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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富快车是财富证券在网上交易合一版的基础上推出的最新网上交易客户端，除保留
了合一版的原有功能外，新增加了分级资讯、延时港股、财富股票池、在线服务等多种功

能，通过对不同级别客户提供的个性服务，实现行情、交易、资讯和服务的四合一体系。 
 
 

一、 登录系统 

     双击桌面上的“财富快车”图标，出现如下客户登录框，你有三种登录方式可选择： 
1、“行情+交易”：需要输入您的客户号和密码，然后再点击“登录”，通过验证后，您看到
的是行情和委托一体的界面，界面上半部分为行情窗口，下半部分为委托窗口，左边资讯

树包括了分级资讯（聚焦财富）、市场信息和技术指标；最上方提示“交易已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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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F12键或者点击界面右上角交易按钮，可隐藏委托界面；再按 F12键或点击交易按钮，可再
次激活委托界面： 
 
 
2、“独立行情”：只登录行情，不登录委托，无需输入客户号和密码 

 
 

交 易

已 登

录 

行情界面 
委托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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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F12键或者点击交易按钮后，弹出交易登录界面，输入客户号和密码，即可进行委托 
 
 

3、“独立交易”：只登录委托，不登录行情，需要输入客户号和密码 

 

重要提示： 

交 易

未 登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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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议第一次使用客户端登录时选择“行情+交易”登录方式，以便从后台获取客户号的
等级信息和权限，使用不同等级对应的不同功能； 

2、 第一次登录后客户等级信息将保留在本机中，因此下次登录选择“独立行情”方式时，
仍然可看到对应级别的分级资讯和财富股票池。 

3、 延时港股行情只对财富证券客户开放，因此使用延时港股功能必须使用“行情+交易”
模式。 

 

二、 分级资讯 
1、点击右上角“资讯”或按“0”键即可打开或者隐藏资讯树 
 
2、资讯树包含三个栏目——“聚焦财富”、“市场信息”和“技术指标”，其中“市场信息”
提供的是第三方资讯信息（如港澳信息和交易所信息等），“技术指标”提供的是行情走势

的各种分析公式，“聚焦财富”为财富证券自有资讯栏目，该栏目启用了分级控制，不同级

别的客户可以查看对应级别资讯 

 

3、 聚焦财富包括 4个父栏目及若干子栏目，“他山之石”栏目只对 2级以上客户开放，营
业部资讯只对各自营业部客户开放。 

4、 鼠标点击“财富研究”或“财富资讯”下的子栏目后，将在客户端窗口右侧出现资讯标
题列表，每条资讯标题的后面都用符号“★”的个数标注了该资讯的级别，例如：“★

★”表示为 2级资讯，表示只有 2级和 3级客户才可浏览该资讯，双击资讯标题即可打
开资讯内容；如资讯中带有附件文档，请将鼠标移至该附件后点击打开浏览（注意：财

富快车提供的资讯附件格式包括了 PDF、WORD、EXECL和文本四种类型，阅读附件
前请确认您的机器上已安装有对应的阅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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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在空白界面双击鼠标将回到上级界面。 
 
5、 如资讯等级超过了您的客户等级，双击资讯标题后将会出现如下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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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财富快车股票池 
1、点击客户端界面右上角的“行情”或者键盘输入“1”至“9”中的任一数字键，打开行
情界面，在行情界面的左上方，显示有“行情报价”和“财富股票池”两个标签，默认为

“行情报价”： 

 
2、鼠标点击“财富股票池”标签，进入股票池揭示界面，股票池内容由财富研究发展中心
根据研究成果定期进行更新。 

 
提示：财富股票池只对财富证券客户开放。 
 

四、 延时港股 
1、使用延时港股功能必须使用“行情+交易”方式登录财富快车客户端； 
2、登录后在最上方菜单栏中将出现“港股行情”，同时在“财富股票池”标签栏左侧出现
一个“A+H行情对照”标签： 

 
3、点击“港股行情”菜单，选择“连接港股行情”，在弹出的提示框中选择“连接主站”，
即可连接延时港股行情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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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连接港股行情主站后，在下方的标签栏相关的港股行情标签将会用红色字体标记(见下
图下方箭头)，使用此标签栏可进行港股行情浏览。 

