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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股市中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博弈！

众所周知，股市本身并不能创造财富，股市中一个人的赢利往往

来源于其他人的亏损，这就形成了股市中的博弈关系。如何在博弈中

获胜，无疑是投资者征战股市时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

一般来说，大机构投资者往往通过市场或媒体发布一些信息，吸

引中小投资者跟进，等股价一旦达到他们预定的价位便从容出货。此

时，机构为了吸引中小投资者接盘，仍然会做出一些假相，故意拉高

股价，在股价继续飙升的过程中，他们就能边拉边出货了，而盲目追

高的中小投资者无疑会接到“击鼓传花”的最后一棒。

因此，中小投资者便总是在揣测大机构投资者的预定价位，他们

总是担心抛出太早收益不多，更担心中了庄家的圈套。在这种矛盾心

态的支配下，中小投资者总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弱势地位。中小投资者

如何成为股市博弈中的赢家呢？我们不仅需要认清市场的大趋势，更

要懂得把握好个股资金和筹码的动向，掌握更大的主动性。

金股策略基于对海量的历史交易数据的深度挖掘，提炼出一系列

稳健、普适的炒股策略，并以金股策略池形式予以呈现，投资者可以

从策略池里的股票中进一步筛选出符合自己要求的股票，大大的缩小

了筛选股票的广度和难度，同时还匹配了钱龙精心研发的黄金阶梯、

风警线等技术指标，帮助大多数普通投资者更灵敏地辨别多空方向，

顺势而为地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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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钱龙金股策略的安装和登录

1.1. 钱龙金股策略的安装

① 双击程序的图标，解压并启动安装程序，钱龙(旗舰)是钱龙所有

产品的运行载体，只要用具有相应产品权限的帐号登录钱龙(旗舰)就
可以看到相应的产品功能；

② 同意使用协议后，点击“下一步”，进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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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设置安装路径，并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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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选择开户券商，安装对应的委托程序；

⑤安装向导完成，可以直接登录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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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钱龙金股策略的登录

点击桌面钱龙快捷方式的图标即可启动程序，通过帐号密码进

行登录，如果您没有钱龙帐号，也可以登录软件，查看 A股的延时

行情 。

您也可以点击登陆框左下角的“免费注册”按钮，在弹出的注

册对话框中进行注册，注册成功后再登录，即可享受到钱龙注册用

户的所有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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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已经获得了钱龙金股策略的权限，登录成功后，就可以

查看该版本的相关功能。如果您还没有金股策略的权限，可拨打钱

龙热线 400-820-1113进行垂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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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钱龙金股策略入口

2.1. 程序头

进入工具栏“主力高端”，选择下面的“金股策略”，点击进入金股

策略网页画面，开始体验钱龙金股策略的神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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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钱龙金股策略特色指标简述

钱龙金股策略分为金股策略标准体验版、金股策略标准版、金股

策略领航体验版、金股策略领航版 4个版本，不同权限版本查看到的

内容有所差异，体验版用户仅能查看英雄榜内容，具体下面将详细解

说。

3.1.金股策略

3.1.1 储备池

依据主力数据深度检测，锁定行业板块、概念板块中当日庄家净

买入各前 3板块，将入选 6个板块的成分股作为原始股储备起来。

一个圆圈代表一个板块的大概行情，包括板块名称、所属板块分

类、板块指数涨跌以及资金流入数据。选择某一板块单击可进入该板

块分时走势界面，分析当日该板块之前的分时走势，以此研判后面板

块行情趋势。

3.1.2 金股策略股票

两大金股策略，利用主力大单扫描，深度挖掘热点板块里的主力

金股，将符合条件的个股分别放入主力强买和主力连买中。

 主力强买：当日强势板块中主力强势买入的个股, 立即追入享受

短期暴涨快感！

 主力连买：当日强势板块中主力近几个交易日连续买入的个股,
不求马上涨停，但求涨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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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时段选股——满足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

 10:30金股 捕捉早盘强势牛股，紧跟市场最强主力(仅支持金

股策略领航版）

 13:30金股 甄选上午蓄势个股，提前埋伏即将爆发(支持金股

策略标准版和领航版)

 14:30金股 扫描尾盘异动个股，买入静待明日大涨(仅支持金

股策略领航版）

点击了未到更新时间的金股时，将会出现“更新时间未到，请稍

后”的提示。

如何查看更多数据？

当鼠标移到“主力强买”或者“主力连买”的内容框时，将会出现向

左或者向右的蓝色箭头，点击箭头将向左或向右展开，查看更多详细

数据。

默认按收益率排序，表头栏目除名称、所属板块、研报不能排序，

其他都可以根据投资者自己的需要单击手动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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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入选价：选入该股时当时的价格。

