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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定义 

 

1.1 目的 

「招商证券（香港）钱龙港股通」(本文中简称“招商港股钱龙版”) 为招商证券（香港）

有限公司推出的在线交易平台，支持计算机交易服务。 

 

1.2 目标 

此文件为“招商港股钱龙版”交易平台用户提供支持。 

 

1.3 功能 

主要功能包括： 

 港股买入 

 港股卖出 

 B股买入 

 B股卖出 

 沪股通买入 

 沪股通卖出 

 深股通买入 

 深股通卖出 

 撤单与改单 

 查询 

 公开招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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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资讯 

 电子结单 

 密码修改 

 

2. 系统概述 

2.1 下载安装 

1. 使用浏览器打开网页：http://www.cmschina.com.hk/CS/Software-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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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招商港股钱龙版”，点击右侧下载图标 

 

3. 下载并运行该程序进行系统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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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运行环境 

系统运行环境：MS Windows 7/8/10 

2.3 打开交易程序 

 

从网站上下载港股交易客户端，安装后在界面上出现 ，双击就运行招商港股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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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终端。 

 

 

 

 

3 系统登录 

 

3.1 行情登录 

系统登陆需要招商证券提供的交易账号与密码进行登陆。如需看行情则需要填写可用于看

港股的行情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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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登录页面填写行情账号密码。 

如无行情账号，可点【一键注册钱龙账号】获取一个免费的延迟港股行情账号。 

 

3.2 委托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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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登录之后，按键盘 F12 可调出委托登录页面登录 

 

 

 

或者点击页面左上角【委托】按钮，调出委托登录页面登录 

 

 

显示风险揭示弹窗，请您仔细阅读，按【接受】按钮继续登录或按【不同意】取消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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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消息通知弹窗，按【接受】按钮继续登录或按【不同意】取消登录。 

 

 

 

账号密码登录成功，会有 2FA 认证。输入 2FA 验证码验证。 

2FA 验证码可通过【招商证券（香港）港股交易平台双重认证流动保安编码装置】APP



 招商证券（香港）钱龙港股通 

用户使用指南 

版本: 

日期: 

页数: 

2020.7.28 

2019 年 7 月 28 日 

15 of 70 只供参考 

 

或者 SMS 获取 

验证通过，客户端成功登录 

 

3.3 忘记密码 

 

【忘记密码】功能可用于重置登录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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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在线开户 

【在线开户】功能可提供在线开户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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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功能介绍 

4.1 港股买入 

4.1.1 港股买入界面 

点击交易模式选择窗口中的港股买入。系统显示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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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线框区域表示买卖的信息。 

 紫色线框区域表示当前登入账号的全部委托/可撤单委托状态的股票信息，全部委托/可撤

单委托可通过右键切换这些信息包括持仓的股票数据信息。 

 在红色线框标记的区域内，一共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左边部分表示买入的操作区域，右

边区域为行情数据（根据客户订阅的行情数据显示实时港股行情或者延迟 15 分钟港股行

情）。 

 

 

点【总购买力】显示如下提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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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如何操作 

第一步：输入代码，回车 

在【买入价格】显示的是实时的按盘价 

第二步：输入价格：可以用鼠标的滚轮、＋/－，以及鼠标点击右边的买卖盘变更价格。

回车 

第三步：输入买入数量，可以用鼠标的滚轮、＋/－，回车 

 

 

红色线框区域是此次委托的预计的佣金和交易费用的计算结果（实际费用以当天结算为

准）。 

如果客户是信用账号登录，将显示蓝色线框文字提示。 

如果客户下单总金额超过客户可用资金，将弹出如下提示： 

 

第四步：回车或者点击确认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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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港股卖出 

4.2.1 港股卖出界面 

点击交易模式选择窗口中的港股卖出。系统显示如下界面 

 

 红色线框区域表示买卖的信息。 

 蓝色线框区域表示当前登入账号的全部的持仓信息。 

 

在红色线框标记的区域内，一共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左边部分表示卖出的操作区域，右

边区域为行情数据（根据客户订阅的行情数据显示实时港股行情或者延迟 15 分钟港股行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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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红色线框描绘的区域即是操作区域，紫色线框描绘的区域就是行情数据，绿色线

