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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关于量化

一、量化交易是什么

量化交易的概念

量化交易是借助现代统计学和数学建模的方法，使用海量的历史数据进行回测研究，

评估策略的优劣，找到盈利与风险的平衡点，并依靠计算机配置多元化的投资组合，以实现

降低系统风险并克服人性弱点的作用，使投资决策更科学，更理性。

量化交易的价值

量化的价值不仅仅是自动下单，量化也是研究的平台。

在近几年的交易中，有这样一种现象正悄然形成，一些年轻的投资者虽然进入期货市

场的时间不长，但却一样可以拥有良好的收益情况并且将回撤也控制的很到位。从前成功的

交易人几乎都是交易经验丰富的老期货，为什么近几年却能够涌现出年轻的优秀交易员呢？

这其中，量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计算机的最大特点是高效率的数据运算和高智能的数据分析，1 分钟周期一天有 225

根 K 线数据，按照每年 250 个交易日计算，如果想要分析出 1 分钟周期一年的均线走势，我

们需要计算至少 5.6 万根 K 线数据，这个统计由人来完成可能需要几天，但计算机只需要几

秒钟。我们可利用量化语言将想要统计的数据告诉计算机，由计算机帮我们完成计算，例如

挖掘历史行情研究 K线震动幅度和行情涨跌的规律、探究开盘跳空幅度和当日行情涨跌幅之

间的规律等等。

当我们觉得自己似乎发现了一些规律希望验证时，量化软件自带的效果测试功能可帮

助我们在历史数据上验证规律是否有效，策略是否可行。我们还可通过量化软件自带的策略

优化功能对思路进行完善，大大缩短了投资者确立自己交易策略的时间。

二、量化交易比主观交易的优势

（一）策略生产高效迭代，多维度认知策略

量化交易是一个研究的过程，投资者可借助量化软件提供的丰富数据和回测系统验证思路的

可行性。以前动辄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实盘验证，在量化仿真交易系统下几天就可以轻松搞定，

高效生产策略。分析报告多维度解读策略优缺点，不需要真金白银和大量的时间就可以全面

考察策略的可行性，同时也避免了实盘量化测试不足可能导致的事故和风险。

（二）资金管理，组合交易分散风险

主观交易管理一个策略、一个合约、一个账户难度不算大，但管理一组策略、一篮子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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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账户交叉组合运行难免分身乏术。量化多线程运算，可精确统计各个策略和账户的头寸

和资金调度，根据行情智能调仓，保障策略有条不紊的运行。多模型多合约多账户组合运行，

高强度分散风险，提高资金利用率，避免了手动下单的不理性交易，统筹账户进退有度。

（三）捕捉市场机会，节约人力成本

大数据时代，数据挖掘和云计算主导着交易市场的潮流风向。相对于主观交易，量化的运算

能力占据了得天独厚的优势，量化策略源源不断的从市场中挖掘信息，持续发现市场中的投

资机会，在瞬息万变的交易市场里面，第一时间进出场，降低交易成本，让交易者积累更多

的财富，节约人力成本，将交易者从电脑前解放出来。

三、下载量化培训教程

下载量化培训教程

第二部分 量化交易的基本流程

一、第一步 整理思路，编写模型

提示：应期货监管部门要求，交易者必须确认上一交易日结算单后，才能进行当日交易。所

以对于全自动量化交易者必须到 T8 软件交易界面->参数设置->交易安全->勾选“自动确认

结算单”，否则将影响你的交易无法下单。主观交易者登录交易界面后可手动每日确认结算

单，无需必须勾选“自动确认结算单”项。

（一）趋势模型构建方法

做量化自动交易，首先要有模型，T8 的趋势模型开发使用麦语言编程，语法简单，功

能强大，初识编程的投资者在掌握了模型编写技巧后，也能轻易的将思路转化成交易模型。

1、麦语言模型的结构：

麦语言模型主要由变量、交易条件和交易指令以及模型关键字组成，如下图是一个简单

过滤模型的基本结构。

https://cxh.wenhua.com.cn/
https://t8.wenhu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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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麦语言模型编写步骤：

（1）构建模型思路，量化出必要的条件和数据，将其定义成变量;

（2）将赋值好的变量组合起来，构建模型的开平仓条件;

（3）对开平仓条件添加相应的开平指令，按照模型性质添加模型关键字；

（4）模型编写完成后，进行语法检测，加载到主图并查看模型历史回测报告

下图①-⑤是如何建立一个趋势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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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④处各属性选项用法如下：

副图指标，加载模型在副图中显示；

K线附属指标，加载模型在主图中显示，与 k 线叠加在一起；

主图 k 线形态，加载模型在主图中显示，替换原有 k 线指标，该属性的模型不支持效果测试；

（二）函数查找方法

1、了解函数

方法 1：在编写菜单下点击函数列表，可以查看趋势模型全部函数和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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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2：在模型编写平台，双击蓝色的系统函数，点击右键【查找函数说明】，可查看

当前函数的具体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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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了解交易指令

麦语言的交易指令如下，可在编写平台上点击【插入】->【插入指令】详细了解；

BK：基本下单指令，买入开仓，建立多头持仓

SK：基本下单指令，卖出开仓，建立空头持仓

BP：基本下单指令，买入平仓，平掉空头持仓

SP：基本下单指令，卖出平仓，平掉多头持仓

BPK：反手下单指令，买平后买开，空单转多单

SPK：反手下单指令，卖平后卖开，多单转空单

STOP：止损下单指令，立即平掉当前合约的多头持仓或空头持仓

CLOSEOUT：风控下单指令，立即清空当前合约的所有持仓，包括多头和空头持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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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常见问题解答：

1.麦语言编写教程

答：请参考链接：https://t8.wenhua.com.cn/#/download/download/2

2.麦语言语法说明

答：请参考链接：http://www.wenhua.com.cn/guide/views41a3.htm

3.麦语言中操作符使用说明

答：请参考链接：http://www.wenhua.com.cn/guide/views41a.htm

二、第二步 模型测试和优化

（一）测试模型在历史 K 线的效果

当有了模型后，我们通常是不敢马上进行实盘交易的，因为我们不了解模型，不知道它

是否符合我们的交易思路、盈利率是多少、胜率是多少、多久出一次交易信号等等。只有了

解模型才能信任模型并放心的在实盘中应用，所以在实盘交易前需要先检验模型在历史 k

线上的效果，深度了解模型的运行效果和局限性。

https://t8.wenhua.com.cn/#/download/download/2
http://www.wenhua.com.cn/guide/views41a3.htm
http://www.wenhua.com.cn/guide/views41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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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将模型加载到 K线图，在 K线图上点击鼠标右键->【模型回测报告】，即可

查看详细的分析报告。

如上图，通过回测分析报告中提供的各个参考指标，投资者可 360 度的检验模型好坏。

在 K 线上点击鼠标右键，勾选【显示权益曲线】，可直观的看到资金曲线的变化情况，

检查模型的效果是否符合我们的预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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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了解模型（查看模型交易明细）

资金最大回撤发生在哪一根 K线？出现资金最大回撤时的几笔交易的盈亏都是多少？

模型测试的每笔交易的时间和价格具体是多少？这一系列问题都可在“信号明细”中找到答

案。信号明细以表格的形式给出了模型完整的成交明细，记录模型下单历程。

如下图，加载模型回测后，在 K 线图上点击鼠标右键->【信号明细】，可查看详细的效

果测试成交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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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测试模型的敏感度

模型对于参数变动的敏感程度，直接反映了它对市场变化的适应能力，参数稍有风吹草

动，收益率就大幅变动的模型显然是不稳定的。

敏感性测试图以滑点、手续费等作为横坐标，以盈亏比率、收益率等参数为纵坐标，用

线性形态直观展现出参数变化对平均收益、胜率等指标的影响，测试模型的敏感程度，帮助

我们找到更好的模型。

如下图，加载模型回测后，在 K 线图右键菜单【敏感性测试】，选好横坐标和纵坐标要

考量的变量后，点击计算，查看敏感性测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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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优化模型参数

我们会发现在一段时间内表现很好的模型，过了一段时间就好像失效了一样，这种情况

可能是由于模型参数不再适应当前市场行情引起的，我们需要统计历史数据寻找新的最优参

数。大量的指标计算、参数筛选工作单凭人工计算几乎是不可能的，利用“参数优化”功能，

可在指定的范围内让计算机筛选出最适合当前行情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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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加载模型回测后，在 K 线图右键菜单选择【参数优化】，可通过①【枚举】按

钮，进行大范围海选抽样；通过②【遗传】按钮，在已经筛选的优质参数附近寻找更优的参

数。参数优化原理，请参考说明书“参数优化让模型达到最优”。（点击蓝色文字查看）

三、第三步 加入模组全自动运行

通过历史回测和参数优化，模型的执行效果得到了大幅提升。但是仅有模型是不能自动

交易的，还需要借助量化运行平台运行，自动下单。

对于需要使用运行优化函数对模型运行过程进行微调和效果优化，如，在 K线没有走

完时就发出信号，赚取点差利润、一根 K线执行多次信号避免行情极速扭转等思路，或者

策略中含有资金头寸管理、风险控制相关函数语句等需求，模组中都可以实现。

方法一：

主图回测后，点击鼠标右键【装入到程序化模组后台运行】将模型带入到模组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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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二：在模组平台直接新建运行单元，步骤如下：

第一步：新建运行单元，定义数据区

软件右上角【量化】->【期货运行模组】中打开模组界面，如下图所示进行新建。

第二步：选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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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设置模型参数

第四步：指定交易合约和下单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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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模型中写入交易合约的此处会自动抓取模型中编写的交易合约

模型中没有写入交易合约的，可在此处手动设置。

（2）数据合约为指定交易合约（如 IF1801)：

A 模型中写入 TRADE_OTHER函数的，按照 TRADE_OTHER函数指定的合约作为交易合约。

B 模型中未写入 TRADE_OTHER函数的，默认交易合约与数据合约一致。

（3）数据合约为主连/加权合约：

A 按照模型中 TRADE_OTHER函数指定的合约作为交易合约。

B TRADE_OTHER函数写为 TRADE_OTHER('AUTO')时，可实现自动换月移仓。

第五步：设置资金分配量、保证金、手续费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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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选择分区，设置信号计算开始时间

运行单元加载之后的效果如下图，不同的页面区域分别显示分区、资金、信号、监控 K

线图和运行日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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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常见问题解答：

1、模组单元状态列表中各项代表的含义？

下单信号：最后确认、下单的信号（包括信号消失），不显示没有确认的可能变化的信号。

信号手数：下单信号用户设置或模型写入的手数。

下单手数：模组当前单元运行过程中实际的下单手数。

单元持仓：模组当前单元实际持仓。

理论持仓：BKVOL = 根据信号下单手数计算的理论持仓，完全根据信号计算。

平仓盈亏：模组当前单元本次打开后产生的累计的平仓盈亏，根据单元持仓的实际成交价格

计算。

浮动盈亏：模组当前单元持仓的浮盈，根据单元持仓持仓价格计算。

期初权益：模组本次运行开始时实际资金曲线的权益值。

当前权益：模组运行过程中实际资金曲线的权益值。

可用资金：根据实际资金曲线计算的实际可用资金，可实时查看模组的实际可用资金情况。

可用资金=当前权益-持仓保证金-挂单冻结保证金

理论资金曲线：MONEYTOT =根据信号的理论持仓以及理论开、平仓价格进行计算。

实际资金曲线：（初始权益 – 初始权益包含的浮动盈亏）+ 平仓盈亏（累计值）+ 当前浮

动盈亏– 手续费（累计值）。

2、模组分区的使用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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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组分区像文件夹一样，用户可按品种、按策略、按周期等思路划分，建立不同的分区管理

运行单元。

设置当前分区各单元为闲置状态：将当前分区下的运行单元设置为退出运行状态，可一次

退出分区内所有单元。设置为闲置状态的单元不占用单元运行数量。

设置当前分区各单元为运行状态：将当前分区下所有闲置状态的单元恢复为运行状态，可

一次打开分区内所有单元。

3、如果我不在电脑前，但想知道模型的运行情况怎么办？

答：可以使用【设置日志邮件】功能，该功能可以帮助您接收到模型运行动态的邮件，人不

在电脑前一样可以监控自己的程序。

在软件右上方【系统工具】->【个性化设置】中按下图的操作步骤勾选启用后，模组的交易

动态会直接发送至绑定的邮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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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复核状态为什么显示为 --？