收益率：(最新-入选价)/入选价，将鼠标移到 ，可查看该数据的计算

公式。

主力增减：当日主力净买量占流通盘的比例。(仅支持金股策略领航版)

5 日增减：5个交易日内主力净买量占流通盘的比例。(仅支持金股策

略领航版)

10 日内红：主力在 10个交易日内，净买为正(拉红柱)的天数。(仅支

持金股策略领航版)

所属板块：显示该股所属板块信息，当同时属于多个板块时，会显示

红字“N个板块”提示，鼠标移上去后将出现板块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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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报：该股近 3个月内的个股研判信息，点击后查看机构具体研

报信息(如下图)。若 3个月内没有机构研判，则为灰色不可点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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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英雄榜

展示近期金股策略股票的表现，用实力说话，一起见证涨幅传奇。

默认为最高收益率排序，表头栏目除名称、研报不能排序，其他都可

以根据投资者自己的需要单击手动排序。

其中，

最高收益率：(截止到目前为止的最高价 –入选价)/入选价*100%

入选日期：该股被选入的日期。

主力增减：当日主力净买量占流通盘的比例。(仅支持金股策略领航版)

5 日增减：5个交易日内主力净买量占流通盘的比例。(仅支持金股策

略领航版)

主力连红：主力在 10 个交易日内，净买为正(拉红柱)的天数。(仅支

持金股策略领航版)

策 略：记录该股由哪个金股策略选入进来。

研 报：该股近 3个月内的个股研判信息，点击后查看机构具体研

报信息(如下图)。若 3个月内没有机构研判，则为灰色不

可点击状态。

只有金股策体验版的用户仅能查看相应时间的英雄榜数据，点击

策略池标签将出现如下提示(以金股策略标准体验版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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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申请权限”，将跳出如下提示：

3.2 黄金阶梯

钱龙黄金眼经过数十年证券市场验证,因其各项技术指标实战

性强、精准度高而广受投资者欢迎和认可。其中特别是针对普通

中小投资者能实现一键买卖，适合波段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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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主力资金数据用于研判多空趋势的转换，黄金阶梯由四个指

标系列组成：

 多方色快：背景色进入红色区域表示趋势转强，宜买入或者增仓；

 空方色快：背景色进入蓝色区域表示趋势转弱，宜卖出或者减仓；

 金色阶梯线：为当日需要关注的支撑价，若股价跌破支撑台阶则

表示趋势转弱；

 绿色阶梯线：为当日需要关注的压力价，若股价突破压力台阶则

表示趋势转强。

操作指导：

 买入信号：突破压力转强，股价站上了金色阶梯线上方，从蓝色

空方区域转变成红色多方区域；

 持有信号：支撑，股价一直处于黄金阶梯上方，并处于红色多方

区域，可以继续持股；

 卖出信号：跌破支撑转弱，股价跌破了黄金阶梯线，从红色多方

区域转变成蓝色空方区域；

 空仓信号：压力，股价始终在绿色台阶线下方运行，并处于蓝色

空方区域，可以继续持币。

3.3 风警线

高效的辅助性指标，运用主力资金数据预测阶段性的底部和高

点，在实战中须和黄金阶梯配合使用。

案例分析：

以 002228，合兴包装为例。

2015年 5月 12日股价站上黄色阶梯线，同时主力持仓线由绿翻

红，主力增仓明显。另外风警线拐头向上，不断攀升，主力吸筹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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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无遗。接着该股进入主升浪，主力资金不断涌入，期间主力震仓

洗筹，但股价始终未破黄金阶梯线，风警线高位震荡，主力并没有大

肆撤退，后市可期。直到 2015年 6月 23日，股价大幅上扬后终显

疲态，最后跌破黄金阶梯支撑，风警线从高风险区向下滑落，显示主

力大肆撤退，趋势逆转，此时撤退方为上策。

3.4 全景盘口(仅支持金股策略领航版)

全景盘口共分六大功能(深度买卖盘、盘口扫描仪、人气信号

灯、智能成交量、超级走势图、深度队列)，提供最全面完整的盘

口信息，最快速详尽的行情交易以及最真实透明的主力轨迹。

3.4.1 入口

点击程序头「全景盘口」按钮，查看深证市场全景盘口画面。

3.4.2 功能介绍

目前仅支持深圳市场查看全景盘口数据，个股全景盘口页面效

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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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人气信号灯：个股冷热，一目了然

人气信号灯是全景版中最有特点的功能之一，好记又好用——有

人气就是有资金，有资金才会有行情！通过红绿两色的信号灯，人气

信号灯指标非常直观地对于一只股票，表达出了当前资金和筹码的态

度，是冷是热一目了然。

 人气信号灯应用

 股价变化的背后成因是人气

买气，或能推动股价上涨，或能建立支撑阻止股价下跌。

卖气，或能推动股价下跌，或能制造压力压制股价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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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股价趋势背离人气信号灯，可能是变盘警灯

