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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入门操作 

基本操作  

常用快捷键： 

 0+Enter   切至系统主菜单画面 

 61+Enter  切至上证 A 股涨跌幅排名 

 63+Enter  切至深证 A 股涨跌幅排名 

 81+Enter  切至上证Ａ股综合指标排名 

 83+Enter  切至深证Ａ股综合指标排名 

 03+Enter（或 F3） 切至上证领先指标 

 04+Enter（或 F4） 切至深证领先指标 

 06+Enter（或 F6） 切至自选股 1 

 拼音首字母+Enter  选择进入查看所需的股票 

[实例一]主菜单画面 

当您使用钱龙软件看股票时，首先进入的是钱龙软件的主菜单。而在任何其他画面下

都可通过按“0”+Enter 进入主菜单。 

 

操作：0+Enter 切至系统主菜单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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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钱龙证券投资分析系统”的主菜单画面，使用“↑↓←→”移动到需要选择的

栏目，并按“Enter”进入。若需退回上一级菜单按“Esc”键即可。 

 

[实例二]涨跌幅排名 

通过按“61+Enter”或“63+Enter”可分别进入上证Ａ股涨跌幅排名、深证 A 股涨跌幅

排名，由此可以及时掌握个股涨跌情况。 

 

操作：61+Enter 切至上证Ａ股涨跌幅排名 

查看该画面时，按热键 PgUp、PgDn 可以向前、向后翻页。 

 

[实例三]综合指标排名 

通过按“81+Enter”或“83+Enter”可分别进入上证Ａ股综合指标排名、深证Ａ股综合

指标排名，由此可以及时掌握个股综合信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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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81+Enter 切至上证Ａ股综合指标排名 

今日涨跌幅排名：与“61”、“63”效果类似。 

5 分钟涨跌幅排名：可以让投资者在盘中快速查觉到股票短线的异动情况。 

今日振幅、量比、总金额排名：了解当天盘中热门股情况。 

 

[实例四]大盘报价画面 

所谓股票指数，也就是股票市场总体股票变动情况的价格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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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03+Enter（或 F3）切至上证指数 

上证领先指标中白线和黄线的含义 

白线是上证指数走势图，黄线是不含加权的上证领先指数走势图。也就是说，如果白

线走在黄线上面，也就是说当日大盘股比小盘股走得强。反之，如果黄线走在白线上

面，也就是说当日小盘股走势比大盘股强。 

红色及绿色柱状线的含义 

红色柱状线和绿色柱状线分别表示的是股票指数上涨或下跌的强弱度。 

 

[实例五]智能键盘 

对于需要查询的股票却又忘了代码的事情屡屡发生，许多投资者对此颇感头痛。现在

在钱龙上您只需键入您所要查询股票的开头字母组合，使用“↑”、“↓”寻找到您所

需的股票，按“ENTER”确认，即可方便查询到自己所需要的股票行情。 

 

操作：直接输入拼音首字母查询+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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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六]自选股操作 

通过使用自选股板块设置功能，可以使投资者第一时间了解手中股票变化情况。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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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Enter（或 F6） 切至自选股 1 

Shift-↑↓ 将具体股票在自选股栏目中进行位置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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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洞悉盘面 

分时走势画面 

分时走势画面是大盘或某一个商品当天走势的全记录，投资者可以藉此了解到证券市

场当天的最新走势。 

 

分时走势曲线：每分钟内最后一笔成交的价格构成的曲线。 

均价线：顾名思义，就是均价构成的曲线，均价 = 截止当前分钟该股票的当日累计成

交金额 / 截止当前分钟该股票的当日累计成交量。 

市盈：每股市场价格/年报每股收益 

换手：当日成交量/流通盘总量*100% 

涨停：前一日收盘价+10%（ST 5% ） 

跌停：前一日收盘价-10%（ST 5% ） 

均价曲线

成交量柱状

每一分钟该商品

成交价所构成之

曲线图 

商品名称

及代码 

分笔成

交明细 

相关信息

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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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日连续走势 

快捷键列表： 

 ↑↓         在分时走势画面中连续显示多达 5 日分时走势； 

 114+ENTER  切换前一天的即时走势画面 

 115+ENTER  切换后一天的即时走势画面 

在短线操作中，箱体整理的突破，以及短线量能的瞬间同比变化都是至关重要的，通

过对多日分时走势的对比，我们便可以快速洞察先机。 

  

[实例一]股票的多日连续走势 

操作：在上海建工（600170）分时走势图中，连续使用↓就可以看到该股的多日连续

走势。 

 

该图显示上海建工（600170）4 月 25 日-27 日的多日分时走势，通过观察发现，4 月 27

日早盘，该股有明显的量能放大，股价一度突破前期箱体高点，此时便是确定突破方

向的时候，此后股价在箱体上轨获得有效支撑确认，并在尾盘时产生了一波直冲涨停

的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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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简表 

快捷键列表： 

 11+ENTER 当前商品的财务数据简表 

 

