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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与登录
无限易下载
无限易登录
无限易云登录



操作系统：仅支持Windows操作系统
版本要求：个人商用版本需要 Windows Server 2008R2 及以上版本。 
                    如果您使用的是 Windows Server 2008 R2 Service Pack 1 
                    的版本，可能需要手动安装 VC 2008 的运行库 ，地址：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5582 

无限易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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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Fair 
https://infinitrader.quantdo.com.cn/

可选站点：
QuantFair-1 GTS 

(盘中可用 | 国内期货 + 商品期权实时实盘行情) 

SimNow
http://www.simnow.com.cn/
可选站点： 
simnow CTP   (盘中可用 | 国内期货实时实盘行情) 
simnow 7*24 CTP(非盘中可用 | 国内期货复盘行情)

账号
密码
站点

无限易云/代理设置/中英切换

模拟账号申请入口

无限易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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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登录无限易云可将账户配置云储存，
包括软件基本设置、自定义套利组合、窗口布局等信息，
更换设备登录，账户信息不丢失。

注册登录无限易云可将账户配置云储存，
包括软件基本设置、自定义套利组合、窗口布局等信息，
更换设备登录，账户信息不丢失。

注册登录无限易云可将账户配置云储存，
包括软件基本设置、自定义套利组合、窗口布局等信息，
更换设备登录，账户信息不丢失。
如已有QuantFair 账号，需另外注册无限易云账号。
点击登录界面的           即可跳转注册界面。

如未有QuantFair账号，注册无限易云账号时，系统自动
为用户开通QuantFair账号。

无限易云

勾选“使用云配置”
下载先前保存的云储存配置，应用到本次登录

每次关闭无限易，选择是否将本地配置上传至云储存

未勾选“使用云配置”
不使用保存的云储备配置，使用设备的本地账户配置

用户隐私保护声明：客户配置信息需用户主动保存，无限易云不主动采集任何用户信息和交易数据

无限易云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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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出窗口

点击最上方菜单栏下的所有子菜单栏均可呼出对应窗口，
绝大部分窗口可无限量呼出/创建（例如下图：可开多个技术线图
窗口）  关闭窗口可点右上角“×”

点击最上方菜单栏下的所有子菜单栏均可呼出对应窗口，
绝大部分窗口可无限量呼出/创建（例如下图：可开多个行情窗口）
关闭窗口可点右上角“×”

点击最上方菜单栏下的所有子菜单栏均可呼出对应窗口，
绝大部分窗口可无限量呼出/创建（例如下图：可开多个技术线图
窗口）  关闭窗口可点右上角“×”

移动窗口
鼠标左键悬停窗口左上角名称处，长按并拖动，可分离窗口，窗口
大小可随意调节。

嵌入、合并窗口
如图，移动动作发生时，界面会出现嵌入组合图标。
拖动当前窗口到嵌入组合的上下左右，即可完成窗口嵌入；
拖动当前窗口到嵌入组合的中间，即可完成窗口合并。

 窗口嵌入组合

 嵌入最下

嵌入最左 嵌入最右

嵌入最上

嵌入位置

呼出/布局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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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窗口设置”内容请参考 22页 窗口布局



交易设置窗口

常规设置

快捷键

风控限制
点击菜单栏 系统--交易设置，呼出交易设置窗口。

常规设置可设置自己的操作偏好,修改系统默认的平仓规则、下
单方式等，修改更换系统默认提示音。

自定义快捷键。
“五档下单”、“无限下单”、“实时行情”面板可在激活“快捷键
下单”按钮的情况下使用快捷键进行下单。

显示设置
可隐藏不常用的按钮，搭配窗口嵌入功能，设置自己偏好的操
作界面。

可在下单前对委托价格、委托数量、默认下单数量进行格外限制。

以委托价格限制为例.
如下图的参数设置，则在委托所有中证500合约时，委托价都会
限制不可超过最新价3个Tick。

委托数量限制可以限制某类合约单次下单的数量（不限制总委托
手数）。
默认下单数量可以更改某类合约系统默认的下单数量（默认一般
为1）。

委托价格限制可以限制某类合约单笔的委托价格。

点击添加新的“委托价格限制”

删除本行

交易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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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线图窗口

技术线图上，滚动鼠标滑轮可放大缩小；长按左键可左右拖动。
鼠标右键可呼出设置菜单。

菜单栏点击 K线-技术线图，呼出技术线图窗口。

可开不同合约的技术线图，或同一合约不同分析周期的技术线
图，随心所欲组合，形成看盘组合。

右图中标出的“持仓线”,可直观显示持仓均价的所处位置，也可
右键呼出菜单，改为表示“开仓均价”或不显示。

合约代码

指标类型切换

分析周期选择

交易面板 

展开/收起交易面板

持仓线

技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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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资金

