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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银期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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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业务 45.目前哪些交易所支持夜盘交易？

目前支持夜盘交易的有上期所、大商所、

郑商所和能源中心，中金所暂时不支持夜

盘交易。

46.各交易所有哪些品种支持

夜盘交易？

上期所：橡胶（ru）、螺纹钢（rb）、热轧卷板（hc）、

沥青（bu）、铜（cu）、铝（al）、锌（zn）、铅（pb）、

镍（ni）、锡（sn）、黄金（au）、白银（ag）、纸浆（sp）、

橡胶期权、铜期权、黄金期权、燃料油（fu）、不锈钢

（ss）

大商所：豆粕（m）、豆粕期权、豆油（y）、豆一（a）、

豆二（b）、棕榈油（p）、焦炭（j）、焦煤（jm）、铁矿

石（i）、铁矿石期权、聚乙烯（l）、聚氯乙烯（v）、聚

丙烯（pp）、乙二醇（eg）、玉米（c）、玉米期权、玉

米淀粉（cs）、粳米（rr）、苯乙烯（eb）

郑商所：白糖（SR）、白糖期权、棉花（CF）、棉花期

权、动力煤（ZC）、玻璃（FG）、PTA（TA）、PTA 期

权、甲醇（MA）、甲醇期权、菜油（OI）、菜籽粕（RM）、

菜籽粕期权、棉纱（CY）、纯碱（SA）

能源中心：原油（SC)、20 号胶（nr）

43.各交易所期货品种的交易时间？

上期所、大商所、郑商所、能源中心：

 上午：9：00－10：15；10：30－11：30

 下午：13：30－15：00

 夜盘：21：00－2：30

中金所：

 股指期货： 9:30-11:30；13:00-15:00

 国债期货： 9:15-11:30；13:00-15:15

44.各交易所夜盘交易时间？

大商所：21:00-23;00

郑商所：21:00-23:00

上期所：

 黄金、白银、原油：21:00- 2:30

 铜、铝、锌、铅、镍、锡、不锈钢: 21:00- 1:00

 天胶、沥青、螺纹钢、热轧卷板、纸浆、燃料油、20

号胶: 21:00-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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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什么是集合竞价？

开盘集合竞价在每一交易日开市前 5 分钟内进行，其中

前 4 分钟为期货合约买、卖指令申报时间，后 1 分钟为

集合竞价撮合时间（此 1 分钟内无法下单及撤单）。当

日无成交价时，投资者根据上一交易日的收盘价和当日

行情的预测输入交易价格，按最大成交量的原则确定当

日交易的开盘价，这个过程称为集合竞价。

48.各交易所集合竞价的时间？

上期所、大商所、郑商所、能源中心：

 夜盘交易品种：20:55-21:00

 非夜盘交易品种：8:55-9:00

中金所：

 国债期货：9:10-9:15

 股指期货：9:25-9:30

49.什么是期货交易成交撮合原则？

交易所成交撮合遵循价格优先、时间优先；

停板价位平仓优先、时间优先；

先开先平的原则。

50.客户在连续交易未成交的申报单

是否延续到下一工作日的日盘交易？

是的。

开盘集合竞价中未成交的申报单自动参与开盘后的竞

价交易。客户的报价在一个交易日内一直有效，在连

续交易期间未成交的申报单直接转入该交易日的日

盘，直到该报价全部成交或被撤销。如果客户不想让

连续交易期间未成交的申报单进入下一工作日的日盘

交易，应在连续交易结束前撤销未成交的申报单。



第 39页 第 40页

51.为什么当日开仓的上期所品种

进行平仓操作提示失败？

上期所品种平当日开仓需选择“平今仓”。

52.为什么输入郑商所合约代码找

不到相应的期货合约？

郑商所品种合约代码没有年份的"十位"，例

如：2019 年 9 月份交割的白糖要输入 SR909。

53.期货报撤单是否收费？

股指期货暂定报撤单收费，每笔申报费一元，申报

是指买入、卖出及撤销委托。其它交易品种报撤单

均不收费。

54.股指期货暂定日内开仓限制规

定是按照合约还是品种计算？

按合约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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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当日不同合约的自成交次数是