框内的文字将提醒您，您当前看到的数据是延时行情，实时行情则不提示。 

 

4.2.2 如何操作 

第一步：输入代码，回车 

在【卖出价格】显示的是实时的按盘价 

第二步：输入价格：可以用鼠标的滚轮、＋/－，以及鼠标点击右边的买卖盘变更价格。回

车 

第三步：输入卖出数量，可以用鼠标的滚轮、＋/－，回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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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线框描绘的区域即是预计的佣金和交易费用的计算结果（实际费用以当天结算为准）。 

第四步：回车或者点击确认卖出。 

 

 

4.3 B 股买入 

4.3.1 B 股买入界面 

点击交易模式选择窗口中的 B 股买入。系统显示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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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线框区域表示买卖的信息。 

 紫色线框区域表示当前登入账号的全部委托/可撤单委托状态的股票信息，全部委托/可撤

单委托可通过右键切换这些信息包括持仓的股票数据信息。 

在红色线框标记的区域内，一共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左边部分表示买入的操作区域，右

边区域为行情数据。 

 

根据招商证券（香港）所持有行情数据牌照，沪深 B 股行情数据不予显示 

4.3.2 如何操作 

第一步：输入代码，回车 

第二步：输入价格：可以用鼠标的滚轮、＋/－，以及鼠标点击右边的买卖盘变更价格。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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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第三步：输入买入数量，可以用鼠标的滚轮、＋/－，回车 

  

红色线框描绘的区域即是预计的佣金和交易费用的计算结果（实际费用以当天结算为准）。 

如果客户是信用账号登录，将显示蓝色线框文字提示。 

如果客户下单总金额超过客户可用资金，将弹出如下提示： 

 

 

 

第四步：回车或者点击确认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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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B 股卖出 

4.4.1 B 股卖出界面 

点击交易模式选择窗口中的 B 股卖出。系统显示如下界面： 

 

 红色线框区域表示买卖的信息。 

 蓝色线框区域表示当前登入账号的全部的持仓信息、成交订单和可撤单订单列表。 

 

在红色线框标记的区域内，一共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左边部分表示卖出的操作区域，右

边区域为行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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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招商证券（香港）所持有行情数据牌照，沪深 B 股行情数据不予显示 

4.4.2 如何操作 

第一步：输入代码，回车 

第二步：输入价格：可以用鼠标的滚轮、＋/－，以及鼠标点击右边的买卖盘变更价格。回

车 

第三步：输入卖出数量，可以用鼠标的滚轮、＋/－，回车 

  

红色线框描绘的区域即是预计的佣金和交易费用的计算结果（实际费用以当天结算为准）。 

 

第四步：回车或者点击确认卖出。 

 

切换到委托报表可以查看卖出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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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沪股通买入 

4.5.1 沪股通买入页面 

点击交易模式选择窗口中的沪股通买入。系统显示如下界面： 

 

 红色线框区域表示买卖的信息。 

 紫色线框区域表示当前登入账号的全部委托/可撤单委托状态的股票信息，全部委托/可撤

单委托可通过右键切换这些信息包括持仓的股票数据信息。 

在红色线框标记的区域内，一共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左边部分表示买入的操作区域，右

边区域为行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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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招商证券（香港）所持有行情数据牌照，右边区域不显示沪股通行情数据 

4.5.2 如何操作 

第一步：输入代码，回车 

在【买入价格】显示的是实时的按盘价 

第二步：输入价格：可以用鼠标的滚轮、＋/－，以及鼠标点击右边的买卖盘变更价格。回

车 

第三步：输入买入数量，可以用鼠标的滚轮、＋/－，回车 

  

红色线框区域是此次委托的预计的佣金和交易费用的计算结果（实际费用以当天结算为

准）。 

如果客户是信用账号登录，将显示蓝色线框文字提示。 

如果客户下单总金额超过客户可用资金，将弹出如下提示： 

 

 

第四步：回车或者点击确认买入。 

 



 招商证券（香港）钱龙港股通 

用户使用指南 

版本: 

日期: 

页数: 

2020.7.28 

2019 年 7 月 28 日 

29 of 70 只供参考 

 

