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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欢迎使用港股通 

港股通让您拥有 

◆ 高速港股实时行情、十档买卖盘； 

◆ 强实战、高精准的傻瓜式买卖指标； 

◆ 专家级破解主力动向及买卖意图； 

◆ 详尽的权证资讯和窝轮搜索工具； 

◆ 第一手财经猛料和机构实时交易数据； 

◆ 满足各类港股衍生品投资需要。 

 

关于港股通和乾隆公司 

乾隆公司是国内最早获得港交所授权的港股实时行情提供商与服务商，

更于全球首家推出港股实时十档买卖行情。 

钱龙港股通则是乾隆公司领先推出的港股实时资讯数据服务，是目前中

国大陆地区最为快速稳定的实时港股行情系统，是港股专业投资者的必

备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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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通产品明星家族 

港股通（加强版、专业版、点金版、机构版） 

钱龙数据中心通过 DDN 专线直接从港交所接受实时数据；在堪称经典的

钱龙或大利市界面上，集各类港股分析功能之大成，由低至高升级而出

的港股通各类版本产品来满足不同港股投资的实战需要。 

港讯通 个人版高端港股资讯 

港讯通获取路透、彭博等专业财经渠道，提供只有机构、大行才知的机

构买卖及深度分析报告。用户不但能最早、最全地查看外资大行评级，

更可获取大行即日买进卖出指令，跟踪到最真实的机构交易数据。 

恒指赢家 实时港股衍生品 

专业的港股股指期货交易策略软件，实时五档恒指期货高速行情以及期

货 TICK 图、一分钟 K 线图表，快速、稳定、精准，是香港市场专业投资

者的必备利器。 

关于使用手册 

本手册将为您介绍如何使用港股通查看实时港股行情，更好地进行投资

实战操作，让您快速浏览、了解港股通系列产品的重要功能与特色。 

客户服务 

您还可以登录钱龙天地网：www.ql18.com.cn 查看更多最新的案例和精

彩视频课程并相应选购钱龙港股通系列产品。 

客户咨询热线：（021）-58369258 转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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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极速稳定的港股实时行情 

 

你是不是一直都在找最好的实时港股行情软件？ 

问你的朋友，问你的投资顾问，或者查阅专业网站…那么眼前港股通就

是这样一款产品。因为只要你使用上他，您就会感受到： 

 

高速稳定 通过 DDN 专线直通港交所，在信息和数据传输上无滞后更稳定 

界面经典 清晰精练的钱龙界面，所有数据资讯一目了然；  

专业保证 钱龙港股通是国内最早获权提供港股实时行情的信息服务, 

更是市场首家提供港股十档买卖盘行情的信息服务商。 

 

1.港股买卖十档行情，画面精练 

钱龙独家开发的大利市界面，满足了港台投资者的看盘习惯。众多港股

特有数据分时走势、买卖 10 档行情、成交明细、经纪排位等，让投资客

体验真正的港股高速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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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用户可直接选择“分时走势”来适应更多的大陆投资者的看盘习

惯，所有最重要的实时信息浓缩在精炼的画面中，一目了然。 

 

 

2.关联股票行情变化尽收眼底 

在大利市界面中，当前股票的相关联股票、最新成交价、涨跌幅、实时

走势尽收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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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查看“分时走势”的钱龙传统界面中，用户按“关”可以在右侧显

示当前股票的关联股票，并且将其最新成交价、涨跌幅度和实时走势尽

收眼底。 

 

3.多日走势同屏显示 

实时走势画面时按热键“↓”、“↑”则可以将画面切换成显示最近连续

几天的实时走势（目前最多连续 5日）。连贯显示的实时走势，近日的走

势动态了然于胸，走势的任何异动迹象都无从藏匿。还可以显示过去单

日的实时走势，很方便地帮助您回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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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供全日的成交明细 

提供全日的成交明细，当日每一笔交易都可查。 

 
 

5.分价表揭示当日成交的重心 

提供分价图表，其图形化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非常直观地判断当日成交

的重心位于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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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港股复权功能 

解读各类派息和送配股、拆细并股等港股市场复杂的操作对股价的影响，

还原股价走势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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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气买卖指标易学易用,拆解

