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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看行情 ：默认入口 

手机APP即“智远一户通”，可扫码下载安装。 

手机APP分为5大模块，我们仅关注“行情”、“交易”2个模块。 

期权行情的入口，默认情况下，需进【行情 - 更多】。 

所有行情类型中，点选【上海股票期权】或【期权T型报价】，即可查看期权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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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看行情 ：快捷入口 

期权行情的快捷入口，通过【更多 – 配置】进行设置。 

在栏目配置中，拖动【期权】到常用栏目中。 

之后，行情模块中可直接进入【期权】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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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看行情 ：T型报价 

进入【期权】行情，点选一个标的，即进入该标的的行情详情图。 

点选标的对应的月份，即进入T型报价。 

T型报价界面，可左右、上下滑动，查看更多数据。点选具体合约，可查看合约的行情详情图。 

期权合约行情详情图中，通过【委托】按钮可进入该合约的下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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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做交易 ：功能菜单 

【交易】模块中包含了期权业务所有功能，包括行情T型报价。 

功能菜单中，【委托】可进下单界面。 

除行权、转账、查询等功能外，最新版本还提供：大单拆分、持仓限额查询、认购额度查询、以及期权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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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做交易 ：委托下单（1）- 界面 

股票期权下单时，一般步骤为：选合约、定价格、填数量、最后根据买卖开平需要下单。 

选定合约后，各个委托按钮上方，分别显示出最大可开或最大可平的数量。 

委托界面分上下2部分，上部是下单面板，下部是持仓列表和可撤委托列表（左右滑动切换）。 

做备兑开平仓时，可勾选“备兑”，此时委托按钮变为：备兑开仓、备兑平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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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做交易 ：委托下单（2）- 选择合约 

期权委托第一步，先选择合约。点合约输入框，进入合约选择界面。 

根据选定的标的、月份、类型，显示出期权合约列表，从中选中需要交易的合约。 

选定的合约最终显示在委托界面。如果是认购，“备兑”选项可用；如果是认沽，则“备兑”选项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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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做交易 ：委托下单（3）- 报价 

期权委托的报价方式默认为限价GFD。 可点选报价方式选择按钮，进行报价方式的选择。 

在报价方式选择界面中，可按需选定一种报价方式。 

选定限价类型的报价方式时，可输入具体价格，可使用“+ ”  “-”  进行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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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做交易 ：委托下单（4）- 数量和方向 

期权委托时，输入交易数量，可通过“+”、 “-” 来微调。 

最后，按需点击一个买卖开平按钮来提交委托。 

确认委托信息无误后，点“确定”即可完成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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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做交易 ：备兑交易（1） - 备兑券管理 

如需做备兑交易，首先需要预先做好备兑券的管理。 

可以从【备兑券管理】菜单，也可从委托界面中的“备兑券管理”入口， 进入备兑券管理界面。 

持有的每个标的，均有“解锁”“锁定”按钮。点击按钮，直接填入要锁定、或要解锁的数量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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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做交易 ：备兑交易（2）- 备兑开平仓 

期权委托时，如果选定合约为认购，则“备兑”选项可用。 

选定“备兑”选项后，委托按钮变为：备兑开仓、备兑平仓。按需提交委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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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做交易 ：大单委托（1）- 设置 

股票期权委托时，每笔委托有数量限制。可通过开启大单拆分功能，实现大单交易。 

首先在功能清单中选定“启用大单拆分设置”菜单。 

在大单拆分设置页面，打开开关，以后就可以进行大单委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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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做交易 ：大单委托（2）- 委托 

进行期权委托时，如买卖数量大于每笔限额时，系统会按每笔限额来拆分。 

确认信息中的“100张  x   2笔”，100表示拆分后每笔委托最大数量， 2表示分成了2笔来委托。 

也可以自行修改拆分后每笔委托的最大数量。在确认信息中带点“修改”，然后输入新值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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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做交易 ：平仓和撤单 

如需平仓，在“资金持仓” 界面中的列表左滑然后点“对价平仓”，或者委托界面的持仓列表中点选合约，委托面板中

的合约信息和平仓指令会自动适应，提交平仓指令即可。 

如需撤单，在委托界面的 “可撤委托列表”中，选定合约，即可撤单。也可使用功能菜单【撤单】，在可撤委托列表中

进行同样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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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做交易 ：行权 

股票期权行权，在行权日可【立即行权】，也可合约到期前预先设置好行权条件进行【协议行权】。 

立即行权时，选中持仓合约，点立即行权，输入行权数量。 

协议行权时，选中合约，设置好行权策略类型、策略值、行权数量等参数后，即可保存设置，并显示于“协议行权列表”

中。对于列表中的设置项，选中后，可以进行修改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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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做交易 ：银衍转账 

需要做银衍转账时，在功能清单选中【转账】即可进入转账界面。 

在银衍转账界面中，按需选择“银转衍” 或 “衍转银”。转账记录，可通过【转账查询】进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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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查信息：资金持仓和限购额度 

从功能菜单中，可进入【资金持仓】，查看当前资金情况和合约持仓情况。 

在此界面，可以查看当前【限购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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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查信息：委托查询和成交查询 

股票期权交易的情况，可通过菜单进入【委托查询】、【成交查询】查看。 

可以输入起止时间，或者按当日、一周内、一月内等不同时间段，进行查询相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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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信息：持仓限额查询 

功能菜单中，使用【持仓限额查询】可查看当前持仓限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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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查信息：其他查询 

功能菜单中，还提供更多查询功能：【对账单查询】、【交割单查询】、【行权指派查询】、【行权交割查询】等。 

均可以输入起止时间，或者按当日、一周内、一月内等不同时间段，进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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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查信息 ：期权学堂 

功能菜单中，【期权学堂】提供了期权基础知识系列课程，帮助投资者迅速熟悉和掌握期权。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