上涨过程中遇到实时空军人气转强，股价时刻有反转的风险，反

之亦然。如图所示，该股股价在上涨时，人气信号灯显示则是空方远

大于多方(绿灯数>红灯数)，此时需注意，可能是股价走势转折的信

号。

↓ 股价走势向上，但空军大于多军人气

上涨趋势下，空军人气急涨，之后果然一路下跌。如果所示：

 识别人气信号灯

我们还可以利用「人气信号灯」中的“撤买率”、“撤卖率”来识别人

气度的真假进而提炼出有效信息。

由于委托单在成交前可随时撤单，因此常被主力用来作为制造虚

假人气的工具。这是使用“撤买/卖率”数据可以直观反应人气的真伪

程度。可信度越低，表示撤单比例越大，该人气则极有可能是主力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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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掩护其真实意图的假人气。

例如：下图所示，该股看似当日多军人气很旺(红灯数多达 7盏)，
但可信度实则为 16.9%，显然是主力布的假买单。

果不其然，当日该股股价高开低走，主力拉高后逐步出货出逃。

如下图所示：

②超级走势图：锁定关键价位

超级走势图实质上就是一个“盘中实时压力支撑指标”，是在当天

的分时走势上叠加委托单按价位的分布图，显示的是当前盘口中筹码

和资金的密集区，反映的是盘口实时压力支撑，所以对如何预判关键

价位、选择理想的下单时机有重要帮助。

 组合走势图锁定压力支撑位

超级走势图的一个重要应用，是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盘中实时压力

支撑指标”。在传统的分时走势图上增加图形化盘口分布(即在走势图

上叠加委托盘口分布，且委托价格延伸到成交价区之外，便于预判价

格走向)，盘中的的压力、支撑位提前揭示，先人一步看到盘中的阻

力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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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停价上抛盘巨大，涨

停瞬间被砸开。

在涨幅7%附近的价位上，大量买盘堆

积如山，股价支撑作用明显。。

 实战揭示个股涨停跌停之玄机

独创分时走势叠加买卖盘委托单功能，帮助投资者寻找涨停/跌停

个股分时挂单的玄机，如下图所示，该股委卖量(绿柱)、委卖均量(绿
折线)远大于委买量和均量，彰显其主力做空意愿坚决，后市看空。

果不其然，该股后

市在空头强力抛

压下，封死跌停!

③ 神奇指标：买在起涨前，卖在最高点

「神奇指标」是基于新一代行情—全景数据开发的一个技术指

标。能够精准区分并计算大单和散单每分钟的主买主卖净值以及市场

买卖气强弱。其神奇之处在于能够提前数秒预知股价走势。他主要由

五彩成交量柱状图、黄色大单能量线和蓝色散单能量线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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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找到追涨点

 帮你找到逃顶点

④买卖队列：完整的100 单动态队列

钱龙全景版实际上不止有 100单委托队列，而是包含了证交所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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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行情数据中的全部完整信息。只是考虑到互联网终端所受的网络带

宽限制，因此仅显示不限档位的前 100单买卖委托队列，不过这也足

以帮助投资者在盘口决策的合理性方面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了。相

比之下，Level-2中仅仅显示买一卖一中不超过 50单的委托队列。

 打破买一卖一，多档位完整队列

传统的 L2买卖队列仅仅揭示买一卖一挡的前 50笔买卖队列，而

全景版「买卖队列」不但能看到买/卖二，买/卖三…等档位，更将队

列数据延展到 100笔，将 100%的真实数据呈现在用户面前。

 醒目的大单标示识别主力

画面中采用大单标示+高亮队列的呈现方式，只需一眼就能轻松

识别。

 最全的盘口细节

在 T+0的交易中，全景版「买卖队列」中将主力异动行为以特殊

图标予以标示，使您能眼观六路，不错过任何蛛丝马迹。

⑤ 深度盘口：真实的1000 档买卖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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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龙黄金眼全景版深度买卖盘最多可扩展至 1000 档数据，覆盖

委托价、委托量、每单均量三大数据，全面的透视委托盘口、盘面，

对存在大单的盘口做了大单标记，用户可以选择只显示大单委托量和

大单均量数据。用户还可以全屏查看全部深度盘口数据，但是只能看

到进入时最后时刻的数据。

某只股票该时刻实际共

有 86 档卖盘。深度盘口

将 100%真实数据同步展

现.