机构交易数据捕捉良机 

 

强实战、高精准的傻瓜式买卖指标 

股市操作，盈利只在买卖之间。故而只要选对了买卖时机，任何一个股

票都可让您收益多多。 

 

钱龙港股通特精选提供用户三大买卖指标，无论您是短线先锋，还是长

线投资，亦或波段操作，总能在港股通中找到适合您，更具实战操作的

好工具。 

 

钱龙凤凰线  流畅解析复杂的市场 两个信号精准把握买卖  

能量潮       更适合对指标分析不擅长的价值投资者     

ATM 指标     抢先规避风险，进攻时叠加利润；高处时锁定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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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买卖三指标——钱龙凤凰线 

指标快捷键：QLFHX 

 

钱龙凤凰线由蓝、绿、黄、红四种颜色的线柱和凤线（蓝色）、凰线（红

色）共同组成。凤凰线是对 K线形态的进一步变形，因为经过一系列数

据模型的演变，因此形态更加流畅，上涨、下跌的形态也更加明显。 

 

处于凤线上方的红、黄两色线柱代表资金流入动作明显，当资金持续流

入，该指标上会出现红色向上箭头提示投资者买进； 

反之，处于凰线下方蓝、绿两色表示资金正在流出，若资金持续流出，

该指标会发出蓝色向下箭头提示投资者卖出。 

 

 

 

红色向上箭头提示买入 
蓝色向下箭头提示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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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买卖三指标——能量潮 

指标快捷键：NLC 

 

钱龙能量潮可对整个市场内的所有个股进行高效波段攻击的精准定位和

风险分拆，将成交量数量化，配合股价趋势线，从价格的变动及成交量

的增减关系，推测市场气氛，把握市场买卖人气，透视市场交易群体的

心理变化预期，从最大趋势上面着眼，把握一只股票的最主要的涨升轨

迹，并直接在个股上直接显示进出场的时机。 

 

能量潮指标通过潮汐指标和能量的相互应用法则，对大盘及个股独特运

行轨迹的全程同步和个性价评测，助力把握牛熊转变，帮助投资者们省

去了繁琐的分析，只要根据进出场信号操作，就可以科学有效地回避个

股的调整浪和下跌浪，非常适合对指标分析不熟悉的投资者。    

   

 
 

 

绿色波段内

持币观望 红色波段内

安心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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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买卖三指标——ATM 

指标快捷键：ATM 
 

提前一步避风险，早人一刻抓机会，安心炒股有保障，原因何在？ 

这是因为 ATM 指标背离，可监控在波段转折点位发出的金叉或死叉信号，

从而在攻击型主升行情中实现极大限度地叠加利润，而在股指（股价）

处于高位时，ATM指标也可以帮助投资者先人一步规避风险，锁定利润。 

 

操作说明： 

ATM 指标由一根黄色的曲线构成，当曲线升入顶部红色区域，并从红色

区域滑落，代表风险来临； 

当曲线跌入谷底绿色区域，并从绿色区域开始反弹，也代表着机会即将

来临。 

 

 

 

指标走出底部绿色

区域，提示机会 

指标跌出顶部红色

区域，提示风险 

股价创 
出新高 

股价跌 
入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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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更精准的买卖？ 

庄家有大小，操作有真假，想要在实盘操作中做出更准确的判断，且能

灵敏地对实盘做出果断应对，钱龙智能主力解码系统的推出就能直接将

问题化繁为简，轻松应对。 

 

想要更精准的买卖，想要跟准主力、捕捉到最优质的庄家 

更精明的您可以选择——由钱龙自主研发的 PPST 多元复合分析技术 ！ 

该技术基本完全涵盖了技术分析中的价、量、时、空的四大因素，其核

心就是反映了股价变动的趋势。帮助投资者识别市场中的虚假消息。 

 

4.买卖进阶，黄金阶梯+风警线（点金版、机构版） 

PPTS 多元复合技术由黄金阶梯和风警线两大指标组成。 

黄金阶梯可判多空趋势的转换，用于捕捉波段机会； 

风警线是一个辅助性的指标，能够准确预判阶段性的底部和高点，在实

战中须和黄金阶梯配合使用，可以帮助投资者买的更低、抛的更高。 

 

股价突破压力线,

站上黄金阶梯,入

场信号提示机会 

股价跌破支撑线,进入蓝色空方

区域,绿色出场信号提示风险 

风警线出现顶背

离 ,跌出绿色区

域,风险加大. 