答：显示为--，表示最后信号不需要复核。

注：K线走完确认信号下单/不进行信号复核的信号执行方式，为不需要复核的信号。

5、模组新建运行单元，数据起始时间、信号计算起始时间怎么设？

答：数据起始时间根据你模型里对历史 k线数据的统计参数来定，例如你的模型用到了 20

日均线，那么数据起始时间就需要指定为 1个月以前的日期（一个月 22个交易日）即可。

不适合把回测用到的很多年的 k线数据都加载到模组的，那会影响模组运行速度。

信号计算起始时间，一般指定下一个交易日，因为你从下一个交易日开始做实盘交易，以前

的历史信号对你没有用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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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量化编写举例

趋势跟踪模型是基于 K 线图表计算的，可加载到 K线图上查看具体的信号。趋势跟踪模

型按照信号的执行顺序可以分为一开一平过滤模型和加减仓模型；从下单执行的时间间隔和

信号计算精度上又可以分为收盘价模型和指令价模型两种。

一、策略模型和指标有什么区别

模型加载到 k 线图后，展现出你从什么时间开始，投了多少钱做交易，交易盈亏曲线是

什么样的，模型还包含交易的时间和资金的内容。

形象点说，技术指标是一根价格趋势的曲线，策略模型是一根资金权益的曲线。

模型，是给你管理一笔资金的"交易员"，你只需要把资金交给它，其他的就不用管了，

买卖信号、委托管理、持仓管理、止损、风控这些，模型都能自己完成。

怎样把指标转化为策略模型呢？

第一步：公式中加入交易指令

写法范例：COND,SIG，//满足 COND 条件时，立即发出 Sig 信号

Sig：BK、SP、SK、BP、BPK、SPK、STOP、CLOESOUT

其中，如果交易过程中，并不是一直持仓，那么用 BK、SP、SK、BP；如果交易过程中

一直保持有持仓，非多即空，那么用 BPK、SPK。

STOP、ClOSEOUT 用于编写止损和风控。

例如：

STOP(0,-10);//多单，亏损 10 个最小变动价位止损

MONEYTOT<=INITMONEY*(1-10/100),CLOSEOUT; // 权益回撤 10%止损

第二步：设置信号计算起始时间

调用方法：在主 k 线图界面，右键-》设置信号计算起止时间。

信号计算起始时间，和 k线图数据起始时间，不是一回事的。

以沪铜 2201 合约为例，该合约的数据起始时间就是合约的挂牌时间是 2021 年 1 月 18

日，在挂牌初期交易不活跃，交易量很少，缺少流动性，你并不会去交易这个合约。随着时

间的推移，到 2021 年 11 月份以后，距离交割日时间越来越短了，沪铜 2101 合约交易活跃

起来，成交量逐渐增大，2021 年 11 月 1 日你决定开始交易这个合约，那么信号计算起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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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就应该设置为 2021 年 11 月 1 日。模型自 11 月 1 日以后开始计算信号，此后如果满足信

号条件，就会发出交易信号。

第三步：设置模型的资金参数

调用方法：在主 k 线图界面，右键->设置模型资金参数。

按照你的实际情况，设置初始资金、保证金比率、手续费比率等参数。

二、一开一平过滤重复交易模型

对于绝大多数交易者来说，量化交易都无需加减仓的，软件中提供了 AUTOFILTER函

数，只需加到模型最后一行，即可启用一开一平的信号过滤机制，无需在模型中写入其他判

断语句，系统会自动过滤掉同方向的交易指令，简单方便。

案例 1：利用过滤模型实现一开一平交易

如下图所示，多头排列启动上涨行情之后，多头状态一直存在，如果每个多头信号位置

都买入，便会加大持仓成本，削减利润。

如下图，通过一开一平信号过滤模型，可以将中间重复的多头信号过滤掉，只在首次出

现多头排列的上涨起始点入场，在价格下破均线开始回落时再出场，有效避免了反复交易，

节约交易成本，把握住一波完整的趋势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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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一开一平过滤模型的下单手数

场景 A：按固定手数下单

回测：一开一平过滤模型编写不指定具体的下单手数，回测时按照设置回测参数里的开仓手

数计算，如下图。

运行：模组运行单元在交易参数里设置固定下单手数，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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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 B:按资金使用率计算下单手数

一开一平过滤模型也可以实现资金管理，在模型中写入 SETDEALPERCENT 函数，可持资

金使用率计算每次下单手数，合理控制开仓头寸。

例如：

SETDEALPERCENT(20); //每次按理论资金比例的 20%下单

关键字：SETDEALPERCENT(fPercent)

每次按模组当前单元理论资金的 fPercent 比例下单。

计算公式：fPercent 比例可下单手数=（前期可用资金+平仓释放的保证金+平仓盈亏）

*fPercent/（最新价*保证金比例*交易单位）。

注：

1、SETDEALPERCENT 只作用于开仓指令，不作用于平仓指令。含有该函数的一开一平信号过

滤模型，平仓信号默认全平。

2、加减仓模型中如果写了该函数，则开仓按照该函数设置的资金比例下单，默认下单手数

及信号后写入的手数均无效；平仓信号按照信号后写入的手数进行下单

3、模组中用保证金参数中设置的初始资金、保证金计算下单手数

4、历史回测用回测参数中设置的初始资金、保证金计算下单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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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一平信号过滤模型编写规则

（1）模型中需要写入 AUTOFILTER 函数；

（2）支持的指令：BK、BP、BPK、SK、SP、SPK、CLOSEOUT、STOP；支持指令分组，指令后

不需要写手数。如下图所示：

（3）连续的同方向指令只有第一个有效，其他的将被过滤，如下图；

（4）交易指令必须先开仓后平仓，一开一平配对出现：

出现 BK 指令，下一个指令只允许出现 SP\SPK\CLOSEOUT\STOP 指令；

出现 SK 指令，下一个指令只允许出现 BP\BPK\CLOSEOUT\STOP 指令；

出现 SP/BP/CLOSEOUT/STOP 等平仓指令，下一个可以是 BK/SK/SPK/BPK 指令任一个；

反手指令 SPK 和 BPK 交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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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减仓模型实现加仓、资金管理

一开一平信号过滤模型是开平对应的，开仓后下一个动作只能是平仓操作，当需要进行

加减仓的时候，软件也是支持的，需要删掉 AUTOFILTER函数，并使用诸如 ISLASTBK(判

断上一个信号是否是 BK)、BKVOL(多头信号手数)等信号记录函数，自定义过滤机制，即

可实现加减仓。

案例 1：利用加减仓模型实现波段突破加仓策略

下图是基于长短周期波段突破思想编写的策略模型，在行情有效突破周期指定价格时开

仓入场，入场后继续判断行情，若行情继续向有利方向做有效突破，策略执行加仓动作，若

行情向不利方向发展并满足出场条件，清仓出场。

如上图，是该波段突破加仓模型的信号效果，图中的指标线形是我们的突破判断标准，

当行情有效突破时，软件便会自动开仓和加仓。

案例 2：加减仓模型的下单手数

加减仓模型可以通过控制仓位比例实现灵活的资金管理思路，控制交易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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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 A：加减仓模型实现金字塔式加仓

例如：

BKVOL=0 && HIGH>HV(HIGH,3),BK(8);//首次开仓 8 手

BKVOL>0 && CLOSE>BKPRICE+20*MINPRICE,BK(6);//上涨 20 点加仓 6 手

BKVOL>0 && CLOSE>BKPRICE+10*MINPRICE,BK(4);//再上涨 10 点加仓 4手

MONEYTOT<=INITMONEY*(1-10/100),CLOSEOUT; // 权益回撤 10%止损

场景 B：按资金的百分比加仓，控制仓位

例如：

T30:MONEYTOT*0.3/(CLOSE*MARGIN*UNIT);//按理论资金的 30%计算手数

T5:MONEYTOT*0.05/(CLOSE*MARGIN*UNIT);//按理论资金的 5%计算手数

BKVOL+T5<T30 && HIGH>HV(HIGH,3),BK(T5);//按理论资金的 5%开仓，仓位控制在 30%以内

MONEYTOT<=INITMONEY*(1-10/100),CLOSEOUT; // 权益回撤 10%止损

TRADE_AGAIN(100);

其中，TRADE_AGAIN(N) 同一指令行可以连续出 N 个信号，配合 BKVOL+T5<T30 将仓位控

制在理论资金的 30%范围之内。

加减仓模型编写规则

（1）源码中不能有 AUTOFILTER 函数；

（2）支持的指令：BK（N）、BP（N）、SK（N）、SP（N）、SPK（N）、BPK(N)、CLOSEOUT、

STOP；支持指令分组；不支持不带手数的开平仓指令（如，BK）；

（3）连续的同方向指令不被过滤，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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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交易指令必须先开仓后平仓，无须一开一平配对出现：

出现 BK\BPK 指令，下一个指令允许出现 BK\BPK\SP\SPK\CLOSEOUT\STOP 指令；

出现 SK\SPK 指令，下一个指令允许出现 SK\SPK\BP\BPK\CLOSEOUT\STOP 指令；

出现 SP\BP\CLOSEOUT\STOP 等平仓指令，下一个可以是 BK\SK\SPK\BPK 指令任一个。

四、收盘价模型 -- k 线走完下单

当一根 K 线走完，以 K 线最后一笔价格来确定信号并执行下单的模型即为收盘价模型，

可以避免信号忽闪的问题。

收盘价模型是应用最广泛的模型，可以用于长线交易，也可以用于短线交易，可以在月

份合约上回测，也可以在品种加权、品种主连上回测，用长期数据验证策略的有效性。

案例 1：K 线走完确定信号的收盘价模型

如下图，是一个 10 分钟周期收盘价模型的执行过程。在 14:38:50 时，K 线上就满足

了开仓信号，但此时 K线没有走完信号还未固定，所以不进行委托；当 K线走完时信号

固定，则在新 K 线刚形成时执行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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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如何让回测更接近模组实盘运行的准确性

方法 A：回测默认是用 k 线的收盘价做为信号执行价来计算收益的，可以使用 CLOSEKLINE

函数控制模型在运行中 k线走完前几秒内下单。

模组实际运行中，提前几秒下单后，k 线走完时支持对下单信号是否发生改变进行校验，如

果条件不再成立，开仓信号下一根 k线开始时会自动平掉持仓（平仓信号会重新开仓）。这

个买卖过程中会产生一点成本的。

例如：

CLOSEKLINE(1,5);//设置交易日收盘结束前 5 秒确认信号下单

关键字：CLOSEKLINE(TYPE,N)

设置 K线走完前 N 秒，确认信号下单，K 线走完进行复核，N 的取值范围为 1-30

用法：

TYPE=0，小节及交易日结束前 N 秒确认信号下单，其他时间 K线走完确认信号下单

TYPE=1，交易日结束前 N秒确认信号下单，其他时间 K 线走完确认信号下单

TYPE=2，每一根 K 线提前 N 秒确认信号下单

方法 B：用 SETSIGPRICE 函数来控制委托价格，让回测用下一根 k 线的开盘价作为信号执行

价来计算收益，模组实际运行中也用下一根 k线的开盘价发出信号委托，这样回测和实盘就

完全一致了。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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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SIGPRICE(BK,NEXT_OPEN );//BK 信号用下一根 k线的开盘价下单。

关键字：SETSIGPRICE(SIG,PRICE)