 
连接港股行情主站后，再点击“A+H 行情对照”标签，将对同时在国内和香港上市的股票
同步揭示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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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财富快车提供的港股行情为延时 15分钟行情。 
 

 

五、 在线服务 
     点击委托客户端中的“服务”标签，选择“在线服务”即可打开在线论坛，您可通过
此论坛向财富资讯专家进行提问或咨询业务相关问题，同时在在线论坛中可以查看您的等

级以及您的经纪人联系信息，并可对专家的回复进行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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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服务共包括六个栏目 
1、专家在线：可在此栏目向在线资讯专家提问咨询股票相关问题，只对 2级以上客户开放
提问功能。 
2、我的信息：包括了您的等级信息、客户经理信息、所有的提问、问讯等 
3、业务问讯：可在此栏目可进行业务咨询，由您开户营业部的交易经理进行解答 
4、专家介绍：对财富资讯专家情况进行介绍，方便您有选择性的提问 
5、投诉与建议：可对我公司服务进行投诉或者提出建议，由专人负责回复 
6、VIP俱乐部：只对我公司的 VIP客户开放，由公司行业研究员提供咨询服务 
 

 
 

六、 退出与锁定 

1、 无论处于“行情＋委托”界面还是在“独立行情”界面，点击右上角按钮③或按 ALT
＋F4键都可完全退出客户端； 

2、 处于“行情＋委托”界面时，点击按钮④，可退出委托界面，保留行情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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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手工锁定 
出于安全需要，当您长时间离开机器或暂不需要进行委托时，可点击“锁定”按钮(见上图)
锁定交易客户端，界面最上方将提示“交易已锁定” 
 
 
 
 
可按 F12键或者点击按钮①弹出解锁界面，输入交易密码即可解锁；使用了多帐号功能时，
请用登录的第一个客户号密码进行解锁； 

按

钮

③ 

按

钮

④ 

锁定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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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动锁定 
客户端自带有自动锁定功能，可在登录交易后，点击“系统”下的“系统设置”菜单进行

设置 

 
 
 
 

 

解锁界面 

系统

按钮 

自动锁

定时间

设置 



                                    财富快车客户端操作指南 

 13 

 

七、 绿色通道 (尽大可能的帮您通过火墙的限制) 

点击财富快车客户端登录界面的“通讯设置”，出现如下界面 

 
 
 
 

 
 

勾上“启用绿色通道服务”，会出现以下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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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后可以自己选择绿色通道服务器 
 

 
 

再次确定后就可以正常使用财富快车为您提供的绿色通道服务了，这个服务可以

尽最大可能的帮您通过火墙的限制；绿色通道服务器采用的端口号是 80 
 

八、 代理设置 

选择“通讯设置”下的“代理”，可进行以下设置： 

 
 
如果您对具体设置不清楚，请查看代理服务器软件的设置，或咨询您的网络管理员。 
提示：一般而言--- 

• SOCKS4代理协议最常用，端口常用 1080；  

• HTTP代理常用 80、8080等端口；  

• 代理服务器地址一般和您的机器的网关地址相同(可通过运行 Ipconfig 命令查

看)；  

• 用户和密码一般不需要设置，只有 SOCKS5/HTTP协议才可能需要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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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闪电下单 

可通过键盘精灵输入 21，执行闪电买入，输入 23，执行闪电卖出 

         

也可通过鼠标在组合窗口上右键点击，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闪电买入\闪电卖出， 

 
 
或者在买五卖五盘口的交易价格上点击右键或左键，在弹出窗口上选择闪电买入或者闪

电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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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电买入和闪电卖出的界面如下： 

 

选择买入、卖出的数量，点击确定，将使您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想要出售的股票卖出，想要

买进的股票买入，帮助您最好的把握商机，是权证交易者的操作利器。 

 

十、 预警委托 

可通过主菜单的“功能”－>“预警系统”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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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在组合窗口，点击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设置价位预警” 

 
也可以在买五卖五盘口的界面点击右键或者左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设置预警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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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界面如下 

 
                   提示打开“条件预警” 

 
当股票价格突破这个价位的时候预警委托弹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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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标左键双击某一股票列表项，则弹出闪电买入或闪电卖出对话框，用户可以迅速买入或