[实例一]股票的财务简表 

操作：在浦发银行（600000）分时画面或 K 线画面下，按 11+ENTER 进入查看该股票

的财务数据简表。 

 

 

如图：该图为浦发银行（600000）的财务数据简表图，通过该图可以迅速让投资者了

解到上市公司的大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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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解读 k 线 

快捷键列表： 

 05+ENTER（或 F5） 即时走势与技术分析画面互相切换 

 08+ENTER（或 F8） 在技术分析画面下进行周期类型的切换 

 ENTER   快速切换个股走势/技术分析/F10 画面/个股 4 图组合 

 

什么是 K 线 

K 线又称阴阳线、蜡烛线，从它的形状，能够清楚地表明一个交易期间的开盘、最高、

最低、收盘价之间的大小关系。K 线从形态上分可分为阳线（空心红色）、阴线（实心

兰色）和同价线（红十字）3 种类型。阳线是指收盘价高于开盘价的 K 线，阴线是指收

盘价低于开盘价的 K 线。同价线是指收盘价等于开盘价，两者处于同一个价位的一种

特殊形式的 K 线，同价线常以“十”字形和“T”字形以及“一”字形表现出来，故又

称十字线、T字线、一字线。 

 

 

 

 

 

 

 

 

上影线 

实体 

最高价 

最低价 

开盘价 

收盘价 

上影线 

下影线 下影线 

开盘价 

收盘价 



教你用钱龙  ·11· 

技术分析画面 

通过查看 K线图，能很好了解股票走势变化，并进行有效的技术分析。 

想要进入技术分析画面十分容易，只要在股票的分时走势画面中按“F5”键，就可以

切换到它的技术分析画面了。 

接着可以选择分析周期，按“F8”键切换，包括 5分钟、15 分钟、30 分钟、60 分钟、

日线、周线、月线和自设周期； 

还有一种一键到底的好办法：只要按一个“Enter”，就可以依次在走势、K 线、F10、

四图组合之间切换。 

 

 

看权息资料 

在技术分析画面按“F2”或“02+Enter”，都可查看该股票的历史权息资料，按 Esc 键，

就可以退出。 

K 线 /美国线 /

分时线/平均线 

成交量柱状图 

技术指标图

相关信

息明细 

子功能图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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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权息，即是根据股票的正常分红送配记录下的股本变化情况。 

 

复权功能 

快捷键列表： 

 19+ENTER     不断使用将在五种复权模式（后复权、前复权、点复权、不除 

或者 ALT-F10   权、标准除权）中切换 

 ↑↓           在点复权状态下进行日期段的移动 

 ENTER        在点复权状态下按确定，根据所选中日期段进行定点复权 

什么是复权 

所谓复权就是对股价和成交量进行权息修复，按照股票的实际涨跌绘制股价走势图，

并把成交量调整为相同的股本口径。通过依次循环选择为不除权、除权、后复权、前

复权、点复权。 

不同复权的含义 

不除权：不除权就是不复权，回到标准的价格状态，但此种观察方法会使指标产生极

大的失真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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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除权：即价格不变动，但将均线修正（断开），其余同上。 

后复权：后复权是指将最初的价格作为基准价格，将之后的 k 线依次向后平移，使图

形吻合，即看历史上购买的股票今天值多少钱。钱龙的后复权功能则是以最近一次除

权前的 k 线价格为基准，推算后面的价格。 

前复权：前复权是指将最新价格作为基准价格，将除权前的 k 线依次向上平移，使图

形吻合，即你手里有的这些股票从按现在的市值看相当于历史上按多少价格购买。这

种操作方法非常适合于对股票整体趋势的研究，由于图形上的吻合，极大地方便了投

资者的技术分析研判。对于一些长庄的股票，使用该功能可以直观的研究庄家的持仓

成本。 

点复权：点复权功能即复权时间点的选择，复权时间点选择完毕以后，即以该时间段

价格推算之后价格。假如时间点选择于股票发行最初的时间则为全复权，该分析可以

很好的研究该股的历史实际价格。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选择时间点的复权可以将手

上持有的股票有除权的按买入时价格进行复权：方便股民朋友直观的了解到个股上的

盈亏情况。 

[实例一]股票复权操作应用 

操作：K线画面（苏宁电器 002024）→19+ENTER 回车（依次循环看效果）→移动选择

框到第一个日期区间（2004 年 7 月 21 日—2005 年 6 月 2 日）→回车确认 

该图为（苏宁电器 002024）历史 k 线图的三种复权方式，由图所见，在标准除权画面

下，该股走势区间始终在 16—73 区间内徘徊，每当产生除权缺口，后市便走出填权行

情，虽然这是标准画面，但此图形却给技术分析造成极大的不便。 

而通过前复权方式去查看，可以发现，该股长期趋势一路向上，形态保持良好。投资

者可以很好地利用前复权形态，对这个股票进行技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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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使用定点复权查看，发现如果从上市日 04 年 7 月 21 日起计算，短短 3 年