不同的信号设置不同的价格方式

用法：

SETSIGPRICE(SIG,PRICE),设置 SIG 指令的委托方式，PRICE 为委托价格

SIG 位置为交易指令，包括 BK\SK\BP\SP\BPK\SPK 所有指令。

PRICE 位置为委托价格，包括以下四种：

（1）CUR_CLOSE 当根收盘价

（2）NEXT_OPEN 下根开盘价

（3）MAX_CLOSE_NEXT_OPEN 收盘价和开盘价二者较大值

（4）MIN_CLOSE_NEXT_OPEN 收盘价和开盘价二者较小值

案例 3：收盘价模型及时止损怎么写？

方法 A：固定亏损 N 个最小变动价位止损

用 STOP 指令写，STOP 指令不需要等 k 线走完，只要满足止损条件就发出信号，回测和

运行是完全一致的；

例如：

STOP(0,-10);//多单，亏损 10 个最小变动价位止损；

方法 B：动态追踪止损

用 CLOSEOUT 指令，CLOSEOUT 运算的基础数据为 1分钟数据，满足条件的 1 分钟内就发

出信号，不需要等 k线走完，回测和运行是完全一致的；

例如：

BKVOL>0 && CLOSE<=BKHIGH*(1-10/100),CLOSEOUT;//多单，开多之后的高点为基准回

撤 10%止损；

方法 C：用权益的回撤来控制止损

用 CLOSEOUT 指令，CLOSEOUT 运算的基础数据为 1分钟数据，满足条件的 1 分钟内就发

出信号，不需要等 k线走完，回测和运行是完全一致的；

例如：

MA1:=MA(CLOSE,10);//10 周期均线

MA2:=MA(CLOSE,20);//20 周期均线

MONEYTOT<=INITMONEY*(1-10/100),CLOSEOUT;//权益回撤 10%止损

COUNTSIG(CLOSEOUT,BARPOS)=0 && CROSSUP(MA1,MA2),BPK;//未出现止损，均线金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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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COUNTSIG(CLOSEOUT,BARPOS)=0 && CROSSDOWN(MA1,MA2),SPK;//未出现止损，均线死叉

做空

AUTOFILTER;

收盘价模型编写规则

（1）模型中不含有 CHECKSIG、CHECKSIG_MIN、MULTSIG、MULTSIG_MIN、PANZHONG_MIN 等指

定信号计算频率类函数的都是收盘价模型。

（2）收盘价模型和一开一平信号过滤模型、加减仓模型没有必然联系。支持一开一平的收

盘价模型也支持加减仓的收盘价模型。

五、指令价模型 -- 出信号即时下单

指令价模型是指写了 CHECKSIG、MULTSIG 等运行优化函数，在 k 线还没有走完的情况下

就发出信号的模型，抓住更好的入场机会，应用于短线交易。

案例 1：运行优化函数的典型应用场景

运行优化函数，在胜率高并且盈亏比低的策略中，对模型的优化效果更显著。

场景 A：CHECKSIG(SIG,'A',N,'D',0,0)，//出信号 N秒确认信号下单，K 线走完复核，每笔

tick 计算一次信号

k 线走完的时候，如果条件仍然满足，多赚了“指令价-这根 k 线收盘价”这个价差；

如果 k线走完条件不再满足，牺牲了这个价差以及手续费成本。

关键字：CHECKSIG(SIG,MODE1,TIME1,MODE2,TIME2,INTERVAL);

设置信号确认与复核的指令价方式（TICK 逐笔回测，可设置回测精度）

用法：

1、当 INTERVAL 不为 0 时，INTERVAL 数据时间间隔，每隔 INTERVAL 秒计算一次信号，SIG

为信号,MODE1为信号确认方式,TIME1信号确认时间乘数,MODE2信号复核方式,TIME2信号复

核时间乘数。

2、当 INTERVAL 为 0 时，每笔 TICK 计算一次信号，SIG 为信号,MODE1 为信号确认方式,TIME1

信号确认时间,MODE2 信号复核方式,TIME2 信号复核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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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调整 INTERVAL 参数，模型可设置不同数据快照频率进行回测。

（例：INTERVAL 为 10，豆粕合约开盘第一根 K 线 21：00：09 为第一次计算模型，21：00：

19 为第二次计算模型...）

典型思路编写：

CHECKSIG(SIG,'A',0,'C',0,0);//出信号立即下单，不复核

CHECKSIG(SIG,'A',0,'D',0,0);//出信号立即下单，K 线走完复核

CHECKSIG(SIG,'A',N,'D',0,0);//出信号 N 秒确认信号下单，K 线走完复核，每笔 tick 计

算一次信号

CHECKSIG(SIG,'A',N,'D',0,3);//出信号第 3*N 秒确认信号下单，K线走完复核，每 3 秒计

算一次信号

CHECKSIG(SIG,'A',N,'C',0,0);//出信号 N秒确认信号下单，不进行复核

CHECKSIG(SIG,'B',N,'D',0,0);//K 线走完前 N秒确认信号下单，K 线走完复核

CHECKSIG(SIG,'B',N,'C',0,0);//K 线走完前 N秒确认信号下单，不复核

CHECKSIG(SIG,'B',0,'C',N,0);//K 线走完确认信号下单，不进行复核

CHECKSIG(SIG,'B',0,'D',N,0);//K 线走完确认信号下单，不进行复核

CHECKSIG(SIG,'B',0,'E',N,0);//K 线走完确认信号下单，小节休息前 N 秒复核

CHECKSIG(SIG,'A',0,'F',10,0);//出信号立即下单，收盘前最后一根 K 线提前 10 秒进行复

核

场景 B：MULTSIG(0,0,2,0)，//出信号立即下单不复核，一根 K 线最多 2 个信号，每笔 tick

计算一次信号

在行情走势出现急转弯的情况下，这一根 k线还没有走完，就可以“平仓 +反向开新仓”，

或者平掉刚刚开的方向不对的仓，不需要等下一根 k线。

关键字：MULTSIG(Sec1,Sec2,N,INTERVAL);

设置一根 k线多信号的指令价方式

1、当 INTERVAL 不为 0 时，INTERVAL 为数据时间间隔,每隔 INTERVAL 秒计算一次信号，开

仓信号在出信号后的第 Sec1 个数据时间间隔时下单不复核,平仓信号在出信号后的第 Sec2

个数据时间间隔下单不复核，一根 K 线上最大的信号个数为 N。

例：INTERVAL 为 10，豆粕合约开盘第一根 K 线 21：00：09 为第一次计算模型，21：00：19

为第二次计算模型...

2、当 INTERVAL 为 0 时，每笔 TICK 计算一次信号，开仓信号 Sec1 秒后下单不复核,平仓信

号 Sec2 秒后下单不复核，一根 K 线上最大的信号个数为 N。

例：Sec1 为 0，则为开仓信号出信号立即下单，不复核；如果 Sec1 为 1，则为开仓信号出

信号 1秒后下单，不复核

3、通过调整 INTERVAL 参数，模型可设置不同数据快照频率进行回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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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思路编写：

MULTSIG(0,0,2,0);//出信号立即下单不复核，一根 K 线最多 2 个信号，每笔 TICK 计算一次

信号

MULTSIG(0,0,2,3);//出信号立即下单不复核，一根 K 线最多 2 个信号，每隔 3秒计算一次

信号

MULTSIG(3,5,2,0);//开仓出信号 3 秒后下单，平仓出信号 5 秒下单不复核，一根 K 线最多

2个信号

指令价模型怎么回测？

指令价模型只支持加载到月份合约回测的。

如果要用长期数据验证模型的有效性，可以使用主连链回测功能。首先把模型主图加载

的品种主连的 k线图上，点右键->模型回测报告，自动调出该功能，就可以对主连链里的多

年的主力月份合约进行回测了，还可以合并回测报告。

指令价模型编写规则

1. 模型中需要写入 CHECKSIG、CHECKSIG_MIN、MULTSIG、MULTSIG_MIN、PANZHONG_MIN 函数

来指定信号执行方式。

2. CHECKSIG、MULTSIG、MULTSIG_MIN、CHECKSIG_MIN、PANZHONG_MIN 函数不能同时出现在

一个模型中。

3. 指令价模型和一开一平过滤模型、加减仓模型没有必然联系，支持一开一平的指令价模

型，也支持加减仓的指令价模型。

提醒：

运行优化函数本质上不属于策略本身的内容，如果模型研究过程中，严重依赖运行优化函数，

可能干扰策略的研究。虽然运行优化函数对短线模型是必须的，但是对长线模型来说意义不

大的。

相关常见问题解答

1、一开一平信号过滤模型在量化运行过程中的规则请参照下方链接

答：http://www.wenhua.com.cn/popwin/guolvmx2.htm

2.加减仓模型在量化运行过程中的规则请参照下方链接

答：http://www.wenhua.com.cn/popwin/feiguolvmx2.htm

http://www.wenhua.com.cn/popwin/guolvmx2.htm
http://www.wenhua.com.cn/popwin/guolvmx2.htm
http://www.wenhua.com.cn/popwin/guolvmx2.htm
http://www.wenhua.com.cn/popwin/feiguolvmx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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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易指令如何选择？用单一指令（BK、SP、SK、BP）还是反手指令（BPK、SPK）？

答：在将指标改写成量化交易模型过程中，具体使用哪种交易指令，取决于你的交易思路。

如果交易过程中，并不是一直持仓，那么适合选择单一指令；如果交易过程中一直保持有持

仓，非多即空，那么可以使用反手指令。

例如：在一波上涨趋势中，空头盈利空间要远小于多头盈利空间，做空甚至有可能不断亏损，

这时使用反手指令是不适合的，使用一些判断趋势方向的条件，配合单一方向的指令，规避

逆势交易，往往能够获得更高的收益。

4、运行优化函数是什么？

答：运行优化函数是对模型执行过程的微调和运行优化，支持在 K线还没有走完的情况下

发出交易指令，力求以更好的价格建仓和平仓，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模型收益。

例如：基本的模型是 K线走完发出交易指令的，可以使用 CHECKSIG函数，在 K线还没有

走完但是买入开仓条件已经满足的情况下发出交易指令，不需要这根 K线走完。这样操作，

后续行情继续上涨的前提下，买入价格就比 K线走完再买入的价格更好，成本更低。

5、一开一平信号过滤模型指令后面不能写手数，那么开平仓手数如何设置？

答：开仓信号：下单手数按照参数设置中的默认开仓手数执行（如下图所示）。

6、加减仓模型编写时需要注意的问题有哪些？

答：A、加仓模型中，加仓语句需要判断是否是第一次开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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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可利用判断当前是否有持仓或判断上一个信号是否是相同信号的方法确定是否是第一

次开仓。如，加仓条件&&BKVOL>0,BK(N);或者加仓条件&&ISLASTBK=1，BK(N);

B、减仓模型中，减仓语句需要判断当前是否有可平持仓

方法：可利用 BKVOL/SKVOL 这类函数来判断持仓情况。如，平仓条件&&BKVOL>0,SP(BKVOL);

7、为什么加减仓模型编写时指令后面一定要有手数？

答：由于加减仓模型中可进行加仓，或者减仓，每笔交易的手数可能会不一样，所以需要具

体指定。

8、为什么我的加减仓模型不加仓？

答：在加减仓模型运行时“一个指令行，在一次“开仓->平仓”交易过程中只发一次信号。

如果想让加减仓模型的开仓或平仓指令重复执行可在模型中加入 TRADE_AGAIN 函数。

例：CLOSE>OPEN,BK(1);

CLOSE<OPEN,SP(1);

MONEYTOT<=INITMONEY*(1-10/100),CLOSEOUT; // 权益回撤 10%止损

TRADE_AGAIN(5);

注：有 TRADE_AGAIN(N)函数的模型支持同一指令连续发，因此能够实现加减仓。

9、CHECKSIG_MIN 和 CHECKSIG 函数有什么区别？

答：区别在于回测使用的数据不同，回测精度不同。

CHECKSIG_MIN、MULTSIG_MIN 是逐分钟频率计算信号，计算速度快，计算精度略差。

CHECKSIG、MULTSIG 函数是逐笔 tick 数据计算信号，计算精度高，计算速度略慢。

Ps：股票合约的信号执行方式，通过 PANZHONG_MIN 函数指定。

10、模型中条件 A 想要以收盘价方式执行，条件 B想以指令价方式执行该如何实现？

答：一个模型只能是收盘价模型或者指令价模型，不同条件设置不同的执行方式可以使用

REF 函数调取上一根 K 线的状态来近似实现，比如：

REF(A,1),BK;//前一根 K线满足 A条件，立即下单

B,BK;//盘中满足 B 条件，立即下单

CHECKSIG_MIN(BK,'A',0,'C',0);//设置 BK 信号逐分钟计算，出信号立即下单不复核

11、信号复核是什么意思？

答：复核方式是指对已发出的信号进行检查，可以让交易策略的实现更加灵活。

指令价模型中如果策略设计思路不够严谨，可能会产生信号出现后再次消失的情况，称之为

信号忽闪，即开错仓或者平错仓，这时可以使用信号复核进行恢复持仓。

软件中对消失信号的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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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成交时的信号消失处理-撤单

