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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软件简介

同花顺期货通 OEM 版是同花顺独家研发的一款集行情、交易、资讯与其他各种特色服

务为一体的专业级期货平台终端，界面简洁、功能齐全。

1.1功能概述

行情：包括国内市场、外盘市场、股票市场及外汇市场。

交易：包括止盈止损、三键下单、银期转账、账单查询、密码修改等功能。

资讯：包括热点资讯、7*24 快讯与各版块新闻等模块，并精准推送重要事件。

数据：包括各合约基差分析、主力持仓情况、建仓过程等第一手可视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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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首页

在首页的最上方是个人中心、合约搜索框和消息中心，下方是同花顺放置的活动通道，再下

方下方是行情九宫格，可以点击“添加”进入到查找合约的界面自定义行情；再下方是功能宫

格，目前包括期货社区、持仓分析、期货开户、期货快讯、期货学院；再下方是重要信息的

快捷通道；再下方是精选投教课程的图文快速通道；再下方是精选的热点资讯；最下方是智

能客服。

个人中心 消息中心

自定义行情模块

便捷开户，无需下

载开户云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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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个人中心

用户可以在 账号安全 中修改 APP 的登录密码，可以进行 APP 黑白版切换， 并且用户

可以在个人中心进行系统设置与反馈。

修改密码、手机号

切换黑白版

2.1.1 系统设置

用户可以在系统设置中对 K 线与指标进行设置，同时可以进行切换服务器、上传异常数据、

清除缓存及行情、交易页面常亮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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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添加均线（最

多添加 6 条）

均为指标参数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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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消息中心

可以在此处查看历史推送 push。

2.3 期货开户

在首页点击 期货开户 可进入期货开户直通车。

在非交易时间段进入时，可以进行预约开户，我们将在交易时间段与您取得联系并提供开户

绿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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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选择时间、主力 单量等数据

点击展开合约
点击跳转该主

力在这一合约

的建仓过程



3.行情

在行情页面顶部，分为自选和主力合约进行显示，左上角可以进行市场选择，右上角可以进

行合约查找，下方为各个合约的具体情况，向右滑动可以看到合约的更多信息：成交量、持

仓量、日增仓、振幅、沉淀资金、资金流向、昨结、今结。

选择市场 查找合约

点击可排序

向右滑动可以看到合

约的更多信息，如成交

量和持仓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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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查看合约详情、搜索合约、添加自选

点击主力列表的合约即可进入合约分时；在主力界面上长按合约，会弹出加自选的弹框，点

击完成添加

点击搜索图标，进入搜索页面，在最上方的输入框输入代码/简拼/名称，软件下方就会显示

出与之相关合约，点击合约即可进入合约分时；点击合约右侧的加号就可以把该合约加入自

选。

3.2自选编辑

点击自选列表左上角编辑按钮进入编辑页面，支持对自选合约进行排序、置顶，支持合约多

选后统一删除。

提示：自选列表的默认顺序是按照添加时间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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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合约详情

点击行情页面的某一合约，进入合约行情主页面，呈现分时图，左滑为 K 线图，右侧弹框显

示实时期货交易明细，期货合约的行情页面下方依次呈现与该品种期货合约相关的新闻、交

易明细、产业链和外盘品种关联、持仓主力排行、基差及简介；页面最下方为预警、划线、

交易、添加/删除自选及横屏查看分时图/K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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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键切换列表中的上下合约

长按行情显示十字光 合合约的高、低、昨结量、持仓、日

标，可显示当时均价 增，点击可看详细信息 （涨跌停、内

外盘等）

点击可在成交量

和持仓中切换

画线

添加预警

点击切换

横屏

3.4 K线图

支持多个高低频率周期的切换，提供多个主图指标与副图指标的图形与数据，支持指标参数

修改，支持双指放缩 K 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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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指实现放大缩小

点击查看历史分时

持仓量/成交/成交额之间点击

切换

点击可在常用指标中切换

指标设置

3.4.1 高低频率周期切换

低频周期支持： 日 、周 、月 、季 、年 ；

高频周期支持： 分 、 分 、 分 、 分 、 分 、 分 、 分 。

3.4.2 指标切换

通过点击 线图下的指标图可实现指标间的切换。横屏查看 线图时可通过指标选择框切换指

标。默认情况如下：

指标支持：

支持在指标设置中添加更多常用指标。设置方法：“首页”——“个人中心”——“系统设

置”——“指标设置”——“添加指标” “ 线图”——“指标设置”——“添加指标。”