不到的时间，该股的价格已经高达 700 元以上，投资回报已经远远超过了 20 倍，让我

们真正领略到了什么叫价值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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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强势分析 

区间统计功能 

快捷键列表：  

 ← → 移动到您所需的 K 线 

 ENTER 选中您需要的首、末 K 线 

 

为方便股民计算一段时间内的股票累积涨跌幅，钱龙软件特设了“区间统计”的功能，

可以显示 K 线画面上任选两个时间点之间的价、量等详细统计数据。其中包括某段区

间内的“交易时间”、“最高”、“最低”、“幅度”、“均价”、“换手”、“手数”、“金额”、

“上涨”、“下跌”、“阳线”、“阴线”、“阳量”、“阴量”等数据。可分别运用于个股的

日线、周线和月线。 

 

[实例一]换手率阶段统计应用 

 

操作：K线画面（驰宏锌锗 600497）→用“←→”移动光标至 2007 年 3 月 9 日→ENTER

回车确认→使用“←→”移动光标至 2007 年 4 月 5 日→ENTER 回车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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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所示，该图为（驰宏锌锗 600497）K 线画面，该股于 07 年 3月 9 日发布年报及方

案，其年报业绩高达每股 5.3 元，年报方案更是给出了 10 送 10 派 30 元的史上特大红

包，但奇怪的是，股价不涨反跌，令人甚是不解。 

通过阶段统计该股 3 月 9 日至 4 月 5 日间的换手率，我们惊奇的发现，短短的 19 个交

易日间，该股换手竟高达 148.78%，其中是否另藏玄机呢？结合该股 3 月 9 日的年报及

方案，果然，自 4 月 6 日开始，该股进入了主力拉升行情。 

 

[实例二]涨幅阶段统计应用 

 

操作：K线画面（驰宏锌锗 600497）→用“←→”移动光标至 2007 年 4 月 6 日→ENTER

回车确认→使用“←→”移动光标至 2007 年 4 月 12 日→ENTER 回车确认 

如图所示，该图为（驰宏锌锗 600497）K 线画面，该股经历了一段横盘整理之后，于 4

月 6 日开始了一波主力上升行情，图中右下阶段统计数据显示，自 4 月 6 日起至 4 月

12 日止，短短 5个交易日内，该股涨幅高达 54.3%，此前的年报分配行情及价值优势，

已被大幅抵消。其后，4 月 13 日，该股 K 线惊现“乌云盖顶”形态，预示短期高点可

能已经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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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功能 

快捷键列表： 

 500+ENTER    所有板块分析 

 501+ENTER    指数板块分析 

 502+ENTER    行业板块分析 

 503+ENTER    地域板块分析 

 504+ENTER    概念板块分析 

 505+ENTER    热点板块分析 

 +              在板块报价画面对栏目排序；在个股画面中显示所属板块 

板块分析是依据股票二级市场情况的变化，对众多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个股进行归总，

分析其共同的特点，并探讨其成为近期市场热点的可能性，从而确定是否进行投资。

正所谓知彼知已，百战不殆，只有踏踏实实的做好功课，踏准板块轮动的节奏，才能

在茫茫股海中立于不败之地。 

 

[实例一]我们以某日实际行情为例，按505＋ENTER可进入热点类各板块的数据排名，发

现当天“世博概念”板块的表现较为出色，平均涨幅是各大热点板块中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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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世博概念”板块的涨幅和强弱度指标均位列第一，值得关注。我们可以按回车

键，进入这个板块的个股列表。亚通股份当日强势涨停，这时我们可以从该股的率先

突破中获得启示，抓住契机挖掘同板块其它个股的补涨机会。 

下图就是当时的上证61涨幅榜，其中一批 “世博概念”板块的股票，如复旦复华、上

实发展等股票也紧随亚通股份的启动，纷纷有所表现，并有不错的涨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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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动个股的板块分析 

当盘面中出现异动个股时，在这些个股的走势图画面下按“＋”号键，然后会在右下

角显示这个股票所属的板块名称、这些板块所包含的股票个数、当时上涨的家数，以

及该股在板块中的排名。 

[实例二]如下图所示，亚通股份可以归属为交运仓储（按行业）、上海板块（按地域）、

迪士尼（按概念）、世博概念（按热点）四个板块。其中，世博概念板块中70％的股票

处于上涨行情中，比例最大，而亚通股份又排名板块涨幅第一。在大盘较为低迷的时

候，该股的上涨荡气回肠，颇有龙头股的味道。这时我们可以把光标移动到“世博概

念”板块，按回车键即可进入该板块的个股列表，以把握相关股票联动上涨的机会。 

 

操作： 

↑↓         在右下角窗口选择板块 

ENTER      确认选中板块并进入该板块报价画面 

下图就是在“世博概念”中找到复旦复华跟风放量上涨的走势图，积极的投资者同样

可以获得赢利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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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中您可能会遇到“在同板块两只个股之间到底应该选哪一个？”的疑惑，这时