BK、SK 信号消失处理-平仓

BPK、SPK 信号消失处理-平仓+恢复建仓

BP、SP 信号消失处理-恢复建仓

第四部分 模型回测详解

一、单合约回测

（一）海量数据检测模型

当模型编写好后，需要先对模型进行效果测试，检验模型在历史 k 线上的运行效果。如

果测试的数据不够多，会因为样本数据太少涵盖的行情不全面导致测试结果太片面，这样的

测试结果也就失去了参考的价值。因此，历史数据的多少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模型的测试深

度，也反映出测试平台价值的高低。

T8 提供海量历史数据，能够灵活选择测试起止时间，提供深度的回测分析，让模型效

果测试具有真正的实际参考意义。

1、案例：国内合约提供从开市至今的全部历史数据

检验趋势模型的效果，通常需要选择连续且全面的历史数据作为测试样本，如果测试的

数据不够多，无法包含市场各个阶段的行情变动，模型效果的真实性就会大打折扣。T8 提

供合约从上市以来的所有数据，可以多维度剖析模型。如下图，是以股指主连合约上市至今

的全部数据进行的效果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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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请海量历史数据的操作方法

如下图所示，是如何在主图点击鼠标右键来申请合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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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品种加权、主力连续回测模型，哪个更接近实战的准确性？

如果你要对模型做长期数据验证，那就需要使用品种加权、品种主连这类数据了。

品种加权、品种主连是不同的数据，具有不同的特点，有的模型适合用品种加权做回测，

有的模型适合用品种主连做回测。

（一）、品种加权

品种加权是各个月份合约的加权平均价格，用品种加权趋势来计算信号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品种加权本身并不是交易合约，直接用品种加权的价格去计算信号的盈亏，是会有误差

的。虽然信号是对的，但是开平仓的价格不是真实合约的价格，总盈亏数据有误差，权益曲

线会也失真。甚至，有可能把盈利模型算成亏损，也有可能把亏损的模型算成盈利，模型是

正收益还是负收益，定性就错了，那回测报告就没有实际意义了。

所以，需要写入 TRADE_OTHER('AUTO')来指定交易主力合约，用主力月份合约的价格去

计算信号盈亏，才符合实际交易的情况。这个语句也支持主力合约切换月份时自动移仓。

***指定交易合约后，有的模型需要调用一分钟 k 线数据做精细计算，计算量增加了，回测的速

度会比以前变慢，这是正常的现象，这是回测准确性的必须代价。

注：

1、品种加权上回测没有指定交易合约的模型会弹出提醒；

2、品种加权上回测不支持写入逐笔计算运行优化函数的模型（CHECKSIG/MULTSIG）；

另外，品种加权数据适合用来回测长线模型，秒周期模型需要加载到品种主连上，做主连链

回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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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品种主连

品种主连数据，由各个月份合约的数据拼接形成。把每一个月份合约主力期间以前的 k

线图砍掉，再把主力期间以后的 k线数据砍掉，剩下主力期间的部分 k 线图，然后按照时间

顺序拼接在一起，形成品种主连数据

品种主连做模型回测有一定局限性，不是所有的品种都适合的。模型中写入

TRADE_OTHER('AUTO')语句，跟着品种主连走势做自动移仓的交易方式，只适合沪铜、沪铝、

沪锌、沪铅、沪镍、沪锡这类每一个月份都切换主力合约的有色金属品种，主力月份切换时

的行情跳空小，新旧主力合约走势一致，品种主连数据可以做用来模型回测。

其他品种换月时间没有规律，主力月份切换时行情跳空很大，有新旧主力合约的走势有

不一致的情况，不适合自动移仓交易方式。需要用主连链回测。

（三）、主连链回测

主连链回测，不再使用品种主连自身的 k线数据计算信号，而是采用各个月份合约自挂

牌以来的全部k线数据计算信号，规避品种主连k线数据换月跳空对量化计算准确性的影响。

调用方法：模型不要写入 TRADE_OTHER('AUTO')语句，把模型直接加载到品种主连上，系统

会自动调用主连链回测。

1、收盘价模型

主图显示信号、权益曲线。

右键菜单 -》回测报告-》月份合约线图，可以查看模型在月份合约 k线图上的具体表现，

原型指标线、变量数值等。

2、模型带有 CHECKSIG 等运行优化函数

主图上不显示信号和资金曲线。

右键菜单 -》回测报告，进行月份合约回测，可以对主连链包含的各个月份合约分别进行回

测，也支持合并回测报告。

相关常见问题解答：

1、信号计算起始时间是什么意思？

答：量化交易回测有两个时间，一个是数据起始时间，一个是信号计算起始时间。

以沪铜 2201 合约为例，该合约的数据起始时间就是合约的挂牌时间是 2021 年 1 月 18 日，

在挂牌初期交易不活跃，交易量很少，缺少流动性，你并不会去交易这个合约。随着时间的

推移，到 2021 年 11 月份以后，距离交割日时间越来越短了，沪铜 2101 合约交易活跃起来，

成交量逐渐增大，2021 年 11 月 1 日你决定开始交易这个合约，那么信号计算起始时间就应

该设置为 2021 年 11 月 1 日。模型自 11 月 1 日以后开始计算信号，此后如果满足信号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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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发出交易信号。

2、选择什么 k 线周期交易？

答：量化交易选择哪一个 k 线周期？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越小的周期，交易机会越多，

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手续成本和滑点损失；越大的周期，趋势越明显，单笔盈利空间越

大，但是相应的需要承担的回撤风险也越大。

一个模型更适合在哪个周期上运行，可以通过历史数据回测来判断，这也是量化交易的魅力

所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可以将模型逐一放到不同的 k 线周期上进行回测，通过对比模型回

测报告中的收益、回撤、胜率、盈亏比、滑点损失等数据，最终找到表现最好的周期，这就

是这个模型最适合的周期。

3、TRADE_OTHER 和逐笔计算的运行优化函数不能一起使用，怎么解决？

答：如果要做自动交易自动换月，可以删除CHECKSIG、MULTSIG语句，或者改为CHECKSIG_MIN、

MULTSIG_MIN 都可以的；

4、因为网络断线或其他原因，存在错误的数据，如何将错误数据更正？

答：当您发现 K线数据存在错误时，可通过 k 线图右键->补充历史数据，在弹出界面选择清

除当前周期数据，这样错误数据就会被删除，然后再重新补充数据。

5、为什么在【补充数据】中找不到想补充的合约周期。

答：加载列表中所列出的合约周期是基础数据；其他周期的数据由这些基础数据合成，因此，

在申请数据的时候只对基础数据做申请。

合成原则：

用 tick 合成的数据：逐笔回测数据、量能周期、秒周期，自定义秒周期。

用 1 分钟合成的数据：15min 以下的周期，以及自定义分钟周期。

用 15 分钟合成的周期：15min，30min,1h,2h,3h,4h,自定义小时周期。

用日线合成的周期： 日线及以上周期

6、哪些周期需要补充数据？

答：理论上来说，做回测都需要提前补充数据。但考虑到逐笔 TICK 类数据量大，手动补充

时间长，为提高操作效率，模型中用到 MULTSIG/CHECKSIG 逐笔 TICK 函数时，回测的时候

软件会在后台自动补充数据，不需要手动补充。除上面 2 个函数外，其他的模型都需要提前

补充好回测需要的基础数据。

7、滑点是什么意思，设置多少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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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滑点是指委托价格与成交价格之间的差值。回测参数中设置滑点，目的是为了让回测效

果最大限度拟合实盘的成交情况，具体设置多大的滑点要根据交易的合约和委托方式调整。

比如，以对手价方式发委托，可以设置 1-2 个滑点，使回测结果尽可能的贴合品种行情特征，

更接近实盘效果。

8、品种加权回测模型，写了 TRADE_OTHER 指定合约，也补充了历史数据，为什么信号计算

起始时间无法指定？

答：模型回测，不仅需要品种加权的数据，也需要品种主连的数据的（做信号盈亏计算使用）。

你还需要补充品种主连的 k 线图数据，才可以指定更早的信号计算起始时间。

9、为什么无法补充全部的数据，在补充数据中只能看到最近几个月？

答：这种情况是因为回测合约选择的是具体月份合约，所以只能补充到自合约上市以来的数

据。如果需要使用连续的历史数据进行回测，建议使用加权合约。

如：沪铜 1805 是 2017 年 5 月上市交易，所以只能申请到 2017 年 5 月上市以来的数据，而

沪铜加权则支持 1996 年品种上市以来全部数据。

10.如何查看 RB1505 等已交割合约的数据？

答：在 K 线图界面右键->选择历史年度合约，可以查看到历史年度合约的具体行情数据。

11、模型回测为什么不包括最新一天盘中的数据？

答：最新一天盘中的数据是实时变化的，如果回测包含了最新的数据，那么每次回测的结果

都是不同的，不利于对回测报告进行对比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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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量化研究来说，晚一天并不会产生很大影响。每日收盘以后，就可以对当天的数据进行

回测了。

（二）回测报告分分钟检验模型好坏

对一个模型进行测试时，需要计算每一次历史交易的盈亏、回撤等进而得到收益率、最

大回撤、胜率等我们关注的指标数据，这些数据如果全靠手动计算几乎是实现不了的。量化

交易软件充分利用了计算机强大的运算能力，可瞬间出具含有众多参考项目的详细报告，分

分钟就能检验模型好坏。

案例 1：利用分析报告 360 度检测模型

下图是一个分析报告的一部分，图中①④指标是我们通常最关注的数据，很多人会认为

收益率高，胜率高的模型就是好模型，真的是这样的么？让我们再来看看图中的②③⑤衡量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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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显示该模型在这段交易过程中，最大回撤高达 1211300，最大回撤比已达到 71%，

说明这并不是一个稳定的模型。如此大的回撤一方面会在实盘中带来权益的锐减，另一方面

也会使交易者的心态受到严重的影响。再看⑤指标，空头交易的盈亏比率较低，说明该模型

的空头交易绝大多数是亏损的，在实盘交易中该模型的做空操作很可能成为短板。

所以在衡量一个模型的好坏时，我们要充分利用软件提供的测算报告，根据各个测算指

标全面考量模型。

案例 2：效果测试结果的升级应用

回测报告中的各项统计数据也为我们拟合一些其他的经典理论提供了数据基础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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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可以更深层次的挖掘模型的隐含特性，全方位剖析模型效果。

比如著名的凯利公式：f* =(b*p -（1-p））/b （其中 f* 为开仓最佳资金比例、b 为

模型的盈亏比率、p 为胜率）。我们从回测报告中可以直接得到胜率和盈亏比的数值，将这

些数据代入到公式中进而得到该交易系统的最优开仓比例，投资者可以根据自身交易系统所

计算出的 f* 值乘以心理承受损失的比例去控制最大仓位。

进行收益率测算的操作方法

如下图所示是如何进行模型的回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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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常见问题解答：

1、如何修改回测时初始资金等相关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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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设定信号计算起止时间；

② ：设置回测参数，如初始资金，开仓手数，保证金，手续费等；

③ ：装入到模组后台运行，将 K 线图上回测的合约和模型加载到模组中运行；

④ ：查看回测报告；

⑤ ：查看信号明细；

2、T8 是否支持逐笔回测？

答：支持；模型中写入 CHECKSIG 或 MULTSIG 函数时，支持逐笔回测。

3、什么是杠杆倍数？

答：杠杆倍数 = 最大资金使用率 / 保证金。为什么看测试报告一定要看杠杆倍数？因为杠

杆倍数直接影响收益率。

例如：同样的模型、初始资金、保证金比例，假设杠杆倍数为 1 时，收益率是 20%。这时加

一倍的仓，杠杆倍数变为 2，那么收益率就会变成 40%。会发现多出的盈利并不是量化策略

带来的，是因为加大了资金使用率，但也同时扩大了风险。所以一个模型的收益率，必须是

在一个合理的杠杆倍数下才有参考意义。

4、权益和损益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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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权益计算的是账户可用资金和持仓保证金，是包含了浮动盈亏的，但这些浮动盈亏在你