⑥ 盘口扫描仪：零误差揭示大单信息

「盘口扫描仪」只呈现大单数据，即只有委托量达到了主力大单

的标准才会发出相应的扫描信号。红色买,绿色卖,8大信号图标对应

主力的不同操作。

因为 Level-2没有“委托对手盘”数据，但事实上委托对手盘的情

况却是可以产生看起来一样的成交数据，所以主力就利用这个信息漏

洞提供散户错误的成交数据造成假象。而全景版因为其「全景数据」

包含了全部“待成交的委托队列数据”、“委托散单数据”以及“委托对手

盘数据”。于是面对任何交易对手的任何动作，能都真实、实时地用

「盘口扫描仪」甄别出，主力的任何动作包括挂单、撤单、主动买卖、

拉升和打压都能立显于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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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以 002649，博彦科技为例。

早盘出现一波拉升，且拉升单的数量远大于主力主动单，这一举

动提示投资者：主力在当天盘中有强烈的拉升意愿，随后的走势，完

全验证了早盘主力异动的缘由，全天一共出现了 3次大幅拉升神奇指

标的。

该股当日分时走势强劲，全天

走势运行于均价线上方，盘中

每次回档都是买入良机。

拉升单是主动单的2

倍，主力做多股价意

愿强烈

⑦ 时间隧道

全景盘口的“时间隧道”功能，还能为用户提供最近 10个交易日

的完美动态复盘功能。时间隧道，采取播放的形式，超级走势图变化

的同时，盘口数据和盘口扫描仪等也会随之变化，实现完美重现历史

走势的目的。同时我们可以随时拖动播放条进度，设置播放速度来优

化体验。

时间隧道功能对于用户复盘有极大的帮助，能够为用户分析股票

走势和主力的持续行为带来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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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时间隧道的具体操作

点击打开全景盘口右上角的“时间隧道”按钮。

3.5 TOPWIN系列(仅支持金股策略领航版)

TOPWIN系列属于追踪主力的参考指标。在行情交易进行过程

中将交易所撮合系统中的成交大单碎片还原，能非常通透的将机构抓

捕到，再根据交易内外盘数据监控盘中机构动作，如实反映主力机构

投资者主动性交易意愿。当主力在某方向上的交易意愿越强，后市行

情就越有可能往此方向发展，也就是说当主动性买入意愿越强后市上

涨可能性就越大，如果主动性卖出意愿越强那么后市就很可能形成下

跌行情。

此指标由三部分组成：主力成交量、主力持仓、主力活跃度。

3.5.1 入口

点击程序头「TopWin」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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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价上扬

主力净买大幅加仓

主力持仓由绿变红，拐头向上

主力活跃度呈亮红色

3.5.2 功能介绍

 主力成交量(指标快捷键：PV）

通过本指标可研判当日成交量背后主力的真实意图，看清当日主

力资金总买量、总卖量、净买量，并观察在一段时间内主力资金净流

入、净流出的程度。

主力成交量指标由红色［主力买量］量柱、蓝色［主力卖量］量

柱及白色［主力净买］线组成，而主力买卖量上下两处分别有两条暗

黄量柱，其柱实为该股当日成交量(VOL)，驻于此处是为方便用户直

观比较主力买卖量分别占当日成交量比例大小。

 主力持仓(指标快捷键：PH）

在证券市场中，机构投资者具有信息、研究、资金等方面的优势，

暗黄柱：成交量(VOL)

红柱：当日主力买量

蓝柱：当日主力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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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说，如果能搭上机构这趟顺风车那真是再好不过的