选定后保持高亮状态

可切换不同账或账号组
实时资金窗口

菜单栏点击 交易-实时资金，呼出“实时资金”窗口。

鼠标单击面板中的某一格数据，可以使选定的数据格高亮显示。

可切换不同账号或账号组       ，实时观察资金情况。

实时资金窗口可以直接观察到投资者的资金信息。

“账号组”相关内容请参考  13 页 账号、账号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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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持仓/实时回报/算法列表

实时持仓窗口

此窗口下双击可快速打开“无限下单”窗口。
止盈/止损触发价、触发手数双击可编辑，设置好止盈/止损价格及手数，对手价满足自动触发。

“实时持仓”窗口可以查看当前持仓情况，并进行管理，栏位显
示可通过右键菜单设置。

菜单栏点击 交易-实时持仓，呼出“实时持仓”窗口。 快捷操作

全部平仓
平仓选定合约

设置止盈止损价

实时回报窗口
菜单栏点击 交易-实时回报，呼出“实时回报”窗口。

“实时回报”窗口可查看当天全部的委托单（成交/未成交/错单）
的信息及状态，支持信息导出。栏位显示可通过右键菜单设置。

右键选择“储存为任务下单”，可将未成交报单信息储存为csv
文件，之后可通过“任务下单”功能继续完成之前未成交报单。
(“储存为任务下单”功能只会保存未成交报单信息)

快捷操作 信息提示

算法明细
点击算法列表窗口中的              图标，呼出“算法明细“窗口。
可查看算法单的实时回报、成交明细。

暂停/开始/终止/删除算法类型切换

点击图标
打开算法明细面板

算法列表窗口
菜单栏点击 交易-算法列表，呼出“算法列表”窗口。
算法列表展示算法单的运行情况，包含：
Smart Order、移仓护卫、套利猎人、PythonGo、Options。

“任务下单”相关内容请参考 34页 任务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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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账号组管理

菜单栏点击 系统-多账号设置，呼出“多账号设置”窗口。

无限易可同时登录21个账号。

菜单栏点击 系统-投资者备注，呼出“投资者备注”窗口。
账号备注昵称，方便管理

添加账号

账号备注

菜单栏点击 系统-多账号设置，呼出“多账号下单”窗口。

账号组委托类型有两种：

跟单：单账号报单的手数=委托量×其下单比例
分仓：单账号报单的手数=委托量× 其下单比例

组内账号下单比例之和

①创建分组             ②勾选想要分配至同一组的账号
③点击图标             ④设置每个账号的下单比例

设置账号组

账号状态正常
账号状态异常

勾选显示行情

新增账号

①

② ③ ④

13



实时行情

菜单栏点击 交易-实时行情，呼出“实时行情”窗口。

更改默认下单窗口的设置（系统-交易设置-常规设置-选择双击行情弹出的下单方式）

双击实时行情中的买价、卖价、买量、卖量 可快速开启对应下单
窗口，默认弹出无限下单窗口；
双击实时行情窗口中其余部分，可快速开启对应合约技术线图窗口。

实时行情窗口 合约类型切换 交易所

双击弹出技术线图窗口双击弹出
技术线图窗口

双击弹出
下单窗口

导出动态行情
实时行情窗口单击右键呼出菜单，选择“导出动态数据到Excel”，
即可复制当前列表的全部行情。
打开Excel  Ctrl+V黏贴数据，即可将动态行情成功导出（栏位同行
情设置的栏位一致），动态行情根据市场实时变化。
次日重启后，只需要重新点击“导出动态数据到Excel”，打开Excel
即可查看实时数据，无需Ctrl+V重复黏贴数据。
利用Excel函数等功能，可对净仓、盈亏等信息做出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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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栏点击 系统-自选行情，呼出“自选行情”窗口;
或在“实时行情”窗口中右键菜单中呼出。

可自定义5组自选行情,每组合约数不限。

自选行情窗口

自选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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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下单（上）