风警线出现底背离,从

底部红色区域超跌反弹 

风警线不出绿色区

域,可持续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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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想要更全的港股主力数据，破解机构 

钱龙港股通提供的港股 TOPWIN 扩展为港股全市场：涵盖港股、窝轮、

牛熊证。包括主力成交量、主力活跃度、主力持仓和主力异动。 

 

作为追踪主力筹码的重要指标，帮助投资客还原主力操作真相，如实反

映机构主动性交易意愿，进而选对机构，成功跟庄。 

 

5.主力轨迹图（点金版、机构版） 
指标快捷键：ZLGJT 
 

主力吸筹手法多种，像低位筑平台吸货、打压吸货等，股价亦会做些小

波段的调整，此时冒险投资可做超短线；待主力有加速启动迹象，稳健

性投资者再可介入。而主力轨迹图则如实记录此过程，无论是哪种吸筹，

还是主力震仓洗盘，或是经过长期潜伏即将拉升，都可把主力复杂的操

盘手法简单化，让投资者清楚地把握到主力操盘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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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主力龙虎榜（点金版、机构版） 

指标操作：找到界面右下方，点击“龙”标签切换至主力龙虎榜画面 

 

盘中现场直播各类型股票参与者激战情况。更以饼图贴身式追踪主力买

卖动作。统计分析庄、大、中、小单数据，即时反映行情中不同资金的

参与程度。 

 

主力龙虎重点关注两个指标：买单主力比例、卖单主力比例 

买单主力比例（庄单+大单）明显大于卖单主力（庄单+大单）比例，则

表示主力吃货。反之表示主力吐货； 

买单均量大于卖单均量说明主力吃货意图坚决； 

若买单均量小于卖单均量说明主力吐货意图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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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主力持仓线（点金版、机构版） 

指标快捷键：PH 
 

当天揭晓主力机构换手情报及机构总体增减仓情况，研判股指（股价）

的运行趋势 

 

8.主力成交量（点金版、机构版） 

指标快捷键：PV 
 

当日揭晓主力资金总买量、总买量、净买量、净流入、净流出的情况，

研判成交量背后主力的真实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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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趋势决策（机构版） 

“趋势决策”模板由三大指标组成：钱龙太阳线，河流图以及风警线 2。

太阳线揭示股价趋势，河流图判断多空形态，风警线预判阶段性的底部

和高点。先运用风警线提前找到阶段性底部，再通过另外两大指标监控

多空趋势，若确认趋势反转，可坚定持股；如股价仅仅是超跌反弹，也

可及时获利出局！另外，当风警线进入顶部绿色区域时，特别是三条风

警线集中进入，是很强的离场观望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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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快速搜寻认股证、一网打尽精

选窝轮 

 

无需另外购买,港股通中窝轮王功能让你拥有 

强大的选轮功能: 

 直观选轮星空图,图表生动形象快速锁定优质投资品种； 

 四大专业经验模板——宜操作、高收益、稳健和低风险； 

 模拟窝轮计算器精确测算，选取最优窝轮，收益风险一览无遗。 

详尽的权证资料库和更新的窝轮信息 

轻松上手且超级好用的权证搜索功能 

 

如何使用窝轮王 

方法一：直接从港股个股画面，点击“窝轮王”按钮 

方法二：直接在钱龙旗舰 2012新版“程序头”点选“窝轮王”。 

 

 

打开了窝轮王，让我们快点看看其中强大无比的选轮特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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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直观选轮星空图 

操作方式:用户直接点击钱龙旗舰 2012程序头“窝轮王”，直接进入以恒

生指数为标的的窝轮，或者用户可直接输入代码选择进入。 

初步筛选+鼠标区域选轮，精准定位：选择好窝轮的标的资产，设置初步

的筛选条件，鼠标点击划出目标区域，最大幅度缩小投资窝轮的范围。 

 

