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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情系統 

1.1 系統 

1.1.1 行情系統登錄 

輸入使用者名、密碼後，系統會自動連接和選擇伺服器。 

程式會自動優選最佳網站，然後進行登錄。 

 

 

 

1.1.2 斷開伺服器 

斷開當前的伺服器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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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網路及帳戶資訊 

當前的伺服器行情伺服器和帳戶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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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自助升級 

系統自動檢測當前版本是否最新，當檢測試到不是最新版式本時，系統會自動下載升級。 

 

 

也可以在功能表列「系統」中選擇「自動升級」功能，若是軟體已經是最新版面，會有顯示的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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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數據下載 

凡進行條件選股等分析，都需先進行下載股票日線資料。 

 打開資料下載 

點擊「系統」下的 " 數據下載 " ，打開資料下載視窗，您可進行資料下載及維護。  

 數據下載對話窗 

下載日線資料：若下載所有股票日線資料就勾上 " 下載所有股票的資料 " ；若是下載某些股票

資料，就點 " 添加股票 " 在股票清單中添加想要下載之股票。 最後點"開始下載"便進行下載，

右邊是進度條，達 100%會提示下載完成， 下載所需時間視乎您的網速，在此建議電信使用者連

接電信伺服器，網通使用者連接網通伺服器，這樣資料下載速度較快。 

 

 

 盤後退出程式時（16:15），提示下載歷史資料，自動補齊本地的歷史資料。 （提示：第一

次下載歷史資料大概需要 25 分鐘） 

1.1.6 港交所休市日 

打開港交所網站休市日安排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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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免責條款 

 

1.1.8 退出 

在「系統」功能表下退出宣告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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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始終顯示工具列 

 

 

1.2 功能 

1.2.1 捷利視野 

一眼縱觀全球市況，隔夜外盤、 ADR 報價、當日除權資訊、當日派息等。  

登陸系統後，選擇「功能」—捷利視野，進入「環球視野」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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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行情表 

1.2.2.1 行情表簡介 

顯示當前股票行情：代碼、名稱、現價、漲幅、漲跌、量比、昨收、今開、最高、總額、最低、

總量、筆數、均價、震幅 % 、委差、委比 % 、買量、賣量、買價、賣價、內盤、外盤、漲速 % 、

換手 % 、市值、每股淨資、市盈（動）、股息、周息率。  

視窗底部狀態列依次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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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欄 

 自選股資訊 

 恒生指數、恒生連續、紅籌、國企 

 上證、深證、道鐘斯指數、納斯達克、標普 500 

 

1.2.2.2 行情表操作 

 系統會自動儲存您的行情表所有設置 

 改變欄目的寬度 

隨意左右拖動各欄間的分隔線即可改變欄寬。  

 欄目位置調整 

可拖動某一欄目名稱至另一欄目位置，被拖動欄目將插入到該欄目。 

 排序 

以任一欄目的資料值排序。 例：點擊"漲幅"欄目名，該欄目名旁會出現"↑" ，所有股票按 " 

漲幅 " 從低到高排列；再點一次，則 " 漲幅 " 欄目名旁會出現 " ↓ " ，表內所有股票按



捷利港信軟件（深圳）有限公司                                   【Window 行情用户操作手冊】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漲幅從高到低排列。 

 

 

 按不同板塊查看（快捷鍵： F6 ） 

在行情表底部有 "主機板"、"創業板"、"期貨"、"指數"、"A 股"、"美股" 等按鈕，可以切換

看各類行情。 並可自訂板塊，將您關注的幾檔股票做為一個新板塊「自選股」，利於查看。 

 

 

 查看個股圖形 

于行情表內按兩下某個股，即轉到該股的圖表。 

 轉到其它欄目 

選中行情表中某個股，點滑鼠右鍵，即出現對話窗，可選擇 "明細表" 、"分價表" 、"個股資

料" 、"多股同列" 、"選擇股票分組" 、"同步股票分組" 、"加入到板塊" 、"加入到自選股" 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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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分時圖 

打開分時走勢圖。 

選擇「功能」功能表下的「分時圖」選項，打開個股份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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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日線圖 

1.2.4.1 圖表簡介 

可查看個股走勢圖及買賣資訊。 

主要畫面分為兩部分，左邊是走勢圖，右邊是資訊板。 

走勢圖視窗可選擇察看：即時分析圖，美國線 (bar 線) 圖、蠟燭圖、收盤線、點數圖、量價圖、

籌碼分布圖、量燭圖等。 提供多項技術分析指標；可將多隻股票圖疊加比較；可查看多天圖。 

1.2.4.2 資訊板 

點擊 "分析" 功能表 > "顯示行情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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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 / 關閉資訊板：可直接點擊資訊板左上角  圖示 

資訊板底部有七個按鈕：筆 (該股每筆成交明細) 、勢 (該股即時走勢) 、指 (指數即時走勢) 、

財 (財務資料) 、聯 (該股關聯商品) 、大 (市場成交大單) 、籌 (移動成本) ，點擊它，即轉到相

應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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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3 經紀牌顯示 

圖表中底層顯示即市買賣委託掛單之經紀牌，在灰色字體「買入」或「賣出」標題處按一下，可

切換顯示經紀名稱或經紀號碼。 

 切換經紀牌顯示 / 隱藏快速鍵： Tab   

 

 

 設置經紀牌顯示內容 

在黃色字體「買入」或「賣出」標題處點右鍵，彈出經紀牌顯示內容表單；在左邊經紀牌清單，

按一下標題「簡稱」、「全稱」可進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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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項」選擇「全部」：全部經紀牌都以白字顯示。 

 「選項」選擇「過濾」：可在左邊的經紀牌清單中勾選單個或多個經紀，也可點擊「全選」

選擇全部經紀，然後在「選項」選擇「過濾」，所選的經紀將會進行過濾顯示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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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項」選擇「突顯」：可在左邊的經紀牌清單中勾選單個或多個經紀，也可點擊「全選」

選擇全部經紀，然後在「選項」選擇「高亮」，所選的經紀將會進行突顯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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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4 選擇走勢圖週期 

如何看不同週期的圖？ 



捷利港信軟件（深圳）有限公司                                   【Window 行情用户操作手冊】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选择周期 

鼠标右鍵点击窗口右下角白色小字"分时"，从弹出菜单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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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週期 

你也可以自行設定顯示任意週期的圖：按 F2 彈出「編輯主要股票物件」屬性的視窗。 于"週期"

中可選擇任意分鐘、日、月、年的走勢線。 

 

 

 

1.2.4.5 比較兩只個股走勢 

如何將兩檔股票的走勢線作比較 

 添加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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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要將 00001 長江實業與 HSI 恒生指數的走勢比較。  