没有平仓以前还没真的变现，最后实际平仓变现时候，金额可能会有变化；而损益计算的是

每次持仓为 0 时，账户的可用资金，是不包括浮动盈亏的，所以一般损益回撤更能体现本金

真实的回撤情况。

5、胜率和盈亏比哪个更重要？

答：评价一个模型，不能单只看收益率的，胜率和盈亏比是二个更重要的评价指标。

胜率和盈亏比就像一对兄弟，最理想的状态是高胜率的同时又能保证高盈亏比，遗憾的是这

种情况只能是理想状态，实盘交易过程中是不存在这种情况的。

不同类型的交易策略对胜率和盈亏比的评价标准和倾向也不同。短线交易，高频、震荡回归

策略，具有高胜率、低盈亏比的特点；而长线交易，常见的趋势跟踪策略，往往是低胜率、

高盈亏比。理论上盈亏比和胜率的乘积大于 0.6 的模型就是可以盈利的，乘积越大代表模型

越好。

低胜率也是可以盈利的。例如：10 次交易，7 次亏损 3 次盈利，胜率仅为 30%，但是只要盈

亏比超过 2.4，相当于每次亏损 1元、盈利 2.4 元，10 次交易最终还是盈利的。

对于长线趋势策略而言，一个品种一年中出现明显趋势的次数并不多，模型能否成功的关键

是抓住大的趋势波动，所以胜率是很难达到很高的水平的，这时想办法提高盈亏比，让利润

充分奔跑，更容易获得较高的收益。

6、夏普比率是什么意思？

答：夏普比率代表了每承受一个单位的风险，会产生多少的超额收益。夏普比率大于 1，代

表收益高于风险。

期货交易中有个显著特点，预期收益越高，需要承担的交易风险也越大；预期收益较低，承

担的交易风险也相对较低。而对于一个理性的交易者，追求的往往是在固定所能承受的风险

下，追求最大的收益；或在固定的预期收益下，追求最低的风险。而夏普比率正是衡量风险

收益比的指标，收益相同的两个模型，一般会选择夏普比率更高的模型，因为这个模型相对

风险较低。

7、效果测试指标项说明：

注：

对于盈利、亏损的计算，带有*的是都是以从开仓到持仓为 0算一次交易计算盈亏，未标注*的是

按照一开一平来计算盈亏。

测试天数 从回测数据开始到结束的自然日

测试周期数 从回测数据开始到结束的 K 线根数

信号个数 信号出现的总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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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信号个数 信号执行的总个数

信号消失次数 信号消失的总次数

初始资金 初始化的资金

初始资金使用率 手数*每手保证金率*第一个信号的开仓价*交易单位/初始资金

最大资金使用率 在持仓周期内(开仓保证金/当前权益)的最大值

平均资金使用率 ((开仓保证金/当前权益）求和)/持仓周期数

杠杆倍数 杠杆倍数 = 最大资金使用率 / 保证金率

回测期间最大权益 回测期间最大的权益

整个测试过程中每个周期已缴保证金+剩余可用资金+持仓浮盈所得结果

中的最大值

回测期间最小权益 回测期间最小的权益

整个测试过程中每个周期已缴保证金+剩余可用资金+持仓浮盈所得结果

中的最小值

最终权益 包括当前的可用资金和浮动盈亏

收益 总盈利-总亏损（已扣除手续费）

收益率 收益/初始资金

年化单利收益率 收益率/（测试天数/365）

月化单利收益率 收益率/（测试天数/30）

年化复利收益率 (最终权益/初始资金)^（365/测试天数）-1

月化复利收益率 (最终权益/初始资金)^(30/测试天数)-1

平均保证金收益率 (单次交易收益/开仓保证金)求和/交易次数

=(Σ((每次交易盈利数值-手续费)/保证金))/交易次数

扣除最大盈利后收

益率

（最终权益-最大盈利-初始资金）/初始资金

扣除最大亏损后收

益率

（最终权益+最大亏损-初始资金）/初始资金

夏普比率 （年化单利收益率-无风险利率）/收益率的标准离差率

计算公式：夏普比率=[E(Rp)－Rf]/σp；

其中：

E(Rp)：年化单利收益率

Rf：无风险利率（大约是 1.5%）

σp：收益率的标准差率（年化标准差率）＝标准差率/sqrt (测试天数/365)

标准差率＝标准离差/初始资金

标准离差=√(SUM((每次盈亏-平均盈亏)^2,N)/ N)

索提诺比率 （年化单利收益率-无风险利率）/下行收益率标准差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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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化单利收益率=收益率/（测试天数/365）

无风险利率=1.5%

下行收益率标准差=下行标准差率/sqrt（测试天数/365）

下行标准差率=下行标准离差/初始资金

下行标准离差=





n

i
tfrr

n 1

2 )()(1

n=交易次数

r=每次收益

r =平均收益

if r< r ，f(t)=1

if r>= r ，f(t)=0

权益离散度 权益离散度=单次盈亏的平方和/交易次数，再开方

权益离散系数 权益离散系数=权益离散度/初始资金*100%

权益最大回撤 从回测开始到结束，动态权益计算出来的波段从高点到低点回撤的最大

值

权益最大回撤时间 权益最大回撤出现的时间

权益最大回撤比率 （权益回撤/权益回撤时的权益）的最大值

权益最大回撤比率

时间

权益最大回撤比率出现的时间

权益最长未创新高

周期数

权益最长未创新高周期数

权益最长未创新高

时间段

权益最长未创新高时间段

损益最大回撤 从回测开始到结束，动态损益计算出来的波段从高点到低点回撤的最大

值（损益最大回撤是以持仓等于 0 时的资金为标准计算的）

损益最大回撤时间 损益最大回撤出现的时间

损益最大回撤比率 (损益回撤/损益回撤时的权益)的最大值

损益最大回撤比率

时间

损益最大回撤比率出现的时间

损益最长未创新高

周期数

损益最长未创新高周期数

损益最长未创新高

时间段

损益最长未创新高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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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金风险率 （初始资金 - 回测期间最小权益）/初始资金

年化收益风险比率 年化单利收益率/本金风险率

胜率 （盈利次数+持平次数）/交易次数

*盈亏比率 盈利交易的平均每次盈利/亏损交易的平均每次亏损

平均每次盈利 = 总盈利/盈利交易次数

平均每次亏损 = 总亏损/亏损交易次数

*平均每次盈利 平均每次盈利交易的盈利=总盈利/总盈利次数（计算手续费）

*平均每次亏损 平均每次亏损交易的亏损=总亏损/总亏损次数（计算手续费）

*平均每次盈利/权

益最大回撤

平均每次盈利/权益最大回撤

*平均每次盈利率/

平均每次亏损率

平均每次盈利率/平均每次亏损率

平均每次盈利率 = SUM（单次盈利率) / 计算单次盈利率次数

平均每次亏损率 = SUM（单次亏损率）/ 计算单次亏损率次数

单次盈利率 = 上一次持仓为0到今次持仓为0期间的盈利占初始资金的

百分比 （盈利/初始资金）

单次亏损率 = 上一次持仓为0到今次持仓为0期间的亏损占初始资金的

百分比 （亏损/初始资金）

*平均每次收益/平

均每次亏损

平均每次收益/平均每次亏损

平均每次收益 平均每笔交易的收益=（总盈利-总亏损）/ 交易笔数（总成交量的 1/2）

*最大每手盈利 每手盈利的最大值（每手盈利：对于每次交易，用该次交易的盈利值除

以这次交易过程中的成交手数）

*最大每手亏损 每手亏损的最大值（每手亏损：对于每次交易，用该次交易的亏损值除

以这次交易过程中的成交手数）

平均每手每次收益 平均每手每次交易的收益

总盈利/总亏损 总盈利/总亏损

总盈利 盈利的总和

总亏损 亏损的总和

*单次最大盈利 单次交易盈利的最大值

*单次最大亏损 单次交易亏损的最大值

单次最大盈利占比

率

单次最大盈利/总盈利

单次最大亏损占比

率

单次最大亏损/总亏损

收益/单次最大盈利 收益/单次最大盈利



50

收益/单次最大亏损 收益/单次最大亏损

*交易次数 发生交易的次数

*盈利次数 盈利的交易次数

*亏损次数 亏损的交易次数

*持平次数 持平的交易次数

*最大持续盈利次数 最大持续盈利的次数

*最大持续盈利次数

出现时间

最大持续盈利的次数出现的时间

*最大持续亏损次数 最大持续亏损的次数

*最大持续亏损次数

出现时间

最大持续亏损的次数出现的时间

空仓周期数 空仓的周期数

最长连续空仓周期

数

最长连续空仓的周期数

*最长持仓周期数 持仓最长周期数

平均持仓周期数 平均多少根 K 线发生一笔交易=测试周期数/交易次数

*平均盈利持仓周期

数

平均多少根 K 线发生一笔盈利的交易=测试周期数/盈利次数

*平均亏损持仓周期

数

平均多少根 K 线发生一笔亏损的交易=测试周期数/亏损次数

平均持仓手数 每根 K 线的总持仓的累加 / 持仓周期数

最大持仓手数 在持仓周期内持仓手数最大值

平均资金使用金额 开仓保证金求和/持仓周期数

最大资金使用金额 在持仓周期内，开仓保证金额最大值

最大资金使用金额

时间

在持仓周期内，最大资金使用金额的时间点

手续费 手续费合计

手续费/收益 手续费合计/收益

滑点损耗 滑点损耗合计

滑点损耗/收益 滑点损耗合计/收益

成交额 成交额合计

成交额=成交价*（开仓或者平仓手数）*交易单位

模型得分 根据盈利能力、稳定性、风险暴露、敏感度计算的综合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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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深度分析各图表项说明（点击蓝色文字查看说明）

收益/风险：

（1）损益曲线图

（2）权益曲线图

（3）损盈分布图

（4）损盈直方图

（5）权益回撤直方图

（6）连续亏损次数

浮动盈亏：

（1）权益面积图

（2）浮盈面积图

（3）浮亏面积图

（4）浮盈分布图

（5）浮亏分布图

（6）浮盈直方图

（7）浮亏直方图

阶段统计：

（1）月度统计

（2）日统计

效率分析：

（1）总效率分布图

（2）建仓效率分布图

（3）平仓效率分布图

损盈分析：

（1）胜率分析

（2）盈利分析

（3）亏损分析

（4）回撤分析

（三）敏感性测试了解模型脾性

模型回测时，滑点越大，模型收益率肯定越低，但是滑点对收益率的影响幅度有多大，

是很难从测试报告中看出来的。敏感性测试可自动绘制出滑点逐渐增大时，收益率、胜率、

回撤等数据的变化曲线，评估的是模型的实战能力。

实际交易过程中发现，很多模型回测报告中的收益非常好，但是一到实盘运行收益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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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折扣。很多时候是因为回测报告是在固定的手续费和滑点状态下测试的，实战中，一旦手

续费或滑点增大，有些模型收益就会大幅降低。敏感性测试就是为了让投资者提前发现策略

的这种风险。

1、案例：盈利的模型就是好模型么？

如下图所示，这是一个盈利的模型,也许 40.92%的胜率和 8.44%的最大回撤会让我们觉

得这个模型还算可以，但这一定是一个好模型么？

让我们从一个二维关系去审视这个模型，看一下滑点和收益之间的关系：从下图可很明

显的看出，滑点每增大一点，收益率就会大幅下降；当滑点为 3 个最小变动价位的时候模型

已经失去了盈利能力。而实际交易的时候，我们很难做到 0 滑点，这个模型也就很难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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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报告得到的是各衡量指标的独立数据，而敏感性测试可告诉我们一些重要指标的变

化对盈利、胜率等的影响，让我们深度了解模型的脾性。

敏感性分析横坐标提供手续费、滑点、开仓手数、杠杆倍数以及模型参数等影响因素；

纵坐标提供收益率、胜率、平均收益、盈亏比率、平均每次收益/权益最大回撤、权益最大

回撤比率、总交易次数和权益最大回撤指标。投资者可以根据策略的分析侧重点自由搭配组

合，测算模型的敏感性。

2、进行敏感性测试的操作方法

如下图所示，是如何进行敏感性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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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数优化让模型达到最优

交易过程中有时会发现在一段时间内表现很好的模型，过了一段时间就好像失效了一

样，这种情况是由于模型参数不再适应当前行情引起的，我们需要尽快寻找新的最优参数，

而在海量的历史数据中仅凭人工去寻找如大海捞针，费时费力，机会渺茫。 "参数优化"，

可在指定的参数范围内用计算机很快筛选出最适合当前行情的参数。

1、案例：利用参数优化，让止损参数顺势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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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是对螺纹品种跟踪止损策略模型的回测资金曲线。结束了小半年的单边上涨行情

后，市场极速下跌进入调整形态，从图上可清楚的看到资金曲线在近下半年不再保持稳定上

升形态，说明原来的止损价差参数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的市场，模型已经失效。我们可以利用

参数优化功能，对当前的参数进行优化，筛选出符合当前行情的参数组合。

下图是利用参数优化对模型的参数进行枚举和遗传后的结果，在使用新参数后，黄色资

金曲线更平滑稳定，新的参数更能适应市场行情，使模型真正达到顺势而为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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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行参数优化的操作步骤

（1）先使用枚举功能，进行大范围海选，如下图所示是如何进行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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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参数关系减少参数优化时间：

有些模型各个参数间有严格的逻辑管理，以下面的模型为例:

MA5:MA(C,N1);

MA10:MA(C,N2);

CROSSUP(MA5,MA10),BPK;

CROSSDOWN(MA5,MA10),SPK;

MONEYTOT<=INITMONEY*(1-10/100),CLOSEOUT; // 权益回撤 10%止损

AUTOFILTER;

模型中的两个变量必然遵循一大一小规则，这样的模型我们可以首先为他们设置参数关

系，如 N1<N2,这样在优化时，所有比 N2 大的 N1 值都不用参加计算，运算量可以减少 1/2.