无限下单窗口
菜单栏点击 交易-无限下单，呼出“无限下单”窗口。

快捷键下单

定时撤平

行情明细

放大放大

左右折叠

最新价（黄色格中）

联动开关

下单设置

持仓情况

委托数量

算法策略

交易助理

持仓风控

价格居中

禁止点价

技术线图

缩小

上下折叠

新增下单面板

居中价格类型设置

未成交
显示区域

切换月份
切换种类

自定义委托数量

快速选择数量
每单击一次自定义委托数量
中的            减少/增加的手数撤全部买单/撤全部卖单

下单
操作区

未成交
显示区域
未成交
显示区域

行情
显示区域

:     设定价格或者盈亏，触发即自动平仓

:     开启/关闭“价格居中”设置
:     可设定时间，自动撤未成交报单、
      自动平仓

:     实时成交价格生成的行情明细记录

16000 L16000 L

买单手数

买单手数

卖单手数

卖单手数

手数
手数
手数
手数
手数

手数
手数
手数
手数
手数

最新价   l   手数
卖一价
卖二价
卖三价
卖四价
卖五价
最高价

买二价
买三价
买四价
买五价

今开盘

昨收盘

最低价

昨结算

涨跌总手数总手数买l卖总数

持仓盈亏（平仓盈亏）

买单数l卖单数 （持仓均价）如何下单
无限下单 点击即下单
如图，以委托手数为1手为例：
     单击红色区域                      即为 买入1手；
     单击绿色区域                      即为 卖出1手。
价格栏由上至下价格由高到低。

如何撤单
“可撤”一列 点击即撤单
可撤一列中为相应价格下的未成交手数，
红色             为买入一手委托；
绿色             为卖出一手委托，
单击数字即可撤单。
单击最上方                  可撤全部未成交单。

如何改单
“可撤”一列 拖动即改单
可撤一列中，拖动数字至上下任意格，即可
以对应价格改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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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下单(下)

价格居中功能 快捷呼出功能
无限下单面板可以从菜单栏呼出。
实时行情面板右键点击下拉菜单可呼出“无限下单”窗口。
实时行情面板双击合约买价卖价可快捷呼出“无限下单”窗口。

实时持仓面板双击合约任意位置可快捷呼出“无限下单”窗口。

无限下单窗口中，当行情变动剧烈、鼠标滚轮上下滚动可能会
导致价格移动至窗口最上方或者最下方，默认机制会在此时
让                        中的设定值居中一次。
如果激活价格居中按钮        ，将会保持                      中的设定值
居中锁定。
当鼠标悬停在“可撤、买入、卖出”三列时，鼠标悬停行对应的价
格不会随行情跳动而上下滚格不会随行情跳动而上下滚动，移开鼠标恢复默认机制。

此
区
域

此
区
域

此区域鼠标悬停于图中红色阴影位置时，
对应行的价格不会上下滚动，
鼠标移开则恢复默认机制。

价格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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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策略

参数介绍
多单参数：输入a，收到多单成交回报时，
                    以触发价+a个tick的价格、相同的手数卖出。
空单参数：输入b，收到空单成交回报时，
                    以触发价-b个tick的价格、相同的手数买入。
循环次数：网格策略的循环次数，默认不输入为连续循环，
                    （“一买一卖”或“一卖一买”为一次循环）。
触发基准：设置成交价或者委托价为触发网格策略的价格。

使用步骤
输入参数 → 勾选网格策略                          →下单

当网格策略开启时，只要收到成交回报，就会根据多空参数反向挂单。    
取消勾选                            即关闭网格策略。

开启网格策略时，窗口联动自动关闭            。
开启状态下参数不可修改。

适用范围
多单参数＞空单参数时，
适用于震荡向上的行情。

多单参数=空单参数时，
适用于震荡向上的行情。

多单参数＜空单参数时，
适用于震荡向上的行情。

例：委托手数为a手,多单参数为5，空单参数为2，
      触发基准设为成交价，连续循环。
       
       
       
若挂a手100价格的多单，
在100成交的同时，立即+5个tick，以105的价格挂空单。
在105的价格成交的同时，立即-2个tick，以107的价格挂多单。
                                                                                                                           ......连续循环
若挂a手100价格的空单，
在100成交的同时，立即-2个tick，以98的价格挂多单。
在98的价格成交的同时，立即+5个tick，以103的价格挂多单。
                                                                                                                           ......连续循环

18



使用步骤

短线精灵

动态止损，如精灵般灵活

开启短线精灵时，窗口联动自动关闭                ，开启状态下参数不可修改。

输入参数→打开短线精灵                            →下单

参数设置

根据成交后的持仓均价，相差a个tick绘制止损线，
对手价满足即成交。
根据持仓均价，每产生b个tick的亏损，加（减）c个
tick重新绘制止损线。

可只输入止损参数，移动参数、步长参数为空。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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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步骤