輸入「0001 ＋ ENTER 鍵」，此時圖表分析視窗會顯示 0001 的走勢及行情資訊板。  

在視窗內點擊滑鼠右鍵，從彈出功能表中選擇 "多股比較" ，于對話窗內 "組別" 選擇 "港股" ， 

"代碼" 中填入 "HSI" ，設置走勢圖的相應參數，然後按 "確定" 。 這時新加入的個股圖形會顯

示在視窗的最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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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動曲線 

可以拖動這條新的曲線到視窗最上 000002 的圖中，這樣，兩條曲線就可以方便地進行比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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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改為顯示收盤線 

然後，將走勢圖顯示樣式改為顯示收盤線，方便觀察比較。 

 

 

1.2.4.6 改變 Y 軸刻度 

當同一圖內有一隻以上的個股時，圖表的刻度只顯示某一隻股票的資料，如果要將刻度改為圖內

其它股票的資料，只要在刻度線上點右鍵，在彈出的功能表中選擇要顯示的股票代碼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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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7 表單內容 

調出屬性視窗 

 

a. 按兩下圖中背景處 

b. 點擊右鍵，從功能表中選擇「編輯視窗屬性」 

你可以選擇預定義的四種不同的顏色模式，也可以自行調配顏色。 字體、座標線、走勢線、查價

線的顏色、線條粗細也可在此窗內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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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8 走勢圖屬性 

按兩下圖中走勢圖曲線，即彈出對話窗。可于視窗設置指標參數，改變曲線粗線、顏色或背景顏

色。 

快速鍵： F2 

a. 資料： 

輸入代碼改變當前股票物件 

設置圖表週期 

選擇是否除權 

 

b. 類型： 

選擇價格類型，可直接預覽效果。 

設置顏色及線型 

 

c. 比例 

設置 Y 軸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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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選擇專家 

即選擇不同的股票交易系統，提示買入賣出點 

1.2.4.9 查價線 

使用者可以查詢走勢圖某一點的成交時間、成交價或圖中分析工具之數值。 

 調用方法 

快速鍵： Shift + Esc, 按一次調出查價十字線，再按一次即為取消查價線。  

如欲取消 " 查價十字線 " 可移動滑鼠按一下  "  取消鍵  "  或于圖中按滑鼠右鍵亦可。 

 

 

 屬性： 



捷利港信軟件（深圳）有限公司                                   【Window 行情用户操作手冊】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1.2.4.10 趨勢線 

 添加趨勢線 

點擊  "  趨勢線  "  快速功能鍵，將出現十字星，在決定第一點位置後緊按左鍵後拖拉到第二

點放手，即可繪劃出您需要的趨勢線。 用此法，您可以更加詳盡地分析趨勢的變化。 

 編輯趨勢線 

趨勢線的起點、末點、位置可以改變。 選擇工具列中 ，點擊已畫好的趨勢線，就可以移動它的

位置及起點末點。 

按 Delete 鍵，可將其刪除。 

 趨勢線屬性 

按兩下趨勢線，即彈出屬性編輯對話窗。 

可改變其線型、粗細、顏色。 

1.2.4.11 技術分析指標 

 添加分析指標 

于視窗內點擊右鍵，在彈出的功能表中選擇 "添加分析指標" ，在對話窗選擇要添加的指標，設

置相應參數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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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動指標線 

指標線可任意拖動，拖動一條指標線到目標視窗再鬆開滑鼠左鍵，此時該指標線被移動到目標視

窗，與窗內其它曲線並存。 

如果一個視窗內有幾種指標線，當拖動其中一種到該視窗的底部邊緣時，游標由 變成 ，

此時鬆開滑鼠左鍵，即打開了一個新的視窗，窗內只有剛才拖動的那條指標線 

 屬性 

指標線的參數、顏色及粗細都可調，只要按兩下該線，在彈出的對話窗中作修改即可。 

1.2.5 多股同列 

點擊功能表列中的「分析」下的「多股同列」；或者點擊工具列中的 "多圖" 按鈕可同時查看最

多 9 檔股票的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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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視窗個數 

在 " 視窗 " 功能表中選擇 " 視窗個數 " ，然後再選擇你希望顯示的視窗數目即可。 

 顯示個股圖形 

在某一小視窗內點擊一下，啟動該視窗，直接輸入要查看的個股代碼，即會顯示相應圖形。 

 轉到個股的圖表 

按兩下多圖中某股的小圖，即打開該股的 " 圖表 " 視窗。 

 多種同期圖 

快速鍵 F5 ：切換分時圖和日線圖 

快捷鍵 F8 ：依次切換 5 分鐘、 15 分鐘、 30 分鐘、 60 分鐘、日線、周線、月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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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窩輪指南 

1.2.6.1 窩輪指南 

點擊功能表列的 "功能" 功能表下的 "窩輪指南"。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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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點擊工具條的「窩輪」指南圖示，打開窩輪指南，如下圖。 

 

 

1.2.6.2 認證股搜尋 

點擊左邊的「認股證搜尋」，彈出設定搜尋條件表單，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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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條件 

 

 

條件設定完後，點擊確定，搜出您要查看的正股相關認股證，滿足條件的所有認股證以陣列圖方

式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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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換星空圖 

點擊右上角的「星空圖」，切換成星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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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3 認證股份析 

包括條款及資料、圖表、市場持貨、引伸波幅、股證比較及莊家買 / 沽平均價表等，如下圖。 

 條款及資料 

 

 

 圖表 

圖表中，紅色線是認股證走勢，白色線是正股走勢，下面分別顯示認股證成交量及正股成交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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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持貨 

圖表中，黃色線是認股證走勢，白色線是正股走勢，下面分別顯示認股證成交量及正股成交量： 

 

 

 引伸波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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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伸波幅圖表中，黃色線是認股證走勢，白色線是引伸波幅走勢： 

 

 

 股證比較 

可對同一個正股的兩個相關認股證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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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家買 / 沽平均價表 

莊家買 / 沽平均價表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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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牛熊證指南 

1.2.7.1 調出牛熊證指南 

點擊功能表列的 "功能" 功能表下的 "牛熊證指南" 。 如下圖。 

 

 

或者點擊工具條的「牛熊」指南圖示，打開窩輪指南，如下圖。 

 

 

1.2.7.2 牛熊證搜尋 

點擊左邊的「認股證搜尋」，彈出設定搜尋條件表單，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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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條件 

 

 

條件設定完後，點擊確定，搜出您要查看的正股相關牛熊證，滿足條件的所有牛熊證以陣列圖方

式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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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換星空圖 

點擊右上角的「星空圖」，切換成星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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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3 牛熊證分析 