4.6 沪股通卖出 

4.6.1 沪股通卖出页面 

点击交易模式选择窗口中的沪股通卖出。系统显示如下界面： 

 

 红色线框区域表示买卖的信息。 

 蓝色线框区域表示当前登入账号的全部的持仓信息。 

 

在红色线框标记的区域内，一共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左边部分表示卖出的操作区域，右

边区域为行情数据。 

根据招商证券（香港）所持有行情数据牌照，右边区域不显示沪股通行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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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如何操作 

第一步：输入代码，回车 

在【买入价格】显示的是实时的按盘价 

第二步：输入价格：可以用鼠标的滚轮、＋/－，以及鼠标点击右边的买卖盘变更价格。回

车 

第三步：输入卖出数量，可以用鼠标的滚轮、＋/－，回车 

  

第四步：回车或者点击确认卖出。 

 

切换到委托报表可以查看卖出记录。 

 

4.7 深股通买入 

4.7.1 深股通买入页面 

点击交易模式选择窗口中的深股通买入。系统显示如下界面： 



 招商证券（香港）钱龙港股通 

用户使用指南 

版本: 

日期: 

页数: 

2020.7.28 

2019 年 7 月 28 日 

31 of 70 只供参考 

 

 

 红色线框区域表示买卖的信息。 

 紫色线框区域表示当前登入账号的全部委托/可撤单委托状态的股票信息，全部委托/可撤

单委托可通过右键切换这些信息包括持仓的股票数据信息。 

在红色线框标记的区域内，一共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左边部分表示买入的操作区域，右

边区域为行情数据。 

 

根据招商证券（香港）所持有行情数据牌照，右边区域不显示沪股通行情数据 

4.7.2 如何操作 

第一步：输入代码，回车 

在【买入价格】显示的是实时的按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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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输入价格：可以用鼠标的滚轮、＋/－，以及鼠标点击右边的买卖盘变更价格。回

车 

第三步：输入买入数量，可以用鼠标的滚轮、＋/－，回车 

  

红色线框区域是此次委托的预计的佣金和交易费用的计算结果（实际费用以当天结算为

准）。 

如果客户是信用账号登录，将显示蓝色线框文字提示。 

如果客户下单总金额超过客户可用资金，将弹出如下提示： 

 

第四步：回车或者点击确认买入。 

 

4.8 深股通卖出 

4.8.1 深股通卖出页面 

点击交易模式选择窗口中的沪股通卖出。系统显示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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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线框区域表示买卖的信息。 

 蓝色线框区域表示当前登入账号的全部的持仓信息。 

 

在红色线框标记的区域内，一共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左边部分表示卖出的操作区域，右

边区域为行情数据。 

根据招商证券（香港）所持有行情数据牌照，右边区域不显示沪股通行情数据 

4.8.2 如何操作 

第一步：输入代码，回车 

在【买入价格】显示的是实时的按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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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输入价格：可以用鼠标的滚轮、＋/－，以及鼠标点击右边的买卖盘变更价格。回

车 

第三步：输入卖出数量，可以用鼠标的滚轮、＋/－，回车 

 

第四步：回车或者点击确认卖出。 

 

切换到委托报表可以查看卖出记录。 

 

 

4.9 闪电下单 

您可以在账号登陆状态在报表、买卖盘等等地方点击价格进行下单。如果您此时没有登陆，

系统会弹出登陆框先进行登陆然后下单。 

4.9.1 点击买五档中的任何一档委托买入 

在走势画面查看买卖盘时，可以点击卖五档价格中的任何一档闪电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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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 点击买五档中的任何一档委托卖出 

 

 

4.9.3 在报表画面点击卖出价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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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4 在报表画面点击卖出价卖出 

 

4.9.5 扫盘策略 

当客户选择了仅跟踪价格的扫盘策略后 

 

闪电下单界面的买入/卖出价格会随着所选档位价格变动而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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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客户选择了跟踪价格和数量后 

 

闪电下单界面的买入/卖出价格会随着所选档位价格变动而变动。且买入/卖出数量也会随

着盘口变动而变动。 

 