否合并计算？

不合并计算。当日单合约自成交大于等于 5 次认

定为异常交易。

56.认定为异常交易后交易所会有

哪些处罚措施？

客户第一次达到交易所处理标准的，交易所于当

日对客户教育、引导、劝阻及制止。

客户第二次达到交易所处理标准的，交易所将客

户列入重点监管名单，同时将客户异常交易行为

向会员通报。

客户第三次达到交易所处理标准的，交易所于当

日闭市后对客户采取限制开仓的监管措施，限制

开仓的时间不低于 1 个月。

57.各交易指令分别代表什么含义？

市价指令

大商所市价指令按照涨跌停板价格报入；

中金所、郑商所按照当时市场上可执行的最优价

格报入；

上期所、能源中心无市价指令。

限价指令

按照限定价格或者更优价格成交的指令。

取消指令

对已提交指令进行撤销的指令。

套利指令

同时买入和卖出两种期货合约的指令。

互换指令

套利交易指令的补充。可实现一个合约平仓，同

时另一个合约开仓交易。

止损止盈指令

当市场价格触及客户预先设定触发价格时，交易

所将其立即转为市价/限价指令的指令。

FAK 指令

立即成交剩余指令自动撤销指令。

FOK 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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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商品期权什么时间可以申请行

权？

棉花期权、白糖期权、豆粕期权、玉米期权、天

胶期权均为美式期权，买方在合约到期日及其之

前任一交易日均可以申请行权。

铜期权为欧式期权，买方只能在到期日当天提出

行权申请或放弃申请。

61.上期所品种是否有套利指令？

没有，目前仅大商所和郑商所支持套利指令。

60.什么是套利？

买进（卖出）现货或期货商品，同时卖出（买入）

相同或类似的商品，并希望两个交易会产生价差

而获利。

59.什么是美式期权和欧式期权？

美式期权(American option)是指可以在成交后有效期内

任何一天被执行的期权。美式期权允许期权持有者在到期

日或到期日前执行购买(如果是看涨期权)或出售(如果是

看跌期权)标的资产的权利。

欧式期权 (European Options) 即是指买入期权的一方

必须在期权到期日当天或在到期日之前的某一规定的时

间才能行使的期权。

https://baike.so.com/doc/6720084-6934132.html
https://baike.so.com/doc/332947-352689.html
https://baike.so.com/doc/1043881-11041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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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是指投资者开立与原先持仓方向相反、数量

相等或相近的新头寸，而非对原先头寸的平仓。

64.什么是期货锁仓？

上期所、中金所实行单向大边优惠政策，同一客户号在同

一期货公司的同一期货品种的双向持仓，交易所按照保证

金金额较大的一边收取保证金，盘中实时收取。

63.大商所、郑商所交易套利指令

是否有优惠？

大商所盘中使用非套利合约指令报单下的合约如果符合

交易所套利的条件，当日结算会自动组合达到套利优惠的

效果。

郑州商品交易所盘中使用非套利合约指令报单下的合约

如果符合交易所套利的条件，客户当天需要通过期货公司

营业部工作人员向交易所提交套利确认申请，交易所审批

后后方可优惠。

62.上期所、中金所同一期货品种

的双向持仓是否有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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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算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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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风控业务

http://www.gtaxqh.com/html/ONLINE_BUSINESS/khfw/gsbzjbzm/
http://www.gtaxqh.com/html/ONLINE_BUSINESS/khfw/gsbzjbz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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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taxqh.com/html/ONLINE_BUSINESS/k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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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交割业务

