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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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在我国的股票市场中还存在市场不完善、监督机制不健

全等一些弊端，导致了少数机构投资者能够利用自己手中的信息

优势操纵价格、谋取暴利。 

一般来说，大机构投资者往往通过市场或媒体发布出一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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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解机构战术是股民盈利的王道！ 

黄金眼机构版集钱龙海内外一流金融领域专家组和国内顶尖

软件开发工程师团队 15 年研究精华之大成，从趋势、资金、时间、

股价、庄家力度五大方向对股价进行综合分析，是目前证券市场

上唯一以及时准确分析主力资金动向为核心，以数字化的处理方

 

 

式将稳健获利的实战技巧融入其中的高端看盘系统，做到趋势与

资金的完美结合，而其操作方便，使中小投资者成功告别了被动

挨打的局面，真正实现了与机构同步的梦想！ 

第一章 钱龙黄金眼机构版的安装 

1. 系统安装 

第一步.双击钱龙黄金眼全景版程序图标,进入安装向导,开始安装: 

 

第二步.接受协议条款后,勾选「钱龙（旗舰）应用程序」：  



 

 

 

第三步. 选择安装路径，确定并继续“下一步”进行安装： 

 

第四步. 系统自动安装后，用户可自行选择或跳过券商委托程序，钱

龙黄金眼全景版安装完成。 

 

 

 

 

 



 

 

2. 启动软件 

第一步.双击桌面程序图标，打开「钱龙黄金眼全景版」： 

 

第二步. 如果你是首次安装或者是重新安装的用户,则进入下面的选

择页面。新用户,建议您选择「快速注册」可相应开通各项免费功能

并能享受实时优惠服务；如果你是老用户请选择相应按钮，立即登录。 

 

 

 

 

第三步. 进入登录页面，正确输入「钱龙天地帐号」及密码，点击登

录即可。 

 

注：首次登录的用户可选择“快速注册”或“免费注册”开通「钱龙

天地帐号」 

点击免费注册钱
龙天地帐号 



 

 

第一章 钱龙黄金眼机构版特色指标简述 

股票操作中首要问题就是选股，选什么样走势的个股是直接关

系到以后能否赢利以及盈利多少的关键所在。有人说选股首先要仔

细阅读每家公司的年报、中报、季报和其他公开信息，从中选出有

良好预期的个股，再坚持对这些股票进行跟踪，在适当的时机采取

行动；还有人说，首先要建一个股票池，再设置一些符合自己要求

的选股指标，最后再根据这些指标进行筛选，这样工作量就会相对

较小，成功的机会会大大增加。 

如果投资者们还在用这些原始而繁琐的方法选股，那大好机会

也许早就离你而去了。什么都能落伍，在股市你千万不能落伍。选

股其实很简单，黄金眼机构版特设金手指完美选股功能，每天都能

在盘中直接点出你想要的强势股。 

3.1. 金手指完美选股 

金手指功能完美的盘中动态选股，是对黄金眼软件原有的主力

监控功能的进一步优化，使盘中选股更加智能化。 

金手指模型是由钱龙软件精英分析师研究团队根据长期对股票

主力资金面、技术面等因素把握的经验，专门研发而出的优中选优

的选股模型。金手指功能可以在盘中实时监控热门个股，无论投资

者是在看自选股或是其他任意报表，金手指都可以在盘中实时标记

出符合要求的股票。 

金手指选股模块由“系统已设条件选股”和“用户自设条件选

股”两大模块组成。 

“系统已设条件选股”是钱龙分析师研究团队根据主力资金

面、技术面等因素综合集成的选股模块，可以在盘中实时监控、自

动选出热门个股。 

 

 

“用户自设条件选股”是用户根据自己的操作风格设定个性化

的选股条件，系统再根据用户需求实时自动选出个股。此项功能扩

展余地很大，也满足了不同风格股民的投资需求。 

使用方法： 

A. 系统已设条件选股 

1. 软件打开后，点击快捷键 60，进入沪深 A股涨跌幅排行报表； 

 

2. 点击页面上方“主力监控”字样。 

 



 

 