投资办法了，而［主力持仓］这个钱龙经典指标，就能够监控主力持

仓情况，对于研究和跟踪机构操作非常具有参考价值。

本指标由三部分组成：［主力持仓线］、［主力买入］红色量柱、

［主力卖出］绿色量柱。对于这个实用性功能指标用法我们将做详细

介绍。

主力持仓线是依据主力机构持仓量占流通盘的比例，在图中用白

线描绘出历史变动的趋势。当白线抬头向上行走时，表示主力机构的

持仓量在增加；当白线向下走时，表示机构持仓量在减少。

在主力持仓线的上下两根量柱，其高度及宽度会根据当日主力机

构买入量和卖出量占流通盘比例不同而变化。当站在主力持仓线上方

的红色量柱越长代表主力机构当日买入量占流通盘比例越大，如果是

主力持仓线下方的绿色量柱长，代表主力机构当日卖出量占流通盘比

例大。另外，量柱的宽度也会随着主力买卖数据大小不同而宽窄不同，

数据越大量柱越宽，数据越小量柱越窄。

为满足用户不同运用需求，用户可以自行对主力持仓线的指标参

数周期进行调整，调整后的主力持仓线将变成彩色，当主力持仓线呈

紫红色时表示主力趋势买入，当主力持仓线呈蓝色时表示主力趋势卖

出。用彩线反映设定期限内监测统计出主力机构的买入总量和卖出总

量趋势，投资者可以此把握主力机构总体增减仓过程和换手情报。

 主力活跃度(指标快捷键：PA）

在当日股价的成交量中主力资金所占比例，这将直接影响股指

(股价)的运行方向，而主力活跃度指标就是运用量柱概念性表现主力

绿柱：主力卖出

红柱：主力买入

主力持仓线



钱龙金股策略用户手册

27

资金占比。

此指标是由主力活跃度和买卖气组成的渐变色量柱。指标在运用

过程当中是由量柱的长短及色彩直接反应出主力在每个交易日里的

买卖活跃度。主力活跃度数值大小直接决定量柱的长短，活跃度的波

动区间：0-100%，反映主力资金在总成交量中的占比；买卖气数值大

小直接决定方向和颜色，买卖气的颜色共分红、绿两种，红色表示主

力资金净流入，绿色表示主力资金净流出；颜色深浅程度，由主力资

金流入程度决定，分别有 9种渐变色，帮助投资者加以区分。

当量柱越高，说明主力越活跃；柱状的颜色表明了主力的操作方

向，颜色越鲜亮，则表示意图越明确。

当然从主力活跃度当中，也是可以看出主力持仓情况的端倪。

活跃度越高说明主力筹码集中，但如果集中度过高(>0.6)，可能

会使股价的流动性变差，股性呆滞，短线波动趋缓。

如上图：主力活跃度指标非常明晰。从主力活跃度指标绿色量柱的颜色

程度、柱状的长度就可见主力出货玄机，规避风险。

股价连续上升

主力成交量

主力持仓线

主力活跃度指标红色

柱密集股价连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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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智能分析

为了提高您的效率，软件里面还专门设有智能模块，可以帮助您

选择性价比更高的商品。

4.1 智能选股

智能选股就是根据您设定的选股条件条件，帮助您在茫茫的股海

中找出满足您需要的股票。

选择主菜单中“智能/智能选股”或者点击工具栏上的“智能选

股”按钮，进入智能选股条件对话窗口。

钱龙软件提供了多种实用的选股条件可供选择。您可以通过自设

指标、选择条件、买卖条件和选股组合来进行智能选股。

通过右键还可对选股条件进行新建、编辑、导出、删除等多种操作。

如果选择通过“综合选股条件 3”来选择股票，则出现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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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开始”按钮进行筛选股票。

筛选完毕，按“另存结果”按钮，把已筛选出来的股票保存到“选股

板块”中去。

4.2 条件管理器

对于一个真正的股民来说，光有系统提供的各种选股条件和买卖

条件肯定是远远不够的。真正的股民，需要的是能够结合自己的经验

编写出完全适合自己的选股条件和指标。并且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充

分利用软件中的智能选股功能，让它们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选择主菜单栏中的“智能/条件管理器”，进入了条件管理器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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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条件分类

(2) 条件编辑

点击“编辑”键或者双击相应条件进行编辑。

(3) 导入/导出条件

选择导出条件，然后点击“导出”，保存选股条件文件。

(4) 选股组合

选股组合，就是利用组合条件来获得自己所需要的股票资源信息。

点击组合选股条件对话框，可新建或删除，也可对已有条件进行

编辑。

在条件库中选择条件，通过双击即可将选定条件加入组合列表，

选择使用“或”或“且”，继续添加条件进行组合，组合完成点击“保存”
即可将组合选股的条件加入条件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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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关于条件和指标的编辑，有很多技术方面的要求，需要投资者

自行研究和提高。

4.3 智能报表

智能报表是空前强大的报表，可以查看周、月线等各种周期的排

行；也可以查看任意一天（周、月）的历史排行情况；无需进入专门

选股模块，即可做最常用的选股；还可以对每一个栏目进行各种统计。

选择主菜单栏中的“行情”，在其中选择您要查看的板块，即可进

入报价分析画面。

(1) 看各板块信息

（注意：查看之前请下载完整的日线数据）

(2) 筛选功能

在报表画面中，可以通过右键的“智能筛选”进行条件设置筛选

股票。

(3) 报表统计

在报表画面中可通过右键菜单进行报表统计。

4.4 持仓盈亏计算工具

通过持仓盈亏计算功能，用户可以简单地通过输入买卖信息，来

计算其持仓股票的成本价和浮动盈亏状况。

在主菜单的“工具”中选择“持仓盈亏计算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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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持仓表：

比如您买入的股票是长江实业，在股票代码框中输入股票代码

0001，把光标移至价格框输入您购买该股的实际价格（光标切换到价

格框时系统会自动在框内显示该股票的当前价格，您应当根据自己的

实际情况输入价格）；把光标移至数量框输入您持有股票的数量（注

意：单位是股）；把光标移至手续费框输入手续费（因为各经纪商手

续费不同，需单独设定）；在确认信息无误后（如发现错误可重新输

入），点击“确定”，就建立了新的持仓记录。结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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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持仓表