扫盘委托

输入参数→勾选扫盘委托                            →下单

开启状态下参数不可修改;  开启不影响窗口联动。

批量交易的扫盘式“金字塔”或“倒金字塔”委托。

参数设置

a
b
c

每笔委托之后跟随a笔委托
每笔委托价格相差b个tick，买入委托越买越低
卖出委托越卖越高
下一笔委托增加c手，输入-c，下一笔委托减少c手

20



锁仓：建立与现在仓位数量相同但方向相反的仓位。
反手：将现在的仓位平仓，并开一个数量相同，方向相反的仓位。
           【截图来自“实时持仓”】

平净仓：平净仓仓位，使多头持仓和空头持仓持平。
例：持有多单5手空单7手【        】，平净仓后持有5手多单5手空单【        】。

锁净仓：锁净仓仓位，使多头持仓和空头持仓持平。
例：持有多单5手空单7手【        】，平净仓后持有5手多单5手空单【        】。
       【截图来自“交易设置--快捷键”，需设置快捷键，并使用快捷键操作】

撤买：撤销未成交的买入委托。
撤卖：撤销未成交的卖出委托。
撤开：撤销未成交的开仓委托。
撤平：撤销未成交的平仓委托。

自动：系统默认优先平仓，无持仓则开仓。
优先平仓：开平原理和“自动”相同。【截图来自“自定义套利”】

*  交易上期所、能源中心合约时，“自动”规则为优先平今再平昨。

GFD: 当日有效报单，默认都是GFD,GFD撤单计入交易所撤单次数统计。
FAK: 部分成、部分撤。报单手数部分成交，未成交部分立即撤单，FAK撤单
           不计入交易所撤单次数统计。
FOK：全部成，全部撤。报单手数要么全部成交，不能全部成交时立即全部
           撤单，FOK撤单不计入交易所撤单次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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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设置
保存/加载布局
新增版面（多显示屏）
窗口联动
栏位设置



保存/加载布局

系统默认预设了多种布局组合可选。
菜单栏点击 版面布局，呼出版面布局的下拉菜单。

加载布局

自定义布局
菜单栏点击 版面布局-保存布局，呼出“保存布局”窗口，
即可保存自己喜好的自定义布局，可设置多个自定义布局.
菜单栏点击 版面布局-加载版面，呼出“加载版面”窗口，
即可加载自己喜好的自定义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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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版面（多显示屏）

硬件条件
将多显示器连接到电脑主机上，电脑主机具备VGA/DVI/HDMI任意两路
输出的独立显卡接口

新增版面
菜单栏点击 版面布局-新增版面，呼出“无限模拟环境-1”窗口，窗口为
灰色，此时调入出口拖入其中即可。

无限易多屏展示图

24



窗口联动

联动按钮
单击实时行情与实时持仓中的合约，可使“快捷下单”、“对价下单”、
“无限下单”、“五档下单”、“技术线图”联动显示当前合约数据。
（右图中鼠标点击合约IF2009）

单击“联动按钮”可打开或切断窗口之间的联动性。

“无限下单”、“五档下单”、“技术线图”三个窗口可选择关闭联动，
用户可以点击第一个合约--单击切断联动 固定第一个合约的面板--
打开新的窗口--点击第二个合约--单击切断联动 固定第二个合约
的面板......
多次操作下用户可同时打开不同合约的不同K线图、下单窗口，
如图所示。

联动状态

联动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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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位设置

无限易窗口界面可随用户喜好随意编制，窗口列表同样支持
自设定设置，用户可根据喜好自由增添/删除列表里的数据栏，
打造自己的专属界面。

在实时行情、实时回报、实时持仓窗口点击右键，下拉菜单中
选择“栏位设置”即可自由增添删除数据栏内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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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下单
快捷下单
五档下单
画线下单
对价下单
魔方下单
对冲下单
任务下单任务下单
文件下单



快捷下单

菜单栏点击 交易-快捷下单设置，呼出“快捷下单”窗口。
红色为买价，绿色为卖价，蓝色为最新价，单击价格快速生成委托价格。

交互功能： 点击实时行情中需要交易的合约，快捷下单面板会立刻替换
                     至该合约。

     投资者账号：可切换账号/账号组。
     投机套保：账户属性，默认都是投机。
     委托方式：默认对手价，下拉可切换指定价、最新价、排队价、对手价、
                         市价FAK、市价FOK、市价剩余转限价。
     限价形态：默认GFD，下拉可切换GFD、FAK、FOK。
     开平仓方式：默认自动（优先平仓后开仓），下拉可切换开仓、平仓、平今。