85.什么是交割？

交割是交易双方按照合约和规则的规定通过该期货合约所载

商品所有权的转移,了结未平仓合约的过程。简单说就是合约

到期后，未平仓的买方支付货款并获得相应商品，未平仓的

卖方交付相应商品并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过程。

86.什么是标准仓单？

标准仓单是指由交易所统一制定的，交易所指定交割仓库在完

成入库商品验收、确认合格后签发给货主的实物提货凭证。

87.什么是一次性交割？

在合约最后交易日后，所有未平仓合约的持有者须以交

割履约，同一客户号买卖持仓相对应部分的持仓视为自

动平仓，不予办理交割，平仓价按交割结算价计算。

88.什么是滚动交割？

滚动交割是指在合约进入交割月以后，由持有标准仓

单和卖持仓的卖方客户主动提出，并由交易所组织匹

配双方在规定时间完成交割的交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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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什么是期货转现货？

期货转现货是指持有同一交割月份合约的交易双方通过协

商达成现货买卖协议，并按照协议价格了结各自持有的期

货持仓，同时进行数量相当的货款和实物交换。期货转现

货分为标准仓单期转现和非标准仓单期转现。

90.自然人客户是否可以交割？

不可以。

91.买方交割的基本流程是什么？

买方交货款—接收电子仓单—注销标准仓单—打印《提货

通知单》—凭《提货通知单》到交割仓库办理出库手续—

商品出库。

92.卖方如何进行交割？

申请交割预报——货物入库（交割仓库验收）——交割仓

库或指定质检机构检验——仓库提交注册申请——会员

复核——交易所审批——系统提交仓单——参与交割，

获得货款和开具增值税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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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标准仓单注销后，客户是否必须提货？

注销仓单后无论是否提货，客户都应按交易所规定及时与交

割仓库联系，通知仓库是出库还是继续存放，并与仓库签订

相应的现货仓储合同或协议。

入库费、检验费、现货仓储费、期货仓储费、交

割手续费。

93.如何办理交割预报？

会员通过电子仓单系统提交交割预报申请，经交易所审批

后，完成交割预报。

94.标准仓单注销后能否再次注册？

可以，再次注册时与正常入库注册的程序完全一致。

96.卖方客户的主要交割费用包括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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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割手续费、期货仓储费、现货仓储费、出库费。

客户获取标准仓单的途径有三种：注册生成、交割买入、

转让买入。

99.客户办理交仓单（冲抵）业务后，交易

所何时清退交易保证金？

100.股指期货个人客户是否可以进行交

割？

个人投资者可以持有股指期货合约参与现金交

割。股指期货交割日同最后到期日，为合约到期

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五。

97.买方客户的主要交割费用包括哪些？

98.客户获取标准仓单的途径有哪些？

客户在闭市前办理交仓单业务，当天结算后清退

交易保证金；闭市以后办理，在次日结算后清退

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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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股指期货的交割结算价如何计算？

七、金融期货适当性业务

102.客户首次申请金融期货/股指期权

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自然人客户：

 可用资金要求

 知识测试要求

 交易经历要求

 客户非证券、期货市场禁入者以及法律、行政

法规、规章和交易所业务规则禁止从事金融期

货交易和存在严重不良诚信记录的投资者

一般单位客户：

 可用资金要求

 知识测试要求

 交易经历要求

 客户非证券、期货市场禁入者以及法律、行政

法规、规章和交易所业务规则禁止从事金融期

货交易和存在严重不良诚信记录的投资者

 具备符合企业实际的参与金融期货交易的内部

控制、风险管理等相关制度，并提供加盖公章

的证明文件

股指期货的交割结算价为最后交易日标的指数最

后 2 小时的算数平均价。计算结果保留至小数点

后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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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客户首次申请金融期货/股指期