3. 点击页面最右边金手指字样，随即出现四个筛选模块，分别为：

涨停集结号、主力顺风船、短线飙升王、黑马集中营。 

涨停集结号：主力资金开始明显流入且流速加快,有强烈买入

意愿,多方占据明显上风,换手充分、量价配合完美，极易冲击涨停

板的股票； 

主力顺风船：近两周主力加仓明显且连续多日有资金净流入，

无过度炒作嫌疑，易于搭上机构顺风船的股票； 

短线飙升王：短期具有强烈的爆发力，当日主力增仓显著且有

连续一周加仓幅度，适合短线强势追涨，阶段性保持着强者恒强之

王者风范的股票； 

黑马集中营：主力锁定一定筹码的底仓，当日成交活跃度突增，

主力买意十足，净买明显且股价还属于潜伏期，具有黑马潜质的未

来牛股。 

 

注：满足各版块条件的股票在报表中其名称右边会出现红色小三角标志。 

另外，金手指选股模型还提供了用户自编模型，用户自己可以

定制个性化的选股模型，扩展性极强。 

B. 用户自设条件选股，使用金手指筛选器 

1. 软件打开后，点击快捷键 60，进入沪深 A股涨跌幅排行榜； 

系统自带的选

股功能 

符合条件的股票 

 

 

 

2. 点击页面上方主力监控字样，再单击右上角“筛”字按钮，调

出金手指筛选器； 

 

3. 设定筛选条件。 



 

 

 

 

4. 设定好条件，点击“开始筛选”，结果显示如图： 

 

满足条件的股票在报表中其名称右边会出现红色小三角标志。

针对该结果用户可以选择继续设置/更改条件筛选，或保存当前结

果。当保存该结果时候，在画面的右边金手指栏目会新增一个“金

手指”条件（条件名称可以是自定义，点击某个条件，在当前报表

中将显示/隐藏满足该条件的所有股票）。 

 

 

3.2. 超级趋势指标 

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

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天道。在证券市场上，这种天道体现为一种

趋势，市场中的成功人士，往往都顺应趋势，趋势是市场综合力量

的体现。在股票操作中，趋势为王，只有顺应趋势才能战胜市场，

因此要在第一时间发现价格运行的趋势。 

超级趋势指标就是帮助投资者认清股指（股价）运行的趋势，

看清上升、下降、盘整趋势，通过趋势投资获取更大的收益。 

使用方法： 

在个股 K 线画面，点击画面标签“超级趋势”，如图所示： 

 



 

 

A. 上升趋势突破压力位 

当股价整体处于上升通道时，股价处于红色多方区域。当股价

在支撑线处拉出长阳，且突破了压力线，往往后市股价可能大幅上

涨。 

 

B. 上升趋势中低点 

当股价整体处于上升通道，由于短线涨幅过大，经过回档调整

后，股价又回落到支撑线附近，对于长线牛股而言，后市会有很大

的波段上涨空间。 

 

 

 

3.3. 主力资金分析体系 

无论何时何地，股票流通市场永远是资金在博弈、在推动，因

此资金流向的判断无论在分析大盘走势还是个股操作上，都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资金流向对行情拐点的研判十分重要，在相对低点大资

金是否进场，股价是否拉升？相对高点大资金是否出场，股价是否

下跌？其次，在个股的选择方面，究竟是选热点短炒还是打埋伏等

大资金来抬轿，这些都与资金流向的判断分不开，所以我们分析股

票市场一定要把资金分析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3.3.1. 分类持仓图与盘中资金监控 

分类持仓分布可统计机构、大户、中户和散户的持仓变动。所

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股市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一个成功

的投资者需要把握各方资金的一举一动，特别是机构投资者的动态。

了解各类用户的持仓分布情况，能够帮助投资者在盘中做出正确判

断，有利于把握行情的转折点。特别是在一段上涨或者下跌行情到

了即将结束的时候，往往各类市场参与者之间的持仓变动会非常明

显。在分类持仓中我们需要重点关注机构和大户的持仓比例，以此

判断该股的主力属性，是大户为主体，还是机构为主体，然后采取

不同的应对策略。 

而盘中资金监控，则是对原有的龙虎看盘的进一步升级。原有

的龙虎看盘只有当日主力、散户的持仓占比，而在资金监控中清晰

的显示市场的机构、大户、中户、散户资金进出的明细。但不变的

是，任何成交的买入量都等于卖出量，因此红色柱状的买入量和绿

色柱状的卖出量是相同的。 

使用方法： 

点击页面下方的“仓”字，就可查看该指标。 

当机构或者大户量柱为红色，且量柱较高，说明主力吸货意图



 

 