持仓表中列出了所有商品的持仓量、最新价、成本价、市值和浮动盈

亏。可以一目了然您的盈亏状况。

B. 买/卖交易数据输入

如要进行买入或者卖出股票盈亏的计算，点击持仓表上方的“买入

数据输入”或者“卖出数据输入”，弹出如下对话框。

C. 对指定股票的买卖

D. 删除持仓记录

要删除持仓表中的持仓记录，只要选定要删除的持仓记录的股票

栏，点击持仓表画面上方的“删除持仓记录”，就可以完成删除操作。

若将持仓的某股票卖空，那么该股票的持仓记录也会自动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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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系统设置

这一部分讲解的是各种设置工具，这些工具使您可以根据自己的

实际需求对系统的一些基本参数进行设置，使软件能够更符合您的使

用习惯。

5.1 动态警示

您要是担心由于一时的疏忽或者离开而错过了最佳的买卖时机，

那就需要动态警示系统来帮忙。它能够精确地监控行情，一旦有您关

注的情况出现，就立即给出警示。

 警示方式：

 灯闪烁，就代表该类别中有未阅读的新警示/信息（不能关闭该

方式）。单击小灯即可弹出相应的警示窗口，再次单击或单击窗

口上方的关闭按钮即可关闭窗口。

 在紧贴小灯的上方弹出一个会自动关闭的窗口，从上到下排列当

日从新到旧曾经警示过的警示商品、条件和时间。双击某一个条

件，可以将主画面切换到该商品的走势图。

 警示设定方式：

在任何个股画面，选择右键菜单的“动态警示”，即可对当前商品

快速进行警示设定。还可以在状态栏的铃铛上点右键中的“设置”，或

者选择主菜单中的“智能/动态预警设置”，来设置警示条件。

在菜单中选择“智能/动态预警设置”，进入动态警示设定条件对话

框，选择个股“ST东北高”并设置警示条件。设置完并“确定”，返回到

条件管理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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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自选板块设置

通过自选板块设定，可以查看系统板块并按自己的需求新增或编

辑板块。

在主菜单栏中选择“工具/管理自选股”，或在工具栏中点击“管理

自选股”，弹出系统设置对话框。

 添加股票：

在左面的方框中选择所需的股票，然后按回车或“添加”按钮，

则所选定的股票就出现在对话框右面的“自选股列表”中了。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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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下角的小框中直接输入股票代码或拼音首字母，然后按回车

键，进行自选股添加。

 删除股票：

只需在右边的“自选股列表”中选中该股票，然后单击“删除”

按钮，即可把某只股票移出自选股板块。

 新建自选板块：

按“新建”按钮，在弹出来的小窗口中输入板块名称，按“确定”

即可。

 删除自选板块：

在右上方的下拉框中，选中要删除的自选板块，按“删除”按钮

即可删除该板块。

 重名自选板块：

在右上方的下拉框中，选中要重名的自选板块，按“重名”按钮，

在弹出的小窗口中修改板块名称，按“确定”即可。

5.3 指标设定

通过“指标设定”工具可以查看钱龙默认的指标、变更指标的参数、

设定常用指标、为指标分组，还可按自己的经验修改指标参数或新增

您自己的指标。

在主菜单栏中选择“工具/指标设定”，弹出“条件管理器”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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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指标:

按“系统指标”或“自设指标”按钮，并在条件分类中选择类别。选

择某个特定的指标，便可在下方的窗口中查看其指标名称、属性、简

单描述等说明。

 变更指标参数：

选择某个特定的指标，点击“设定参数”按钮，即可在弹出的变更

指标参数窗口中直接修改参数。

 设置常用指标：

通过右键菜单选择“设为常用条件”，即可将所选择的指标设置为

常用指标。

 将指标分组：

通过右键菜单选择“加入组”，即可将所选择的指标加入到某个分

类中。您也可以在条件分类处，通过右键菜单新增、编辑和删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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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系统参数设置

通过系统参数设置功能，您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来配置系统。

在主菜单栏中选择“工具/系统参数设置”，弹出“系统设置”对话

框。

设置说明：

 程序最小化：设定程序最小化时是显示在任务栏还是显示在系统

托盘中。

 老板键：支持用热键最小化程序到系统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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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翻页：按“-”后，画面自动按商品顺序翻页的间隔时间。

