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差价合约

平台快
速指南
我们编制本简明指南是为了帮助您
快速了解新一代平台的各种功能和
工具。 

例如，在哪里可以找到要交易的产品，
在哪里可以查看市场资讯，如何访问图
表、提交各类订单、监控持仓以及获得
实时帮助等。





快速指南新一代交易平台

现在就开始吧
本快速指南将帮助您了解以下功能

1. 导航工具栏和帐户

2. 产品库

3. 下拉菜单导航

4. 使用订单票下单

5. 一键成交

6. 查看帐户

7. 自选列表

8. 领先的图表展示

9. 市场脉搏 - 资讯、观点和财经日历

10. 交易工具

11. 设置

12. 交易进阶和实时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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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差价合约交易中，您并不拥有标的资产，也不享有其相关权益。
差价合约投资存在重大风险。在决定是否投资差价合约时，您应征
求独立建议并参考我们的产品披露声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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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航工具栏和帐户
通过各种高级工具和功能，您可以切换屏幕布局、设置偏好以及监控帐户资金。

a. 使用内置搜索工具搜索所有产品

b. 打开产品列表，进行更高级的搜索或筛选

c. 打开已有自选产品列表，或创建新自选列表

d. 在已存屏幕布局之间切换。通过设置图标，选择是否自动保存屏幕布局

e. 使用市场脉搏工具（包括财经日历和路透社新闻）获取最新市场资讯

f. 选择具体的一键成交模式

g. 使用各种CMC Markets交易工具，及时发现各个市场中的潜在交易机会

h. 管理持仓和待执行订单，查看历史成交

i. 通过银行卡付款或银行转帐向帐户存入资金，以及从帐户转出资金

j. 平台培训、反馈和实时帮助

k. 目前用作总保证金的资金金额

l. 可用于新建头寸的资金金额

m. 当前交易帐户资金总额

n. 查看目前的平仓水平，即如果达到该水平，头寸可能会被平仓

o. 帐户可用现金

p. 所有未平仓头寸的当前总盈亏

q. 隐藏帐户资金信息

r. 查看市场行情数据、设置订单和帐户偏好

s. 安全登出平台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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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产品库的搜索和筛选功能，查找您要交易的产品

2. 产品库

a. 输入您要搜索的产品名称

b. 根据现货或期货筛选产品

c. 根据类别、地区、价格表现和波动性筛选
产品

d. 点击产品的买入或卖出价，打开订单票

iPad和iPhone是Apple

Inc.的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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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产品名称旁边的下拉菜单图标，展开产品相关选项

3. 下拉菜单导航

a. 打开通过菜单所访问产品的新订单票

b. 打开该产品的新图表

c. 打开该产品的已存图表

d. 打开报价窗口，包括买入价和卖出价、当日最高价和最低价以及实时价差等信息。注：屏幕
上显示的价格与您交易所执行的价格不一定相同

e. 查看产品信息，包括交易时段、保证金要求、持有成本和实时价差

f. 查看该产品的客户情绪（与客户计算和头寸值相关，每分钟更新一次）。 客户情绪功能仅供
投资者参考，它存在固有的局限性，而且在特定时间点上数据可能已经过时

g. 打开路透社新闻源，只包括与该产品相关的新闻资讯

h. 获取晨星股票研究报告，查看当前即期市场基本面情况以及晨星的内部公允价值预估（晨星
分析师对股票潜在价值的预估数据）

i. 打开图表论坛，查看由我们的市场分析师以及其他投资人士提供的相关图表分析

j. 设置和管理价格警示。查看所设价格警示与当前市场价格之间的实时价差

k. 将产品添加到已有自选列表或新建自选列表中

l. 将产品添加到产品组合工具（Portfolio Mixer）

m. 设置该产品的订单默认参数，例如默认风险管理和订单量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快速指南新一代交易平台 

点击平台上的买入价和卖出价，打开订单票

4. 使用订单票下单

a. 您可打开产品的下拉选项菜单，查看产品信息、路透社新闻、实时图表和模块链接等

b. 使用搜索功能更改订单票中显示的产品

c. 将两个或两个以上模块建立链接，当一个模块中的产品发生更改时，另一个模块将自动更新
以 显示新的产品

d. 关闭订单票

e. 该产品当日交易时段触及的最低价格

f. 该产品当日交易时段触及的最高价格

g. 买入价和卖出价的实时价差

h. 点击买入价或卖出价，在买入订单或卖出订单之间切换

i. 与订单量相关的价格深度。点击此处显示所有价格梯度。交易规模越大，点差也可能会越大

j. 输入您要买入或卖出的数量

k. 更改订单类型：现价订单、限价订单和止损挂单

l. 建立头寸所需保证金金额

m. 建立头寸所需成本

n. 为头寸设置添加止损订单，如价格走势不利可提供保护

o. 为头寸设置添加止盈订单，设定目标价

p. 根据价格或点数设置常规止损、移动止损或保证止损订单(GSLO)。移动止损订单按设定的点数
追随有利价格走势。保证止损订单(GSLO)能够保证脱手价格，但需要收取很小的额外费用。

q. 提交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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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键成交功能，您只需点击鼠标即可完成开仓或平仓。您可通过主工具栏或订单设置激活此功能。一旦激活，所有价格
按钮都将默认打开一键成交。 

