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原证券网上交易专业版客户端使用说明书

之

其他功能

网络便捷 专业服务

专业版网上交易系统是中原证券专为您量身定制，提供集行情、交易、资讯等服务为一

体的专业证券投资服务系统，让您在进行行情分析、实时交易的同时，能够享有我公司更多

的优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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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讯系统

（一）资讯中心

点击“资讯”菜单，或者在行情页面的右上角点击“资讯”横条块，即可以进入中原证

券资讯中心。资讯中心包含中原宝典、市场信息两个模块。

1、中原宝典

包含中原宝典资讯和中原证券服务两大项。

2、市场信息

市场信息包含港澳资讯和公告信息两大项。



（二）持仓信息

您在查询持仓股数据时，在证券代码列前面新增了一列为“资讯”（如 ），点击按

钮即可查询相应的持仓股信息。



二、特色服务

（一）绿色通道

部分单位使用代理服务器控制上网，造成您能上网而无法使用网上交易系统的状况。针

对此现象，我司特向您提供了中原证券网上交易“绿色通道”功能。

在客户端登录界面点击“通讯设置”按钮，并在“使用绿色通道”选项前打钩后点击“确

定”，系统将启动“绿色通道”程序。如果成功启动，则屏幕右下角将出现该程序的小图标，

如图 。

若不使用“绿色通道”就能正常使用客户端的客户应直接连接行情主站和委托主站，不

应使用“绿色通道”功能。

（二）理财管家系统

理财管家系统实现和委托系统的数据连接，可以从委托系统中读取个人帐户信息、持仓

信息、交易信息、盈亏信息等（通过“理财管家”中的“数据下载”功能），以报表、图形

等形式展示客户的资产变化、和上证大盘的对比以及详细的交易情况，提供的主要功能包括：

帐户概况，证券持仓，交易流水，资金流水，投资报表，资产曲线等。

友情提醒

使用本功能，系统将下载您的交易流水信息至本机。为了保证您的帐户安全，请勿在网

吧等公共机器上使用，并做好安全保密工作。

使用本功能，系统所有计算结果仅供参考。依此投资造成的一切损益由您自己承担。

1、账户概况

账户概况中显示有资产状况、当日盈亏、本月盈亏、本期盈亏、总盈亏、资金分布图、

持仓股票等数据，如图：



2、证券持仓

选择“证券投资->证券持仓”或快捷按钮 ，即可对您的持仓股票相关数据进行查

看、分析，其中包含成本、市值、盈亏和保本等信息，如下图：



3、交易流水

选择“证券投资->交易流水”或快捷按钮 ，即可查看全部交易流水。同时可以

在“股票活动”或“资金活动”的下拉列表中选择业务类别，进行单项查看和统计，如图：

4、资金流水

选择“证券投资->资金流水”或快捷按钮 ，即可查询资金流水，如图：



5、证券投资报表

选择“投资分析->证券投资报表”或快捷按钮 ，即统计盈亏数据，如下图：



6、资产曲线表

选择“投资分析->资产曲线”或快捷按钮 ，即可将自己的资产状况与大盘进行

对比，如图：

在曲线上选中日期双击后，显示账户历史数据，如图：



由于交易系统考虑到系统容量和系统性能的原因，只提供一年左右的交易数据，所以，

客户可使用个人理财系统，将多年的数据保存在本地。

（三） 短线精灵

点击“智能”菜单下的“短线精灵”，即会弹出以下的窗口，显示所有个股的大笔买入、

大笔卖出、急速拉升、猛烈打压等统计数据。

窗口右上角有四个小按钮，分别为：

全：显示所有个股数据；

个：显示正在查看的当前个股数据；

统：对“个”中数据的统计；

表：可以自定义日期查询历史数据。

1、全：显示所有个股数据



2、个：显示正在查看的当前个股数据；

3、统：对“个”中数据的统计；



4、表：可以自定义日期查询历史数据。点击大笔买入、大笔卖出等，可以对数据进行

排序。

5、条件过滤

在“短线精灵”界面右键菜单中可以选择“设置过滤条件”对数据进行过滤，如下图为



全部统计数据：

设置为仅仅显示大笔买入和大笔卖出统计数据，如下图：

效果如图：



三、快捷键

（一）行情界面

[调用画面]切换键

0+回车 沪深指数报价