快捷下单窗口

投机套保投资者账号

合约代码

限价形态
委托方式 开平仓方式

指定价价格

委托手数

Smart Order

买一价 最新价 最新价

“Smart Order”相关内容请参考 43页 Smart Order
“GFD、FOK、FAK”相关内容请参考 21 页 交易术语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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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档下单

菜单栏点击 交易-五档下单，呼出“五档下单”窗口。

单击      即买;单击      即卖。

交互功能： 
    点击实时行情中需要交易的合约，快捷下单面板
    会立刻替换至该合约。
    支持实时联动，关闭联动则不会替换。

五档下单窗口

投资者账号

打开一个新的
五档下单窗口

实时联动
开启/关闭快捷键下单

切换月份
切换合约

手数

Smart Order

点击         以相应价格买入一手
点击         以相应价格卖出一手

收起

“Smart Order”相关内容请参考 43页 Smart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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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线下单

技术线图窗口右键下拉菜单中选择“画线下单”，呼出“画线下单”
窗口。

下单后可在 算法列表--SmartOrder   中查看报单信息。

画线下单窗口 如何下单

设置下单信息--点击              按钮。
拖动红色线至委托的价格，完成下单操作。
如需修改委托价格，单击拖动委托红线即可。
点击              按钮后如想取消，右键单击技术线图窗口任意
位置即可。
完成画线下单操作后，未成交前如想取消，在画线位置右键
删删除。

下单步骤：(以挂多单为例)

左键拖动修改价格
右键点击选择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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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价下单窗口

对价下单

菜单栏点击 交易-对价下单，呼出“对价下单”窗口。

点击Buy切换买委托模式；
点击Sell切换卖委托模式。
其他操作和快捷下单基本一致。

交互功能： 点击实时行情中需要交易的合约，对价下单面板
会立刻替换至该合约。

特有功能： 
点击实时行情中合约的“卖价、卖量”区域，对价下单面板中
会买入相应委托。

点击实时行情中合约的“买价、买量”区域，对价下单面板中
会卖出相应委托。

买/卖模式

委托方式

手数 指定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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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方下单窗口

魔方下单

菜单栏点击 交易-魔方下单，呼出“魔方下单”窗口。

魔方下单是多个合约的快捷下单面板。

输入超价n后，所有合约在委托买价的基础上加上n个tick
的价格。（n可为负数）
输入手数n后，所有合约在委托手数均变为n。

合约种类

交易所
合约切换类型

批量设置手数
批量设置超价

买一量/卖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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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冲下单窗口

对冲下单

菜单栏点击 交易-对冲下单，呼出“对冲下单”窗口。

A成交的同时会立刻以相应比例的手数、相反的交易方向对B
进行报单。

下单流程：
A栏B栏输入合约名称；设置A下单量；设置AB的下单量比例；
设置追单超价；开启对冲
修改委托内容需关闭“开启对冲”按钮

持仓均价 持仓盈亏（平仓盈亏）

开启/关闭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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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下单窗口

任务下单

菜单栏点击 交易-任务下单，呼出“任务下单”窗口。

在报单勾选      的状态下点击           即可完成下单；
在报单勾选      的状态下点击           即可删除报单；
未激活报单，双击右图中标注位置可直接修改报单内容。

任务下单可以做到报单批量激活、批量删除、批量修改。

任务下单支持时间预约。
选择预约时间下单，激活后，按照预约时间发送报单；
未选择预约时间则立即发送报单。
                                                     年/月/日               时：分：秒

支持导出和导入报单信息。（csv文件可用Excel查看）
点击        可导出当前页面下的所有的报单信息，以csv文件的
形式储存在电脑中，下次登录可点击       导入csv文件，继续进
行激活操作。
注意！通过       这种方式保存报单会保存当前页所有报单，如
想单独保存某一类型的报单（例 未激活的报单），请先进行筛
选                            ，选择“未激活”，然后点击导出按钮      。

在报单数量众多的情况下，可通过筛选条件                           筛选
不同状态以及不同下单账号下的报单。

支持条件筛选。

实时回报中的未成交委托，可右键“储存为任务下单”保存为
csv文件，下次登录时导入任务下单中激活。
请注意！ 右键菜单中的“信息导出”同样导出csv文件，但该文
件不支持在任务下单窗口激活。

实时回报窗口导出为任务下单
指定价
手数 买一价/买量/最新价/成交量/卖一价/卖量

预约下单

支持联动

筛选条件 提示

未激活报单的下单参数可双击相应列数据直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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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下单