 字体设定：设定报表画面和资讯画面的字体大小。

 自设周期天数：自设 K线周期的天数。

 自设周期分钟数：自设分钟 K线的天数（需要是 5的整数倍）。

 快速涨跌幅间隔时间：设置报表中“快速涨跌%”指标的时间参数。

 下载提示：某些功能需要将数据下载到本地才可以正常使用，在

使用这些功能时，是否要弹出提示下载数据的窗口。并可设置退

出软件时是否要提示下载日线数据。

另有“显示外观”、“通知”、“资讯”、“状态栏指数”、“港股配置”多
个选项卡内容选择，可根据用户不同需要进行不同配置。

5.5 委托设置

目前，券商现场交易广泛使用自助委托系统，但是由于委托的业

务规则越来越复杂，服务种类愈加庞大，再加上股民对资讯的要求不

断提高，因此委托系统的程序越来越大，行情分析系统和委托系统发

生冲突的概率日益增大，交易时股民总会遇到行情停滞等问题。这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股民使用委托系统进行交易，也对券商进行 IT管

理增加了难度。

乾隆在钱龙证券投资分析系统的基础上，精心开发出内嵌于钱龙

证券投资分析系统的委托交易系统。这套内嵌式委托交易系统完全贴

近大众股民的操作习惯，创新设计、负荷低、效率高、可扩展性好，

不但稳定性和安全性都得到了极大提升，而且在交易的同时，行情不

延迟，不停滞。

通过委托设置功能，您可以设定外挂程序委托或网页委托。在菜

单栏选择“委托/委托设置（实时委托）”，弹出委托设置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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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程序方式委托

(2) 网页方式委托

5.6 在线升级

在主菜单栏中选择“工具/在线升级”，如有新程序，即弹出在线升

级小窗口。

5.7 数据维护

在主菜单栏中选择“工具/数据维护”，即弹出数据维护对话框。(盘
后才能进行数据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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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画面热键列表

热键 热键的意义

1+Enter 切至上证Ａ股报价分析

2+Enter 切至上证Ｂ股报价分析

3+Enter 切至深证Ａ股报价分析

4+Enter 切至深证Ｂ股报价分析

5+Enter 切至上证债券报价分析

6+Enter 切至深证债券报价分析

7+Enter 切至上证基金报价分析

8+Enter 切至深证基金报价分析

9+Enter 切至中小企业板报价分析

001+Enter 浏览全部“今日焦点”

01+Enter（或 F1）
即时走势画面时切至 1分钟明细

技术分析画面时切至行情表

02+Enter（或 F2）
个股即时走势画面时切至分价表

个股技术分析画面时查看历史所有权息资料

03+Enter（或 F3） 切至上证领先指标画面

04+Enter（或 F4） 切至深证领先指标画面

05+Enter（或 F5） 即时走势与技术分析画面互相切换

06+Enter（或 F6） 切至自选股 1

061+Enter 切至自选股 1

062+Enter 切至自选股 2

063+Enter 切至自选股 3

064+Enter 切至自选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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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5+Enter 切至自选股 5

066+Enter 切至自选股 6

067+Enter 切至自选股 7

068+Enter 切至自选股 8

07+Enter（或 F7） 切至恒升指数画面

08+Enter（或 F8） 于技术分析画面时切换周期类型

Ctrl-F8 反向切换周期

09+Enter（或 F9） 于技术分析画面时进入画线状态

10+Enter（或 F10） 即时走势或技术分析画面时切至基本面资料

11+Enter 当前商品的财务数据简表

12+Enter 委托程序

15+Enter 切至钱龙个股公告信息

16+Enter 切至钱龙个股资讯画面

17+ Enter 切至钱龙个股点评信息

112+Enter（或 Alt-H） 在线帮助文档

114+Enter 切至前一天的即时走势画面

115+Enter 切至后一天的即时走势画面

170+Enter 投资计算器

30+Enter 切换到“钱龙信息中心”菜单

500+Enter 切至沪深板块监控画面

502+Enter 切至沪深行业板块监控画面

503+Enter 切至沪深地域板块监控画面

504+Enter 切至沪深概念板块监控画面

505+Enter 切至香港常用板块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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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Enter 切至香港指数成份报表

508+Enter 香港行业板块监控画面

60+Enter 切至沪深Ａ股涨跌幅排名

61+Enter 切至上证Ａ股涨跌幅排名

62+Enter 切至上证 B股涨跌幅排名

63+Enter 切至深证Ａ股涨跌幅排名

64+Enter 切至深证 B股涨跌幅排名

65+Enter 切至上证债券涨跌幅排名

66+Enter 切至深证债券涨跌幅排名

67+Enter 切至上证基金涨跌幅排名

68+Enter 切至深证基金涨跌幅排名

69+Enter 切至中小板块涨跌幅排名

71+Enter 切至沪市证券信息

72+Enter 切至深市证券信息

76+Enter 切至深圳证交所公告

77+Enter 切至综合财经新闻

7A+Enter 切至当日国债利息信息画面

80+Enter 切至沪深Ａ股综合排名画面

81+Enter 切至上证Ａ股综合排名画面

82+Enter 切至上证Ｂ股综合排名画面

83+Enter 切至深证Ａ股综合排名画面

84+Enter 切至深证Ｂ股综合排名画面

85+Enter 切至上证债券综合排名画面

86+Enter 切至深证债券综合排名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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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Enter 切至上证基金综合排名画面