权，可用资金需要满足哪些要求？

客户申请金融期货/股指期权前连续 5 个交易日保证金

账户可用资金余额不低于人民币 50 万元。

104. 客户是否需要前往营业部现场进

行“中期协”知识测试？

“中期协”知识测试无需前往营业部，由一般法人客户

的 指 定 下 单 人 及 自 然 人 客 户 本 人 自 行 通 过 中 期 协

（www.cfachina.org）-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知识测试平

台完成测试，并保存知识测试成绩单。

105. 客户首次申请金融期货/股指期

权时对交易经历有哪些要求？

客户应当具备金融期货期权仿真交易经历或者真实期货期

权交易经历。

金融期货期权仿真交易经历：累计 10 个交易日、20 笔以上

（含）的金融期货期权仿真成交记录

真实期货期权交易经历：加盖相关期货公司结算专用章的最

近三年内具有 10 笔以上（含）成交记录的期货交易结算单。

106. 金融期货/股指期权二次开户如

何办理？

自然人客户：

方式一：通过国投安信期货手机 APP 首页-掌上营业厅-品种

权限申请-提交开通申请

方式二：客户本人可向营业部或客服热线提出二次开户请，

核验二次开户账户信息无误后可开通金融期货/股指期权。

法人客户：

客户可向营业部或客服热线提出二次开户申请，核验二次开

户账户信息无误后可开通金融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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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客户已在我司或其他证券期货公司开通

过适当性品种（金融期货/股指期权/原油期货/

商品期权/股票期权/铁矿石/PTA/20 号胶中任

一品种），如何开通金融期货/股指期权？

已开通金融期货、股指期权、股票期权：

客户可豁免知识测试、可用资金及交易经历。

已开通原油期货：

通过评估可用资金获得原油交易权限可豁免知识测试、

可用资金及交易经历；

通过豁免开通原油交易权限豁免可豁免知识测试、交易

经历，满足可用资金后可申请开通。

已开通商品期权、铁矿石、PTA、20 号胶：

客户可豁免知识测试及交易经历，满足可用资金后可申

请开通

108. 客户的交易经历满足哪些要求开通金融期

货/股指期权时可以豁免可用资金、知识测试？

客户需满足近一年具有累计不少于 50 个交易日境内

场所的期货合约、期权合约或者集中清算的其他衍生

品交易成交记录或者认可境外成交记录。

客户可提供交易记录明细、结算单据或其他凭证。

109. 客户进行适当性风险测评结果为 C3，是

否可以申请开通金融期货/股指期权？

不可以，投资者申请开通金融期货/股指期权需符合相应

风险承受能力等级。



第 73页 第 74页

八、商品期权适当性业务

110.客户首次开通商品期权交易权限需

要满足哪些条件？

自然人客户：

 可用资金要求

 知识测试要求

 诚信记录要求

 期权交易经历要求

一般单位客户：

 可用资金要求

 知识测试要求

 诚信记录要求

 期权交易经历要求

 具备参与期权交易的内部控

制、风险管理等相关制度

特殊单位客户：

 诚信记录要求

 具备参与期权交易的内部控

制、风险管理等相关制度

做市商：

 诚信记录要求

 具备参与期权交易的内部控

制、风险管理等相关制度

111.客户首次开通商品期权交易权限可

用资金需要满足哪些要求？

首次开通商品期权交易权限前 5 个交易日每日结

算后保证金账户可用资金余额不低于人民币 10

万元。

112.客户是否可以由他人替代参加”中

期协”知识测试？

“中期协”知识测试应当由一般单位客户的指定

下单人及自然人客户本人参加，不得由他人替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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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客户首次开通商品期权交易权限对

期权交易经历有哪些要求？

交易经历（二选一）：

①近三年内 10 笔以上的境内期货期权合约或集

中清算的其他衍生品交易成交记录；

②累计不少于 10 个交易日、20 笔以上的境内期

货期权仿真交易成交记录。

114.客户已在我司或其他期货公司开通

过适当性品种（金融/原油/商品期权/股

票期权/铁矿石/PTA 中任一品种），如何

开通期权交易权限？

1、已开通金融期货、股指期权或原油期货：

客户可豁免知识测试、可用资金及交易经历。

2、已开通铁矿石/PTA/股票期权，或已在其他期

货公司开通过商品期货交易权限：

已在我司开立特定品种可豁免知识测试、可用资金

及交易经历，

或提交其他证券、期货公司具有上述交易权限的证

明材料后可豁免知识测试、可用资金及交易经历。

115.客户的交易经历满足哪些要求开通

商品期权时可以豁免可用资金、知识测试

及交易经历？

客户需满足近一年具有累计不少于 50 个交易日境内场

所的期货合约、期权合约或者集中清算的其他衍生品交

易成交记录或者认可境外成交记录。

客户可提供交易记录明细、结算单据或其他凭证。

116.客户进行适当性风险测评结果为

C3，是否可以申请开通商品期权？

不可以，投资者申请开通商品期权需符合相应风险承受

能力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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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原油期货适当性业务