包括條款及資料、圖表、市場持貨、股證比較及莊家買 / 沽平均價表等，如下圖： 

 條款及資料 

 

 

 圖表 

圖表中，白色線是牛熊證走勢，黃色線是正股走勢，下面分別顯示牛熊證成交量及正股成交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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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持貨 

圖表中，紅色線是牛熊證走勢，白色線是正股走勢，下面分別顯示牛熊證成交量及正股成交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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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熊證比較 

可對同一個正股的兩個相關牛熊證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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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家買 / 沽平均價表 

莊家買 / 沽平均價表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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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A+H 指南 

點擊工具列「 A+H 指南針」圖示，調出 A+H 指南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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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大利市 

點擊工具列「大利市報價」圖示，調出大利市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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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經紀搜索 

點擊工具列「經紀排位監察」圖示，調出經紀排位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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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 综合排名 

今日股票綜合排名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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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 " 報價 " 功能表 >" 香港綜合排名 " 中選擇切換股票、權證或牛熊證。 

 

 

按兩下股票名稱即轉到該股的圖表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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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期指 

打開 " 功能 " 功能表下的「期指」。 或者打開功能功能表下的「期指」按鈕。 

 

 

點擊「查看」功能表下的「系統設置」，可更換背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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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期權 

打開 " 功能 " 功能表下的「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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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4 資金流向 

1. 選擇左側功能表中的「資金」。 

 

 

進入「資金流向」頁面。 



捷利港信軟件（深圳）有限公司                                   【Window 行情用户操作手冊】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1.2.15 券商追蹤 

1. 點擊功能表列上的「龍虎榜」按鈕，選擇二級功能表中的「券商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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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券商追蹤頁面 , 可以在券商追蹤頁面頂端輸入需要搜索的券商進行查詢。 

 

 

點擊標籤「券商持股異動」查看券商持股異動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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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標籤「券商成交排名」查看券商成交排名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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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6 股份解碼 

1.    點擊工具功能表列上的「解碼」按鈕，進入股份解碼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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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報價 

1.3.1 香港分類報價 

行情表報價可從香港分類中進行選擇顯示報價，分為：香港主機板、香港創業板、香港期貨、香

港指數、香港認購證、香港認沽證、香港牛證、香港熊證、恒生指數成分股、紅籌指數成分股、

國企指數成分股和自選股等。 

點擊「報價」功能表 > 「香港分類報價」進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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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滬深分類報價 

行情表報價可從滬深分類中進行選擇顯示報價，分為：滬深 A 股、滬深 B 股、滬深指數、滬深

基金、香港認購證、香港認沽證、香港牛證、香港熊證、藍籌股、紅籌股、國企股和自選股等。  

點擊「報價」功能表 > 「香港分類報價」進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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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香港綜合排名 

可在 "報價" 功能表 > "香港綜合排名" 中選擇切換股票、權證或牛熊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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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滬深綜合報價 

行情表報價可從香港分類中進行選擇顯示報價，分為：上證 A 股、上證 B 股、上證債券、深圳 

A 股、深圳 B 股、創業板等。  

點擊「報價」功能表 > 「滬深綜合報價」進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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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大字報價 

點擊 "報價" 功能表 > "大字報價" ，行情表將以大字體顯示模式，再次點擊即還原正常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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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分析 

1.4.1 大盤 

點擊 "分析" 功能表 > "大盤" ，可調出大盤指數走勢圖，可選恒生指數、恒指期貨現月連續、恒

生中國企業 (國企) 和恒生香港中資 (紅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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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成交明細 

顯示每筆成交的時間、成交價、現手、成交額。 可按任一欄目升、降排序。 

快速鍵：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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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分價表 

顯示價格和成交量分佈狀況 ; 可按任一欄目升、降排序。 

快速鍵：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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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選擇版塊 

打開「分析」功能表下的「選擇版塊」功能。 

快速鍵： Ctr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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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分時圖 

打開分時走勢圖。 

選擇「功能」功能表下的「分時圖」選項，打開個股份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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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K 線圖 

點擊 "分析" 功能表 > "K 線圖" ，即是可調出日線 K 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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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K 線週期 

點擊 "分析" 功能表 > "K 線週期" ，即是可調出日線 K 線圖。K 線週期分為：日線，周線，月

線，1 分鐘，5 分鐘，15 分鐘，30 分鐘, 60 分鐘選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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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多股同列 

點擊 "分析" 功能表 > "多股同列" ，調出多圖，可選擇多股同列內容：選擇板塊、四股同列、九

股同列及圖表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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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畫線工具 

1.4.9.1 畫線工具 

在股票走勢圖的右上角有一組工具按鈕，點擊第一個按鈕"劃線工具" > "畫圖工具" 功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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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2 取消畫圖 

點擊 "分析" 功能表 > "畫線工具" > "取消畫圖" 或點擊劃線工具右上角 "X" 按鈕，讓滑鼠指箭恢

復無畫圖工具初始狀。 

 

 

1.4.9.3 趨勢線 

 趨勢線繪畫 

點擊 "  " 快速功能鍵，將出現十字星，在決定第一點位置後緊按左鍵後拖拉到第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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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手，即可繪劃出您需要的趨勢線。 用此法，您可以更加詳盡地分析趨勢的變化。 

 

 

 趨勢線屬性 

按兩下趨勢線調出屬性視窗。 

可設置趨勢線的線條類型、寬度和顏色，還可為設線條向左或向右無限延； 

使用系統的缺省值 

保存為系統的缺省值 

 

 

 

設置趨勢線繪劃方法：任意、垂直線和水平線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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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4 文字標注 

點擊 "分析" 功能表 > "畫線工具" > "文字標注" ，在圖表中標注文字內容。 

 

 

按兩下 "文字標注" 框，彈出設置視窗。 進行內容、背景、文字及邊框等屬性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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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後， "文字標注" 已顯示圖表中，標注可在圖表中滑鼠直接進行大小及位置修改。 

1.4.9.5 圖示標注 

點擊 "分析" 功能表 > "畫線工具" > "圖示標注" ，在圖表中標注圖示標注。  

按兩下圖表中 "標注圖示" ，彈出設置視窗，可編輯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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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6 獲利回吐 

點擊 "分析" 功能表 > "畫線工具" > "獲利回吐" ，對走勢圖進行獲利回吐技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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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兩下彈出設置視窗。 

 

 

1.4.9.7 江恩角度 

點擊 "分析" 功能表> "畫線工具" > "江恩角度" ，對走勢圖進行江恩角度技術分析。 

 

 

按兩下彈出設置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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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8 江恩矩陣 