00+回车 沪深领先指数

03+回车(F3) 上证领先

04+回车(F4) 深证领先

1+回车 上海Ａ股行情报价

2+回车 上海Ｂ股行情报价

3+回车 深圳Ａ股行情报价

4+回车 深圳Ｂ股行情报价

5+回车 上海债券行情报价

6+回车 深圳债券行情报价

7+回车 上海基金行情报价

8+回车 深圳基金行情报价

60+回车 沪深Ａ股涨幅排名

61+回车 上海Ａ股涨幅排名

62+回车 上海Ｂ股涨幅排名

63+回车 深圳Ａ股涨幅排名

64+回车 深圳Ｂ股涨幅排名

65+回车 上海债券涨幅排名

66+回车 深圳债券涨幅排名

67+回车 上海基金涨幅排名

68+回车 深圳基金涨幅排名

80+回车 沪深Ａ股综合排名

81+回车 上海Ａ股综合排名

82+回车 上海Ｂ股综合排名

83+回车 深圳Ａ股综合排名

84+回车 深圳Ｂ股综合排名



85+回车 上海债券综合排名

86+回车 深圳债券综合排名

87+回车 上海基金综合排名

88+回车 深圳基金综合排名

9+回车 香港证券行情报价

69+回车 香港证券涨幅排名

89+回车 香港证券综合排名

002+回车 中小企业行情报价

602+回车 中小企业涨幅排名

802+回车 中小企业综合排名

300+回车 创业板行情报价

603+回车 创业板涨幅排名

803+回车 创业板综合排名

700+回车 商品期货行情报价

888+回车 股指期货行情报价

800+回车 外汇行情报价

999+回车 权证涨幅排行

71+回车 上证新闻

72+回车 深证新闻

89+回车 香港证券综合排名

06+回车(F6) 自选报价

006+回车 自选同列

51~58+回车 自定义板块 51~58 报

价

90+回车 多窗看盘

91+回车 主力大单

92+回车 阶段统计

93+回车 强弱分析

94+回车 板块分析

95+回车 指标排行

[分时走势]切换键

01+回车(F1) 成交明细

02+回车(F2) 价量分布

05+回车(F5) 技术分析

07+回车(F7) 个股全景

10+回车(F10) 公司资讯

11+回车(F11) 基本资料

Ctrl+F8 多周期图

Ctrl+F11 财务图示

Ctrl+D 大盘对照

Ctrl+L 两股对比

Ctrl+4 四股 K 线

Ctrl+9 九股 K 线

Ctrl+6 十六股 K 线

Ctrl+Z 缩放右侧单元表

SPACE 鼠标当前位置信息地

雷内容

↓ 增加连续多日分时

↑ 减少连续多日分时

Home、End 定位光标到分时窗口

最左、最右

+、- 切换右侧功能标签

*、/ 切换右侧功能标签上

一层标签

右键选择区域 区间统计

[技术分析]切换键

Ctrl+回车 历史分时(在 K 线窗

口)

左键双击 历史分时(在 K 线窗

口)

05+回车(F5) 分时走势

01+回车(F1) 历史成交

07+回车(F7) 个股全景

08+回车(F8) 切换分析周期

10+回车(F10) 公司资讯

11+回车(F11) 基本资料

Ctrl+F8 多周期图

Ctrl+F11 财务图示

Ctrl+L 两股对比

Ctrl+Q 向前复权

Ctrl+B 向后复权

Ctrl+4 四股 K 线

Ctrl+9 九股 K 线

Ctrl+6 十六股 K 线

Ctrl+Z 缩放右侧单元表

Alt+1 一图组合



Alt+2 二图组合

Alt+3 三图组合

Alt+4 四图组合

Alt+5 五图组合

Alt+6 六图组合

Alt+9 九图组合

SPACE 鼠标当前位置信息地

雷内容

↓ 缩小 K线

↑ 放大 K线

Ctrl+→ 光标快速右移 10 个周

期

Ctrl+← 光标快速左移 10 个周

期

Ctrl+Alt+→ 光标快速右移 30 个周

期

Ctrl+Alt+← 光标快速左移 30 个周

期

Shift+← 锁定光标位置右移 K

线

Shift+→ 锁定光标位置左移 K

线

Shift+PageUP 锁定光标时间轴位置

向上翻页

Shift+PageDown 锁定光标时间轴位置

向下翻页

Ctrl+PageUP 向上翻页时向主站重

新请求数据

Ctrl+PageDown 向下翻页时向主站重

新请求数据

Home、End 定位光标到 K 线窗口

最左、最右

Home、End 切换技术指标标签(无

光标时)