卖出自己提前预警的股票： 

 

十一、 常见问题 

1、 如何设置单笔委托上限，实现自动分笔委托功能？ 

答：在权证交易过程中，由于权证面值较小，经常可能碰到可买数量超过了交易所的

单笔委托数量的上限（999999 股）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开启委托里面的自
动分仓功能。操作方法如下：登录委托界面，点击“设置”进入“系统设置”栏目 

 
选择“自动策略”菜单，将分仓功能开启，如上图所示。图中基量表示当单笔委托上

限超过该基量时，即启动自动分仓策略；随机量表示单笔委托执行自动分仓功能转换

为多笔委托时，各笔委托数量是平均分配还是随机分配。注意：单笔委托最多拆分为

60笔多笔委托。 

2、 能不能在行情软件中发布新股公告？ 

答：   请登录财富快车行情主站，并连接资讯主站，然后在菜单中选择：资讯－市场
信息－港澳资讯－新股发行与配售（每天更新）。财经资讯树的键盘快捷键是 F7。 

3、 如何将“自选股”从办公室的财富快车复制到家里另外安装的一个财富快车里

面？ 
答：  方法一: 选择菜单 系统->数据维护工具->数据备份 设置备份路径,将你的自定板
块备份到这个目录下,然后将此目录拷贝回家,在家里,也进入数据维护工具,使用数据恢
复。方法二: 按 Ctrl+D 进入系统设置->板块->选中自选股,再选择右边的导出按钮 将
导出后的文件拷贝回家,在家里,也进入系统设置中的板块,选中自选股,再选择右边的导
入按钮。方法三: 将整个安装目录下的 T0002 拷贝回家,覆盖家里运行目录下面的
T0002。方法四: 将安装目录下的 T0002目录下的 block.cfg文件和 blocknew拷贝回家,
放到家中财富快车运行目录下的 T0002目录中。 

4、 财富快车可以在 VISTA下安装运行吗？ 



                                    财富快车客户端操作指南 

 20 

答：可以。在 VISTA中下载财富快车安装程序后，不要直接双击程序安装，需用右键
单击程序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安装完毕后每次启动财富快车时，也需要用右键

单击桌面财富快车图标，“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5、 请问财富快车客户端在局域网内使用需要开通哪几个端口？ 

答：需要开的端口有 8002(交易)  7709(行情) 7711(资讯)  7721（延时港股）或者开通
80（绿色通道）后使用"绿色通道"功能 

6、 请问财富快车中是否有老板键功能？ 

答：财富快车有这个功能。具体操作如下： 在“查看”菜单的“系统设置”中的“设置 3”
页面将“快速隐藏”下的两个选项都钩上即可。 

7、 财富快车客户端看到的行情为什么会是一条直线？ 

答：有两种可能：（1）上互联网的线路断了；（2）登录财富快车后修改了本机的时间。 

8、 客户 K线变成其他的颜色或者是出现类似的客户自己误操作的问题。 

答：进入行情界面，“系统”菜单下的“数据维护工具”里执行“恢复到系统刚安装状

态”。（注：这个操作不会影响客户已经做过的自选股选择。）类似的自己修改东西无法

改回的问题都可以这么解决 

9、 分笔成交明细中最右边的灰色数字表示的是什么？ 

答：交易所发布的行情中,每一个分笔并不是只有一笔成交,可能是几笔合成,深交所发布
的数据有笔数信息,灰色数字就是该分笔数据中实际上包含多少笔成交。 

10、 分笔成交明细和行情信息中有的成交量为紫色，是什么意思？ 

答：表示是大单，缺省 500手以上为大单，此值可以通过“系统设置”;“参数 1”;现量高
亮成交量来调整。 
 
 

十二、 按键说明 

常用快捷键，用户可使用 F1～F12、Ctrl+字母、Alt+字母等快捷键 

热键  功能  热键  功能  

F1 每笔成交明细  Ctrl+H 修改、删除指示 

F2 分价表  Ctrl+F 公式编辑器  

F3 上证领先指标  Ctrl+I 选择指标  

F4 深证领先指标  Ctrl+L 显示/隐藏右区  

F5 类型切换(分析、走势图) Ctrl+Q 退出系统  

F6 自选股  Ctrl+R 所属板块  

F7 公告新闻  Ctrl+S 选择股票  

F8 分析图中切换周期  Ctrl+T 条件选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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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9 委托下单  Ctrl+U 移动筹码  

