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银河证券双子星 3.2 系统快速入门 

一、下载安装 

1、打开中国银河证券官网 http://www.chinastock.com.cn，点击左上角：“行情交易通道”下方的

双子星，接受下载协议后开始下载安装程序。 

 

2 双击安装程序，将揭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上证券委托风险揭示书”，请仔细阅读后，

选择接受许可协议。根据提示，逐次点击“下一步”进行安装。安装结束后，会在桌面上生成

图标。 

 

二、双子星登陆 

双击桌面上的 图标，出现如下图客户登录框。 

 

可以选择以下几种方式登陆 

 

http://www.chinastock.com.cn/


（1）行情+交易   

选择该登陆方式，显示行情和委托一体的界面。 

 

 

可以选择不同的的账号类型进行登陆。 

如选择“客户号”，输入客户号、交易密码、安全方式等信息后即可登陆； 

如选择“资金账号”等其他类型，需要选择您所开户的营业部方可登陆。 

 

在“交易密码”处输入密码，既可以直接输入，也可以通过点击右侧键盘图标采用软键盘输入。 



“安全方式”选项可以选择不同的安全认证方式，包括验证码、玖天卫士和玖天优盾共三个选项。 

 

 

选择验证码方式，请输入右侧验证码； 

选择玖天卫士，请输入玖天卫士电子显示屏中的 6位或 7位动态口令数字。 

 

选择玖天优盾，请输入正确的账号、密码和玖天优盾密码（第一次使用时设定）。 

注：玖天卫士和玖天优盾安全方式需客户亲临柜台办理开通手续。 

 

“起始页面”选项可以选择进入行情系统后的默认页面，包括上证指数、我的首页、自选股和沪深 A

股报价共四选项。 



 

 

（2）行情 

该登陆方式仅浏览行情。“行情”只对银河客户开放，首次使用需用账号登陆进行身份识别，有效

期目前为 15天。 



 

（3）交易 

本功能登录软件不显示行情界面仅显示交易界面，登录方式与“行情+交易”方式一样，需要选择

登录账号类型、输入账号、交易密码和安全方式口令。 

 

 



（4）试用行情 

如果您还不是银河客户，可以采用“试用行情”方式登陆 

 

三、信息回显功能 

系统登录成功后，右下角将浮出显示框记录上次账号使用网上交易的登录时间、ip 地址、网卡 mac

信息、登录次数、版本信息，您可以了解账号的登录使用情况。 



 

 

 

作为增强安全性的一个功能，您可以通过安全--安全设置—修改安全预留信息。 

 

 

四、高速行情功能 

双子星 3.2 在原有基础上增加银河特色资讯服务，并集成沪深 Level-2 高速行情功能（付费功能），

投资者可选择使用。在使用软件时，既能够享受到银河证券为客户提供的特色资讯服务，又能体验Level-2 



高速行情提供的资金主力动向、买卖队列、逐笔成交等各种功能。Level-2 高速行情为收费行情，您需

要向同花顺公司申请购买使用权。具体流程请参见我公司网站软件下载页面、双子星栏目右下角的

“level2 尊享流程”。 

 

 

在“高速行情”前面点钩，通过后面的“设置”输入同花顺level-2 账号和密码。 

 
 

 



如您还没有同花顺level-2 账号，可以点击“免费注册” 

 

 

在注册同花顺体验账号时，第一步输入一个便于您记忆的用户名，也可以点击“获得免费账号”由系

统给您一个随机的用户名。设置完成后，点击“下一步” 

 
 

设置您用户名的密码，点击“下一步” 



 

 

 

设置“联系电话”和“电子邮件”后，点击“完成”注册完成。 

 

 

 



五、绿色通道 

本功能主要为在有端口限制的网络中，无法使用双子星的客户提供服务，本服务可以尽最大可能的帮

您通过网络的限制。 

点击登录界面的“通讯设置”按钮，进入通讯设置页面 

 

 

将“使用绿色通道”前的勾选框选中，按最下面的确定后启用 



 

六、代理设置 

本功能主要为需要通过代理服务器上网的客户提供服务，您是否通过代理服务器上网，请您咨询您的

网络管理员。普通宽带用户一般无需设置代理服务器。 

点击登录界面的“通讯设置”按钮，进入通讯设置页面。 



 

将启用“使用代理”前的勾选框进行选中。 

进入设置页面选中其中使用的代理协议、代理地址、端口、用户名、密码，具体设置内容请咨询您的

网络管理员。一般而言 socks4 和 socks5 协议的端口默认为 1080，http 代理的端口默认为 8080；sock4

协议无需用户和密码，sock5和 http协议可能要输入用户和密码。 

 

 



七、行情揭示 

登陆行情后，点击“沪深行情”按钮可以查看沪深行情涨幅排名 

您也可以使用行情页面下方的菜单栏查看您想关注的板块 

 