您可用钱龙提供的个股分析利器――双股走势叠加，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比较指数

与指数、个股与指数、个股与个股走势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请参考叠加分析）。 

 

双股叠加功能 

快捷键列表： 

 ****** + +    在个股 K 线画面中叠加代码为******的个股走势 

 C+ENTER    在个股 K 线画面中叠加大盘走势 

在技术分析中将双股叠加是一种有效的技术分析方法，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比较个

股与指数、个股与个股走势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在钱龙软件中就有一项“双股叠加”

功能，可以实现任意两只股票的 K 线走势相互叠加比较。 

 

[实例一]与指数叠加 

钱龙中进入某个个股的技术分析画面中，按 C+ENTER 组合键叠加大盘指数（上海市

场的个股与上证综合指数比较；深圳市场的个股与深证成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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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K线画面（深发展 A 000001）→C+ENTER 回车 

如图为深发展 A（000001）与深证成指的叠加图，画面中，与该股 K 线相对应的有一

根白颜色的收盘价线，这就是同周期下的大盘指数的收盘价走势图。很显然，像深发

展这样权重比较大的个股，对于大盘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另一方面，投资者拿手中个

股与大盘做相应比较，以此可以比较该股是强于大盘还是弱于大盘。 

 

[实例二]任意两只个股叠加 

 

操作：K 线画面（神火股份 000933）→键入“600123”并按“+”结束→依次按动“↑”、

“↓”调节比对基期。 

钱龙中进入到第一只股票的技术分析画面中，在键盘上输入另一只股票的代码并按+加

号，就能把这只股票的收盘价线叠加在第一只股票上了。 



·22·  钱龙宝典 

 

如图，K 线代表神火股份（000933）走势，白线代表兰花科创（600123）走势，可见

作为同一行业版块的两只个股，他们在 K 线走势中确实有着很强的关联性，但也有明

显的强弱之分，投资者可充分利用双股叠加功能配合版块功能寻找版块中的龙头个股。 

从图中详细对比我们发现，神火走势基本与兰花趋同，而近期神火走势却明显强于兰

花。究其原因，我们发现，两者虽同为煤炭采选行业股票，两者战略目标都是向下游

纵深发展，逐步完善产业链，但具体行业目标却大相径庭，神火目标是煤电铝一体化，

而兰花目标则是煤化工一体化，在近期国际大宗商品持续高涨之时（主要以有色金属

为代表），市场的热点当然更为关注像神火这样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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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精选个股 

智能选股 

快捷键列表 

 23+ENTER     直接进入智能选股画面 

 ↑↓         移动选择框至您所需条件 

 数字键       在条件参数框中输入您所需数值 

 ENTER      选中所需条件 

 F1           执行您所选中的选股条件 

“智能选股”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工具，它可以在几秒钟内将我们所需要的股票按照所

设定的条件在两市所有股票中选出来，大大的提高了我们操作准确和提高了看盘效率，

是我们选择优良投资品种的一项利器。 

 

根据选股的需求不同，当前我们将选股类型分为五种，以对应不同的投资需求： 

 盘口分析选股 

 基本面选股 

 分红送配选股 

 K 线形态选股 

 成交量选股 

 

 



·24·  钱龙宝典 

[实例一]使用盘口分析寻找中等价格股票，以达到缩小研究范围的目的。 

使用“盘口选股”中的条件可以轻松选出中等价格股票（高于 15 元）、高换手率（高

于流通盘 5%）等各类股票，大大的提高了我们选择股票的效率。 

 

 

 

 

 

 

 

 

 

操作：智能选股→盘口分析选股→沪深 A 股→股价选股二：当日股价大于 15 元的股票

→回车确认→使用 F1 选股 

从中我们选择了许多中等价格的股票。 

 

[实例二]选择当日发生“三连阳”的个股，此类股票出现近期强势走势。 

操作：智能选股→K线形态选股→沪深 A股→连拉阳线：发生连续[ 3]（1-4 日）阳线

且上涨的情况→回车确认→使用 F1 选股。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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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窍门]为方便对筛选结果进行实时查看，可以把结果保存，以待在后市中可继续跟

踪关注。在结果报价画面中使用“ALT—Z”，可以方便地选择自选股板块进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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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三]使用分红送配选股寻找高成长性股票 

在新增的智能选项中还增加了分红送配的选股条件，这对于寻找一些高回报高成长性

的股票有了很好的依据。 

 

 

 

 

 

 

 

 

操作：智能选股→分红送配选股→沪深 A 股→送股选股：每十股送股股数加转增股数

不少于 5股的股票→回车确认→使用 F1 选股 

高分红高派息其内部蕴涵的意义往往是该企业良好的成长性。因此，通过这样的条件

选股，我们很容易找到了所需要的高成长性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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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钱龙 Level2 深度行情 

瞬息万变的股市行情，只有用最快的行情，才能捕捉到最大的投资机会！ 

 