坚决；反之，当庄单量柱为绿色，或者量柱较短，则说明主力吐货

意图明显。 

 

3.3.2. 资金分布、主力资金流向分析 

不同操作风格的股民关注的资金主体是不一样的，例如，操作

稳健、喜好做长线的投资者喜欢跟着机构的投资方向进行操作，而

喜欢做中短线的投资者，则更关注中户和大户的投资方向。黄金眼

机构版人性化地将主力持仓线细化为机构、大户、散户持仓线，使

投资者可以实时监控到市场中各种资金的投资方向，满足不同的投

资需求。 

资金分布中的机构持仓线、大户持仓线、散户持仓线分析思路

延续了TopView的机构持仓、大户持仓线分析模型，同时实现了T+0，

这样就能更精确地把握市场主力的脉搏，与原先标准版的主力持仓

相比，解决了很多主力持仓线难以企及的高度，例如当机构与大户

 

 

操作相反时，主力持仓线无法显示真正的资金意图，而在机构版中，

资金综合模板完美诠释了市场两大主力，机构与大户的持仓趋势，

做到了资金决策的最高境界。 

使用方法： 

在个股的 K线画面，点击画面标签“资金综合”，就可以查看该

股的资金分布及主力资金流向，如图所示： 

 

A. 主力分布 

不同资金结构的持仓线分别代表了各自资金持仓量占流通盘的

比例，在图中以线状形式描绘出历史资金的变动趋势。当持仓线变

红，并逐步上行时，表示相应资金持仓量正在增加；当持仓线变蓝

（绿）并逐步下行时，表示相应资金的持仓量正在减少。 



 

 

 

B. 主力资金流 

该指标跟踪主力资金整体的进出情况，计算出主力资金对每只

股票的买卖金额数据。主力资金的敏感度超越市场其他的主体，如

果嗅到市场风声的转变，他们会快速卖出手中的筹码。所以，跟踪

主力资金操作我们需要注意投资风险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跟的“紧”。

主力资金一进入，主力资金流指标就会立即提示。红色柱状为净流

入，绿色柱状为净流出，一段时间内主力资金流连续红色柱状的个

股，就要引起重点关注了。 

 

 

 

资金有分类，主力定黑马！ 

传统主力资金监控产品由于仅揭示客观资金流数据，操作上还

需用户配合辅助指标仔细推敲研判。黄金眼机构版将复杂的技术深

入浅出，直接展现主力资金背后的真实意图（如下图所示），能够识

别各种主力的骗线行为，避免下跌途中被骗买入或上涨途中被震出

局。 

3.4. 盘中监控中心 

面对如此多的股票，每天 4 小时的交易时段，数百万笔交易数

据，要用人工的方式去实时跟踪盘口已经成为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 

但是，我们可以放弃实时盘口跟踪吗？再狡猾的控盘主力，在

实盘运作中也会露出痕迹。传统的看盘分析方法，比较适合在盘后

分析，国内市场大机构操纵迹象显著，抽丝剥茧的盘后繁杂分析，

很难在盘中风云变幻之时抓住启动时机，要想在股市中夺得先机，

盘口跟踪必不可少！ 

钱龙独特的盘中监控中心，可以真正实现智能看盘，实时监控

市场中一切的蛛丝马迹。 

盘中监控中心主要由短线精灵、主力预警、盘口风向标三大部

分组成。专门实时监控个股的涨跌、成交、盘口、资金流向及板块



 

 

热点，迅速给出异动信息，帮助投资者盘中实时把握市场机会。 

使用方法：用户可以选在将该窗口浮动/拼接于当前画面，或者

隐藏起来。如图所示： 

 

 

 

盘中监控中心共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是盘口风向标、主力预

警及短线精灵，单击工具条就可切换当前显示功能的画面，如图所

示： 

点击左下角“盘中监控”

可以打开盘中监控中心 

 

 

 

对于监控中心中显示的个股，可通过双击切换查看其

分时画面。而点击个股报价画面的“监”字标签，就可以

跟踪该个股的盘中异动情况。 

 



 

 

3.4.1. 短线精灵 

黄金眼机构版的短线精灵主要包括四项核心的功能的八个数据

指标（主力扫货、主力吐货、单比金叉、高单数比等）。 

 

短线精灵的核心设计思路就是寻找主力资金盘中运作的动向，

在整个短线精灵中还有其他很多实时盯盘指标，我们可以在“条件

过滤”设置中进行选择。如果用户仅想设置核心的四大盯盘指标，

也可以通过条件过滤对话框进行设置，如图所示： 

 