4.10 网上交易使用信用及孖展额 

由于业务的需要, 现开放孖展客户在网上能使用其信用额及孖展额度进行交易。 

1. 登录时，风险提示新增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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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登录后，在资金持仓页面中可以看到自身账号的孖展上限额度 

 

4.11 快速下单/撤单 

1. 在行情界面上（报表界面、个股走势界面、k 线走势界面）， 

敲入 31 可以对当前证券进行委托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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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端立即跳到委托买入界面并自动填入当前证券代码。 

2. 在行情界面上（报表界面、个股走势界面、k 线走势界面）， 

敲入 32 可以对当前证券进行委托卖出 

 

委托端立即跳到委托卖出界面并自动填入当前证券代码。 

3. 在行情界面上（报表界面、个股走势界面、k 线走势界面）， 

敲入 33 可以快速到达撤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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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端立即跳转到委托撤单界面。 

 

4.12 撤单与改单 

点击交易模式选择窗口中的撤单/改单。系统显示如下界面： 

 

4.12.1 撤单 

此界面只列出所有可撤委托单 

1. 勾选要撤销的委托单，按“撤单”按钮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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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后，送出撤单请求。 

 

2. 键盘按  “DEL”键或鼠标右键可以撤销焦点所在的委托单。 

 

3. 确认后，送出撤单请求。 

 

 

4.12.2 改单 

注意改单只能改没有成交或部分成交的委托单，已经成交的委托单不能改。 

 

选择委托，点击改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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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委托价格，委托数量后，再次确认 

 

修改提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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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查询 

4.13.1 资金持仓查询 

点击交易模式选择窗口中的查询，再点击资金持仓。系统显示如下界面： 

 
 增加字段「总购买力」显示综合港元等值购买力 

 在每项货币增加字段「购买力」 

 在每项证券增加字段「孖展值」 

 

点击[?] 按扭显示总购买力说明文字： 

 

 

 点击买入，系统返回到当前用户（单用户）买入界面。 

 点击卖出，系统将回到当前用户（单用户）卖出界面。 

 点击刷新，刷新当前用户的数据信息，这些数据包括资金和股票的数据信息。 

 点击汇总，弹出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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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列名，可以根据列汇总所有记录。结果如下： 

 

红色线框描绘的区域表示汇总行。 

汇总列以绿色标明。 

 

 点击过滤，弹出如下界面 

每个列表名后都有可选择的过滤条件，

根据需要进行过滤。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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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列以紫色标明。 

 点击输出，保存当前信息数据中的数据。可以输出到文本文件、电子表格已经直接打印机

打印。  

 

4.13.2 当日委托查询 

点击交易模式选择窗口中的查询，再点击当日委托。系统显示如下界面： 

 

 

 点击刷新，刷新当前用户的数据信息，这些数据包括资金和股票的数据信息。 

 点击汇总，弹出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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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列名，可以根据列汇总所有记录。结果如下： 

 

红色线框描绘的区域表示汇总行。 

汇总列以绿色标明。 

 点击过滤，弹出如下界面 

 

每个列表名后都有可选择的过滤条件，根据需要进行过滤。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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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列以紫色标明。 

 点击输出，保存当前信息数据中的数据。可以输出到文本文件、电子表格已经直接打印机

打印。 

 

 

 

 

4.13.3 当日成交查询 

点击交易模式选择窗口中的查询，再点击当日成交。系统显示如下界面： 

 

 红色线框区域表示本日成交交易的数据信息窗口。 

 紫色线框区域表示当前查询的所有可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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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色线框区域过滤工具条，过滤您感兴趣的交易。 

 

 点击明细，显示所在成交记录的成交明细。如下图： 

 

点击还原，可以恢复查询当日成交状态 

 点击刷新，刷新当前用户的数据信息，这些数据包括资金和股票的数据信息。 

 点击汇总，弹出如下界面 

  选择列名，可以根据列汇总所有记录。结果如下： 

   

红色线框描绘的区域表示汇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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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列以绿色标明。 

 点击过滤，弹出如下界面 

 

每个列表名后都有可选择的过滤条件，根据需要进行过滤。结果如下： 

 

过滤列以紫色标明。 

 点击输出，保存当前信息数据中的数据。可以输出到文本文件、电子表格已经直接打印机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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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工具条，如下图所示： 