Level2 行情是上交所最新发布的增值行情，比普通行情速度提高 3-5 秒。 

Level2 支持专有数据、十档买卖、买卖队列、逐笔成交等盘口明细数据。 

 

Level2 新增数据介绍 

钱龙 Level2 行情，在原来界面上融入 Level2 元素，使界面更直观，获取信息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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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买卖十档 

与普通行情 5 档买卖盘相比，多增加了 5 档买卖盘。 

即在相同的行情下，可以提早揭示上下档挂单，洞查主力动向。 

 

 

 

 

 

 

 

 

 

 

 

2）信息栏 

基本数据与普通行情一致，布局上做了相应调整，使我们能更直观地了解基本信息。 

3）逐笔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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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2341  568    4      表示 23 分 41 秒 以 5.68 元价格成交 4 手 

2  568    16     表示 23 分 41 秒第 2 笔是以 5.68 元价格成交 16 手 

逐笔成交明细提供市场中最真实的成交情况，比分笔成交明细更能准确反映出个股当

天成交情况。 

4）分笔明细 

分笔明细数据与普通行情一致，但行情速度明显提高。 

5）总买总卖 

 

如图，总买为所有买盘挂单总量，买均为所有买盘挂单均价。 

   总卖为所有卖盘挂单总量，卖均为所有卖盘挂单均价。 

该数据帮助投资者判断买卖双方真实成交意图和市场价格的支撑与阻力。 

6）买卖队列 

 

新增显示买一、卖一上前 50 笔委托明细，按挂单的先后顺序列示，是 Level2 深度行

情系统中一个很有价值的数据，非常有助于了解个股现在挂单是机构还是中小散户操

作，对于走势性质的判断非常有益。 

 

Level2 专有数据介绍 

快捷键：221+ENTER   上海 A 股 Level2 专有数据 

     222+ENTER   上海 B 股 Level2 专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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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2 深度行情独有数据揭示，对于主力挂（撤）单情况一目了然。 

 

 

委买（卖）挂单——显示当前最大十笔委买（卖）挂单股票 

委买（卖）撤单——显示当前最大十笔委买（卖）撤单股票 

委买（卖）累计撤单——显示当前最大十只委买（卖）累计撤单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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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钱龙期货揭示 

钱龙期货行情与原沪深股行情完整融合，继承了经典界面风格，保持钱龙一贯的简洁

易用性。  

包括股指期货行情、商品期货行情、股指期货资讯。 

钱龙股指期货行情支持揭示股指期货专有数据（结算价、开平仓、持仓量、仓差等）。 

 

钱龙期货专栏 

通过“主菜单—钱龙期货专栏”进入选择类别画面。  

 

进入“钱龙期货专栏”栏目后，可根据自己要求，选择对应的栏目。 

除了主菜单的方式可以进入，系统还提供相对应的快捷键操作。 

股指期货报价分析      609+enter 

上海期货交易所  608+enter 

大连商品交易所  607+enter 

郑州商品交易所  604+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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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指期货行情 

通过“主菜单—钱龙期货专栏—股指期货报价分析”进入股指期货行情报价画面。 

 

股指期货报价画面包括： 

沪深 300 指数 

股指当月合约、股指下月合约、股指季月合约、股指下季合约 

股指当月连续、股指下月连续、股指季月连续、股指下季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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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约月份定义 

沪深股指期货合约的合约月份，是采用香港恒生指数期货合约月份而设计的，即市场

上同时存在四个月份的合约：最近的两个近月和最近的两个季月。 

 

如当前月份为 07 年 2月，股指期货的合约月份为 2月、3月、6月、9月。 

则 07 年 2月合约显示为 IF0702，为当月合约。 

07 年 3 月合约显示为 IF0703，为下月合约。 

07 年 6 月合约显示为 IF0706，为季月合约。 

07 年 9 月合约显示为 IF0709，为下季合约。 

 

分时画面 

在报价画面中，将光标移动至报表中具体的商品，按“Enter”进入相应的行情走势。 

 

股指期货分时画面继承传统股票画面风格，更好的应用于股民操作 

 

数据定义 

结算价——收市前某一个时间段加权平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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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仓——在股指期货交易中，无论是买还是卖，凡是新建头寸都叫开仓。 

平仓——交易者了结持仓的交易行为，了结的方式是针对持仓方向作相反的对冲买卖，

即针对开仓的相反操作。 

持仓——交易者持有的未平仓合约的数量，即所有开仓后未平仓的单数总和。 

仓差——与昨天相比总持仓量的增减，红色代表增加，绿色代表减少。 

 

交易时间 

上午 9：15-11：30，下午 1：00-3：15 的交易时间，比股市的交易时间早开盘 15 分钟，

晚收盘 15 分钟。 

 

连续合约分析 

钱龙股指期货行情支持连续合约分析，这种行情处理方式能有效地缓解合约由于月尾

的的趋近以及价格成本的改变而造成的价格起伏，大大提高了投资者对于中长期趋势

的分析研判能力。 

 