F10 个股资料  Ctrl+X 成交回报  

F11 个人理财  Ctrl+Z 加入到板块  

F12 报表分析  Ctrl+Tab 窗口切换  

Ctrl+D 系统设置  Ctrl + Page Down 翻页至最后  

Ctrl+E 交易系统指示  Ctrl + Page Up 翻页至最前  

Ctrl+K 五彩 K线指示  Ctrl+F4 关闭当前子窗口 

Ctrl+M 多图同列  Alt+F4 退出系统  

Ctrl+O 叠加股票  Page Up 向前翻页  

Shift+Enter 辅助区信息地雷  Page Down 向后翻页  

 
点续列键 

续列键 功能  点键 功能  续列键 功能  续列键 功能  

.0  特别版面设 计 .1  走势  .5  即时分析  .800  多功能 F10  

.001  盘面追踪  .101 上证 180走势  .501  个股分时走势  .801  财务全景图  

.002  大单监控  .102 上证综指走势  .502  每笔成交明细  .802  上市情况  

.003  短线双雕  .103 上证Ａ股走势  .503  分价表  .803  十大股东  

.004  双股分析  .104 上证Ｂ股走势  .504  每分钟成交明细  .804  利润分配表  

.005  挂单洞悉  .105 上证ＡＤＬ  .505  详细买卖盘  .805  现金流量表  

.2  排名  .106 上证多空指标  .506  量比（多空）指标  .806  资产负债表  

.201  分类行情显示  .107 深证 100走势  .507  多股同列走势图  .807  公司公告  

.202  振幅排名  .108 深证成份走势  .507  买卖力道（涨跌率） .811  股本结构  

.203  今日强势股  .109 深证综指走势  .508  扩充盘口分时走势  .812  股东结构  

.204  今日弱势股  .110 深证Ａ股走势  .7  公告  .813  重要财务指标  

.205  成交量排名  .111 深证Ｂ股走势  .701  主站端公告  .814  利润分配分析  

.206  成交金额排名  .112 深证ＡＤＬ  .702  上交所公告  .815  现金流量分析  

.207  量比排名  .113 深证多空指标  .703  深交所公告  .816  资产负债分析  

.208  委比排名  .114 创业指数走势  .704  神光预测  .817  短期偿债能力  

.209  现价排名  .115 创业 ADL指标  .705  财经晨讯  .818  长期偿债能力  

.210  最新大笔排名  .116 创业多空指标  .9  特色功能  .819  负债管理能力  

.211  市盈率排名  .300 技术分析  .901  公式管理器  .820  盈利能力  

.212  换手率排名  .301 MACD趋向指标 .902  条件选股测试  .821  成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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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净资产排名  .302 DMI趋向指标  .903  交易系统测试  .822  现金指标  