+、- 切换右侧功能标签

*、/ 切换右侧功能标签上

一层标签

右键选择区域 区间统计或放大 K线

其他快捷键

Esc 返回上一画面

Insert 加入自选股

Delete 从自选股中删除

Ctrl+A 自动翻页

Ctrl+F 公式管理

Ctrl+H 查看港股关联代码

Ctrl+K 查看快捷键列表

Ctrl+M 输出到图片

Ctrl+N 新建

Ctrl+R 查看所属板块

Ctrl+S 保存页面

Ctrl+W 全屏显示

空格键 调出信息地雷内容

Scroll Lock 锁定主图光标时间轴

Alt+Z 快速隐藏/还原程序

F12 委托下单

Shift＋F1 这是什么？(跟随帮

助)

Alt+F4 退出程序



（二）交易界面

界面切换快捷键

（1）股票交易界面

F1 买入界面 F3 撤单界面

F2 卖出界面 F4 查询界面

（2）开放基金界面

F7 修改密码 F8 银证转帐

委托界面快捷键

W 持仓 Z 全撤

E 成交 X 撤买

R 撤单 C 撤卖

四、常见问题

1、网上交易为什么登录不上，提示“此账户不存在”？

答：如您是新开户的客户，开户当日不能使用，次日方可使用网上交易委托方式。如您

不是新客户，并且以前未使用过网上交易，此提示为您未开通网上交易委托权限，请携带相

关证件到证券营业部开通权限。

2、网上交易连接弹出框中，“营业部”一栏为空白？

答：此现象为 IP 地址丢失。请您重新设置添加 IP 地址。具体添加方式如下：点击网上

交易弹出框右边的“通讯设置 → 设置”。委托主站名称：中原证券网通站点。IP 地址：

218.28.5.28；核新加密端口号：8002；SSL 加密端口号 8003；SSL+证书端口号：9001。

3、通过局域网无法进入，应如何设置代理服务器与端口号？

答：点击登录框画面的“通讯设置”按钮，在“使用代理”前面打勾，然后选择代理服

务器类型、地址和端口号。如果不清楚，可咨询您公司局域网的网管。

4、为什么我的集成版客户端不能对开放式基金进行认购、



申购、赎回、查询等操作？

答：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您使用的是老版本的网上交易客户端软件，您需要在我公

司网站下载“中原证券专业版”客户端。

5、如何将自选股从办公室电脑中复制到家里安装的网上交

易客户端上？

答：选择菜单“工具 → 自选股设置”菜单，再选择“导出板块”按钮。将导出后的文

件拷贝到家里的电脑上，同样在“工具 → 自选股设置”功能下，选择“导入板块”按钮即

可。

6、初始的通讯密码是多少？

答：您在我公司柜台开户时，默认给您设定一个通讯密码初始为 999999。为了您账户

的安全，请在首次登录后修改通讯密码。若您的密码修改过，并且忘记了，您可以携带三证

到营业部柜台办理通讯密码清密手续。

7、通过 ADSL设备上网的时候，交易无法正常登录，提示

信息为“连接委托主站失败！可能是以下原因：（1）计算机

没有连接到互联网；（2）通过代理上网，代理设置不正确；

（3）防火墙阻挡了通讯；（4）营业部的 IP地址或域名设置

不正确。”，我该怎么办？

答：建议您重新启动电脑、ADSL 等设备后重试。

8、大部分个股行情显示正常，个别个股行情显示不正常时

如何处理？

答：建议您首先选择菜单“系统 → 重新初始化”，在客户端完成初始化以后，再选择



客户端右上角的“行情”按钮。在弹出窗口中选择“选择最快行情主站”按钮，系统将自动

测试系统连接响应速度，并默认选择最快的主站，您只需要选择“登录”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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