IF 当月连：将 12 个月的当月合约走势进行连接。 

IF 下月连：将 12 个月的下月合约走势进行连接。 

IF 季月连：将 12 个月的季月合约走势进行连接。 

IF 下季连：将 12 个月的下季合约走势进行连接。 

 

商品期货行情 

通过“主菜单—钱龙期货专栏—上海期货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选

择进入不同的商品期货行情报价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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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时画面 

在报价画面中，将光标移动至报表中具体的商品，按“Enter”进入相应的行情走势。 

 

 

热键操作 

持仓量指标（分时画面） /* 

持仓量指标（技术分析） ~ 

 



·36·  钱龙宝典 

数据解释 

卖出：当前卖一价和量 

买入：当前买一价和量 

结算：今日的结算价     开平：当前开平仓差 

开仓：今日总开仓数     平仓：今日总平仓数 

持仓：合约当前持仓量    仓差：开仓-平仓 

成交：当前的成交价     均价：当前均价 

涨跌：成交-昨结     昨结：昨日结算价 

幅度：涨跌/昨结     开盘：今日开盘价 

总量：今日总成交量     最高：今日最高价 

现量：当前一笔成交量    最低：今日最低价 

委比：（买入量-卖出量）/（买入量+卖出量）  量比：当前量/5 日均量 

金额：今日总成交金额    涨停：今日涨停价 

委差：买入量-卖出量    跌停：今日跌停价 

外盘：主动性买盘量     内盘：主动性抛盘量 

 

股指期货资讯 

通过“主菜单—股指期货专栏—龙讯股指期货资讯”进入查看股指期货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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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到需要查看的股指期货标题，按“Enter”进入查看具体股指期货资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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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股市风云榜实战分析 

钱龙龙讯 F10 强力推出的“股市风云榜”，它立足于瞬息万变的二级市场，实时追踪其

中的热点概念板块，不间断更新，给予您最清晰明了的信息指引。内容涵盖新股、定

期报告、市场统计、业绩预告、主力动向、比价统计、热点概念板块（如创投概念、

融资融券、世博概念等），让您实时把握市场脉搏，深度挖掘投资价值，提前预知黑马

股、立于股市不败之地。 

 

 

年报高送转股一览 

中国股市长期发展以来，慢慢形成了这样一个规律，每当年报公布后出了预期良好的

分红送配方案，该股必然会吸引游资蜂拥而入，导致股价节节攀升，直至除权以后，

股价便回到了原先的价位，此时普通投资者认为价格不高，继续跟风，而庄家则借低

价拉升，顺势出逃，形成了一次完美的操作。 

既然有涨有跌，那必然就有利可图，投资者若能及时把握市场信息，即便每年只做一

两次的高送配行情，也能赚得盆满钵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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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钱龙股市风云榜，选择进入“年报高送转股一览”，发现已经有许多高送转方案股

显示在报表上，通过按“+”号切换至分配方案排序，我们发现，有一只中小板股票排

名非常显眼——大洋电机（002249）年报方案 10 送转 10 派 8元。 

 

 

选择该股按回车进入，按“F10”进入该股的F10查询，从基本面上分析，发现该上市

公司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电机生产和技术水平处于国内领导地位，公司是中国

电子元器件协会评定的中国百强电子元器件企业之一。2006年被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

商会授予“推荐出口品牌”，公司是中国首家也是唯一一家电机类产品出口免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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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空调行业景气度的不断提升，公司先后与海尔、美的、格力、长虹、TCL、格兰仕

及Whirlpool、Goodman、Carrier、Samsung、LG、松下、Chamberlian等国内外知名企

业建立了长期合作伙伴关系。近期，公司已与北京理工大学签定合作协议，共同发展

“电动及混合动力车辆电机及驱动系统”。利用北京理工大学的研发基础及优势，结

合公司的产业化技术、市场管理优势，将成为公司未来几年新的增长点。 

接下来，进入该股技术面分析，该股在 11 元左右触底反弹后，底部不断提高，k 线依

托均线上升，呈多头排列形态，已有效突破半年线，形态非常良好，自 4 月 3 日方案

公布以来，又连涨 3个涨停。 

可见，对于基本面良好的股票，并拥有潜在可能的高送配股，更有进一步高送配方案

的支持，股票大有操作机会，投资者不妨积极关注！ 

 

已批年报股数据对比 

长期决定股票走势必然是公司内在价值！什么样的股票才是有价值的好股票？每当提

及类似问题，投资者往往众说纷纭，有人说，看市盈率！那市盈率或高或低呢？究竟

答案是什么，结果无所适从。 

其实，股票真正的价值，取决上市公司的不断进取，不断为投资者创造价值，而判定

价值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公司赢利是否逐年上升，即该年的收益数据是否高于去年。 

 

 

打开钱龙股市风云榜，选择进入“已批年报个股一览”，进入后发现该报表列出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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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年已发年报的个股，详细列出了各个股票的每股收益及同比增长，借此我们可以找

