单击今日委托里面的股票记录查看当前股票的委托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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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今日成交 

点击查看所有委托单今日成交记录（含：部分取消、取消、全部成交、审批拒绝、部分成交等状态的单）。 

 

6.5. 历史委托 

点击查看历史（不含今日委托）所有的委托单记录（含：部分取消、取消、全部成交、待处理中、审批拒绝、

已进入市场、部分成交、待处理中等状态的单）。查看 90 天内（起止时间不限）的历史委托记录。 

 

6.6. 历史成交 

点击查看所有委托单历史（不含今日成交）成交记录（含：部分取消、取消、全部成交、审批拒绝、部分成交等状

态的单）。查看 90 天内（起止时间不限）的历史成交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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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预埋单 

点击增加待买入或卖出股票，选择待买入或卖出股票发送，发送成功，则股票买入或卖出成功。 

 

6.8. 现金提存 

点击查看客户存入或者取出资金流水。 

 

6.9. 股票往来 

点击查看客户买入或卖出股票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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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设置 

7.1. 修改密码 

点击左菜单中“设置”中“修改密码”进行修改用户登入密码，密码提示规则：密码最少 8 位，必须包含字母

和数字，且字母必须包含大小写！ 

 

7.2. 系统设置 

点击进行系统设置。 

7.2.1. 系统参数 

1、显示交易确定提示框 

2、显示全部撤单和右键撤单提示框 

3、双向委托卖出数量大于持仓数量时显示提示框 

4、交易区隐藏自动锁定交易 

5、闲置 XX 分钟后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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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记录日志 

7、下单保留数据 

 

7.2.2. 自动策略 

1、 价格自动跟踪盘口数据 

2、 启动自动跟盘口数据 

3、 买入缺省价：  可选择买一~买十，卖一~卖十 

4、 卖出缺省价：  可选择买一~买十，卖一~卖十 

5、 买入数据缺省值： 可选择默认 1 手，设置手数 

6、 卖出数量缺省值： 可选择全部，自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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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免责声明 

点击查看免责声明，由券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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