您可以在本界面直接在键盘上敲击股票代码例如：“601857”（中国石油）后按回车键查看您想查看

的股票，或者输入股票名称首字母例如：“zgsy”（601857 中国石油）后按回车键查看您想查看的股票。 



 

 
您也可以通过快捷键查看您需要查看的内容，以下为快捷键列表 

 快捷键 调用画面 

0+Enter 沪深指数报价 

00+Enter 沪深领先指数 

03+Enter(F3) 上证领先 

04+Enter(F4) 深证领先 

1+Enter 上海Ａ股行情报价 

2+Enter 上海Ｂ股行情报价 

3+Enter 深圳Ａ股行情报价 

4+Enter 深圳Ｂ股行情报价 

5+Enter 上海债券行情报价 

6+Enter 深圳债券行情报价 

7+Enter 上海基金行情报价 

8+Enter 深圳基金行情报价 

9+Enter 香港证券行情报价 

002+Enter 中小板行情报价 

003+Enter 创业板行情报价 

60+Enter 沪深Ａ股涨幅排名 

61+Enter 上海Ａ股涨幅排名 



62+Enter 上海Ｂ股涨幅排名 

63+Enter 深圳Ａ股涨幅排名 

64+Enter 深圳Ｂ股涨幅排名 

602+Enter 中小板涨幅排名 

603+Enter 创业板涨幅排名 

71+Enter 上证新闻 

72+Enter 深证新闻 

73+Enter 券商信息 

80+Enter 沪深Ａ股综合排名 

81+Enter 上海Ａ股综合排名 

82+Enter 上海Ｂ股综合排名 

83+Enter 深圳Ａ股综合排名 

84+Enter 深圳Ｂ股综合排名 

85+Enter 上海债券综合排名 

86+Enter 深圳债券综合排名 

87+Enter 上海基金综合排名 

88+Enter 深圳基金综合排名 

89+Enter 香港证券综合排名 

802+Enter 中小板综合排名 

803+Enter 创业板综合排名 

06+Enter(F6) 自选报价 

006+Enter 自选同列 

51~58+Enter 自定义板块 51~58 报价 

Ctrl+F6 大字报价 

XKT+Enter 星空图 

Ctrl+T 超级盘口 

90+Enter 多窗看盘 

91+Enter 主力大单 

92+Enter 阶段统计 

93+Enter 强弱分析 

94+Enter 板块分析 

95+Enter 指标排行 

41+Enter 股本结构 

42+Enter 财务数据 



43+Enter 财务指标 

44+Enter 基金周报 

45+Enter 股东变化 

700+Enter 期货行情报价 

800+Enter 外汇行情报价 

 

[行情报价]切换键 

Enter(双击) 分时走势 

Ctrl+4 四股分时同列 

Ctrl+9 九股分时同列 

Ctrl+6 十六股分时同列 

→ 向右移动列 

← 向左移动列 

01+Enter(F1) 成交明细 

02+Enter(F2) 价量分布 

07+Enter(F7) 个股全景 

10+Enter(F10) 公司资讯 

11+Enter(F11) 基本资料 

Ctrl+F8 多周期图 

Ctrl+D 大盘对照 

Ctrl+L 两股对比 

 

[分时走势]切换键 

Enter(双击) 技术分析 

05+Enter(F5) 技术分析 

01+Enter(F1) 成交明细 

02+Enter(F2) 价量分布 

07+Enter(F7) 个股全景 

10+Enter(F10) 公司资讯 

11+Enter(F11) 基本资料 

Ctrl+F8 多周期图 

Ctrl+F11 财务图示 

Ctrl+D 大盘对照 

Ctrl+L 两股对比 



Ctrl+4 四股分时同列 

Ctrl+9 九股分时同列 

Ctrl+6 十六股分时同列 

Ctrl+Z 缩放右侧单元表 

SPACE 
鼠标当前位置信息地雷

内容 

↓ 增加连续多日分时 

↑ 减少连续多日分时 

Home、End 
定位光标到分时窗口最

左、最右 

+、- 切换右侧功能标签 

*、/ 
切换右侧功能标签上一

层标签 

右键选择区域 区间统计 

 

[技术分析]切换键 

Enter 行情报价 

Ctrl+Enter 历史分时(在 K 线窗口) 

左键双击 历史分时(在 K 线窗口) 