2.模拟窝轮计算器 

简单方便测算未来窝轮走向，选取最优窝轮，收益风险一览无遗 

选择好最优的几个窝轮以后，我们来进一步确认投资的预期收益，并以

此来确定最终投资的窝轮的风险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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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业窝轮经验模板 

宜操作轮、高能量轮、稳健轮、低风险轮 

源自乾隆对港股市场多年的了解，设计出了各类窝轮投资模板，针对各

类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均可适用。 

 

宜操作轮：以距到期日和街货比例，从比较宽泛的角度筛选出适合大部 

分人交易的窝轮。 

高能量轮：以对冲值和实际杠杆，从实际交易的角度筛选出波动性交大 

的窝轮，适合有风险偏好且对投资回报有高要求的投资者。 

稳健轮  ：以等价比率和引伸波幅，采用合适的参数范围筛选出中等风 

险与收益的窝轮，适合对投资回报有一定要求且避免较大波 

动风险的投资者。 

低风险轮：以溢价和实际杠杆，从规避风险的角度筛选出低风险的窝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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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详尽的权证数据资料库 

港股通特别为所有权证都制作了基本资料库。 

操作方式：在权证画面，点击画面下方的“基本资料”即可。 

 

5.股证搜寻 

操作方式：在程序头上直接选择“股证搜索”快速准确找到权证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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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股证对比功能 

透过股证对比功能，我们可以全方位的来比较两个关联性较大的权证，

帮助从中选出更适合投资的权证品种。 

操作方式：在钱龙旗舰 2012 程序头上直击选择“股证对比”；亦或者在

在权证走势画面的下方，选择“股证对比”也可以进入该功能了。 

 

进入后，可通过“选择进行对比的相似认股证”中提供的选项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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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完整历史街货量和丰富指标参数揭示 

权证的历史街货量代表着各个时期市场人士对正股走势的看法，通过街

货量的走势图可以研判市场情绪，准确把握资金流向。 

操作方式：进入大利市界面，即可在右下角看到专业的窝轮参数及实时

变动，在街货量上面可点击链接直接进入权证的历史街货曲线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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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网罗点金资讯、抢先大行报告，

与机构交易员平起平坐 

 

港股通资讯更注重您的使用需要 

更好用：使用快捷键“711”查看香港交易所新闻 

更详尽：独家的精装 F10，图形展示完整的上市公司数据 

 

1.精装 F10，详尽的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和新闻公告 

操作：在钱龙旗舰 2012 程序头上直接点击“精装 F10” 

国内最先进的港股精装版 F10资讯，完整研读香港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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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快捷键 711 查看“香港交易所新闻” 

为了帮助您能够及时地筛选并了解到重要的香港资讯信息，您可以通过

主菜单“港股/香港交易所新闻”或快捷键“711”来查看 

 
同时，您还可以在该页面上行状态栏中选择“港股资讯”查看更丰富详

尽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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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更独具慧眼，想要为投资度身定制的高端资讯 

那么作为港股通高端资讯的专属产品—港讯通就能满足您的需要。 

港讯通获取路透、彭博等专业财经渠道，提供用户只有投资机构、大行

才知的最核心的机构交易数据及深度分析报告。 

用户除了能最早、最全地查看外资大行评级，更可获取大行即日买进卖

出指令，跟踪到最真实的机构交易数据。 

 

3.大户盘路，机构核心交易（机构版） 

大户盘路只将当日盘中最重要的资金流动情况、当日被大行关注的净买

净沽的多个个股，每天以最快的速度聚焦提供给用户，借此作投资参考，

而其中的的结论则是真实播报国际大行的卖出和买进指令，以及大行总

体的交易氛围数据。 

 

案例：2011 年 6 月 22 日大户盘路中，恒大地产(3333.HK)，获得机构资

金显著净买入，机构投资者的净买净沽比有所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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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恒大地产资金流向逆转的第一时间发出信号，在大量机构资金净流入

的情况下，恒大地产连续 5 天拉升，涨幅 16%以上，并于高位震荡整固。  

 
 