117.客户首次开通原油期货需要满足

哪些要求？

自然人客户：

 可用资金要求

 知识测试要求

 交易经历要求

 无不良诚信记录

一般单位客户：

 可用资金要求

 知识测试要求

 交易经历要求

 无不良诚信记录

 具有健全的期货交易管理制度、风险

控制制度、信息通报制度

特殊单位客户：

 无不良诚信记录

 具有健全的期货交易管理制度、风险

控制制度、信息通报制度

118.客户首次开通原油期货可用资金

需要满足哪些要求？

自然人客户：

申请交易编码前 5 个工作日保证金账户可用资

金余额不低于人民币 50 万元或者等值外币

一般单位客户：

申请交易编码前 5 个工作日保证金账户可用资

金余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 万元或者等值外币

119.客户首次开通原油期货对交易经

历有哪些要求？

以下交易经历三选一：

近三年内具有 10 笔以上的境内期货或期权交易

成交记录

近三年内具有 10 笔以上的在与中国证监会签署

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国家（地区）期货监管机

构监管的境外期货交易场所的期货或者期权交

易成交记录

具有累计不少于 10 个交易日，20 笔以上的能

源中心联调仿真系统的仿真交易成交记录（一笔

委托分次成交的视为一笔成交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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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原油期货二次开户如何办理？

自然人客户：

方式一：通过国投安信期货手机 APP 首页-开户-交易所编

码勾选“上海国际能源中心”-提交开户申请。

方式二：客户本人可向营业部或客服热线提出二次开户请，

核验二次开户账户信息无误后可开通金融期货。法人客户：

客户可联系营业部工作人员，申请开立原油期货。

122.客户已在我司或其他证券期货公司开通过

适当性品种（金融期货/股指期权/原油期货/商品

期权/股票期权/铁矿石/PTA 中任一品种），如何

开通原油期货？

客户已开通金融期货/股指期权/原油期货/50ETF 期权：

自然人客户开通金融期货/股指期权/原油期货：可通过国

投安信 APP-掌上营业厅-品种权限申请，提交开通申请。

自然人客户已开通 50ETF 期权：客户需提交证券公司开

具的含有上述交易权限的证明材料。

法人客户如已开通原油期货：可联系营业部工作人员，申

请开立原油期货。

法人客户如已开通 50ETF 期权：客户需提交证券公司开

具的含有上述交易权限的证明材料。

法人客户如已开通金融期货/股指期权：客户可豁免知识

测试及交易经历，满足原油期货可用资金要求后，可联系

营业部办理开通。

客户在我司或其他期货公司已开通特定品种交易权限：

已在我司开通特定品种：可豁免知识测试、交易经历要求，

仍需满足可用资金要求。

已在其他期货公司开通特定品种：客户需提交其他期货公

司具有上述交易权限的证明材料，并满足原油期货可用资

金要求后可联系营业部办理开通。

121.客户的交易经历满足哪些要求开通原

油期货时可以豁免可用资金、知识测试及交

易经历？

客户需满足近一年具有累计不少于 50 个交易日境内场所

的期货合约、期权合约或者集中清算的其他衍生品交易成

交记录或者认可境外成交记录。

客户可提供交易记录明细、结算单据或其他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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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特定品种（铁矿石、PTA、20 号
胶）适当性业务