 

在证券代码中选择您想查看的证券代码，或者您可以选择全部，查看全部的交易。这些数

据都是本日的交易操作。 

在买卖方向，选择您需要查看的买卖类型，您可以选择只查看买入的交易，也可以只查看

卖出的交易，或者您可以查看全部的本日的交易。 

点击确定确认本次查询操作。 

 

 

4.13.4 历史成交查询 

点击交易模式选择窗口中的查询，再点击历史成交。系统显示如下界面： 

 

点击【确定】，打开默认浏览器查看历史成交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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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5 成交合并查询 

点击交易模式选择窗口中的查询，再点击成交合并。系统显示如下界面：  

 

点击【确定】，打开默认浏览器查看历史成交纪录 

4.13.6 股票往来查询 

点击交易模式选择窗口中的查询，再点击股票往来。系统显示如下界面： 

 

点击【确定】，打开默认浏览器查看历史成交纪录 

4.13.7 现金往来查询 

点击交易模式选择窗口中的查询，再点击现金往来。系统显示如下界面： 

 

点击【确定】，打开默认浏览器查看历史成交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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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公开招股 

4.14.1 新股申购 

1. 新股申购界面 

点击交易模式选择窗口中的公开招股，再点击新股申购。系统显示如下界面： 

界面自动展开成普通模式。 

 

 红色线框区域表示申购操作区域。 

 紫色线框区域表示报表区域，包括持仓、ipo 委托、ipo 列表，3 个报表，可通过【alt

＋1】、【alt＋2】、【alt＋3】快速切换 

 绿色线框区域表示常用操作按钮，【撤单】、【改单】只适用于 ipo 委托报表，其他按钮

适合所有报表 

在红色线框标记的区域内，一共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左边部分表示申购的操作区域，右

边区域为申购参考数据区域，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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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何操作 

第一步：双击 ipo 列表中的记录，弹出 

 

第二步：点击确定或者回车，自动将 ipo 代码填入申购操作框。 



 招商证券（香港）钱龙港股通 

用户使用指南 

版本: 

日期: 

页数: 

2020.7.28 

2019 年 7 月 28 日 

55 of 70 只供参考 

 

 

  

第三步：选择申购类别，现金申购或者融资申购。并参考右边的数据：申购股数、应缴纳

款项、融资区间、融资利率、资金余额、最大可申等，确定要申购的数量后，双击右边报

表中的条目，自动填入申购数量，或手动填入也可，回车，出现新股申购弹出提示框，再

次确认申购信息 

 

第四步：回车或者点击确认申购，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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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再次回车或者点击确认申购。  

 

 

4.14.2 IPO 改单 

1. ipo 改单界面 

ipo 改单与 ipo 申购共用一个界面，区别在于【申购】按钮，变成【修改】了，请注意分

辨，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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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只有 opening 状态和现金申购的申购单才允许改单，其他状态和委托方式均不允许改

单。 

2. 如何操作 

第一步：切换报表到 ipo 委托，选择要改单的记录，点击右键－改单或者报表上方【改单】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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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修改申购类别、申购数量后，点击【修改】或回车。 

 

第四步：回车或者点击确认修改，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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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再次回车或者点击确认修改。  

 

 

4.14.3 IPO 撤单 

点击交易模式选择窗口中的 IPO 认购记录。选择要撤销的 ipo 申请双击或点击右键－改单

或报表上方【撤单】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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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出撤单提示。 

 

确认后，发送撤单请求。 

注：只有 opening 状态才允许撤销操作，其他状态鼠标右键为灰色不能操作。 

 

4.14.4 IPO 列表 

点击交易模式选择窗口中的公开招股，再点击 IPO 列表。系统显示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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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新（同查询功能中的各个报表，这里不再详述）。 

 汇总（同查询功能中的各个报表，这里不再详述）。 

 过滤（同查询功能中的各个报表，这里不再详述）。 

 输出（同查询功能中的各个报表，这里不再详述）。 

 查询时间工具条（同历史查询，这里不再详述）。 

4.14.5 IPO 认购记录 

点击交易模式选择窗口中的公开招股，再点击 IPO 认购记录。系统显示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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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线框区域表示当前帐号已申购的 ipo 数据信息窗口。 