.214  总资产排名  .303 DMA趋向指标  .904  探索最佳指标  .823  分红送配增发  

.215  每股盈利排名  .304 FSL分水岭  .905  条件选股  .841  资产负债横向分析 

.216  净资收益排名  .305 TRIX趋向指标 .906  定制选股  .842  经营盈亏横向分析 

.217  流通市值排名  .306 BRAR能量指标 .907  智能选股  .861  多股股本结构对比 

.218  流通股本排名  .307 CR能量指标  .908  插件选股  .862  多股股东结构对比 

.219  总市值排名  .308 VR能量指标  .909  综合选股  .863  多股财务指标对比 

.220  总股本排名  .309 OBV量价指标  .910  预警设置  .864  多股利润分配对比 

.221  每股公积金排  .310 ASI量价指标  .911  预警列表  .865  多股现金流量对比 

.222  活跃度排名  .311 EMV量价指标  .912  投资盈亏计算  .866  多股资产负债对比 

.223  每笔均量排名  .312 WVAD量价指标 .913  股票组合计算  .867  多股短期偿债对比 

.224  每笔换手排名  .313 RSI强弱指标  .914  数据挖掘参考  .868  多股长期偿债对比 

.288  信息地雷排名  .314 WR威廉指标  .915  数据维护工具  .869  多股负债管理对比 

 .4  报表分析  .315 SAR抛物线  .920  星空图  .870  多股盈利能力对比 

.400  热门板块报表  .316 KDJ经典版  .930  系统设置  .871  多股成长能力对比 

.401  历史行情报表  .317 CCI商品路径  .931  设置用户板块  .872  多股现金流量对比 

.402  强弱分析报表  .318 ARMS阿姆氏  .932  通讯设置  .881  基金周报  

.403  区间涨跌幅度  .319 TMT动量线  .933  盘后数据下载  .882  基金对比周报  

.404  区间换手率排  .320 BOLL布林线  .935  自动升级  .6  隐藏右区信息  

.405  区间量变幅度  .321 PSY心理线  .936  系统帮助  .6xx  个人理财  

.406  区间震荡幅度  .322 ZMF主力进出  .937  用户论坛  .8  交易委托  

 
特色功能键 

热键  功能  热键  功能  

F8  [  ] 分析图下切换周期  Alt+1~9 K线图：1~9个窗口  

+ 右边信息栏功能切换  Alt+0 K线图：12个窗口  

分时图模式切换  Alt+1~8 走势图：1~8日走势同屏 /  * 

K线图切换指标  space 弹出证券分类菜单  

分时图：半盘/全盘模式切换 —  激活/取消自动换页  

K线图：隐藏主图指标  Ctrl+C 复制  

Tab 

报价表：行情/财务表切换  Ctrl+A 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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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品种切换  Ctrl+Home 光标移到最左端  

K线图切换周期  Ctrl+End 光标移到最左端  

板块报表分析中切换种类  Ctrl+→  鼠标快速向右移动  

[  ] 

行情报价中切换分类标签  Ctrl+←  鼠标快速向左移动  

Ctrl+1 开启/关闭辅助区  Shift+↑  十字光标向上移动  

Ctrl+2 开启/关闭功能树  Shift+↓  十字光标向下移动  

Ctrl+3 开启/关闭工具栏  Ctrl+V 前复权  

Ctrl+4 开启/关闭状态栏  Ctrl+B 后复权  

Ctrl+5 跑马灯    

 
 
 
新增热键 

热键  功能  热键  功能  热键  功能  热键  功能  

20  交易委托  21  闪电买入   22  委托撤单  23  闪电卖出  

 
经典热键 

热键  功能  热键  功能  

01  每笔成交明细  399001  深圳成指  

02  分价表  399002  成分 A指  

03  上证领先指标  399003  成分 B指  

04  深圳领先指标  398004  工业分指  

05  类型切换  399006  创业指数  

06  自选股  399106  深圳综指  

08  切换周期  399107  深圳 A指  

0  功能树  399108  深圳 B指  

1  上证 A股  399110  农林指数  

2  上证 B股  399120  采掘指数  

3  深圳 A股  399130  制造指数  

4  深圳 B股  399131  食品指数  

5  上证债券  399132  纺织指数  

6  深圳债券  399133  木材指数  

7  深沪 A股  399134  造纸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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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深沪 B股  399135  石化指数  

9  创业证券  399136  电子指数  

10  个股资料  399137  金属指数  

71  主站端通告  399138  机械指数  

72  深交所信息  399139  医药指数  

73  上交所信息  399140  水电指数  

74  不明消息面  399150  建筑指数  

81  沪 A综合排名  399160  运输指数  

82  沪 B综合排名  399170  IT指数  

83  深 A综合排名  399180  批零指数  

84  深 B综合排名  399190  金融指数  

85  沪债综合排名  399200  地产指数  

86  深债综合排名  399210  服务指数  

87  深沪 A综合排名  399220  传播指数  

88  深沪 B综合排名  399230  综企指数  

89  创业版综合排名  399305  基金指数  

000001  上证指数  399481  企债指数  

000002  A股指数  999999  上证指数  

000003  B股指数  999998  A股指数  

000004  工业指数  999997  B股指数  

000005  商业指数     

000006  地产指数  51~59  自设板块  

000007  公用指数     

000008  综合指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