124.客户首次开通特定品种交易权限

需要满足哪些要求？

自然人客户：

 可用资金要求

 知识测试要求

 交易经历要求

 无不良诚信记录

一般单位客户：

 可用资金要求

 知识测试要求

 交易经历要求

 无不良诚信记录

 具有健全的期货交易管理制度、风险

控制制度、信息通报制度

特殊单位客户：

 无不良诚信记录

 具有健全的期货交易管理制度、风险

控制制度、信息通报制度

123.客户进行适当性风险测评结果为 C3，

是否可以申请开通原油期货？

不可以，投资者申请开通原油期货需符合相应风险承受能

力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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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客户首次开通特定品种交易权限

可用资金需要满足哪些要求？

申请交易编码前 5 个工作日保证金账户可用资金余

额不低于人民币 10 万元或者等值外币。

126.客户首次开通特定品种对交易经

历有哪些要求？

以下交易经历二选一：

近三年内具有 10 笔以上的境内期货或期权交易成

交记录

具有累计不少于 10 个交易日，20 笔以上的能源中

心联调仿真系统的仿真交易成交记录（一笔委托分

次成交的视为一笔成交记录

127.客户已在我司或其他证券期货公司开

通过适当性品种（金融/原油/股指期权/商品

期权/股票期权/特定品种中任一品种），如何

开通特定品种？

已开通金融期货或原油期货：

客户可通过国投安信 APP-掌上营业厅-品种权限申请，提交

开通申请。

已开通股票期权/商品期权，或已在其他期货公司开通特定品

种交易权限：

客户可通过国投安信 APP-掌上营业厅-品种权限申请，提交

开通申请。

已在其他公司开通股票期权/商品期权/特定品种：客户可通

过国投安信 APP-掌上营业厅-品种权限申请，提交其他期货

公司具有上述交易权限的证明材料后，申请开通。

128.客户的交易经历满足哪些要求开通铁矿石/PTA

时可以豁免可用资金、知识测试及交易经历？

客户需满足近一年具有累计不少于 50 个交易日境内场所的期

货合约、期权合约或者集中清算的其他衍生品交易成交记录或

者认可境外成交记录。

客户可提供交易记录明细、结算单据或其他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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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软件使用常见问题

129.期货交易常用的交易软件有哪

些？

PC 端交易软件：

 文华财经赢顺 WH6 交易软件

 澎博博弈大师云交易软件

 快期 V2 交易软件

 快期 V3 交易软件

手机端交易软件：

 国投安信期货 APP

 易星 ESTAR

 国投安信咏春 go

 文华财经随身行（收费）

130.手机端交易软件是否支持修改密

码功能？

国投安信期货 APP、易星 ESTAR、文华财经随身

行、国投安信咏春 go、快期小 Q 均支持修改密码。

131.如何下载期货交易软件？

PC 端交易软件：

 登录公司官网 http://www.gtaxqh.com

 点击官网首页“网上营业厅”或者“快捷通道”下的

“软件下载”菜单，进入软件下载界面

 在“交易软件”里下载安装相应软件

手机端交易软件：

苹果手机：在苹果手机 Appstore 搜索软件名称，下载安

装软件即可

安卓手机：

方式一：通过手机浏览器登录公司官网，进入软件下载界

面，选择“手机软件”里下载安装相应软件；

方式二：“国投安信期货 APP”可通过华为应用市场及百度

应用市场搜索软件名称，下载安装软件；

方式三：手机扫描以下二维码也可下载“国投安信期货

APP”，选择“在浏览器中打开”后点击“立即下载”。

http://www.gtaxq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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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澎博博易云交易软件的行情登录

账号和密码是什么？

澎博博易大师云交易软件的行情登录账号和密码

均为“gtax”。

133.登录快期 V2 交易软件的“动态密

码”和登录快期 V3 交易软件的“动态

口令”是什么？

登录快期 V2 交易软件或快期 V3 交易软件时无需

输入“动态密码”或“动态口令”，输入资金账号、

交易密码，点击“登录”，即可进入软件交易界面。

134.登陆软件提示“登陆次数超限，登

陆被禁止”的原因？如何解锁？

客户一天之内在同一 IP 下连续 5 次交易密码输入

错误，系统自动锁定账户登录。

客户可拨打客服热线 4008-001-001，坐席人员核

验身份后可办理账户解锁。

135.登录软件提示“CTP：不合法的登

录”的原因？

“交易席位”或“开户公司”未选择“国投

安信_CTP（主席）”（如有）

资金账号输入有误

交易密码输入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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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登录时提示“CTP：登录超时”，