除了个股，大户盘路对恒生指数也有准确的判断。 

如图：大户盘路在盘前对恒指的预测， 

 
大户盘路精确提示：暴跌并非偶然，而是"资金不断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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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级速递，精准的大行报告（机构版） 

每个交易日，评级速递都及时地提供包含所有外籍主流投资大行的最新

最详尽的研报数据。诸如【大摩】【美林】【高盛】【花旗】等最具权威的

外资大行评论，且精选最有价值的评级报告，去伪存真，其研报的含金

量远远高于同类产品，更区别于外面以量为主打的山寨产品系列，具有

非常大的参考价值。 

案例：龙源电力（00916.HK），8 月 23 日至 8 月 25 日三天间，理昂、美

林、花旗发 7 条评级均看好龙源电力 

 

 

 

随后龙源电力股份也随之大涨，8 个交易日中涨幅高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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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港透视（点金版、机构版） 

港讯通【中港透视】纵横中港投资市场，将实时市场评论、资本数据、

专业经济资讯一并囊括、提炼，将高价值的内容提供投资者决策参考。 

中港透视共有六大分类十二条栏目: 

1、【经济政策】解读重大消息面政策； 

2、【香港股市】【沪深股市】【市况播报】紧抓 AH 市场互动，盘中跟踪播

报市场要闻； 

3、【AH 红筹】【个股新闻】【新股】关注热点异动个股； 

4、【衍生品】【环球市场】深刻探究其他投资产品以外围市场发展趋势； 

5、【名家专栏】以独特视角洞悉市场动态； 

6、【盈喜盈警】【企业回购】查获上市企业最新动态。 

由于中港透视内容丰富,我们选择【盈喜盈警】和【企业回购】对投资者

在实战中帮助明显的栏目做下说明 

企业回购 

上市公司买入自己公司的股票,说明该公司对自身的未来业绩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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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永利控股（00876.HK）,从8月29日至9月15日,9次进行回购，结果

仅在9个交易日内,上涨近20%。 

 

盈警盈喜 

根据上市公司近期业绩等最新状况,实时地给出盈喜盈警报告,判断预期

业绩对股票是利空还是利好。 

 

案例:李氏大药厂（00950.HK）10 月 20 日发出盈喜，股价在 10 月 21 日

即表现强势，大涨 11%；10 月 22 日盘中最高又涨至 3% 

 

 

9 个交易日 

上涨近 

20% 

10-20盈喜爆出， 

即日强势大涨 11%， 

隔日追涨最高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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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便捷的软件操作一用上手 

 

就算您是第一次使用港股通，他的超便捷操作设计一定会让您一用

上手，好用不脱手！ 

 港股通采用大家熟悉的 windows 风格,结合鼠标和菜单的操作方式 

让人轻松上手； 

 完全顺应实际的操盘习惯而设置的功能满足您无论您是看盘分析， 

还是选股决策的各种需要； 

 强大的数据筛选和统计功能，让您一目十行监听所关注的股票瞬息 

变化，关注走势，随时捕捉强势、异动个股。 

 

1.叠加分析 

在股票上可以叠加其他股票或大盘的曲线，一目了然地告诉你二者之间

的关联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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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股区间统计 

利用个股区间统计的功能，可以很方便地统计出所选定的日期区间内，

该商品的开、高、低、收、幅度、振幅、涨跌、换手等重要数据。 

操作:点击 K线图上“统”字，左右移动点击选择起始日期和结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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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财务数据快速排序 

“财务”功能以表格形式显示各类股票的主要财务数据，可以按照某项

数据进行快速排序。 

 

4.栏目统计 

历史最低在哪里、历史最高在哪、历史的天地量等的统计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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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任意周期排行，查看历史排行 

选取日期——想知道过去哪一天的报表排名？翻过去就给你看！ 

选取周期——周排名、月排名、季排名…，最适合做长线、做统计。 

 

 

栏目自定义 

栏目全囊括！行情、财指、统计、指标、基本面，多表合一。 

关心的数据太多，只有一张报表不够看？给你自主权！自己决定看什么

怎么看！设置多张报表随心所欲，鼠标一点轻松快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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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条件编辑器方便自制选股条件 