出哪些股票今年业绩大幅上升，未来有相当的增长潜力！ 

通过按“+”号依次切换排序栏目，我们发现，神火股份（000933）每股收益高达 2.99

元，较去年同比增长 36.98%，年报分配方案也有 10送转 5派 2元，主力持仓占比 27.09，

可谓年报数据相当出色。 

 

 

选择该股按回车进入，按“F10”进入该股的F10查询，从基本面上分析，神火股份，

是一家主营煤炭采选类的上市公司，公司是中国六大无烟煤基地之一。所产煤炭主要

是优质无烟煤，产品具有特低硫、特低磷、中低灰分、高发热量的突出优点，广泛应

用于冶金、化工、发电等行业及民用。公司区位优势突出，毗邻经济发达、能源缺乏

的华东地区，并建有自备铁路专用线与京沪线相连，具有运输成本低的比较优势。  

公司近年来再扩大产能的同时不断完善一体化深加工能力，逐渐完成了由煤电铝材的

产业链体系，这种经营方式能够有效的抵御由于煤炭价格剧烈波动，引起的公司收益

的不稳定性。通过“重要事项“栏目发现，公司近阶段不断受让煤炭类资产股权，进

一步增强了上游的煤炭产能，另外，通过“经营分析”栏目，我们欣喜的看到，公司

铝制品销售量已达到总营业务总体比例的 60%以上，可以说公司的产业链战略部署自

2006 年以来已经达到了成熟期。 

进入该股技术面分析，短短几个月，该股累计涨幅接近 200%。虽然该股阶段上已开始

调整，但大趋势上形态良好，K 线依托均线节节上升，每当该股调整至上升通道线附近，

便遇到强大买盘推动，再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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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此类基本面上具有良好潜力的个股，投资者只要稍加用心留意，一定可以收益不

菲！ 

 

热点概念股 

相信大家都知道，股市的涨跌与国家的政策导向息息相关，拥有国家政策扶持才能获

得蓬勃的发展，往往相关政策风声一起，概念即随之而出，资金蜂拥而入，投资者短

时间内可以获得超额收益。 

 

 

陆家嘴（600663）。公司所处从事的领域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业，从F10“经营分析”

查看，公司主营中土地批租、房地产租赁、酒店业均占大头，可以证明公司从一家逐

步由单纯土地开发向土地开发与项目建设并重的房产开发公司，且毛利率较高，收益

良好。公司地处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随着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持续推进，上海建设陆

家嘴金融城将进一步提速，在资本效益的聚集和辐射作用下，将带动整个地区继续发

展。 

通过F10中“百家争鸣”栏目中分析，银河证券预计公司2008、2009、2010年的每股收

益分别为0.49元、0.50元、0.57元。同时，他们指出，陆家嘴财务稳健，现金资产非

常充沛，在房地产行业面临调整的“现金为王”的时代，商机无限。在经济低谷期，

陆家嘴不断夯实管理和开发实力，抓住机会发展优秀的商业项目，抓住先机，待经济

回暖时创造巨大的商业价值。可见该公司在基本面上却有不俗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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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钱龙股市风云榜中的“迪斯尼概念股一览”及“世博概念收益股一览”中对

该上市公司均有详细介绍，公司将出资与迪斯尼成立一家公司，虽然公司多次出面澄

清此事，但是消息早令投资者心动，每当迪斯尼概念炒作时，公司股价立即水涨船高。

另外，作为上海中心区的房地产开发和经营商，随着世博会的临近，上海中心区的土

地增值明显，将为公司带来不小收益。 

F10“龙讯统计”栏目中发现，公司综合评级系数由 6 月前的 2.55 逐渐升级至 1 月内

1.6 的水平，综合评级指数显示为“增持”，综合以上因素分析，该股基本面上非常优

良，中短线上也具备炒作概念，可以积极关注！ 

 

 

 

 

注：股市风云榜的栏目会随市场热点变化，每次浏览可能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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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热键列表 

热键 热键的意义 

0+Enter 切至系统主菜单画面 

1-9+Enter 切至上证Ａ股至中小板报价分析 

00+Enter 进入“财经直播室” 

001+Enter 浏览全部“今日焦点” 

01+Enter（或 F1） 
即时走势画面时切至 1 分钟明细 

技术分析画面时切至行情表 

02+Enter（或 F2） 

个股即时走势画面时切至分价表 

个股技术分析画面时查看历史所有权息资料 

大盘即时走势画面时切至 5 分钟明细 

03+Enter（或 F3） 切至上证领先指标画面 

04+Enter（或 F4） 切至深证领先指标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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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自选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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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Enter（或 F9） 于技术分析画面时进入画线状态 

Ctrl-F1~F4 画线状态下切换 4 种画线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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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Enter（或 Alt-H 或？） 当前画面下的帮助信息 

114+Enter 切至前一天的即时走势画面 

115+Enter 切至后一天的即时走势画面 

16+Enter 切至钱龙信息画面 

170+Enter（或 Alt-J） 切至在线计算器，按 C 键清除、按 Esc 键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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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Enter 个股走势时切至股改分析器 