5. 一键成交

a. 手动输入或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交易规模

b. 然后点击买入价或卖出价下单

c. 在默认情况下，您的一键成交现价订单将应用您的个人订单设置，包括止损订单和止盈订单
设置

d. 一键成交激活后，您还可以通过点击头寸窗口中的红色平仓按钮“x”，对未平仓交易和头
寸进行平仓

e. 有三种一键成交模式可供选择：单击、双击和锁定

注： 您可修改订单设置模块中的多个一键成交设置

需要指出的是，您在使用一键成交功能之前，应仔细阅读并接受一键成交的使用条款。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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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持仓、待执行订单
以及查看所有历史成交

头寸

6. 监控帐户

a. 展开和折叠所有成交

b. 折叠显示总头寸，展开显示具体订单

c. 卖出成交

d. 买入成交

e. 总体头寸数量

f. 头寸总敞口

g. 总体头寸总敞口

h. 总体头寸入市均价

i. 头寸的当前总体损益

j. 打开订单票卖出

k. 打开订单票买入

l. 修改订单，包括相关的风险管理订单

m. 平仓

n. 平仓该产品全部订单

o. 关闭“账户净值”选项，能够让您在同一产品下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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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操作带来的损益

b. 操作后帐户余额

c. 查看更多信息,例如持 有成本和价格深度信息

d. 根据操作类型筛选

e. 访问帐户设置

f. 访问账单中心

g. 将历史成交数据导出至Excel文档

a. 打开订单票卖出

b. 打开订单票买入

c. 取消此未执行订单

d. 修改此未执行订单，包括价位和风险管理

历史6.3

6.4

6.5

执行记录 

账单中心

通过本模块，您可快速简
单查看已执行交易的信
息，无需了解与完整帐户
历史相关的所有其他具体
信息。

下载每日、每月或年度交
易 账单。账单也可通过电
子邮 件的方式发送至您本
人或第三方的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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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可随时访问的自选产品列表,然后查看个性化的相关路透社新闻资讯

7. 自选列表

i. 该产品当日价格波动点数

j. 如果自选列表是链接组的一部分,请点击产品名以
更改整个组显示的产品

通过路透社新闻模块,将路透社新闻资讯与自
选列表直接关联

a. 在此处创建新自选列表,然后使用下拉菜单添加 产
品,或者直接将产品拖拽到自选列表模块

b. 修改自选列表模块的设置,打开价格图形,删除 自
选列表,以及对路透社新闻进行个性化设置

c. 按产品名称对自选列表排序

d. 按业绩对自选列表排序

e. 打开该产品的选项菜单,包括查看产品信息、路 透
社新闻、实时图表、已存图表、 图表论坛和客户
情绪等

f. 该产品当日触及的最低价格

g. 该产品当日触及的最高价格

h. 该产品当日价格波动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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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多种技术指标、人性化的用户界面、高度可定制化以及图表形态识别功能。通过下拉菜单进入
产品图表

8. 领先的图表展示

a. 打开产品选项菜单,查看产品信息、图表论坛、客户情绪和路透社新 闻
等

b. 蓝色三角形:点击此处可轧平或修改头寸,您可直接在图表上编辑风 险
管理参数

c. 打开数值窗口区域,查看开盘、最高、最低和收盘数据,以及技术指 标
数值的更多信息

d. 打开图表设置,对图表默认值、预设值和其他参数进行设置打印图 表。
使用一系列选项更改图表历史的间隔和时间周期

e. 选择不同的默认图表大小

f. 打开图表论坛,查看由全球客户提供的最新技术交易布局机会

g. 在不同图表类型之间切换,包括K线图、砖形图和点数图

h. 在图表中添加技术研究和叠加,识别潜在技术交易布局机会

i. 更改设置,自定义技术指标以及查看图表

j. 将各种画图工具添加到图表,确定战略价位,标注有意介入的区域

k. 将技术形态和K线指标添加到图表,观察它们在真实行情中如何演变

l. 放大或缩小图表历史

a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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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脉搏工具为您带来最新市场资讯和动态

9. 市场脉搏 –
资讯、观点和财经日历

a. 所有资产类型的相关路透社最新新闻和文章直接实时接入交易平台。可根据自选列表内的产 品
对路透社新闻进行筛选

b. 查看我们全球市场分析师团队为您带来的实时市场动态更新

c. 访问图表论坛资源。直接通过平台与CMC Markets客户建立联系,分享潜在交易布局机会、 分析
和市场评论

d. 使用财经日历查看全球最新发布的经济数据,并对即将发布的数据设置提醒

e. 访问我们的财经频道,包括全球市场分析以及面向活跃交易者的交易策略

f. 关注我们有针对性的Twitter信息发布,最新主要市场事件尽在掌握

g. 我们的全球分析师内容数据库,可按分析师、主题、区域和内容类型进行筛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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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这些交易工具设置形态和重要价位警示