88+Enter 切至深证基金综合排名画面

89+Enter 切至中小板块综合排名画面

91+Enter 切至上证Ａ股今日热门股排名

92+Enter 切至上证Ｂ股今日热门股排名

93+Enter 切至深证Ａ股今日热门股排名

94+Enter 切至深证Ｂ股今日热门股排名

95+Enter 切至上证债券今日热门股排名

96+Enter 切至深证债券今日热门股排名

97+Enter 切至上证基金今日热门股排名

98+Enter 切至深证基金今日热门股排名

99+Enter 切至中小板块今日热门股排名

551+Enter 切至上证 A股报价

552+Enter 切至上证 B股报价

553+Enter 切至上证基金报价

554+Enter 切至上证债券报价

555+Enter 切至上证转债报价

556+Enter 切至上证回购报价

557+Enter 切至上证其它报价

558+Enter 切至上证 ETF报价

559+Enter 切至上证基金通报价

55A+Enter 切至开放基金报价

55B+Enter 切至上证优先报价

55C+Enter 切至风险警示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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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D+Enter 切至上证退市报价

561+Enter 切至深证 A股报价

562+Enter 切至深证 B股报价

563+Enter 切至深证基金报价

564+Enter 切至深证债券报价

565+Enter 切至深证转债报价

566+Enter 切至深证回购报价

567+Enter 切至深证其它报价

568+Enter 切至中小板块报价

569+Enter 切至创业板块报价

56A+Enter 切至 LOF基金报价

56B+Enter 切至非 LOF 基金报价

56C+Enter 切至 B转 H 股报价

56D+Enter 切至深证 ETF报价

56E+Enter 切至深证退市报价

56F+Enter 切至深证优先报价

56G+Enter 切至深证主板报价

+ 切换子功能小窗口

- 自动（停止自动）翻页

/ 和 *
行情画面下切换各种指标

信息和列表画面下字体放大

Alt-F10（或 19+Enter）
技术分析画面时做权息校正：不除权/除权/前复

权/后复权/点复权

Alt-Z
将当前走势/K线画面个股添加到弹出的自选

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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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D
自选股报价分析中将光标所在个股从自选股中

删除

Enter
快速切换个股走势/技术分析/F10 画面/多周期

同列 4图组合

C+Enter
技术分析画面时在 K线背景上叠加指数的收盘

价线

101+Enter 切至上证权证报价

611+Enter 切至上证权证涨跌幅

811+Enter 切至上证权证综合排名

333+Enter 切至股份转让涨跌幅

334+Enter 切至协议转让涨跌幅

335+Enter 切至做市转让涨跌幅

336+Enter 切至竞价转让涨跌幅

337+Enter 切至两网退市涨跌幅

338+Enter 切至其他转让涨跌幅

541+Enter 切至协议转让报价

542+Enter 切至做市转让报价

543+Enter 切至竞价转让报价

544+Enter 切至两网退市报价

545+Enter 切至其他转让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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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龙增值产品系列

从趋势、资金、时间、股价、庄家力度五大方面对股价进行综合分析，盘
中揭晓各类资金仓位、预测股价趋势变化、轻松破译庄家密码，堪称钱龙
软件 15 年的巅峰之作。

提供高速、深度盘口数据和波段操作时主力定位、主力跟踪、多空转换的
二合一多方位证券投资分析产品。

钱龙黄金眼全景版

比传统行情快 6-10 秒，十档行情、买卖队列、逐笔明细、更有多项综合
排名，助您快速把握行情。

钱龙黄金眼领航版

钱龙黄金眼超强版

比传统行情快 6-10 秒，十档行情、买卖队列、逐笔明细、更有多项综合
排名，助您快速把握行情。

席位密码

独创席位异动、揭露机构控盘，打击游资潜伏神话、曝光席位操作思路，
宏观诠释产业资本的惊涛骇浪。

钱龙港股通

实时港股行情，大利市画面、经纪排位和追踪、权证对比，更有香港权威
《经纪通新闻》，助您畅行港股市场。

钱龙黄金眼机构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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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请登录钱龙天地网：WWW.QL18.COM.CN

实时同步NYSE、NASDAQ 和 AMEX 美国三大证券市场的所有股价，第
一时间呈现权威可靠的经济动态和投行研究报告。

钱龙美股通

依托于上百家权威专业研究机构、千位专业分析师的最新研究分析成果，
拥有最广泛的信息来源和庞大的 A股预测估值指标体系。

财富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