这样每配置一个参数关系，计算次数就减少一半；配置 4 个，就减少到原来的 1/16，以此

类推，有效减少了参数优化时间。

（2）参数优化计算完会以排序的方式显示优化出来的参数组，可按下图步骤将优化后的参

数保存至备选参数组或直接替换为默认参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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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需对枚举的结果进一步精调，可在参数优化列表选择要优化的参数组->预览主图，

如下图，用枚举出来的新参数对 K线图回测，再对新参数进行遗传。

（4）如下图所示设置好优化的精调范围，参考标准的比重后，点击“确定”按钮，开始进

行精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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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按照和枚举同样的方法来保存精调后的结果，以便进行回测（如下图所示）。

（6）如下图，在编写平台上选择保存好的“备选参数组 1/2/3/4”，加载到主图计算，软

件可自动使用新参数进行回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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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常见问题解答：

1、参数优化中枚举和遗传是什么意思？

答：参数优化的计算实际上就是将所有参数的全部排列组合都计算一遍，找到最优的结果。

但是在参数较多的情况下，即使是在较高的计算机硬件水平下，也可能需要几个小时，甚至

几天时间才能计算完成，这样效率实在太低了。

参数优化中的“枚举”是一个初选的过程，通过设定计算步长、参数关系表达式，降低

计算量、提高优化效率。虽然是初选，但实际不影响优化效果，因为量化交易要选择的参数

是需要具备一定适应性的，不能是极值。一个“孤岛”型的参数，往往会带来过度优化的问

题。

当从软件里以排序的方式显示出的参数组中选择好了参数以后，可以继续使用遗传功能

进行精调，通过对比不同参数的收益、胜率、盈亏比等信息，最终确定最佳参数组合。

2、“枚举”和“遗传”两种参数优化方式的原理是什么？

答：枚举是在每个参数最小值与最大值之间抽选几个效果最好的参数值，是对参数的初步海

选；遗传是在枚举好的参数值基础上进行微调，让参数达到最优。

（1）枚举：

根据设置的"步长"挑选出所有满足条件的参数，进行全排列，在其中挑选出最优参数值。

（2）遗传：

使用枚举得到的参数组，按步长 1 上下变动每一个参数，分别与剩余参数组合找到最优参数

组。



61

3、参数写在模型源码中和写在参数列表中有什么区别？

答：两者对模型的运行没有区别，但参数列表中的参数可进行参数优化，写在源码中的参数

则不能。

4、参数优化页面上的参考标准表示什么含义？

答：参考标准是用于投资者在参数优化后，根据个人的分析需求对各项指标按权重划分，对

优选出的参数进行排序显示。权重数值大小根据个人偏好来设置，可以对关注度高的指标设

置大一点的权重。

比如，设置总盈利率权重为 60，平均盈亏为 40，优化后的参数组将按照总盈利率排名*60%+

平均盈亏排名*40%的加权排名来排序显示。

二、多模型/多合约回测

（一）单模型多合约批量回测选最优合约

量化交易策略是不具备普适性的，我们很难构建出一个适用于所有合约的交易系统，但

针对一个合约制定一个适合的模型则相对简单，同样的，针对一个模型也势必会存在一组最

佳的交易合约。

软件的“批量回测”功能，可同步回测多个备选合约，快速出具各个合约的独立分析报

告，投资者通过对比关注的收益指标便可快速挑选出符合策略的最佳合约。

1、案例：多合约同步回测，批量筛选最优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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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用同一个策略模型对上期所部分加权合约进行批量回测，筛选最佳交易合约。回

测后每一个合约都生成一份独立的回测报告和独立的资金曲线图,投资者点击合约名称可切

换回测报告分析，极大程度的简化了操作步骤。

如上图，是沪铜合约的回测资金曲线，盈利效果还算不错，那它是否就是最当前策略的

最佳交易合约呢？当我们展开各指标项进行横向对比时，可以看到沪铜合约盈利率虽高，但

是权益最大回撤竟高达 62950，扣除掉最大盈利后的收益率已为负值，看来沪铜合约在测试

期间的盈利并不稳定。

而沪锡收益率、盈亏比率、夏普比率等都是所有备选合约中最高的，回撤也是较小的，

在测试阶段内一直保持着稳定的盈利效果，是当前策略最佳的交易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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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优选交易合约后，可以直接一键添加到模组实际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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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批量回测的操作步骤：

如下图，是批量回测的建立步骤。



65

（二）多模型多合约组合回测分析总盈利

“不要把鸡蛋放到同一个篮子中”，同理，我们在交易时也要避免单一品种或单一策略

的运行模式，通过多合约、多模型组合的形式来合理分散交易风险，实现共振盈利。

单模型的回测只能看到一个策略的收益效果，如何才能查看一个策略组合的收益效果

呢？软件的组合回测功能可对多模型、多合约组合进行回测，提供组合分析报告、资金统计

和各类资金曲线分析工具，供交易者全面分析策略组合和各成员的盈利能力。

1、案例：组合回测分析交易组合整体盈利

趋势行情下获利相对比较容易，趋势模型往往能够取得不错的回报，但在震荡行情下，

由于趋势策略不能适应频繁波动的行情，反而会使盈利的资金回吐甚至反盈为亏，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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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们可以使用多模型组合的形式，在一个合约上同时运行趋势策略和震荡策略。

如下图，是螺纹合约“趋势+震荡+波段”策略组合交易的回测效果，彩色线为组合成员的权

益曲线，灰色线为组合整体的权益曲线。可见，在震荡行情下，震荡策略的盈利冲抵了趋势

模型的亏损；在趋势行情下交易组合则共振盈利，实现了财富的双重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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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合回测分析界面

（1）回测界面

如下图，是组合回测的资金曲线分析界面。右键菜单中还提供组合的权益资金曲线、净

利润曲线、盈亏曲线以及资金详细信息等统计工具，帮助投资者深层分析组合的收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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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资金曲线，记录每根 K线上的权益波动；

·损益曲线，记录平仓盈亏累加值的波动，每完整交易一次则统计一次；

·盈亏曲线，记录每根 K线上的浮动盈亏累加值波动；

·显示保证金占比，在资金曲线图下方显示保证金占比柱状图，便于分析资金占用情况，调

控资金分配；

·资金详细信息，记录每根 K线上的组合资金概况和组合中所有策略的具体交易信息，如下

图，用户可结合合约明细和资金概况具体分析组合成员的盈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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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析报告

如下图，是组合回测的分析报告。利用各项指标将不可估量的市场风险量化展现给投资

者，投资者可以此分析组合的风险-收益水平，调整交易组合，合理分散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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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阶段总结

如下图，是组合回测的阶段性分析报告。具体罗列了组合在各个周期阶段的交易和收益

情况，方便投资者统计账户交易情况，进行风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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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回撤贡献度分析

如下图，是组合回测的回撤贡献度分析报告。提供组合回撤贡献度和回撤比贡献度分析

图表，计算组合成员的贡献度大小。投资者可以对得分较低的策略进行调整，提高组合整体

收益和抗风险能力（回撤贡献度得分的计算方法详见本页常见问题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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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盈利分析图

如下图，是组合回测的盈利分析图，直观展示每个策略的盈利状况，分析组合成员的盈

利贡献度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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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盈利贡献度=策略盈利/组合总盈利；

注：组合盈利小于 0 时，盈利分析图不显示盈利贡献度百分比，只显示具体盈利数值。

（6）相关性分析

如下图，组合回测提供相关性分析，统计策略收益率的相关性大小，分析组合的风险分

散效果。

用户可根据策略的相关性强弱，调整组合成员，优化模型结构，分散组合风险。

或者根据相关性大小，确定各策略的资金分配比例，避免单一类型的策略头寸占比过高，

合理分散账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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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算法：计算两两组合项的收益率时间序列的皮尔森相关系数。

3、组合回测操作步骤：

如下图①-④所示是如何对组合策略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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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常见问题解答

1、已经进行过测试的组合，能否保存起来以便于下一次直接调出？

答：可以，通过下图所示的方法对当前组合进行保存。再次打开点击【打开现有组合文件】

即可。



76

2、为什么添加组合成员后“进度”中显示的是未计算？

答：这是由于在添加组合成员时没有勾选【添加后自动计算】；选中未计算的组合成员，点

击鼠标右键->更新，进行计算。

3、组合成员的资金曲线颜色可修改么？

答：可修改，如下图所示是如何修改资金曲线颜色：

4、已经添加的组合成员如何修改合约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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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选中要修改的组合成员，点击鼠标右键菜单->编辑，即可对组合成员参数进行修改。

5、为什么组合测试界面的【回测】中，有左右两个纵坐标，分别代表什么？

答：左侧纵坐标为各策略组合后的资金曲线坐标，右侧纵坐标为各个策略的资金曲线坐标。

6、组合测试界面的【阶段总结】中，净利润增长速度如何计算？

答：净利润增长速度=（本期净利润-上期净利润）/上期权益 。

7、回撤贡献度得分越高越好么？

答：是的，回撤贡献度分数越高说明回撤越小，贡献越大。

回撤贡献度得分算法：

每个策略在每个时点上比较，回撤值最大的得 1分，次之得 2分，以此类推。每个策略

总分就是每个时点得分之和。如在某一个时点上，策略 A的回撤大，策略 B的回撤小，

那么策略 A得 1分，策略 B得 2分。每个时点上都会计算得分，策略 A和策略 B的得分

分别加和就是各自的总得分。得分高说明策略的回撤小，贡献大。

注：回撤值=回撤前的最大权益-当前权益

回撤比贡献度得分算法：

回撤比贡献度以每个时点的最大回撤比（最大回撤/最大回撤前的最大权益）做比较，

计算各个点的得分之后加起来计算总得分。

8、如何实现快速将同一模型加载至不同合约进行测试？

答：利用组合回测->回测一篮子合约可实现该想法。

先将要回测的合约加入到自选篮子中。如下图，在组合回测界面点击右下角【添加】按钮选

择【一篮子合约】，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要加载的自选篮子，选好回测的模型、周期等参数，

点击【确定】按钮，即可用同一模型对不同合约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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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如何实现快速将同一合约同一周期加载不同模型进行测试？

答：利用组合回测->回测一篮子模型功能可实现该想法。

如下图，在组合测试界面点击右下角【添加】按钮，选择【一篮子模型】，在弹出的窗口中

批量选入要加载的模型。在弹出窗口中设置一些选项，点击【确定】，可实现快速对同一合

约同一周期加载不同模型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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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货多因子分析

T8 精选期货因子库囊括量价、动量、期限结构、持仓、基本面、BETA等一系列因子，

以期货市场全品种为标的，提供单因子筛选、多因子排名分析等功能。可借助多因子综合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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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信息，对多个品种在同一时间点的强弱情况进行对比分析，构建对冲组合，实现期货横截

面交易策略。

案例：期货横截面交易策略

横截面策略是一种泛套利策略，主要是指的是在同一个时间点（或者同一个时间区间），

同时做多、做空多个品种，形成一个多空对冲组合，以期多空两个方向交易的盈利之和为正

的一类策略。

横截面策略盈利的逻辑是基于期货价格的变动：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假设，即期货价