 紫色线框区域表示当前查询的所有可用操作。 

 蓝色线框区域过滤工具条，过滤您感兴趣的交易。 

 

 点击撤单，撤销焦点所在的申购记录，效果同右键－撤单。 

 点击改单，修改焦点所在的申购记录，效果同右键－改单。 

 刷新（同查询功能中的各个报表，这里不再详述）。 

 汇总（同查询功能中的各个报表，这里不再详述）。 

 过滤（同查询功能中的各个报表，这里不再详述）。 

 输出（同查询功能中的各个报表，这里不再详述）。 

 

4.15 市场资讯 

点击交易模式选择窗口中的市场资讯。系统显示如下界面： 

 

打开了招商证券（香港）主页，方便查看各类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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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电子结单 

点击交易模式选择窗口中的电子结单。系统显示如下界面： 

 

 

4.17 密码修改 

点击交易模式选择窗口中的修改密码。系统显示如下界面： 

  

 

软键盘依旧是提供给您一个用鼠标输入的功能。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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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修改密码？ 

修改登入密码： 

 

在原入录密码框中输入您的原始登入密码，即是您的旧的密码。 

输入完成后，在新登入密码框中输入您的新密码。 

输入完成后，在新密码确认框中再次输入您的新密码。 

点击确定确认修改密码。 

系统弹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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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功能介绍 

5.1 通讯设置 

 

 

如需设置代理，也在此中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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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交易雷达 

 

我们在行情的 K 线上有历史成交的交易雷达 

 

在走势画面上我们有委托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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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自动推送数据 

 

1 当有持仓金额、数量，即时成交等消息时，会自动推送信息到客户端，提醒您账户的变动 

此功能需要柜台支持消息推送 

2 树型菜单、显示报表以及一些其他有关系统操作的设置，当系统等管理员在远程服务器上

的改动也能及时更新到客户端，通过推送数据列表提示您已更新。 

此功能钱龙服务端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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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设置是否自动弹出推送数据？ 

1 通过设置－》个性设置－》是否主动推送信息，选择“是”或者“否” 

 

2 直接勾选/取消勾选，显示列表上的复选框  

如选择“否”则不会自动弹出显示列表，但是当有数据推送时会在连接指示灯中有个问号

闪动 ，作为提示，双击连接指示灯可以显示推送数据列表。 

 

其他可操作功能 

 点击清空报表，弹出  

按确定以后，可以清空所有已推送数据。 

 点击隐藏，隐藏数据推送列表。 

 双击连接指示灯 ，重新显示数据推送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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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快捷功能汇总 

 

1 在行情界面上（报表界面、个股走势界面、k 线走势界面），敲入快捷键可以对当前证券

进行委托买卖以及撤单：31（委托买入），32（委托卖出）、33（委托撤单） 

2 按 F12 键可以开启、隐藏、或者锁屏委托界面。 

3 在数量输入框，我们按空格键可以选择舱位。 

 

热键名称 热键功能 

Alt+ ~ 行情与委托之间焦点切换 

F1 隐藏/显示树型菜单 

F2 查询账户资金持仓信息 

F5 查询界面的刷新 

F6 查询当日委托信息 

F7 进入买入交易操作界面 

F8 进入卖出交易操作界面 

Tab 委托画面和报表画面的切换 

Ctrl+a 批量撤单界面全选所有记录 

Ctrl+r 批量撤单界面重置全部记录 

Alt+F1 委托精简模式和全屏模式的切换 

 向下方向键可以进行选择、走读功能 

 向左方向键可以进行选择，走读功能 

 向右方向键可以进行选择，走读功能 

 向上方向键可以进行选择，走读功能 

Enter 进行委托确认、走读 

空格键 进行联动、批量信息选择；数量框仓位选择 

Delete 对相应的记录进行撤单 

F9 进入自定义撤单操作界面（批量撤单/改单或单个撤

单） 

F10 查询实时成交信息 

F12 激活委托程序；隐藏（锁屏）/显示委托程序 

+ - 输入价格/数量的时候，+-可以调整价格/数量 

鼠标滚轮 输入价格/数量的时候鼠标滚轮可以调整价格/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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