文件下单步骤
方便演示，这里在桌面创建一个FileOrder文件夹(建议文件下单
的所有内容放在同一个文件夹内方便管理）

菜单栏点击策略--文件下单，呼出“文件下单”窗口，点击
分别选定输出文件的储存路径

第一次使用文件下单，可点击                  ，选择保存路径 (路径最
好不要出现中文路径)  ，则系统自动生成一个csv模板（.csv）文
件，命名Demo_yanshi_1。

Excel打开模板文件(.csv)，更改模板第二行中的下单数据
（第一行中数据请勿改动）

Ctrl+S保存csv文件，点击“是”。
叉掉Excel，点击“不保存”。

点击启动，完成下单。
如有错误，“异常日志”板块会提示异常原因，方便及时察觉修改。
异常提示种类可参考文件下单窗口  帮助  一栏

具体功能作用可参考“文件下单”窗口的“帮助”一栏

储存“委托回报”的TXT文件,文件命名为 Tradelnfo.txt

储存“成交回报”的TXT文件,文件命名为 Tradelnfo.txt

储存“持仓信息”的TXT文件,文件命名为 Positionlnfo.txt

储存“资金信息”的TXT文件,文件命名为 Accountlnfo.txt

下单文件的读取地址

显示错误的文件下单

表示完成文件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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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套利
自定义套利
套利猎人
无限下单（自定义）



自定义套利

自定义套利组合窗口
在“实时行情”窗口选择“自定义套利”。

同实时行情，可双击合约位置快速呼出无限下单和K线图；
鼠标右键菜单也可呼出无限下单和K线图窗口。
支持导出动态数据到Excel。

创建套利组合
点击       按钮创建新的套利组合。
输入合约AB、组合名称、公式、数量。

①

②

③

④

⑤

⑥拆单    勾选后，优先合约部分成交，即可执行非优先合约。

追单超价    每次追单，基于前一笔委托，超价多少个tick去追。 

价差小数位    指价格后面的小数位数，例组合最新价为
12.345，则价差小数为2时价格显示为12.34。

开平规则                 选择为自定义时，可自由修改单个合约的

开平规则；其他选项为所有合约开平方式相同。

公式    支持四则运算，且运算符不能省略，根据公式自动匹
配买卖方向（+ *为卖，- /为卖）。

支持最多六腿合约，点击        可添加合约，点击         可删除
合约。

执行顺序
执行顺序选择“全部同时”，触发行情
组合内合约同时报单。
执行顺序选择“某一合约优先”，条件
满足时优先委托优先合约，成交后再
委托非优先合约。

优先合约和非优先合约
在选择“某一合约优先”的情况下需搭配选择“优先合约委托
方式”和“非优先合约追单方式”。

优先合约委托方式

主动：主动指先挂单到市场等待成交。优先腿先以排队价委托
报单，等待成交。其中                    指以排队价超价一个tick进行
委托报单。
主动的方式可能会造成较多的撤单次数，但成交机率较高。
被动：被动指委托价达到市场价差时才会进行报单。被动模式
下使用的是FAK、FOK指令，产生的撤单次数不计入交易所统
计。但成交机率比“主动”低。

非优先合约委托方式

积极-立即追单   非优先腿以对手价报单未成交时，立即根据
之前的委托价格超价挂单，未成即撤反复超价挂单，直到成交
为止。

中性-伺机追单    非优先腿未成交时，报单保持不变，若对手盘
朝着不利的方向偏移a（价格偏移设定值）个tick，立即撤单，改
以“积极-立即追单”方式。

保守-从不追单保守-从不追单    非优先腿若未成交，则不予处理。

新增/修改/删除 套利组合

①

②
③⑤ ④

⑥

主动

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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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利猎人

套利猎人窗口
菜单栏点击策略-套利猎人，呼出套利猎人窗口。
或在实时行情--自定义套利面板点击                  ，呼出套利猎人
窗口；此窗口下右键选择“套利猎人”，同样可以。
套利组合合约修改需在自定义套利窗口编辑修改。
套利猎人是自定义套利的下单窗口。

①组合名称
点击合约名称可弹出下拉框切换已创建的自定义组合。
②份数/倍数
份数指自定义套利组合的数量；
倍数乘以组合内合约数量 等于组合内单个合约的报单数量。
例：组合内合约自定义数量为2、份数为5、倍数为3

下单情况为：买入A合约30手，卖出B合约30手。
③追单次数
设置追单的次数，防止成本超过预期。
④止盈/循环/止损
设置止盈止损值后可设置循环的次数,默认为1；
触发止盈后会再次以相同价差报单进入循环；
触发止损循环终止。