如何解决？

检查电脑或手机网络是否通畅，并尝试切换

网络；

切换软件登录的交易服务器/交易网关。

137.为什么收盘后会登录不了交易

软件？

由于交易系统要进行数据处理，为下一交易日做准备，因此

16:30 之后会关闭交易系统，届时将无法登录交易软件。

138.登录交易系统时，系统提示“CTP:

客户端未认证”，该如何解决？

根据监控中心函【2019】36 号关于落实期货公司看穿式

监管的要求，我司官网软件已全部完成版本升级。

如软件有有上述报错，请先卸载旧款软件，并下载支持看

穿式监管的软件。下载方式如下：

电脑版软件：登录我司官网首页“网上营业厅”或者“快

捷通道”下的“软件下载”菜单；

苹果手机：在苹果手机 Appstore 搜索软件名称，下载安

装软件即可；

安卓手机：

方式一：通过手机浏览器登录公司官网，进入软件下载界

面，选择“手机软件”里下载安装相应软件

方式二：“国投安信期货 APP”可通过华为应用市场及百

度应用市场搜索软件名称，下载安装软件。

139. 如何判断我的软件是否需要进行

看穿式监管报备？

如您使用的交易软件非我司官网提供，请及时联系营

业部工作人员提交测试申请及准备测试程序，未进行

认证的终端将有无法正常登录交易系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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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手价：买入以卖价发委托，卖出以买价发委托。

市价：

文华财经软件、快期软件：市价买入以涨停价发委托，卖出以

跌停价发委托。

博易软件：市价指令统一按照当前市场可执行价格最优价报入

委托。

易盛软件：中金所、能源中心及上期所市价以涨跌停板价格报

入委托，郑商所、大商所以对价报入委托。

咏春软件：郑商所品种以当前市场可执行最优价报入，大商所

以涨跌停板报入，中金所可替换为五档市价报入，上期所及能

源中心可替换为涨跌停板价格报入。

最新价：买入/卖出都以最新的成交价发委托。

排队价：买入以买价发委托，卖出以卖价发委托。

超价：买入以对手价+N 个变动价位发委托，卖出以对手价-N

个变动价位发委托。（N 可以在交易参数中进行设置）。

142. 交易界面中看到的对手价、市价、

最新价、排队价及超价是什么意思？

140. 哪些软件支持套利交易？

快期 V2、V3 及文华财经 WH6。

141. 哪些软件支持云条件单功能？

电脑版软件：文华赢顺 WH6

手机版软件：国投安信 APP、易星 ESTAR、快期

小 Q

143. 委托时软件提示“废单”，原因有

哪些？

1、委托时间是否在交易时间内，非交易时间无法

报单交易

2、交易委托价格超过涨跌停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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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易品种是否为适当性品种，该适当性品种是

否开通

2、客户的交易权限是否关闭

3、该合约的交易权限是否关闭

147. 委托时软件提示“CTP:无此权

限”,原因有哪些？

144. 委托时软件提示“资金不足或大

于可开手数”，原因有哪些？

145. 委托时软件提示“CTP:只可平

仓”，原因有哪些？

146. 平仓时提示“平仓仓位不足”？

1、核对账户可用资金是否足够开仓；

2、查询最新公司标准的保证金比例，按照最新比

例计算交易品种的保证金是否大于账户内可用资

金。

1、查询期货账户是否休眠，休眠账户无法开仓交

易，完成账户激活后可进行交易；

2、查询账户预留的身份证件/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是否已过期，客户完成证件更新后方可交易；