格具有一定惯性，趋势行情具有延续性，前期上涨幅度较大的合约，后期还能够继续上涨的

概率更大。

例如：使用期货品种筛选功能，对市场所有的期货品种按照涨跌幅和资金流向进行排序，

根据综合排名结果做多前 5 的品种，做空后 5 的品种，形成一个对冲组合，买入上涨强势

的品种，卖出处于弱势的品种进行对冲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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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一周以后，共盈利 639950元，收益率 5.18%。

调用方法：

如下图，点击右上角菜单【量化】->期货多因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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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多因子分析使用上一交易日的数据计算；

② 根据因子所选方向排序，并列排名时，下一排名需要加上并列排名个数；

③ 并列排名的品种，按代码顺序展示；

④ 空值排到最后，并列排名。

第五部分 量化运行详解

一、模组实现自动的头寸管理、风险控制

模组中每个运行的模型称为单元，各自分配一定量的资金运行下单。模组采用这种独立

的单元管理策略，可以实现更高端、智能的资金管理和风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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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分散风险，投资者通常会选择多品种、多策略、多周期组合交易，软件能否保证各

模型有序执行，并准确无误的计算每个模型的交易数据则至关重要。模组为每个单元分配独

立的资金，用来管理当前策略的持仓和资金变化，各单元独立运行，为交易保驾护航。

如下图，在一个分区内同时运行 3个单元，各个单元之间独立运行互不干扰。在模组界

面可以看到各个单元的持仓、资金、下单方向和分区的合计持仓、可用资金等基本信息，可

基于单元的历史运行效果显示连续的理论资金曲线和真实资金曲线。

模组还支持查看各分区的合计持仓、可用资金等基本信息以及每个分区的组合资金曲

线，如下图中的黑色资金曲线，表示的是第一分区内三个运行单元整体的实际资金曲线，直

观的反映交易组合的整体收益情况。



84

TIPS:运行单元和实盘账户的关系

T8 的大部分客户，通常会在一个合约上运行不同特点的多个模型，组合交易分散风险。

模组中每个运行的模型称为单元，所有单元之间独立运行。

1、单元的资金与实盘账户的资金是不同的

单元的资金是由用户随意分配的，和实盘账户资金没有直接关系。

大多数情况下，各单元的资金之和不超过账户总资金数。用户在给各单元分配资金时会

参考实盘账户的总资金量，把实盘账户的总资金按照风险分散的逻辑，合理分配到各个单元。

2、单元的持仓与实盘账户的持仓也是不同的

单元的持仓，是这个单元的模型出信号自动下单的结果。

在用户不进行手动干预的情况下，各个单元持仓之和等于实盘账户的总持仓。

模组的几个典型应用

（一）模组实现资金管理方法

仓位管理和风险控制是资金管理的重中之重，模组平台独立的单元管理，为投资者在策

略中实施资金管理提供了便利。可以直接获取当前运行模型的盈亏和资金变化。一些复杂的

账户资金管理操作都可以在模组中通过量化语句轻松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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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 1：通过资金管理函数控制独立运行单元开仓头寸

行情波动反复无常，你还在使用固定手数进行下单？运行模组中使用独立的单元，管理

策略的资金。投资者可以按照当前运行单元中的资金比例下单或者按资金使用率下单，来合

理控制开仓头寸。

关键字：SETDEALPERCENT(fPercent);按当前单元资金比例下单

如：每次按当时可用资金的 20%下单

SETDEALPERCENT(20);

如下图，根据当前单元可用资金 20%的比例开仓，贴合账户盈利情况科学合理的设计

头寸大小。

思路 2：通过资金管理函数对运行单元进行风险控制

行情的异常波动我们很难在模型中全部都量化出来并加以限制，但是行情波动带来的影

响会直接体现在资金的变化上，那么是否可以调用到策略的资金来控制进出场呢？运行模组

有专门的运行单元统计资金和持仓，在编写策略时可直接调用到当前单元的资金权益，配合

策略优化函数灵活设计进出场条件。

关键字：MONEYTOT 返回当前单元的理论权益

MONEYTOT=模组当前单元的理论权益+持仓保证金，模型进行仓位控制、下单手数等资金

管理时使用。

举例：IDLE(MONEYTOT<HHV(MONEYTOT,0)*0.95);//权益回撤一定幅度停止交易

如下图，当运行单元资金回撤一定幅度时，配合策略优化函数限制当前运行单元停止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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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实时追踪单元的资金变动，及时避免资金回撤带来的风险，锁住账户盈利。

（二）主力合约自动移仓

除了使用资金管理函数控制开仓头寸，模组中还可以使用策略优化函数，实现其他智能

持仓管理。随着期货主力合约的转移，大部分的持仓和资金都将转移到新主力合约上，传统

交易时，投资者要盯盘判断主力切换，再手动下单移仓，而在运行模组中，你只需启用自动

换月策略，便可智能自动移仓，实现真正的无人值守。

关键字：TRADE_OTHER('CODE');指定交易合约

1）该函数写为 TRADE_OTHER('AUTO')时，可以加载到加权合约、主连上实现自动换月移仓。

2）该函数写为 TRADE_OTHER('XX 主连')时，可以加载到商品加权、中金所加权、股票指数上如：沪

深 300、上证 50、中证 500，自动交易主力合约，实现自动移仓换月。

3）CODE 位置为具体合约时，表示指定以该具体合约作为交易合约。

如下图，在模型中写入 TRADE_OTHER('AUTO')函数构建自动换月策略并加载到加权合约

上启动运行，当主力更换时，模组运行单元中会自动平旧主力持仓并建立新主力的同向持仓，

完成持仓的自动转移，保障资金的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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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论/单元持仓管理机制

受制于市场流动性、期货撮合成交机制、网络速度等因素，量化信号不可能 100%按照

模型里设定的价格方式完美成交。鉴于此，模组使用理论账户和运行单元，对理论上的信号、

持仓和信号执行的实际持仓，分别管理。

1、理论持仓和单元持仓的概念

什么是理论持仓，什么是单元持仓？他们之间又有什么样的执行关系呢？通俗点来说：

按照模型计算的理论上应该执行的信号即为理论信号，根据理论信号计算得出的资金和持仓

分别为理论资金和理论持仓；

模型运行时根据理论信号执行真实的委托，并将真实的成交结果反映到运行单元中，实

际交易产生的资金和持仓则为实际资金和单元持仓。

如下图是理论账户和运行单元的关系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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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套持仓管理，保障各个单元有条不紊的运行，各单元的资金得到有效的监控。投资者

对比理论账户和运行单元的持仓和资金，也可以清楚了解到策略的执行效果和真实交易的滑

点成本大小等。

在下图的模组界面中，①为理论信号，②为按照理论信号计算的理论持仓，③为单元持

仓，④为理论资金曲线，⑤为实际资金曲线。

如上图，当策略持续运行，实际资金曲线记录的是当前单元的实际盈亏情况，通过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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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曲线与实际资金曲线的对比，投资者便能了解到当前单元的滑点成本大小。

2、如何提高信号执行的成交比率

T8 有专门的信号执行方式函数，来提高成交率，降低信号下单不成交的概率，或者取

得有利的价格成交，降低交易成本。

通过 SETSIGPRICETYPE(SIG,PRICE,IsCancel)函数，可以对不同的信号设置不同的委

托方式，或者极端情况下终止下单。SIG位置为交易指令，包括 BK\SK\BP\SP\BPK\SPK 所

有指令；下单价格可以指定最新价/排队价/对手价/超价/市价/触发价。

每一个信号可以采用不同委托价格实现不同的目的。例如：要的是便宜的成交价位，不

在乎能成交几手，不便宜宁可不成交，可以用排队价；要得是保证全部成交，不在乎成交价

位，可以用市价...

3、持仓匹配校验

模组单元正常运行时，理论持仓和单元持仓也应该是一致的，但是如果网络环境不稳定

或委托方式不合适导致不成交，都会影响到单元的运行，所以也建议投资者养成持仓校验的

习惯，及时了解持仓匹配情况。

机构投资者运行单元数量较多，一个一个去检查账户持仓是否匹配需要的时间太长，软

件提供智能的持仓匹配校验功能，一键查询真实账户持仓和策略持仓是否匹配，同时可以查

看运行单元是否正常加载以及加载失败的原因。

操作方法：模组界面工具条，最右边的匹配校验信息 按钮调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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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手动干预的方法

情况一：运行单元盘中运行过程中，自动交易发出了委托形成挂单，长时间未成交

解决办法：可点击如图示“追对手价”按钮进行手动干预，撤掉原有的委托挂单，以当

前的对手价重新发送委托（点击一次追一次），以此确保及时成交。

通过这个追价按钮的成交，运行单元会把成交价格自动带入作为权益计算的依据，权益

计算会按照追价成交的价格计算。

情况二：实际账户中有持仓，理论持仓有持仓，单元持仓小于理论持仓，该怎么办？

在用户做不到软件持续运行，在交易时段关机了，或者电脑断电非正常关机等情况，重新启

动模组一般会出现这个现象。

解决办法：如下图，通过“导入现有持仓”功能，将交易账户中的持仓带入到当前单元，就

可以保持理论账户和单元持仓匹配。

通过导入现有持仓，会把输入的价格、持仓数量带入作为权益计算的依据，权益计算会

按照你填写的价格/手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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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模组的持仓管理机制和 TB 持仓同步机制的区别

T8 有理论持仓管理、单元持仓管理二套管理机制。T8 认可和接受流动性、网络造成的

运行单元实际持仓和理论持仓不一致的实际情况，T8 能管理这种差异，可以根据单元实际

持仓绘制模型的实际权益曲线。

TB 只有一种理论持仓管理机制，无法管理理论持仓和实际持仓不一致的情况，或者采

用的简单粗暴的持仓同步方式（延后几秒补仓强制实际持仓和理论持仓一致）；或者不去理

会实际持仓和理论持仓的不一致。TB 只能用理论持仓绘制模型的权益曲线。

因为信号执行是有时效的，TB 延后几秒的补仓的成交价格难免和信号价格有出入，会

导致模型的权益曲线和实际情况有出入，另外因为延后补仓提高交易成本会降低模型盈利

率，甚至因为延后补仓导致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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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产品申购/赎回管理

当模组分区下运行着同一只资管产品的各个运行单元时，此时的模组分区相当于一个资

管产品，当需要对某一个资管产品申购/赎回时，只需输入申购/赎回总金额，系统会根据该

分区内每个模组运行单元的权益占比自动算出每个运行单元的出入金金额，重新匹配下单手

数，并自动换算出各个单元需要补仓/减仓的手数，进行补仓/减仓。不仅能够减少滑点损失，

还能最大程度的降低人工调仓出错的概率。

案例：产品申购/赎回管理举例

某产品 A初始资金 5000万，将资金分配给了 10 个不同的品种进行量化交易。某日客

户申购该产品 1000万，需要在下一个交易日的开盘阶段，将新入的 1000万资金按比例分配

给 10个模组运行单元并进行调仓。

如下图，在模组分区点击鼠标右键->【申购赎回辅助处理】后，软件自动算出每个单元

的入金金额，根据运行单元的入金比例重新计算后续开仓手数，以及每个单元所需补仓手数。

点击“确定”，立即对当前分区运行单元批量补仓，如遇非交易时间，将在开盘后立即

执行，请注意保持模组持续运行。

如下图，运行单元中自动分配入金并调整开仓手数、执行加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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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说明：

1、相关算法说明：

单元出入金比例=出入金总金额/分区当前总的理论权益

单元出入金金额=单元当前理论权益*出入金比例

申赎后下单手数=单元当前下单手数*（1+出入金比例）

例：

模组当前分区有 3个单元，分区当前总的权益为 5500万

单元 1：2500万；下单手数：8手；

单元 2：2000万；下单手数：12手；

单元 3：1000万；下单手数：2手；

若申购 2000万，则出入金比例=2000万/5500万=0.36

单元 1：入金金额=2500*0.36=909.09；申赎后下单手数=8+8*0.36=10.88，向下取整为 10手；

单元 2：入金金额=2000*0.36=727.27；申赎后下单手数=12+12*0.36=16.32，向下取整为 16

手；

单元 3：入金金额=1000*0.36=363.64；申赎后下单手数=2+2*0.36=2.72，向下取整为 2手；

2、申赎后下单手数是什么？

“申赎后下单手数”是根据运行单元出入金比例重新计算的下单手数，后续运行单元将按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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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数进行开仓，如下图，用户可根据交易思路修改该手数。