⑤开始时间/结束时间
设置算法执行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可不勾选）；
勾选开始时间可在指定的时间开始算法；
勾选结束时间可在指定的时间停止算法，
算法停止时未成交报单主动撤销。
⑥拆单
在执行顺序选定为单个合约优先时，可勾选拆单。

保存和加载算法
使用套利猎人下单后，可在 算法列表-套利猎人一栏中查看算法
明细。
在套利猎人运行过程中，如果遇到断电、关机等导致软件退出的
情况，算法会自动终止且下次打开时无记录。

在算法列表-套利猎人窗口中，点击       可导出算法信息为csv文
件，下次打开软件，点击      即可导入所有算法信息（包括已完成
的算法）。

点击勾选自动保存，也可以在下次打开时保存算法信息，但不保
存已完成的算法信息。

① ② ③
⑥
⑤

④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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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下单（自定义）

无限下单（自定义）窗口
菜单栏点击策略-无限下单（自定义），呼出窗口。

无限下单（自定义）窗口是自定义套利组合的下单窗口。

如何下单：
在自定义套利窗口中设置下单参数；
无限下单（自定义）窗口中切换 份数/倍数 模式                          ；
设置手数，点价下单。

下单请注意两种模式的区别：
(以下图参数为例)
份数模式下，下单为10份，每份中合约数量各为2手；
倍数模式下，下单为1份，每份中合约数量为20手（2手×10倍）。

算法信息可在 算法列表-套利猎人面板查看。

时间预约:  
设置开始时间：“时间预约”激活状态下挂的委托只会在到达
“开始时间”时生效。 
设置结束时间：“时间预约”激活状态下挂出的委托，如果在
“结束时间”之前仍未成交，则撤单，算法终止。

价差栏位： 
自定义该组合一个Tick的值。

价格触发： 
对手价达到指定价格触发报单。

组合中的合约数量 价格居中
时间预约
禁止点价

技术线图

放大/缩小

左右折叠
上下折叠

新建一个自定义套利窗口

价差栏位

价格触发

网格策略/
扫盘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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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移仓护卫



菜单栏点击 策略-移仓护卫，呼出“移仓护卫”窗口。
支持“直接对价移仓”或“指定基差移仓”，支持预约移仓、间隔
时间移仓。

下拉选择移仓合约，填写移仓数量,下拉选择新仓合约；
选择报单方式,填写报单参数，点击下单。

勾选                      ,时间触发，报单才会开始。

设置                   ，每隔设置的间隔秒数进行一次报单。

下单之后，依据设置的间隔和单笔上限，直接以对手价报单。
直接移仓

下单之后，在基差满足的时候，以对手价进行报单。
基差移仓

移仓护卫窗口

如何使用

移仓护卫

下拉选择
持仓的合约

下拉选择
报单方式

勾选后，时间触发报单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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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Order
Smart Order总览
价格触发
二择一
止盈止损
开盘抢单/时间预约
定时拆单
经典冰山经典冰山
随机冰山
高效冰山
幽灵
TWAP



Smart Order总览

Smart Order是一款高性能的智能交易策略执行助手，只需要
输入参数，Smart Order会自动化、快速化的进行交易执行，快
人一手，岂止于快。

如何使用
在下单窗口中可开启Smart Order。
单击 下拉按钮               
可选择算法。

开启后，可点击               更改算法的参数。

算法种类
价格预埋：
风险规避：
预约报单：
智能拆单：

价格触发、二择一
止盈止损
开盘抢单、时间预约
定时拆单、经典冰山、随机冰山、幽灵、TW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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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触发

价格触发

以买委托为例。（参数如上图设置）
    如果委托价格高于最新价，则报预埋单，
    待行情达到委托价时，立即以触发价为基础超价3个tick
    进行报单；
    如果委托价低于最新价，则立即以触发价为基础超价3
    个tick报普通委托。
卖委托同卖委托同理。

以买委托为例。（参数如上图设置）
    如果委托价格高于最新价，则报预埋单，
    待行情达到委托价时，立即以触发价为基础超价3个tick
    进行报单；
    如果委托价格低于最新价，同报预埋单，
    待行情达到委托价时，立即以触发价为基础超价3个tick
    进行报    进行报单。
卖委托同理。

单向触发：
高买低卖预埋报单，低买高卖立即报单。

高买低卖、低卖高卖皆报预埋单。

双向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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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择一

二择一
设置上限/下限价格，当行情触发到其中一方时，则在触发价的
基础上超价设定的tick进行报单。

下限价格

上限价格
待触发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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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盈止损