独创的“易用型选股”和 “专业型选股”条件编辑器以及“自设指标”

编辑器，适合不同用户的需要，编写条件更加方便。 

 

（1）易用型条件编辑器--简单易用的条件编辑,人性化的设计面板。适

合普通用户轻松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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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型条件编辑器--专为精通技术分析者设计，根据个人喜好随意

更改条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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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实时港股期货行情，盈利新机 

 

股指期货、港股股票期货 

1.股指期货报价 

进入恒指期货报价 

方法一：从程序头处点击“期货”-“恒指期货” 方法二：209 热键 

 

 

进入港股期货报价 

方法一：从程序头处点击“期货”-“港股期货” 方法二：219 热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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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指期货合约分时画面 

对于某一个具体的股指期货合约来说，直接使用快捷键进入其分时画面。 

 

基本指标数据说明： 

（1）盘实时行情：上图可见五档买卖盘行情（钱龙恒指赢家可见）。 

（2）恒生指数画面切换：点击画面上方“恒生指数”信息栏即可切换。

如图所示： 

 

 

 

 

恒生指数报价 

分时走势 

成交量 

主力资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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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分时画面中，除了分时走势，用户还可以看到基本的行情数据，

包括最新、涨跌、幅度、总量、升水（贴水）、拟开、昨持、昨结等实时

数据。如图所示： 

 

部分名词注释： 

仓差：当前持仓与昨日持仓的数据差。 

升水/贴水：该名称及表示的颜色由期货减去现货的差值而定。 

若期货与现货的差值大于零，则为升水，用红色表示； 

若期货与现货的差值小于零，则为贴水，用绿色表示； 

 

（4）成交明细画面 

 

成交点位 

合约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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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股指期货合约 K 线指标 

通过 F5 可以切换到 K线画面，在该画面中除了看到传统的 K线及成交量

等基本指标外。 

 

钱龙恒指赢家针对不同的操作习惯、操作风格等更增加了 3个方便实用

的策略：AF 策略、PR日内策略及 PR 策略。（策略的具体用法，请详见后

面相关内容） 

 

操作：用户直接点击程序头中“AF 策略”下拉按钮，选择 3大策略 

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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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期货合约行情数据 

F1 可以查看当日成交明细数据，作为当日盘中及盘后的分析之用。 

 
当然也可以切换查看日线资料。 

 

5. TICK 图（指标） 

指标解读：分时图中，每笔成交的走势图，并可叠加均线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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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期现快速叠加 

通过叠加商品功能功能，可以快速的实现期指和现货的叠加，以次捕捉

现期现快速套利的机会。 

 

 

恒指当月期指 

恒生指数现货 

白色粗线为恒指当月期指 

绿色细线为恒生指数现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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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期货合约概要、按金表、交易时段 

恒指赢家特别增加了“合约概要”、“按金表”、“交易时段”功能。用户

可以通过画面标签中的“合约概要” 、“按金表”、“交易时段”来查看。 

 

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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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指赢家 （机构版） 

钱龙恒指赢家包含档买卖盘的香港指数期货、股票期货 5档行情；同时

更根据用户操作习惯和操作类型，提供更具有实战意义的： 

3 套买卖策略（AF 策略、PR 日内策略和 PR 策略）和 

1 套特色指标（星罗期布） 

三大买卖策略（适用恒指） 

预测市场多空转折，及时提示进行多空战略性方向选择。 
特别提示：现有的 3 个策略均适用于 5 分钟线周期。 
操作：用户直接点击程序头中“AF 策略”下拉按钮即可选择 3大策略 

1.AF 策略（热键 AFCL） 

指标解读：对于追求胜率的投资者，AF 策略更加高效，它更有效的过滤

杂讯，并且独具预警信号提示功能，可以预判市场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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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应用说明： 

 

1. 适用于恒生指数股指期货 

2. 最佳适用周期为 5分钟、10 分钟 

3. 出现红宝石信号时，平空仓并且开多仓 

4. 出现蓝宝石信号时，平多仓并且开空仓 

5. 当预警信号出现时要警惕，一旦出现突破/跌破预警价位，即将出现 

反转信号。 

2.PR 策略（热键 PRCL） 

指标解读：PR 策略为跨日操作，主要用于行情明朗、趋势形成的交易日，

通过红宝石做多信号、蓝宝石做空信号进行操作。 

 