3、资金账户是否开通了子席，客户如使用 CTP 主

席交易软件则会有此类报错，请客户使用相应的子

席软件。

您的平仓数量超出了您的持仓数量。还需注意是否

存在以下情况：

1、上海期货交易所和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平仓

需区分历史仓和今仓，当日新开仓平仓时必须选择

“平今仓”指令

2、期货账户有平仓委托且未成交，需先撤单再重

新挂平仓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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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委托时软件提示“CTP:报单被拒

绝”,原因有哪些？

行情界面中的 XX 合约主力、XX 合约主连是软件为

方便投资者所展示的行情数据，不支持直接下单。

主力通常是指成交量最大的合约。

主连通常是指主力合约的连续，形成了一个日交易量

和持仓量最大的合约的连续合约，会形成比较连续的

K 线图。

期货账户开户当日无法交易，下一交易日方

可交易。

149. 下单时选择“XX 合约主连”或

“XX 合约主力”，为何无法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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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国投安信期货 APP常见问题

150、APP 除交易功能外，目前还支持

哪些功能？

1、 开户、证券开户：可分别申请开立国投安信期

货账户及安信证券股票账户；

2、 掌上营业厅：办理期货账户后续业务；

3、 在线客服；

4、 模拟开户：可申请开通仿真交易账号；

5、 资金流向、持仓龙虎、财经日历、库存仓单；

6、 资讯：可查看公司最新发布的公司公告、交易

提示、研究报告及外盘资讯；

7、 费率标准：可查询公司标准手续费保证金情

况；

8、 期权专区、期货学堂：可分别查询期权期货基

础知识及开通指南。

151、手机号如何注册绑定国投安信期

货 APP？

153、如何通过在线客服解决账户相

关问题？

152、APP 中哪些功能需要绑定手机号

后方可使用？

通过 APP 下方导航栏“我的”-点击“请用手机号

码登陆”-注册，注册成功后重新登录。

在线客服支持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

客户可点击智能客服问题类别或输入咨询问题，进

行自助查询。

如有个性化需求，客户可选择转接人工客服进行咨

询 ， 人 工 客 服 在 线 时 间 ： 交 易 日

8:30-11:30,13:00-17:00。

1、 开户

2、 在线客服

3、 同步自选

4、 条件单/止盈止损单/画线下单

5、 我的预警/预警设置

6、 账号管理

7、 我的活动

8、 意见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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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APP 如何设置或关闭指纹登陆/

面部识别登陆？

155、APP 如何登陆多个期货账号？

如手机型号支持识别指纹或面部，可登陆交易账户-

交易界面，点击右上角 ，可开启或关闭指纹/面

部识别登录菜单。

指纹/面部识别无法代替交易密码，请务必牢记账户交

易密码。

登陆交易界面后，点击下单板上方期货账号-登

陆其他账号。

156、如何设置/添加主副图指标？

通过 APP 下方导航栏“我的”-系统设置-指标设

置，可修改或添加指标。

157、盘后如何查询账户成交、持仓、

资金等信息？

通过 APP 交易登陆界面-盘后查询。

可查询账户持仓、当日委托成交、历史委托成

交及资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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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如何修改 APP 无交易时，账号

最大在线时间？

系统默认最大在线时长 60 分钟，可通过交易登

陆界面进行修改，调整范围 10 分钟-240 分钟。

159、下单列表页如何修改标签顺序？

通过 APP 下方导航栏“我的”-交易设置-下单界

面标签顺序，拖动可修改下单界面持仓、可撤、

成交等标签显示顺序。

160、APP 如何切换下单界面风格及

默认下单价格？

161、APP 如何设置止盈止损单、条

件单、画线下单及预警单？

通过 APP 首页导航栏第二页-使用技巧，使用技

巧中以图文形式详细展示各项功能的设置流程。

下单界面风格：

APP 默认下单界面风格为“传统”，即两键下单

模式。

通过 APP 下方导航栏“我的”-交易设置-下单界

面风格，可调整为三键下单模式。

默认下单价格：

交易设置中同样可切换默认下单价格。 默认下

单价格可选择对手价、最新价、挂单价、对手价

超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