點擊 "分析" 功能表 > "畫線工具" > "江恩矩陣" ，對走勢圖進行江恩矩陣技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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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9 回歸通道 

點擊 "分析" 功能表 > "畫線工具"> "回歸通道" ，對走勢圖進行回歸通道技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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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兩下彈出設置視窗。 

 

 

1.4.10 查價 

查價功能：使用者可以查詢走勢圖內任何一日之成交時間（或每筆成交價）價格之開高低收、成

交量或任何圖中分析工具之數值。 

操作： 

方法一：按鍵： Shift+ESC 調出十字，查看價位，再按一次： Shift+ESC 取消。 

方法二：按一下圖中 "  "，後移動 "  " 至圖中任何位置即可在該圖之左上角開始顯示當

時之時間價格及分析工具之數值。 

如欲取消查價  "  十字星  "  可移動滑鼠按一下"  "  或按右鍵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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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 階段分析 

1、定義：階段分析是一種統計工具，用來統計分析股價某一階段的漲幅、振幅等狀態。 

2、使用：點擊階段分析圖示，確定起算點，沿著起算點拉動到要統計的區域終止點即可出現統

計結果，要改變統計日期時，調整統計結果框中的日期即可。 

3、統計結果分析：單元個數 : 指統計週期數 

漲幅 : 統計區間的總漲幅。  

震幅 : 統計區間的總震幅。  

開始 : 起算點的價位或點數。  

最高 : 統計區間內的最高點。  

最低 : 統計區間內的最低點。  

最新 : 統計區間內的最新價。  

平均 : 統計區間內的平均價。  

最大金額 : 統計區間內的最大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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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金額 :  統計區間內的平均金額。  

單元最大升跌幅 :  統計區間內某一週期的最大升跌幅。  

單元最小升跌幅 :  統計區間內某一週期的最小升跌幅。  

具體操作： 

1. 在工具列中，點擊“ ” 後，即可調出「階段分析」。 

2. 在日 K 線圖表中選取所要分析的階段範圍，確定起算點，沿著起算點拉動到要統計的區域終止

點即可出現統計結果，彈出階段分析視窗。 要改變統計日期時，調整統計結果框中的日期即可。 

--- 

 

1.4.12 價格複權 

按價格複權快速鍵 F9 ，使用 / 取消價格複權。 效果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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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3 顯示行情資訊 

點擊 "分析" 功能表 > 顯示"行情資訊"： 

顯示 / 關閉行情資訊：可直接點擊資訊板左上角 圖示。 

 

 

「行情資訊」版塊的底部叫「資訊板塊」有七個按鈕：筆 (顯示最近的成交明細) 、細 (個股的財

務資料) 、勢 (個股的即時分時圖) 、指 (大盤指數的即時分時圖) 、輪 (該股關聯商品) 、文 (交

易明細中成交類型說明) 、籌 (移動成本) ，點擊它，即轉到相應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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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4 顯示經紀佇列 

圖表中底層顯示即市買賣委託掛單之經紀牌，在黃色字體「買入」或「賣出」標題處按一下，可

切換顯示經紀名稱或經紀號碼。 

切換經紀牌顯示 / 隱藏快速鍵： Tab 

 

1.4.15 設置經紀佇列 

 設置經紀牌顯示內容 

在黃色字體「買入」或「賣出」標題處點右鍵，彈出經紀牌顯示內容表單；在左邊經紀牌清

單，按一下標題「簡稱」、「全稱」可進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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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項」選擇「全部」：全部經紀牌都以白字顯示。 

 「選項」選擇「過濾」：可在左邊的經紀牌清單中勾選單個或多個經紀，也可點擊「全選」

選擇全部經紀，然後在「選項」選擇「過濾」，所選的經紀將會進行過濾顯示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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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項」選擇「突顯」：可在左邊的經紀牌清單中勾選單個或多個經紀，也可點擊「全選」

選擇全部經紀，然後在「選項」選擇「高亮」，所選的經紀將會進行突顯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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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資訊 

1.5.1 個股資料 

打開軟體後，選擇個股後，按 "F10" 鍵，調出該個股 F10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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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資訊欄 

介面底部打開資訊欄，內容包括：港股新聞、美股新聞、資訊地雷、行業、阿裡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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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資訊欄：點擊左邊「關閉」按鈕即可。 

 

1.5.3 新聞公告 

點擊工具列「新聞」圖示，打開最新新聞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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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財經視頻 

點擊工具列「特色」功能表，在彈出的二級功能表中選擇「財經視頻」 

彈出打開視頻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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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伺服器通告 

點擊 "資訊" 功能表 >  "伺服器通告" ，打開伺服器通告，查看系統提示的最新通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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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查看 

1.6.1 顯示工具列 

點擊 "查看" 功能表 >"顯示工具列 " ，顯示 / 關閉工具列。 

 

1.6.2 顯示指數欄 

點擊 "查看" 功能表 > "顯示指數欄" ，顯示 / 關閉狀態列。 

 

1.6.3 全屏顯示 

軟體全屏顯示 / 取消。 快速鍵：Ｆ１１ 

1.6.4 板塊管理 

所有股票分為幾個缺省的板塊，如：全部商品、股票、期貨、指數、認股證、行業等。 在行情表、

圖表、多圖等欄目中，可以使用 PageUP（上一隻）、PageDown（下一隻）來翻動行情或圖表，這時， 

是按照板塊內的代碼順序翻動的。  

你也可以自訂板塊，把自己比較關注的股票建為一個或幾個板塊。 

板塊管理 

a. 調用方法：工具功能表中選擇"查看"－＞ "板塊管理" 

b. 可以在板塊管理視窗增加或刪除板塊，或向某一板塊中增加或刪除股票。 

 創建新板塊 

在下面對話窗，可任意創建新板塊，及向板塊內添加或刪除股票 



捷利港信軟件（深圳）有限公司                                   【Window 行情用户操作手冊】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添加成功後，行情表內會出現新建的板塊 

 

 

c.快速加入板塊 

 快捷加入板塊 

在行情表中選中一隻股票，點右鍵，在彈出功能表中選擇 "加入板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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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一個 "鋼鐵" 板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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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中要添加該股票的板塊，再按添加保存，這樣就成功將股票加入板塊。 

 

 

d. 選擇分組 

快捷方式： Ctrl+G (同步選取) ，選擇一個板塊，當使用 PageUP（上一隻）、 PageDown（下一

隻）來翻動行情或圖表時，是按照選擇的板塊內代碼順序翻動的。。 

1.6.5 系統設置 

點 "查看" 功能表 > "系統設置" ，打開系統設置表單。 

 顏色設置：選擇不同的色彩配置修改頁面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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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項設置：自動啟動預警和設置大單金額下限。 當勾上「自動啟動預警」，啟動軟體時系統