 

 

上图是交易日 2010年 6 月 10及 6 月 25日的 PR策略图。 

 

做多信号:红宝石 
做空信号:蓝宝石 

阶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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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应用法则： 

1. 适用于恒生指数股指期货。 

2. 最佳适用周期为 5分钟。 

3. 出现做多信号时，平空仓并且开多仓。 

4. 出现做空信号时，平多仓并且开空仓。 

5. 当收盘价靠近阶梯线时需要警惕，一旦出现突破/跌破，即将出现反 

转信号。 

迅疾出现转空信号，调整原有操作策略，先把前一多单平仓，然后再 

开空单。 

3.PR 日内策略（热键 PRRNCL） 

指标解读：PR 日内策略－主要用于震荡行情、趋势混沌的交易日，通过

红宝石做多信号、蓝宝石做空信号、白色钻石平仓信号进行操作，每日

收盘前平仓出局，以此规避下一个交易日不确定性的风险。 

 

指标应用法则： 

1. 适用于恒生指数股指期货。 

平仓信号：钻石 
做空信号：蓝宝石 

做多信号：红宝石 

阶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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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佳适用周期为 5分钟。 

3. 出现做多信号时，平空仓并且开多仓。 

4. 出现做空信号时，平多仓并且开空仓。 

5. 当收盘价靠近阶梯线时需警惕，一旦出现突破/跌破即将出现反 

转信号。 

6. 当日仓位不过夜，且收盘前一时间不发出开仓提示(此时间参数可 

调)。 

 

4.星罗期布特色指标（热键 XLQB） 

指标解读：利用钱龙数据库及强大的技术分析方法，结合资金监控指标

体系，运用曲线收益率与心理变化的模糊函数关系，准确把握市场可能

的高低点位，分别在不同行情下进行提示，可以更好的把握期指的未来

运行方向的最大可能性，为市场操作提供更加可靠实用的指数变化数量

模型，使投资者在进行期指实战之中方向感与准确性得到极大的提高。 

灵活的高低点位提示，伴有上下轨道的辅助验证，适用于各周期 K线画

面。 

 
指标应用法则： 

1.黄色星星表示预估低点。 

2.蓝色星星表示预估高点。 

3.如果黄色星星出现在下轨附近甚至之下，则更加确认低点。 

4.如果蓝色星星出现在上轨附近甚至之上，则更加确认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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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钱龙常用快捷键 

热键 热键的意义 

00+Enter 进入“财经直播室” 

即时走势画面时切至 1 分钟明细 

01+Enter（或 F1） 技术分析画面时切至行情表 

03/04（或 F3/F4） 切换至沪/深指数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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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1～068+Enter 切至自选股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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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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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nter/17+Enter 切至公告/信息雷达 

81～89+Enter 各分类股的综合排行 

891～899+Enter 港股各分类股的综合排行 

— 自动（停止自动）翻页 

/ 和 * 行情画面下切换各种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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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rl-N 刷新分时/K 线数据 

PageUp/PageDown 上/下切换个股 

↑↓ 分时画面下查看多日连续走势 

B+Enter 美国线 

  

P+Enter 收盘价线 

K+Enter K 线 



 

 

钱龙港股通的订购与使用 

第一步: 登录网站钱龙天地网，WWW.QL18.COM.CN； 

第二步: 下载并安装最新版本的钱龙旗舰行情软件； 

第三步: 注册帐号和密码，免费获取钱龙天地帐号； 

第四步: 在线选择并订购您选择的港股通系列产品； 

第五步: 服务开通,使用您的钱龙天地帐号登录即可 

 

 

 

请配合【钱龙港股通】系列软件产品实战操作 

了解更多请登录钱龙天地网：WWW.QL18.COM.CN 

 

 

 

 

 

 

上海乾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855 号世界广场 26楼  邮编：200120 

电话：021-58369258   传真：021-688778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