05+Enter(F5) 分时走势 

01+Enter(F1) 历史成交 

07+Enter(F7) 个股全景 

08+Enter(F8) 切换分析周期 

10+Enter(F10

) 
公司资讯 

11+Enter(F11

) 
基本资料 

Ctrl+F8 多周期图 

Ctrl+F11 财务图示 

Ctrl+L 两股对比 

Ctrl+Q 向前复权 

Ctrl+B 向后复权 

Ctrl+4 四股 K线 

Ctrl+9 九股 K线 

Ctrl+6 十六股 K线 

Ctrl+Z 缩放右侧单元表 



Alt+1 一图组合 

Alt+2 二图组合 

Alt+3 三图组合 

Alt+4 四图组合 

Alt+5 五图组合 

Alt+6 六图组合 

Alt+9 九图组合 

M1+Enter 1分钟 K线 

M5+Enter 5分钟 K线 

M15+Enter 15分钟 K线 

M3+Enter 30分钟 K线 

M6+Enter 60分钟 K线 

D+Enter 日 K线 

W+Enter 周 K线 

MO+Enter 月 K线 

S+Enter 季 K线 

Y+Enter 年 K线 

SPACE 
鼠标当前位置信息地雷

内容 

↓ 缩小 K线 

↑ 放大 K线 

Ctrl+→ 光标快速右移 10个周期 

Ctrl+← 光标快速左移 10个周期 

Ctrl+Alt+→ 光标快速右移 30个周期 

Ctrl+Alt+← 光标快速左移 30个周期 

Shift+← 锁定光标位置右移 K线 

Shift+→ 锁定光标位置左移 K线 

Shift+PageUP 
锁定光标时间轴位置向

上翻页 

Shift+PageDo

wn 

锁定光标时间轴位置向

下翻页 

Ctrl+PageUP 
向上翻页时向主站重新

请求数据 

Ctrl+PageDow

n 

向下翻页时向主站重新

请求数据 

Home、End 定位光标到 K 线窗口最



左、最右 

Home、End 
切换技术指标标签(无光

标时) 

+、- 切换右侧功能标签 

*、/ 
切换右侧功能标签上一

层标签 

右键选择区域 区间统计或放大 K线 

 

其他快捷键 

Esc 返回上一画面 

Backspace 返回上一画面 

Insert 加入自选股 

Delete 从自选股中删除 

Ctrl+A 自动翻页 

Ctrl+F 公式管理器 

Ctrl+G 股灵通 

Ctrl+H 查看港股关联代码 

Ctrl+K 查看快捷键列表 

Ctrl+M 输出到图片 

Ctrl+N 新建 

Ctrl+R 查看所属板块 

Ctrl+S 保存页面 

Ctrl+W 全屏显示 

空格键 调出信息地雷内容 

Scroll Lock 锁定主图光标时间轴 

Alt+Z 快速隐藏(默认) 

F12 委托下单 

Ctrl+F12 期货下单(或港股下单) 

Shift＋F1 这是什么？(跟随帮助) 

Alt+F4 退出程序 

 

 



八、资讯服务 

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签约资讯展示，并向客户实时推送所关注的自选股、持仓股资讯。 

点击“我的首页”或者“资讯”菜单可以进入我的首页 

 

右边资讯导航栏：包括签约服务、基础服务和市场信息。点击签约服务，展示与客户签约等级匹配

的资讯栏目，签约资讯只有行情+交易方式登录才能享受服务。 



 

 

您可以到具体股票中点击键盘上的“F10”查看该股票的具体资讯类信息，如果公告，财报，分红等

等 



 

 

九、交易 

在行情界面上按“F12”键，或者点击交易界面右上角的“交易 1”按钮即可进入交易登录界面 



 
 

委托交易常用功能包括：买入、卖出、撤单、查询、新股申购、银证转账、批量委托、重置成本、修

改一般资料等。 

您还可以在股票功能界面中进行权证、场内基金、ETF 等交易操作。 

具有多银行三方存管功能，支持主辅账号资金内转、多资金账号的银证转账及资金账号密码修改。 

您还可以在开放基金功能界面进行场外开放基金的交易操作，包括：申购、赎回、查询、撤单等 

 

 



 
 

十、小财神 

（1）账户概况  

列出账户的基本情况。包括：当前资产状况、期初资产状况、开户日至今的盈亏、期初日至今的盈亏。  

1．起始日期：  

由于券商交易系统的限制，您可能不能下载到开户日的数据，这里使用交易流水数据的第一笔交易的

日期作为您的开户日期，所以该日期可能不是您的真实开户日期。  

2．起始日至今的盈亏：  

账户从起始日至今的总盈亏。  

卖出股票的盈利金额：从起始日期至今盈利的金额汇总。  

实现盈亏即盈利金额和亏损金额的和。  

总盈亏为总的实现盈亏和当天股票的浮动盈亏的和。  



（2）帐户概况 

 

 

用户详细资金分布图 

(3). 资产曲线 

资产曲线反映了您的资产的变动情况。  

将鼠标移动到资产曲线上，可以显示当天的资产情况，如下图。历史资产根据历史买卖成交记录计

算，如果历史买卖成交记录不全，这里显示的历史资产可能不正确。最好使用“手工录入”缺少的数据。  

点击页面上方的“叠加上证指数”，可以和上证指数叠加，您的操作有没有超过大盘一目了然。  



 

（4）市值成本比较 

资金分布图：各股票市值和资金余额的分布图。  

股票成本分布图：各股票买入成本分布图。  

股票市值与成本比较图：左边蓝色柱图为股票的买入成本，右边黄色柱图为现在的市值，对比可以

发现股票的盈亏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