 

 

在短线精灵选项的“商品过滤”选项中，用户可以对各个市场

的标的物进行设置，如下图，在上海市场中仅选择上证 A 股；短线

精灵监控的指标，旁边的数值表示商品的出现的家数，比如单笔金

叉后面“112”，表示今日符合单笔金叉这一条件的个股家数有 112

家。 

  

点击此处打开

过滤页面 



 

 

3.4.2. 主力预警 

在盘中只要符合黄金阶梯、主力异动信号的个股就会立即跳出

提示，让您第一时间把握资金异动、趋势转变的个股动态。 

 

盘中预警黄金阶梯、主力异动的信号，最及时的把握资金异动、

趋势转变的动向 

主力预警包括四个指标（多头异动、空头异动、阶梯转强、阶

 

 

梯转弱），本组跟踪模型是将特色的多空异动指标和黄金阶梯，进行

实时化处理，真正做到了实时追踪。 

3.4.3. 盘口风向标 

盘口风向标是盘中监控中心最具特色的功能。其用独特的设计

理念，帮助投资者追踪个股分时走势的强弱度。 

由于中国资金市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与其他市场有很大的差

异（受政策因素推动，暴涨暴跌等）。经过钱龙分析师团队缜密细致

的研究发现，当市场处于强势单边上涨或极度恐慌的暴跌途中，通

过盘口风向标的监控，是一种完全逆向思维的监控：当市场处于强

势的单边上涨时，普涨的个股已经毫无操作的价值，而这时盘口风

向标所找寻的个股，都是走势与大盘相悖的弱势股；当市场处于极

度恐慌的暴跌途中，盘口风向标则会在泥沙俱下的爆跌股中，寻找

出特立独行的强势股，在弱势市场中依然能够获取赢利的机会。 

组成:盘口风向标共由二组六个指标组成（强势股组合：强于

大盘、抗跌股、突破点；弱势股组合：弱于大盘、滞涨股、破位点）。 

设计理念:盘口风向标的 6 个指标其核心的设计理念就是与大

盘的分时走势 N 字形态，与个股的分时 N 字高低点的对比，以此找

出当天合适的进场、出场时机。 



 

 

 

指标详解： 

第一组指标：强势股组合 

模型 A：强于大盘 

大盘分时后一顶低于前一顶，个股分时后一顶高于前一顶；分

时图中会有红色空心圆圈标识（鼠标移至圆圈标识会有说明提示）。

此时表明大盘顶部逐波走低，但个股却逐波持平甚至逐波上涨，表

明该个股明显强于大势。 

模型 B：抗跌股 

 

 

大盘分时后一底低于前一底，个股分时后一底高于前一底；分

时图中会有红色空心圆圈标识（鼠标移至圆圈标识会有说明提示）。

此时表明大盘底部逐波走低，但个股的底部却不随大盘走低甚至底

部抬高，说明大盘下跌时该个股走势明显具有抗跌性。 

模型 C：突破点 

个股走势首先符合以上模型 B：抗跌股，且盘中突破当日的最

高点，分时图中会有红色实心圆圈标识。此时表明个股站稳脚跟，

并开始突破攻击。 

特别说明： 

1） 模型 A 和模型 B，用于对个股走势的警示，并不直接作为操

作决策。 

2） 根据逆向思维，异动跟踪的原则，本组跟踪模型一般在大

盘走低时将会生效，帮助跟踪逆势走高，并预备上攻的个

股。 

第二组指标：弱势股组合 

模型 A：弱于大盘 

大盘分时后一底高于前一底，个股分时后一底低于前一底；分

时图中会有绿色空心圆圈标识（鼠标移至圆圈标识会有说明提示）。

此时表明大盘底部逐波抬高，但个股的底部却不随大盘走高甚至底

部不断降低，表明该个股明显弱于大势； 

模型 B：滞涨股 

大盘分时后一顶高于前一顶，个股分时后一顶低于前一顶；分

时图中会有绿色空心圆圈标识（鼠标移至圆圈标识会有说明提示）。

此时表明大盘顶部逐波上升，但个股的顶部却不随大盘走高甚至顶

部降低，表明大盘上涨时该个股走势明显具有滞涨性； 



 

 