20+Enter 切至股权分置专栏 

22+Enter（或 ` ） 信息栏中切换显示项目 

23+Enter 切换到“智能选股”菜单 

24+Enter 切换到“股市风云榜”菜单 

30+Enter 切换到“钱龙信息中心”菜单 

500+Enter 切至所有板块分析 

501+Enter 切至指数板块分析 

502+Enter 切至行业板块分析 

503+Enter 切至地域板块分析 

504+Enter 切至概念板块分析 

505+Enter 切至热点板块分析 

506+Enter 切至资讯厂商分析 

60+Enter 切至沪深Ａ股涨跌幅排名 

61-69+Enter 切至上证Ａ股至中小板涨跌幅排名 

70+Enter 切至钱龙信息 

71+Enter 切至上海证券信息 

72+Enter 切至深圳证券信息 

73+Enter 切至创业证券信息 

74+Enter 切至券商信息 

75+Enter 切至上海证交所公告 

76+Enter 切至深圳证交所公告 

77+Enter 切至综合财经新闻 

78+Enter 切至上海短线精灵信息 

79+Enter 切至深圳短线精灵信息 

7A+Enter 切至国债利息信息画面 

80+Enter 切至上证及深证Ａ股综合指标排名 

81+Enter 切至上证Ａ股综合指标排名 

82+Enter 切至上证Ｂ股综合指标排名 

83+Enter 切至深证Ａ股综合指标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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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Enter 切至深证Ｂ股综合指标排名 

85+Enter 切至上证债券综合指标排名 

86+Enter 切至深证债券综合指标排名 

87+Enter 切至上证基金综合指标排名 

88+Enter 切至深证基金综合指标排名 

89+Enter 切至中小企业板综合指标排名 

90+Enter 切至热门个股点评 

91+Enter 切至上证Ａ股今日热门股排名 

92+Enter 切至上证Ｂ股今日热门股排名 

93+Enter 切至深证Ａ股今日热门股排名 

94+Enter 切至深证Ｂ股今日热门股排名 

95+Enter 切至上证债券今日热门股排名 

96+Enter 切至深证债券今日热门股排名 

97+Enter 切至上证基金今日热门股排名 

98+Enter 切至深证基金今日热门股排名 

99+Enter 切至中小企业板今日热门股排名 

551+Enter 切至上证 A 股 

552+Enter 切至上证 B 股 

553+Enter 切至上证基金 

554+Enter 切至上证债券 

555+Enter 切至上证转债 

556+Enter 切至上证回购 

557+Enter 切至上证其它 

558+Enter 切至 ETF 基金 

559+Enter 切至基金通 

55A+Enter 切至开放式基金 

55B+Enter 切至上海权证报价 

561+Enter 切至深证 A 股 

562+Enter 切至深证 B 股 

563+Enter 切至深证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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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Enter 切至深证债券 

565+Enter 切至深证转债 

566+Enter 切至深证回购 

567+Enter 切至深证其它 

568+Enter 切至中小企业板 

569+Enter 切换至创业板 

56A+Enter 切至 LOF 报价 

56B+Enter 切至非 LOF 报价 

56C+Enter 切至深圳权证报价 

56D+Enter 切至深圳 ETF 报价 

56E+Enter 切至股份转让报价 

+ 切换子功能小窗口 

- 自动（停止自动）翻页 

/ 和 * 
行情画面下切换各种指标 

信息和列表画面下字体放大 

Alt-F10（或 19+Enter） 技术分析画面时做权息校正：权息修正/还原/不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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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t-C 在技术分析画面中直接设定指标参数 

Alt-S 设定当前画面为开机画面 

Alt-N 在技术分析画面中切换显示另外 4 条均线的数值 

Enter 快速切换个股走势/技术分析/F10 画面/个股 4 图组合 

C+Enter 技术分析画面时在 K 线背景上叠加指数的收盘价线 

S+Enter（或 12+Enter） 技术分析画面时显示成本叠加 

101/301 上海/深圳权证报价画面 

611/631 上海/深圳权证涨跌幅排名 

632/832 创业板相关报价 

811/831 上海/深圳权证综合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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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联系方式 

服务内容 联系电话 服务内容 联系电话 

广告招商 021-58369889-153 网络版 021-58369889-188 

网际版 021-58369258-268 LEVEL-2 021-58369258-286 

港股通 021-58369258-288 黄金眼 021-58369258-286 

 
 
 

分公司及办事处 
分公司及办事处 联系电话 分公司及办事处 联系电话 

上海总公司 021-58369889 沈阳分公司 024-22818365 

北京分公司 010-62296708 武汉分公司 027-88393176 

深圳分公司 0755-82960315   南京办事处 025-58074128 

福州分公司 
0591-87805384 

0591-87805707 
    杭州办事处 

0571-86716202 

0571-86947895 

成都分公司 028-86725091 广州办事处     020-38470877 

天津办事处 022-26264662 济南办事处 0531-88030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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