會自動啟動您設好的報價預警提示。 

 

 

 指標設置：勾選設置指標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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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關閉所有視窗 

點 "查看" 功能表 > "關閉所有視窗" ，關閉所有視窗。 

1.6.7 關閉當前視窗 

點 "查看" 功能表 > "關閉當前視窗" ，關閉當前視窗。 

1.7 特色 

1.7.1 選擇專家系統 

在圖表欄目中軟體預設多種股票交易系統，提示買賣信號。 

 選擇專家系統： 

1. 點擊"分析"功能表>"選擇專家系統 "； 

2. 或在工具條點選擇買賣圖示直接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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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在圖表視窗按兩下走勢線編輯主要股票物件，在彈出的屬性視窗中選擇 "專家"： 

 

 

 選擇專家系統 

多種分析模式供選擇： EPHL, SAR, SARv, jSARv, EMAs, jSAR, SMAs , 從中選擇一種專家類型，設定參

數，並可選擇顯示的背景及文字顏色，然後按 "確定" 。  

圖中即可看到（紅色的） "買" （綠色的） "賣" 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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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賣訊號使用法則 

 買賣訊號是建基於: 

1．多種技術分析工具 

2. 統計分析與推論 

3. 時間數列分析 

4. 揉合上述分析方法加人工智慧分析 

 買賣訊號之特性 : 

基礎因素全不考慮 

整體經濟、行業景氣、政府政策、消息有無全不考慮。 

技術工具基本上是採用隨勢分析系統 Trend following system 原則。  

 買賣訊號之限制 

 優點: 

在趨勢市道下利潤是不可估量的。 

在任何逆勢環境下（做錯方向）虧損是有限且可以控制的。 

 缺點: 

當市場出現不尋常之停市；或買入該股後遇上停牌；或該股屬於成交稀疏冷門股；或單

天大幅急挫者，虧損是無法控制及無從估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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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條件 / 腳本選股 

1.7.2.1 條件選股 

本軟體備有四種選股方式：原子條件選股、組合條件選股、腳本條件選股、系統選股。 

（注：條件選股需先下載股票日線資料） 

打開條件選股 

a. 從"工具"功能表中選擇"條件選股" 

b. 快速鍵為：F7 

1.7.2.2 原子條件選股 

在如下視窗中你可選擇多個指標、設定參數，以便選出合乎條件的股票。 

"原子條件選股" 包括 "強弱指標選股" 、"成交量指標選股" 、"交易系統選股" 、"基本面選股" 、 

"其它指標選股" 等類別。  

 可指定多個選股條件，設定選股條件的運算公式（ "與"  \ "或" ） 

 可設定參數 

 設定選股範圍，選股範圍包括香港市場及滬深兩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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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出來的股票會自動成為一個板塊，便於調用 

以上圖為例： 

1 ． 指定條件選股。  

我們先選定 "強弱指標選股" 下的 "漲跌幅指標選股" 並按兩下，"漲跌幅指標選股" 即刻添到 "

選入條件" 視窗，再選定 "成交量指標選股" 下的 "量比選股" 並按兩下， "量比選股" 也添到 "

選入條件" 視窗，此時選入條件共有兩個條件。  

2 ． 設定條件參數。  

在 "選入條件" 視窗按兩下剛才加入的條件，隨即自動出現屬性內容，屬性條件可自由設定參數。 

先設定 "漲跌幅指標選股" 屬性，將 "分析週期" 設為 1 日即當日，漲跌幅設為大於 3% 即漲幅

大於 3% 。 再設定 "量比選股" 屬性，量比設為大於 5%。 假如要刪掉 "選入條件" 中的條件，

只要選定欲刪除的條件，按下"移除"按鈕，即可刪除。 若要保存 "選入條件"，只要按下"保存"

按鈕即可。  

3. 加入運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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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表示同時滿足兩個條件 ; "或" 表示滿足其中一項條件即可 ; 假設在此選擇 "與" ，表示要

選出 "當天漲幅大於 3% " 且 "量比大於 5%" 的股票。  

4. 設定選股範圍。  

此處系統預設為 "香港全部" ，若要更換選股範圍，按 "更改" 按鈕，從中選擇板塊，按確定。  

5. 執行選股。  

按下 "執行選股" 按鈕即開始進行篩選，如圖選出了股票，這些股票就是 "當天漲幅大於 3% 

並且量比大於 3%" 的股票。 用這個 "漲幅指標"及 "量比指標" 來對當日行情進行選股，選股的

結果從中也反映了當日股市市況，條件選股的作用顯得極具意義。 若要保存選股結果，按 "保存

至板塊" 按鈕就可。 將它們保存到一個板塊中，便於調用 

 

1.7.2.3 組合條件選股 

可將之前在 "原子條件" 保存的多個條件，在此處進行組合選股，對 "原子條件" 選出的股

票進行進一步的篩選，精確選股結果，提高選股品質。 在此還方便您整理自已創建的所有 "原子

條件" 選股檔。  

在「組合條件」選股中，條件的參數是不可改的。 若要修改，可轉到「原子條件」進行修改。 

1. "原子條件"中所創建的條件檔會顯示在「組合條件」視窗中。  

2. 設定選股範圍，按「執行選股」。  

3. 選出的股票會自動成為一個板塊，便於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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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4 腳本選股 

腳本編輯視窗 

使用： 

A． 系統保留字會自動顯示成藍色 

B． 自動提示你所寫的物件屬性，可以用↑ ↓ 移動游標至要加入的"方法"，再按 Enter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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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法規則： 

A. 區分大小寫，即：A 與 a 是不同。  

B ． 每句結束都要加"; " （分號），但是 if, else 的語句除外。  

注釋語句： 

// 注釋當前行， "//" 後的語句為注釋而非腳本語句 

/* */注釋多行， "/* */" 中間的語句為注釋而非腳本語句 

流程式控制制語句 

if 語句 

――如果滿足「條件一」，則執行語句一 

if (條件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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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語句一;  

} 

  

if , else 條件判斷語句 

――如果滿足 " 條件一 " ，則執行語句一，否則執行語句二 

例： 

if (條件一 ) 

{ 

執行語句一; 

} 

else 

{ 

執行語句二; 

} 

  

return  

語法： return 傳回值 

說明：指定函數的傳回值。 

return 1 為將符合條件的股票選出來， return 0 為將符合條件的股票排除； 

在指標排序語句中， return 表示用返回的值來排序。  

例： return. RSI.val[0]; 所有股票按今天的 rsi 值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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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字 

一些關鍵字，有特定含義，被規定不許挪作它用，不能作為物件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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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算符 