10. 交易工具

a. 设置形态识别扫描,每隔15分钟对潜在技术交易布局机会发出一 次提醒

b. 设置和管理价格警示 – 查看所设警示价格与当前市场价格的实时价差

c. 如您已登录平台,警示默认将在平台上弹出;如您未登录,则警示默 认将在登录时
弹出。您也可以通过警示窗口左上角的图标,设置将价格 警示通过电子邮件方式
发送给您

d. 在平台顶部,已触发的警示或形态一目了然

a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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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平台自带的各种偏好设置,确保交易帐户设置能满足您的具体需求。
点击用户偏好图标,进入帐户和订单设置。

11. 设置

a. 按资产类别或具体产品对首选订单设置进行全局配置。对默认交易规模、价格限值、远期结算行为、 一键成
交、执行警示、止损订单、止盈订单、限价订单和止损挂单进行个性化设置

b. 禁用帐户净额交易,允许在同一时间对同一产品执行单独的长期和短期交易。选择 “标准帐户平仓” 或 “替
代帐户平仓”(后进先出、先平仓盈利最大的头寸或先平仓亏损最大的头寸)

a

b

b 帐户明细(续)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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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交易进阶和实时帮助
查看我们的视频和书面交易进阶材料。
通过平台直接提供反馈,并获得帮助

a. 快速了解新一代平台的核心特色和功能

b. 观看解释如何更好利用各种工具和功能的平台介绍视频

c. 了解不同交易策略的更多信息,充分发挥交易潜能

d. 参加我们市场专家的现场和在线研讨会,不断积累交易技能

e. 查看大量实用交易类文章,丰富交易知识

f. 通过即时通讯工具与我们的交易客服人员进行沟通

g. 向我们的产品开发团队提供反馈,为以后平台的升级做出贡献

a

b

c

d

e

f

g

注：英文中首字母大写的术语与我们产品披露说明书中给出的含义相同，也可能特指CMC Markets的
平台特色或功能。

如如您在熟悉平台的过程中有任何问题，请随时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拨打 1300 668 268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clientmanagement@cmcmarkets.com.au。



CMC MARKETS ASIA PACIFIC PTY LTD
Level 20, Tower 3, International Towers, 300 Barangaroo Avenue

NSW 2000
Sydney

Australia

 
 
 
 

电话： 1300 668 268 
传真： +61 (0)2 8915 9484 

邮箱： clientmanagement@cmcmarkets.com.au

Apple、iPad和iPhone是Apple 
Inc.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注册商
标。App Store是Apple Inc.的服务商
标。Android 和Google Play是谷歌
（Google Inc.）的商标。

This guide provides general information only and does not take into account your objectives, financial situation or needs. Consequently you should consider the information in light of your 
objectives, financial situation and needs. 

Investing in CMC Markets financial products, including derivatives carries significant risks and is not suitable for all investors. Canadian, New Zealand, Singapore and CMC Pro clients could 
lose more than their deposits. You do not own, or have any interest in, the underlying assets. We recommend that you seek independent advice and ensure you fully understand the risks 
involved before trading. Spreads may widen dependent on liquidity and market volatility. It's important for you to consider the relevant Product Disclosure Statement ('PDS') or Information 
Memorandum (for CMC Pro accounts) for Australia, PDS and the relevant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rading for New Zealand or the Terms of Business for Singapore & Canada and any other 
relevant CMC Markets documents before you decide whether or not to acquire any of the financial products. For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customers, information about CMC Markets’ 
services, including our fees and charges, is also contained in our Financial Services Guide (FSG) and Information Memorandum (for Australian CMC Pro accounts). For Canadian customers, 
CFD trading is available in jurisdictions in which CMC Markets is registered or exempt from registration, and, in the province of Alberta is available to Accredited Investors only.

The examples in this guide are hypothetical and are provided for illustrative purposes. They are not intended to suggest how an underlying asset might perform or how CMC Markets might 
exercise its power or discretions. Fees, charges and margin rates are subject to change.

CMC Markets Asia Pacific Pty Ltd ABN 11 100 058 213 AFSL No. 238054 
www.cmcmarkets.com.au

CMC Markets NZ Limited Company Registration Number 1705324
www.cmcmarkets.co.nz

CMC Markets Singapore Pte. Ltd. Registration Number UEN200605050E
www.cmcmarkets.com.sg

CMC Markets Stockbroking Limited,
Participant of the ASX Group (Australian Securities Exchange) and SSX (Sydney Stock Exchange) and Chi-X (Chi-X Australia), 
ABN 69 081 002 851, AFSL No. 246381
https://www.cmcmarkets.com/en-au/stockbroking

CMC Markets Canada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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