模型 C：破位点 

个股走势首先符合以上模型 B：滞涨股，且盘中跌破当日的最

低，分时图中会有绿色实心圆圈标识。此时表明个股在明显弱势后，

开始崩溃下跌。 

特别说明： 

1） 模型 A 和模型 B，用于对个股走势的警示，并不直接作为操

作决策。 

2）根据逆向思维，异动跟踪的原则，本组跟踪模型一般在大

盘上涨时将会生效，帮助跟踪走势疲软，并可能崩溃下跌

的个股。如此时 TOPWIN 系列指标有主力出货迹象或风警线

有高位转弱提示，则可采取止赢策略锁定阶段性胜利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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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Enter 进入“财经直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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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盘即时走势画面时切至 5 分钟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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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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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rl-F1~F4 画线状态下切换 4 种画线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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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Enter（或 Alt-H 或？） 当前画面下的帮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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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nter 切至钱龙信息画面 

20+Enter 切至股权分置专栏 

30+Enter 切换到“钱龙信息中心”菜单 

500+Enter 切至所有板块分析 

501+Enter 切至指数板块分析 

502+Enter 切至行业板块分析 

503+Enter 切至地域板块分析 

504+Enter 切至概念板块分析 

505+Enter 切至热点板块分析 

506+Enter 切至资讯厂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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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至中小企业板涨跌幅排名 

70+Enter 切至钱龙信息 

71+Enter 切至上海证券信息 

72+Enter 切至深圳证券信息 

73+Enter 切至创业证券信息 

 

 

74+Enter 切至券商信息 

75+Enter 切至上海证交所公告 

76+Enter 切至深圳证交所公告 

77+Enter 切至综合财经新闻 

78+Enter 切至上海短线精灵信息 

79+Enter 切至深圳短线精灵信息 

7A+Enter 切至国债利息信息画面 

80+Enter 切至上证及深证Ａ股综合指标排名 

81+Enter 切至上证Ａ股综合指标排名 

82+Enter 切至上证Ｂ股综合指标排名 

83+Enter 切至深证Ａ股综合指标排名 

84+Enter 切至深证Ｂ股综合指标排名 

85+Enter 切至上证债券综合指标排名 

86+Enter 切至深证债券综合指标排名 

87+Enter 切至上证基金综合指标排名 

88+Enter 切至深证基金综合指标排名 

89+Enter 切至中小企业板综合指标排名 

90+Enter 切至热门个股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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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至中小企业板今日热门股排名 

551+Enter 切至上证 A 股 

552+Enter 切至上证 B 股 

553+Enter 切至上证基金 

554+Enter 切至上证债券 

555+Enter 切至上证转债 

556+Enter 切至上证回购 

557+Enter 切至上证其它 

558+Enter 切至 ETF 基金 

559+Enter 切至基金通 

55A+Enter 切至开放式基金 

55B+Enter 切至上海权证报价 

561+Enter 切至深证 A 股 

562+Enter 切至深证 B 股 

563+Enter 切至深证基金 

564+Enter 切至深证债券 

565+Enter 切至深证转债 

566+Enter 切至深证回购 

567+Enter 切至深证其它 

568+Enter 切至中小企业板 

569+Enter 切至 LOF 报价 

56A+Enter 切至非 LOF 报价 

56B+Enter 切至深圳权证报价 

56C+Enter 切至深圳 ETF 报价 

 

 

56D+Enter 切至股份转让报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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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息修正/还原/不修正 

Alt-Z 将当前走势/K 线画面个股添加到弹出的自选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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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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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301 上海/深圳权证报价画面 

611/631 上海/深圳权证涨跌幅排名 

811/831 上海/深圳权证综合排名 

 



 

 

钱龙增值产品系列 

钱龙黄金眼机构版 

从趋势、资金、时间、股价、庄家力度五大方向对股价进行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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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龙黄金眼实战版 

自主研发 PPST 多元复合分析技术，实时追踪个股资金流向将主

力筹码变化深入转化为对股价变化的解读和预测，第一时间看清机

会与陷阱。 

钱龙黄金眼标准版 

首创 T+0 实时追踪机构持仓变化，券基私募买卖动作现场直播，

树立主力分析操盘技术的新标杆。 

钱龙 Level-2 闪电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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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富密码 

依托于上百家权威专业研究机构、一千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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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开启了财富之门。 

了解更多，请登录钱龙天地网：WWW.QL18.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