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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王星 2.0 常用快捷键 

 

用户可使用 F1～F12、Ctrl+字母、Alt+字母等快捷键，本系统支持的快捷键如下： 

热键 功能 热键 功能 

F1 单笔成交明细 Ctrl+F 公式管理器 

F2 分价表 Ctrl+I 选择指标 

F3 上证领先指标 Ctrl+L 显示/隐藏右区 

F4 深证领先指标 Ctrl+Q 标记文字 

F5 类型切换（分析、走

势图） 

Ctrl+R 所属板块 

F6 自选股 Ctrl+T 条件选股 

F7 资讯树 Ctrl+U 移动筹码 

F8  分析图中切换周期 Ctrl+Z 加入到板块 

F9 委托下单 Ctrl+Tab 窗口切换 

F10 个股资料 Ctrl+Page 

Down 

翻页至最后 

F12 委托下单 Ctrl+Page Up 翻页至最前 

Ctrl+D 系统设置 Ctrl+F4 关闭当前子窗口 

Ctrl+K 五彩 K 线指示 Alt+F4 退出系统 

Ctrl+M 多股同列 Page Up 向前翻页 

Ctrl+O 叠加股票 Page Down 向后翻页 

Shift+Enter 辅助区信息地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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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序列键：  

点键 功能 点键 功能 点键 功能 点键 功能 

.0 特别版面设计 .1 走势 .313 RSI 强弱指标 .632 香港权证 

.001 通达信报价 .101 上证 180 走势 .314 WR 威廉指标 .647 股指期货 

.002 通达信看盘 .102 上证综指走势 .315 SAR 抛物线 .648 香港企业板 

.003 盘中监测 .103 上证 A 股走势 .316 KDJ 经典版 .649 香港信托基

金 

.004 多头鹰 .104 上证 B 股走势 .317 CCI 商品路径 .8 交易委托 

.005 tmp .105 上证 ADL .318 ARMS 阿姆氏 .9 特色功能 

.2 排名 .106 上证多空指标 .319 TMT 动量线 .901 公式管理器 

.201 分类行情显示 .107 深证 100 走势 .320 BOLL 布林线 .902 条件选股测

试 

.202 振幅排名 .108 深证成份走势 .321 PSY 心理线 .903 交易系统测

试 

.203 今日强势股 .109 深证综指走势 .322 MCST 市场成

本 

.904 探索最佳指

标 

.204 今日弱势股 .110 深证 A 股走势 .4 报表分析 .905 条件选股 

.205 成交量排名 .111 深证 B 股走势 .400 热门板块报表 906 定制选股 

.206 总金额排名 .112 深证 ADL 指标 .401 历史行情报表 .907 智能选股 

.207 量比排名 .113 深证多空指标 .402 强弱分析报表 .908 插件选股 

.208 委比排名 .114 上证 50 指数走势 .403 区间涨跌幅度 .909 综合选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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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现价排名 .115 上证基金指标 .404 区间换手率排

名 

.910 市场雷达设

置 

.210 最新大笔排名 .116 创业板指数 .405 区间量变幅度 .911 市场雷达列

表 

.211 市盈率排名 .117 中小企业指数 .406 区间震荡幅度 .912 理财金算盘 

.212 换手率排名 .118 上证红利指数 .5 即时分析 .913 股票组合计

算 

.213 净资产排名 .119 沪深 300 走势 .501 个股分时走势 .914 数据挖掘参

考 

.214 总资产排名 .300 技术分析 .502 每笔成交明细 .918 条件预警置 

.215 每股盈利排名 .301 MACD 趋向指标 .503 分价表 .919 条件预警列

表 

.216 净资收益排名 .302 DMI 趋向指标 .504 每分钟成交明

细 

.930 系统设置 

.217 流通市值排名 .303 DMA 趋向指标 .505 详细买卖盘 .931 设置用户板

块 

.218 流通股本排名 .304 FSL 分水岭 .506 最比（多空）指

标 

.932 通讯设置 

.219 总市值排名 .305 TRIX 趋向指标 .507 多股同列走势

图 

.933 盘后数据下

载 

.220 总股本排名 .306 BRAR 能量指标 .508 闪电走势图 .934 数据维护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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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每股公积金排

名 

.307 CR 能量指标 .6 扩展行情 .935 自动升级 

.222 活跃度排名 .308 VR 能量指标 .627 香港指数 .936 系统帮助 

.223 每笔均量排名 .309 OBV 量价指标 .628 郑州商品 .937 用户论坛 

.224 每笔换手排名 .310 ASI 量价指标 .629 大连商品   

.225 每股净资产排

名 

.311 EMV 量价指标 .630 上海商品   

.226 市净率排名 .312 VOL-TDX 成交量 .631 香港主板   

. 

键盘精灵： 

热键 功能 热键 功能 

0 功能菜单 000001 上证指数 

01 分时成交明细 000002 A 股指数 

02 分价表 000003 B 股指数 

03 上证领先指标 000004 工业指数 

04 深证领先指标 000005 商业指数 

05 类型切换 000006 地产指数 

06 自选股 000007 公用指数 

07 财经资讯 000008 综合指数 

08 切换周期 399001 深圳成指 

1 上证 A 股 399002 成份 A 指 

2 上证 B 股 399003 成份 B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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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深圳 A 股 399004 深证 100R 

4 深圳 B 股 399005 中小板指 

5 上证债券 399006 创业板指 

6 深圳债券 399100 新指数 

7 深沪 A 股 399101 中小板指 

8 深沪 B 股 399102 创业板指 

9 中小企业 399106 深证综指 

10 个股资料 399107 深证 A 指 

11 深沪权证 399108 深证 B 指 

16 信息地雷 399110 农林指数 

17 投资日记 399120 采掘指数 

18 机构评测 399130 制造指数 

100 深证 100 走势 399131 食品指数 

180 上证 180 走势 399132 纺织指数 

30 切换关联股票 399133 木材指数 

31 理财金算盘 399134 造纸指数 

32 个人理财 399135 石化指数 

300 沪深 300 走势 399136 电子指数 

61 沪 A 涨幅排名 399137 金属指数 

62 沪 B 涨幅排名 399138 机械指数 

63 深 A 涨幅排名 399139 医药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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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深 B 涨幅排名 399140 水电指数 

65 沪债涨幅排名 399150 建筑指数 

66 深债涨幅排名 399160 运输指数 

67 深沪 A 股涨幅排名 399170 IT 指数 

68 深沪 B 股涨幅排名 399180 批零指数 

69 中小企业涨幅排名 399190 金融指数 

611 深沪权证涨幅排名 399200 地产指数 

613 切换涨幅排名 399210 服务指数 

70 财经资讯 399220 传播指数 

71 上交所公告 399230 综企指数 

72 深交所公告 399305 基金指数 

81 沪 A 综合排名 399481 企债指数 

82 沪 B 综合排名 399001 小康指数 

83 深 A 综合排名 399002 中证流通 

84 深 B 综合排名 399003 中证 100 

85 沪债综合排名 399004 中证 200 

86 深债综合排名 399005 中证 500 

87 深沪 A 综合排名 399006 中证 800 

88 深沪 B 综合排名 399007 中证 700 

89 中小企业综合排名 999999 上证指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