 

 

1) ＋ 

語法：運算式 1 ＋運算式 2 

說明：把數位或集合的運算式相加 

2) － 

語法：運算式 1 －運算式 2 

說明：把數位或集合的運算式相減 

3) * 

語法：運算式 1* 運算式 2 

說明：把數位或集合的運算式相乘 

4) / 

語法：運算式 1/ 運算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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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運算式 1 除以運算式 2 

5) ＞ 

語法：運算式 1 ＞運算式 2 

說明：比較兩個運算式是否 " 運算式 1" 大於 " 運算式 2" ；如是，則返回結果為真；否則返

回結果為假。  

6) ＜ 

語法：運算式 1 ＜運算式 2 

說明：比較兩個運算式是否 " 運算式 1" 小於 " 運算式 2" ；如是，則返回結果為真；否則返

回結果為假。  

7) ＞＝ 

語法：運算式 1 ＞＝運算式 2 

說明：比較兩個運算式是否 " 運算式 1" 大於等於 " 運算式 2" ；如是，則返回結果為真；否

則返回結果為假。  

8) ＜＝ 

語法：運算式 1 ＜＝運算式 2 

說明：比較兩個運算式是否 " 運算式 1" 小於等於 " 運算式 2" ；如是，則返回結果為真；否

則返回結果為假。  

9) ＜＞ 

語法：運算式 1 ＜＞運算式 2 

說明：比較兩個運算式是否 " 運算式 1" 不等於 " 運算式 2" ；如是，則返回結果為真；否則

返回結果為假。  

10) and 

語法：運算式 1 and 運算式 2 

說明：比較兩個運算式條件是否同時滿足，如是，則返回結果為真；否則返回結果為假。 

11) or 

語法：運算式 1 or 運算式 2 

說明：兩個運算式中只要有一個為真，則返回結果為真。 

12) not 

語法： not 運算式 

說明：對運算子 (NOT) 右邊的資料求反 ;not 0 ---> 結果就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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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算子左邊只能為要定義的變數名 

abc = 10 ; 這樣是對的 

close = open ; 這樣寫是錯誤的 , close 為系統保留字 , 不能出現在左邊.  

支援數值 , 集合之間的運算，例如： 

10+20 數值與數值運算 

10+open 數值與集合運算 

open-close 集合與集合運算 

  

物件 

物件指程式中既定的一些可操作的實體。 "物件"具有一定的屬性和方法，屬性指物件本身的

各種特性參數，如氣球的體積，自行車的長度等；而方法是指物件本身所能執行的功能， 如氣球

能飛，自行車能滾動等。  

注：在下列物件中 [i] 指的是從今天以前的第幾天， [0] 就是指今天， [1] 就是指昨天。  

 當天行情物件 REPORT 

描述當天的行情報表及財務股本資訊。 

注： 

rpt_close 等同于 REPORT.rpt_close 。  

行情中的各項資料就是這個報表物件的屬性，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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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行情物件 SYMBOL 

描述 K 線中的資料 

注： 

open 等同于 SYMBOL.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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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0] 等同于 SYMBOL.open[0], 即取當天的開盤價。  

行情中的各項資料就是這個物件的屬性，如下表 

 

 

 指標物件 

資料來源 : 有兩種，一種是 SYMBOL; 另一種是集合，如：open, close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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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系統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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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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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x 

語法： max(運算式 1，運算式 2) 

說明： max(a,b) 取 a 、 b 中最大值 ,a 、 b 為數值，運算結果為數值 

例： c=max(3,5) (c 等於 3,5 中值最大的一個) 

因此 c=5 

  

2) min 

語法： min(運算式 1，運算式 2) 

說明： min(a,b) 取 a 、 b 中最小值 ,a 、 b 為數值，運算結果為數值 

例： c=min(3,5) (c 等於 3,5 中值最小的一個) 

因此 c=3 

  

3) sum 

語法： sum(運算式 1，運算式 2) 

說明： sum(a,b) 求 a 中最後 b 個單元的和， a 為集合， b 為數值，運算結果為集合 

例： sum(vol,5) (vol 是指成交量，這個運算式是求今天及前 4 天內成交量總和。 ) 

  

4) ref 

語法： ref(運算式 1，運算式 2) 

說明： ref(a,b) 求 b 日前的 a 值 , a 為集合， b 為數值，運算結果是集合. 

例： ref(vol,1) (vol 是指成交量，這個運算式是求昨天的成交量。 ) 

  

5) hhv 

語法： hhv(運算式 1，運算式 2) 

說明： hhv(a,b) 求 a 中最後 n 個單元的最大值， a 為集合， b 為數值，運算結果是集合. 

例： hhv( high, 10 )  

（ high 是指最高價，這個運算式是求今天及前 9 天內的最高價） 

  

6) hhvbars 

語法： hhvbars(運算式 1，運算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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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hhvbars(a,b) 求 a 中最後 b 個單元中的最大值到現在的天數 , a 為集合， b 為數值，

運算結果是集合. 

例： dd = hhvbars( ref( high, 1 ), 10 ) 

（ ref(high,1) 是指前一天的最高價，這個運算式是求 10 天中最高價出現的時間離現在已有多少

天） 

  

7) llv 

語法： llv(運算式 1，運算式 2) 

說明： llv(a,b) 求 a 中最後 b 個單元的最小值 , a 為集合， b 為數值，運算結果是集合. 

例： llv(low, 10 )  

（ low 是指最低價，這個運算式是求今天及前 9 天內的最低價） 

  

8) llvbars 

語法： llvbars(運算式 1，運算式 2) 

說明： llvbars(a,b) 求 a 中最後 b 個單元中的最小值到現在的天數 , a 為集合， b 為數值，運

算結果是集合. 

例： dd = llvbars( ref(low, 1 ), 10 ) 

（ ref(high,1) 是指前一天的最低價，這個運算式是求 10 天中最低價出現的時間離現在已有多少

天） 

  

9) sma  

語法： sma(運算式 1，運算式 2) 

說明： sma( a,b) 求 sma 值，運算結果是集合. 

  

10) ema 

語法： ema(運算式 1，運算式 2) 

說明： ema( a,b) 求 ema 值，運算結果是集合. 

  

11) cross 

語法： cross(運算式 1，運算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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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cross(A,B) 求 A 、 B 是否交叉 , 如 A 上穿 B ，則傳回值 1; 如 A 下穿 B ，則傳回

值 2; 如兩者沒有交叉，則傳回值 0 。  

例： cross( DMI.dip, DMI.din ) 

檢查 DMI 指標的 dip 與 din 是否交叉 

 

12) count 

語法： count(運算式 1，運算式 2) 

說明： count( a,b) 統計 b 天中 a 非 0 值的天數，運算結果是集合. 