止盈止损
设置止盈止损值（tick），在委托成交后，跟进一笔止盈和止损。
任意一边成交，算法结束，另一边预埋单自动撤销。

以多单为例。在收到多单回报后，会立即在多单的持仓均价基础上，
加上设定的止盈值（tick）做止盈价；减去设定的止损值（tick）做止损
价。
在行情触发后，以触发价为基础，超价设定值个tick报空单。

止损价

止盈价

多单成交价

5个tick

5个t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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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盘抢单&时间预约

开盘抢单
开启后，在下一次进入连续交易时前发预埋报单，
连续交易开始时根据预埋的委托进行报单。

时间预约
开启选定预约时间，未到预约时间发预埋报单，
到达预约时间根据预埋的委托进行报单。

报单时间为24小时制，精确到秒。
上图表示   早上九点十分十一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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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拆单

定时拆单
将委托报单拆单成多笔,每笔以设定的数量报单，每笔报单间隔
为设置的时间间隔。

例：如图设置参数，若以任一价格委托20手多单。
则每隔5s以4手的数量报一笔委托，直到20手全部报出。

注释
与冰山系列不同，不管已发出的报单有没有成交，到达设定的
时间间隔下一笔报单依然会报出。

使用方法：
①    点击Smart Order，下拉框中选择定时拆单，填写参数，开始
        下单。
②    点击        修改参数。
③    算法列表中可查询报单情况。

5s后报第二笔报单，
显示为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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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冰山

经典冰山
将委托数量按设定的数量进行拆单，单笔成交进行下一笔。

使用方法：
①    点击Smart Order，下拉框中选择经典冰山，填写参数，开始
        下单。
②    点击        修改参数。
③    算法列表中可查询报单情况。

与定时拆单不同，经典冰山只有在成交后才会进行下一笔报单。
注释

例：如图设置参数，若以任一价格委托30手多单。
则每次报一笔3手的委托，单笔成交后进行下一笔报单。

第一笔3手的委托全部成交后
进行下一笔报单
显示为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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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冰山

随机冰山
将委托报单按设定数量范围内任一数量，分多笔进行拆单，
单笔成交进行下一单笔报单。

例：如图设置参数，若以任一价格委托20手多单。
则每笔以3~5之间任一数量进行报单，单笔成交进行下一笔报单。

使用方法：
①    点击Smart Order，下拉框中选择随机冰山，填写参数，开始
        下单。
②    点击        修改参数。
③    算法列表中可查询报单情况。

与经典冰山不同的地方在于随机冰山对每笔的数量设置了一
个范围。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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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冰山

高效冰山
对手价不满足委托价时,以单笔固定数量报单，单笔成交；
对手价满足委托价时，则按对手价的量，设定的比例进行报单。
同样是单笔成交进行下一笔报单。

使用方法：
①    点击Smart Order，下拉框中选择高效冰山，填写参数，开始
        下单。
②    点击        修改参数。
③    算法列表中可查询报单情况。

例：如图设置参数，若以任一价格委托20手多单。
若对手价不满足委托价，以一笔2手的数量报单。
若对手价满足委托价，以对手量×10%的数量进行报单，
单笔成交进入下一笔。

当对手价不满足委托时，高效冰山的拆单方式等同于经典冰山。

对手价满足委托价的情况 对手价不满足委托价的情况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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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灵

幽灵
对手价满足委托价，则以设定的单笔上限数量报单，单笔成交
后进行下一笔报单。

使用方法：
①    点击Smart Order，下拉框中选择幽灵，填写参数，开始下单。
②    点击        修改参数。
③    算法列表中可查询报单情况。

幽灵都是以FAK的指令委托报单。
注释

例：如图设置参数，若以任一价格委托30手多单。
当对手价满足委托价时，以每笔上限为5的数量、FAK指令委托
报单，单笔成交进入下一笔报单，实时回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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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AP

TWAP
例：如图设置参数，若以任一价格委托30手多单。
在100s内，以单笔3~7手，排队价报单， 5s后检查最新排队价，
若变动，则撤单重新发送，直到完成所有委托。

使用方法：
①    点击Smart Order，下拉框中选择 TWAP，填写参数，开始
        下单。
②    点击        修改参数。
③    算法列表中可查询报单情况。

注释
单笔上限和单笔下限可相同。
每笔委托初始会以排队价进行委托，若超过容忍时间未成交，
则立即改以最新的对手价重新报单。
如果时间参数与拆分数量无法适配，触发后，可能无法正常运行。

在设置的算法时长内，以多笔委托分散成交，完成指定的委托数量，
成交均价与该时间区段的成交均价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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