3.5预警

支持对合约的价格上下限、日涨跌幅及 分钟涨跌幅设置预警。在软件打开的情况下，当其

中一项设置被触发，软件会自动弹窗提醒，可选择查看行情或进行交易。可通过“我的预警”
来进行修改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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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中显示的预警，会在触发

后消失

3.6 行情特色功能

3.6.1 新闻

筛选出可能对该合约走势产生影响的实时资讯、研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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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明细

实时展示全市场用户每一笔交易情况，包括成交时间、价位、现手、增仓、开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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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关联

显示该合约所在产业的上下游品种主力合约关系与实时价格、涨跌幅及该合约的外盘关联

合约价格、涨跌幅。点击关联的合约可跳转该合约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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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 排行

每天实时更新交易所发布的该合约主力持仓会员持仓情况的可视化图表，可切换查看成交量

排行、多单持仓排行、空单持仓排行。点击会员名称可跳转该会员在这一合约的建仓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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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 基差

可视化图表展示该合约与主要产地现货的价格在一段时间内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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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 简介

介绍展示该合约的基本情况，包括代码、交易单位、最低保证金比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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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交易

4.1 登录交易

交易登录界面上选择开户机构、席位、输入资金账号、密码。首次登录需查看并勾选我已阅

读并了解《电子交易风险揭示书》。

首次登录需查

看并勾选

4.1.1 多账号登录交易

用户可通过添加多个账户来达到在多个账号同时交易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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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多账户登

录交易

4.1.2 指纹、面容 ID 登录交易

用户第一次登录交易账号后，可通过设置指纹 面容 登录来达到快捷登录的目的。之后也

可以在交易管理中，选择开启或者关闭指纹、面容 登录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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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关闭快捷登录

（仅 及以上支持面容

登录，其余为指纹登录）

4.1.3 交易设置

交易管理 交易设置 行情图显示持仓线 开启开关，即可在行情中看到自己持

仓的点位。

交易管理 交易设置 不活跃合约提醒”开关开启后，在下单不活跃合约前会进

行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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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交易下单

下单为三键下单方式。合约无持仓时，显示买（开）、卖（开）、平。 根据合约持仓情

况，显示：加多、加空、锁仓、平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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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选择自选合约进行交易

点击价格“ ”可直接填写对

手价
点击搜索合约进行交易

无： 买 卖 平

多： 多 锁仓 平

空： 锁仓 加空 平

多＆空：加多 加空 平

4.3交易合约搜索

通过代码输入框输入代码 拼音 首字母，下方就会显示出与之相关合约，点击所需合约即可。

另外，也可在“自选”中直接调入。

4.4持仓

用户在此可见持仓合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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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手弹框

平仓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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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银期转账

支持银行卡转入、银行卡余额查询、期货转出、流水展示功能。

银行余额

选择银行账户，输入资金密码与银行密码，点击查询。

资金转入：

选择银行账户，币种，转入金额，资金密码，点击转账转入。

资金转出：

选择银行账户，币种，转出金额，资金密码，点击转账转出。

转账记录：

支持查看交易日的出入金流水。

4.6账单查询

分日结与月结展示交易期内的、上日权益、可用保证金、可取资金、平仓盈亏、浮动盈亏、

风险度、手续费、行权手续费、交割手续费、出入金等。

设置方法：“交易”——“交易管理”——“账单查询”。

4.7保证金监控中心

支持跳转到保证金监控中心查询服务系统。

设置方法：“交易”—— “交易管理”——“保证金监控中心”。

4.8修改密码

支持修改交易密码和修改资金密码。

设置方法：“交易”—— “交易管理”—— “交易设置”——“密码修改”。
交易密码修改：

输入原交易密码，新交易密码以及新密码确认之后，点击确认修改，交易密码修改成功之后

会自动退出登录，要求重新登录才可以继续进行交易操作。

资金密码修改：

输入原资金密码，新资金密码以及新密码确认之后，点击确认修改，资金密码修改成功。

4.9 止盈止损

止盈止损另见云端止盈止损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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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资讯

可通过热点资讯、具体合约下的新闻及资讯页面来了解相关期货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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