  

13) maxval 

語法： maxval(運算式 1，運算式 2) 

說明： maxval(X,N) 求集合 X 中最後 N 個數據的最大值 . ，運算結果是數值. 

例： maxval(rsi.val,9) 

  

14) minval 

語法： minval(運算式 1，運算式 2) 

說明： minval(X,N) 求集合 X 中最後 N 個數據的最小值 . ，運算結果是數值. 

例： minval(rsi.val,9) 

  

15) sumval 

語法： sumval(運算式 1，運算式 2) 

說明： sumval (X,N) 求集合 X 中最後 N 個數據的和，運算結果是數值. 

例： sumval(rsi.val,9) 

  

16) countval 

語法： countval(運算式 1，運算式 2) 

說明： countval (X,N) 求集合 X 中最後 N 個數據不為 0 的個數，運算結果是數值. 

例： countval(close,5) 

  

17) maxval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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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法： maxvalplace (運算式 1，運算式 2) 

說明： maxvalplace( X,N ) 求集合 X 中最後 N 個數據的最大值的位置 . ，運算結果是數值. 

例： maxvalplace(high,5) 

  

18) minvalplace 

語法： minvalplace (運算式 1，運算式 2) 

說明： minvalplace( X,N ) 求集合 X 中最後 N 個數據的最大值的位置 . ，運算結果是數值. 

例： minvalplace(low,5) 

  

19) iff 

語法： iff(運算式 1，運算式 2，運算式 3) 

說明： iff(a,b,c) 如果 a 不為 0, 傳回值 b; 否則傳回值 c. 

  

20) getsize 

語法： getsize(運算式) 

說明： getsize(a) 求集合 a 中的單元個數. 

例： getsize(close) 求某股票有收盤資料的天數，可籍此判斷是否新股。  

  

21) abs  

語法： abs(運算式) 

說明： abs(a) 求 a 的絕對值 

  

22 ） contain 

語法： contain(運算式 1，運算式 2) 

說明： contain(a,b) 求 a 中是否包含 b 

例： contain(rpt_name,「上海」) 

就是將股票名稱中有 " 上海 " 的股票選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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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簡單應用 

例一：選出昨日跌幅大於 5% 的股票 

chgper[1] ＜－ 5; 

  

例二：選出上周漲幅大於 20% 的股票，將週期設為 1 周，公式如下： 

chgper[1] ＞ 20; 

  

例三：選出昨天 rsi 大於 80 的股票 

RSI.val[1]>80; //RSI.val 是取 RSI 值，[1]為昨天資料 

  

腳本選股實例說明： 

實例一：波段抄底 

演算法介紹: 

尋找當前是下跌波段 , 並且接近上一個下跌波段的低點的股票。  

運用法則: 

在底部的介入能夠獲得比較高的利潤 , 但是目前股票是弱勢,  

因此轉強需要較長的時間。 同時如果確認跌破支撐位, 則應該考慮 

止損出局。 

if( rpt_close<=0 ) // 剔除今天停牌的股票。 （*1） 

{ 

return 0 ; 

} 

  

ind_zigzag zz( 10, 10, close ) ; 

if( zz.type[0]==1 or zz.type[0]==3 ) // 最後一個波段是下跌波段 . （ *2 ） 

{ 

  

rng = close[0]/zz.enterprice[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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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rng>=0.98 and rng<1.02 ) // 當前價在上一個下跌波段的低點附近 . （ *3 ） 

   { 

return 1 ;  

   }  

  

} 

  

return 0 ; 

 

 

說明： "rpt_close" 代表最新價， "rpt_close<=0" 就是最新價小等於零即代表今天停牌股票。 

（*1）表示"波段抄底"選股，不對今天停牌的股票進行選股。  

"ind_zigzag" 代表 ZigZag 技術分析工具， "ind_zigzag zz( 10, 10, close )" 代表 ZigZag 技術分析工

具屬性中設為價格是 " 收盤價 "(close) 、方式是 " 百分比 " 、轉多是 "10" 、轉空是 "10" 。 

" zz.type[0]"代表最後一個波段，（*2）表示 ZigZag 技術分析在上述屬性範圍中 "zz.type[0]==1 or 

zz.type[0]==3 " 即 " 最後一個波段是下跌波段 " 的情況（ "1" 代表下跌波段， "3" 代表未達到

所設轉空參數的未確認下跌波段）。  

close[0]" 代表最新收盤價（以下簡稱 A ）， "zz.enterprice[1]" 代表 ZigZag 技術分析工具中上

一個波段與近一個波段間轉捩點價位（以下簡稱 B ）， "close[0]/zz.enterprice[1]" 代表 A 和 B 

之比， "rng>=0.98 and rng<1.02" 代表 A 和 B 之比接近 1:1 ，（ *3 ）表示當前價在 " 一個

下跌波段的低點附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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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上述的運算公式，系統會計算選出符合腳本中自設條件的股票。 

 

指標選股腳本範例： 

1 ． 簡單算數平均線 SMA 

兩條 sma 線的金叉買入: 

ind_sma obj1( 5, close ) ; //定義 obj1 為 sma 物件，它的 sma 週期是 5, 

sma 資料來源是收盤價. 

ind_sma obj2( 10, close ) ; //10 天均線 

if( cross( obj1.val, obj2.val )==1 ) // 用 cross 函數判斷 5 天均線是否上穿 10 天均線 

{ 

return 1 ; //傳回值 1，將符合條件的股票選出 

} 

return 0 ; 

  

2 ． BB 

收盤線與 bb 交叉 

bcross = cross( close, BB.bbsubstd ) or cross( close, BB.bbaddstd ) ; 

//用 cross 函數判斷收盤線是否與上下通道交叉，並將值賦予變數 bcross 。  

if( bcross＝＝1 )             

{ 

return 1 ; //如果 bcross 等於 1 則有交叉，將符合條件的股票選出 

} 

  

return 0 ; 

  

3 ． DMI 

檢查 dip 與 din 是否交叉. 

bcross = cross( DMI.dip, DMI.din ) ; //檢查 dmi 的兩條線是否交叉 

if( bcross<>1 ) 

{ 



捷利港信軟件（深圳）有限公司                                   【Window 行情用户操作手冊】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return 0 ;  

} 

if( DMI.adx[0]>20 ) //如果 adx 值大於 20 

{ 

return 1 ; //將符合條件的股票選出 

} 

return 0 ; 

 

4 ． MACD 

檢查是否出現 macd 金叉 

bcross = cross( MACD.macd1, MACD.macd2 ); // 檢查 macd1 與 macd2 是否交叉. 

if( bcross<>1 ) 

{ 

return 0 ; //剔除沒有交叉的股票 

} 

  

if( MACD.macd1[0]>0 and MACD.macd1[1]>0 ) // 檢查 macd1, macd2 是否在 0 上方. 

{ 

return 1 ; //選出符合條件的股票 

} 

return 0 ; 

  

5 ． RSI 

檢查 RSI 及其 EMA 是否向上交叉. 

ind_ema rsima( 9, RSI.val ) ; 

bcross = cross( RSI.val, rsima.val ) ; 

if( bcross==1 ) // bcross==1, 表示 RSI 上穿 rsima; 

{                         

return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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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 RSI 及其 EMA 是否在昨天向上交叉. 

bcross = cross( ref( RSI.val, 1) , ref( rsima.val, 1) ) ; //用 ref 函數求昨天的 rsi 及 ema 值 

if( bcross==1 )  

{ 

return 1 ; 

} 

 

6 ． ZIGZAG 

檢查是否是下跌波段回穩.  

if( ZIGZAG.type[1]<>1 or ZIGZAG.type[0]<>2 )  

{ 

return 0 ; //不選出處在上升波段及未確定下降波段的股票 

} 

  

if( ZIGZAG.height[0]>5 ) //檢查最後一個波段高度. 如果已經反彈太高 , 入場危險.  

{ 

return 0 ;  

}              // 可能是一個上升波段的開始 , 如果是 , 則是入場良機. 

return 1 ; 

  

7 ． ts_sma, ts_ema, ts_sar, ts_sarv, ts_jsar, ts_jsarv. ts_ephl. 

選出 TS_SAR 正在發出買入信號的股票. 

if( TS_SAR.sgntype[0]==1 and TS_SAR.bars[0]==0 ) 

{  

/* 

sgntype 的定義 : 0-- 未知道 , 1-- 多頭市場 , 2-- 空頭市場 

bars 指相鄰信號之間的天數.  

*/ 

return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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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出 TS_SARV 正在發出買入信號的股票. 

if( TS_SARV.sgntype[0]==1 and TS_SARV.bars[0]==0 ) 

{  

return 1 ; 

} 

  

// 選出 TS_JSAR 正在發出買入信號的股票. 

if( TS_JSAR.sgntype[0]==1 and TS_JSAR.bars[0]==0 ) 

{  

return 1 ; 

} 

  

// 選出 TS_JSARV 正在發出買入信號的股票. 

if( TS_JSARV.sgntype[0]==1 and TS_JSARV.bars[0]==0 ) 

{  

return 1 ; 

} 

return 0 ; 

 

8.ts_var  

aa = selbestexpert( 0, 0 ) ; // 選擇最大利潤中的最好的分析專家. 

if( aa.experttype==0 ) // 分析專家類型是 0, 表示沒有取到優化結果. 

{ 

return 0 ; 

} 

// 如果歷史中 : 準確率小於 50% 或者交易段數 <=3 次 , 不選出來.  

if( aa.winper<50 or aa.tradecount<=3 )  

{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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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_var obj( aa, SYMBOL ) ; // 用優化結果構建一個交易系統. 

if( obj.sgntype[0]==1 and obj.bars[0]==0 ) // 選出當天發出買入信號的股票. 

{ 

return 1 ; 

} 

return 0 ; 

 

1.7.2.5 系統選股 

可將保存在 css\system 目錄下的指令檔，顯示在視窗內，方便調用，一目了然。 （注：條

件選股需先下載股票日線資料） 

1. system 下的指令檔為系統提供的腳本選股檔.  

2. 設定好選股範圍，按「執行選股」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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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自訂指標 

點擊 "特色" 功能表 > "自訂指標" ，打開指標清單 , 導入 DAT 指標檔或自己編寫自訂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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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異動雷達 

點擊功能表「特色」選項，選擇「異動雷達」彈出提示框 , 選擇「是」。 

 

 

打開「異動雷達」設置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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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預警系統 

1.7.5.1 設置預警條件 

可在軟體「預警系統」中設置個股預警系統，個股預警系統是指使用者將個股設置特定的條

件 (比如「價格高於元」、「價格低於元」、「漲幅大於 %」、「跌幅大於 %」、「換手率大於 

% 」、「量比大於」等等 )，當該股票在行情中滿足所設條件時，系統會顯示個股預警提示視窗，

提醒使用者注意該股票行情。  

 調出預警系統： 

在功能表中選擇 " 特色 " －＞ " 預警系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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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擊「增加條件」按鈕，預警類型分為「價格高於元」、「價格低於元」、「漲幅大於 % 」、

「跌幅大於 % 」、「換手率大於 % 」、「量比大於」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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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加入股票：點擊「加入」按鈕 , 彈出股票清單，使用者可在此選擇股票。 

 

 

1.7.5.2 啟動預警 

點擊「啟動預警」按鈕即可。 實例，將「長江實業」預警條件設為「價格高於 135.00 元」啟動

預警； 

當長江實業所現價越過 135.00 元時，系統會在右下方顯示個股預警提示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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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資料下載 

凡進行條件選股等分析，都需先進行下載股票日線資料。 

 打開資料下載 

點擊「系統」下的 " 資料下載 " ，打開資料下載視窗，您可進行資料下載及維護。  

 資料下載對話窗 

下載日線資料：若下載所有股票日線資料就勾上 " 下載所有股票的資料 " ；若是下載某些

股票資料，就點 " 添加股票 " 在股票清單中添加想要下載之股票。 最後點"開始下載"便進行下

載，右邊是進度條，達 100%會提示下載完成， 下載所需時間視乎您的網速，在此建議電信使用

者連接電信伺服器，網通使用者連接網通伺服器，這樣資料下載速度較快。  

 

 

    盤後退出程式時（16 ：15 ），提示下載歷史資料，自動補齊本地的歷史資料。 （提示：

第一次下載歷史資料大概需要 25 分鐘）。 

1.7.7 財經視頻 

點擊工具列「特色」功能表，在彈出的二級功能表中選擇「財經視頻」 

彈出打開視頻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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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同步自選股 

1. 在行情表或自選股介面右鍵點擊，打開自選股同步功能。 



捷利港信軟件（深圳）有限公司                                   【Window 行情用户操作手冊】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2. 載自選股 

 

 

3. 下載自選股將會覆蓋本地資料 



捷利港信軟件（深圳）有限公司                                   【Window 行情用户操作手冊】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1.8 説明 

1.8.1 每日一帖 

點擊 "説明" 功能表 > "每日一帖" ，查看軟體每日一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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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關於本系統 

點擊 "説明" 功能表 > "關於本系統" ，查看軟體關於本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