3、什么情况下会补仓/减仓？

申购时：对每个模组运行单元入金，并调高单元下单手数，若运行单元最后为开仓信号需要

相应的补仓；

赎回时：对每个模组运行单元出金，并调低单元下单手数，若运行单元最后为开仓信号需要

相应的减仓；

加/减仓手数=ABS（申赎后下单手数-申赎前下单手数）

补/减仓手数小于等于 0时，不进行补/减仓；

（五）模组使用注意事项

1、保持模组连续运行

只要在交易时段，软件要一直在保持运行，这样才能保证交易信号的连续性。出于节约

的目的，在闭市后可以关机，但是一定要在交易重新开市前打开软件，否则就会影响连续性，

造成信号和持仓对不上的情况。

量化信号能否正常执行，取决于模组中行情和交易的连续性。运行单元行情连续才能保

证信号有序执行，精准下单。要想让模组代替人工执行下单，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尽量不要

关机，保证电脑 24小时不关机连续运行。

注意：正常关闭软件的过程中，软件会自动保存各个单元的状态。但是，如果在软件还在运

行过程中直接切断电源，会导致状态丢失，导致下次启动模组时信号持仓不匹配。

2、保证网络稳定

运行单元在盘中实时接收数据计算信号，网络延迟、数据丢包等问题都会直接影响到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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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单元中信号的计算，对后续的执行造成影响。所以运行模组时，一定要保证网络环境的稳

定性。

3、避免手动干预

模组中各单元独立运行，每个单元分别管理对应策略的持仓和资金，与总账户不存在对

应关系，所以手动下的单不能由模组接管。并且手动干预带入的持仓价格可能会和理论数值

不符，导致盈亏的差异，从而影响运行单元信号的判断，所以在模组运行时，一定要避免手

动干预。

附：【不规范操作的解决办法】

不规范操作 现象和原因 解决办法

1.未连

续运行

非法关机

收盘前关闭软件

开盘后启动软件

1、单元持仓理论持仓不匹配？

2、模组中不显示单元持仓？

3、实际持仓不能正常带入模组？

（原因：盘后正常关机，模组可以自动带入持仓。但盘

中非法操作会导致模组中数据断档，单元的运行条件已

经发生改变，所以无法接管之前的信号和持仓；）

如果当前运行的信号和持仓方向一致：

点击模组界面的导入现有持仓，把每个单元的

持仓都手动带入；

如果当前的运行信号和持仓方向不一致：

在模组监控 K线图窗口右键- > 清除历史信号

重新运行，带入之前的持仓；

2.网络

不稳定

本地网络不稳定 1、回测有信号，但是运行单元中没有信号？

2、K线主图的数据和运行单元里的数据相差很大？

（原因：主图回测是从服务器直接申请的完整、准确的

数据计算信号。运行单元中是盘中一笔一笔接收数据计

算信号，如果丢包或断网，运行单元中的数据和信号就

会受到影响；）

在模组监控 K线图窗口右键-> 重新计算历史

信号，从服务器申请准确的数据重新计算信号。

运行单元后续出信号延续该信号向下执行。

操作建议：此操作只适用于临时解决运行单元

信号问题。建议优化网络环境，从根源上解决

问题。

3.手动

干预

在下单版手动平掉运

行单元的持仓

频繁干预单元持仓

1、单元持仓为何提示不匹配？

2、运行单元中显示的盈亏数据，怎么和实际的开平价格

计算的盈亏不符？

（原因：模组由独立单元管理资金和持仓，手动开仓运

行单元中接管不到；手动平掉单元的持仓，后续运行单

元就只出平仓信号，不会真正执行委托；另，手动干预

带入的持仓价格可能和理论不符，导致盈亏的差异，从

而影响信号的判断；）

模组中不接管手动下单的持仓，如果需要运行

单元接管，可参考问题 1的解决方法。

操作建议：模组中要避免频繁的手动干预。如

果是因为下单效果与预期不一致，建议调整编

写思路，完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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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模组的加载方式

模组运行单元的加载方法详见 (量化操作流程)

相关常见问题解答：

1、模型源码中指令后面写有手数了，如 BK（1），加载模型的“交易合约”处也填写了下

单手数值，下单手数以哪个为准？

答：源码中写的手数优先级高于加载模型设置的手数，所以如果源码中指令后面有手数，就

按照源码中的手数下单，“交易合约”处设置的手数不起作用。当源码中指令后面没有

手数的时候，再取加载模型“交易合约”处填写的手数值。

2、模型加载计算慢怎么办？

答：本地秒周期数据量过多会严重影响模型计算的速度，在主窗口 K线图上单击鼠标右键

—>【重新计算历史信号】，可以灵活选择加载所用的数据量，避免这一问题。

3、为什么下单手数与信号手数不一致？

（1）最后信号为开仓信号；

信号手数 < 当前单元理论资金曲线计算可开手数：下单手数 = 信号手数；

信号手数 > 当前单元理论资金曲线计算可开手数：下单手数 = 可开手数。

例：信号手数为 10，下单手数却只有 5手。

——根据运行单元分配资金计算，最大可开手为 5 手，所以即使信号手数为 10，实际下单

只可以下 5手。

（2）最后信号为平仓信号；

信号手数 > 单元持仓 ：下单手数 = 单元持仓；

信号手数 < 单元持仓 ：下单手数 = 信号手数。

例：信号手数为 10，下单手数却只有 5手。

——理论持仓为 5 手，即开仓信号时只开了 5 手，所以平仓只执行 5 手；

——理论持仓为 10 手，但是单元持仓为 5 手（未初始化进来持仓/手动调仓至 5手/账号同

步至 5手），所以平仓只执行 5 手。

4、策略模型，实盘运行和回测效果一致？

答：加载到程序化模组运行，支持全自动交易，运行效果和回测是一致的。

模组，支持 256个运行单元，实现多品种、多策略、多周期组合交易。模组为每个单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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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资金，用来管理当前策略的持仓和资金变化，各单元独立运行，互不干扰。模组运行

时，你需要把你实盘资金账号的资金分配给各个运行单元，各个运行单元的资金的总和不能

超过账户总资金的。

对于做信号监测的初级量化需求，可以把模型加载到页面盒子里运行。页面盒子支持 256

个模型的信号监测，信号满足条件会弹出下单提示窗口。页面盒子适合运行那些只包含信号

策略语句，不涉及资金管理的基础模型；页面盒子也适用于模型开发阶段，监测和验证基础

策略部分的信号计算的有效性。

二、页面盒子做信号监测

页面盒子服务于模型的信号监测需求，支持 256个模型的信号监测。

页面盒子提供已触发信号列表，点击信号列表可以直接定位到相应 k线图页面，可以查

看历史信号记录，也可以点击信号下单按钮，手动执行信号发出交易委托。

对于做信号监测的初级量化需求，可以把模型加载到页面盒子里运行，半自动下单。页

面盒子也适用于模型开发阶段，监测和验证基础策略部分的信号计算的有效性。

（一）监控模型的信号计算有效性

1、页面盒子监测模型信号

在量化模型研究阶段，需要对信号的计算进行验证，到底信号算的对不对，有没有漏算、

错算的情况？这些工作可以通过页面盒子来完成。

如下图，将基础策略加载到页面盒子中运行，满足信号条件可弹出信号列表，点击信号

列表可以直接定位到相应 k线图页面，点击 k线图上的信号即可查看触发信号的条件，依据

信号条件验证信号计算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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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信号下单】按钮，也可手动执行信号，实现半自动下单，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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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盒子加载方法

方法 1：主图回测计算后，点击鼠标右键->收入页面盒子做信号监测；

方法 2：在页面盒子界面点击左下角添加按钮，添加单合约到盒子中，如下图。

2、用策略模型监控一组合约

需要用一个模型同时监测相关度高或者同一板块的多个合约下单时，可以一键加载一组

合约进行监测。

如下图，先把合约添加到“我的合约”篮子中，在报价页面点右键->【一篮子合约装入

页面盒子】，便可将合约批量添加到盒子，对信号全面监测，页面盒子可同时运行 256个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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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技巧一：一键更新合约池合约

合约池中监测的合约换月了，如何将新主力合约也添加到合约池中监测？

先将新主力合约添加到“我的合约”篮子中，再在页面盒子的合约池名称右键 -> 【更

新篮子合约列表】，如下图，可将篮子合约一键同步到合约池，免去重建的烦恼。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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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主力加入到合约池中自动运行监测信号，不会影响合约池中已有合约的运行。

使用技巧二：一键切换合约池

一组合约在不同模型下的信号结果大不相同，如何对合约池更换监测模型，对比分析？

如下图，在合约池名称右键->【切换公式】，可一键切换当前合约池中所有页块的公式，

提升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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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号计算监测的适用范围

页面盒子适合运行那些只包含信号策略语句，不涉及资金管理的基础模型进行信号监测，

不支持运行优化函数、STOP指令和 CLOSEOUT指令以及资金头寸类函数。

以下列表中为不支持在页面盒子做信号监测的函数。

类型 函数

运行优化函数 CHECKSIG、CHECKSIG_MIN、MULTSIG、MULTSIG_MIN、PANZHONG_MIN

出信号立即止损/止盈不复核 STOP 指令

出信号立即清仓不复核 CLOSEOUT 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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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外盘量化

外盘期货与国内期货的交易机制不同：外盘期货只有买和卖两种交易指令，买时如

果有空头持仓，则了结空头，否则建立多头，卖则反之。所以国内的开仓、平仓指令在

外盘并不适用。在量化信号中 BK、BP、BPK 可视为买入信号，SK、SP、SPK 信号可视为

卖出信号。

外盘合约在模组中的信号执行

运行模组中每个单元独立运行，运行单元根据策略的信号和单元的持仓情况执行下

单，在单元无相应持仓的情况下，BP/SP 信号不执行买入/卖出,BPK/SPK 只执行一次买

入/卖出，BK/SK 信号则无需考虑单元持仓情况，直接执行买入/卖出。外盘合约也同样

遵循该规则，出信号后先根据运行单元的持仓判断信号是否执行，委托执行时再按照外

盘的交易机制对合约进行买卖。例如：运行单元持 1手空头，此时出现 BP信号，该信

号可执行买委托，但如果之前运行单元中所开的空头持仓已经被了结，那么 BP执行后

会建立多头。

以下列出每个信号的具体执行情况：

1、BP/SP、BPK/SPK 的信号执行

情况 1：运行单元 中没有对应方向的头寸：

BP/SP 信号---------------不执行；

BPK/SPK 只执行一步操作---只执行 BK/SK（买入/卖出）；

例如：运行单元持仓为 0，出现 BP 信号，运行单元持仓没有对应头寸，不执行买入操作。

情况 2：运行单元 中有对应方向的头寸：

判断当前行情是否为盘整 PANZHENG

指定交易合约 TRADE_OTHER('CODE')

消除隔夜跳空 TRADE_SMOOTHING

设置模组换月移仓的委托方式 SETMOVEOPIPRICE

启用按需自动入金方式 AUTOFINANCING

模组头寸函数 如 FEE、INITMONEY、LASTOFFSETPROFIT 等与资金相关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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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SP 信号执行--------买入/卖出操作；

BPK 信号执行两步------先买入，成交后，再执行一次买入；

SPK 信号执行两步------先卖出，成交后，再执行一次卖出；

例如：运行单元持多头 1手，出现 SP信号，执行卖出操作，如果此时交易账户中有多头持仓，

则了结多头头寸，没有多头将开空头。

2、 运行单元中出现 BK/SK 信号，出信号即执行买入操作。

例如：出现 BK 信号，执行买入操作，如果此时交易账户中无空头持仓则开多，有空头持仓则

了结空头。

第七部分 多账号下单使用说明

一、多账号介绍

（一）支持跨期货公司的多个账号

不限制期货公司，可最多配置 10 个不同期货公司的账号进行多账号下单交易。

注：多账号功能支持中国大陆内期货交易和境外期货交易。

（二）支持跨交易平台的多个账号

支持跨 CTP、金仕达、恒生多种后台，多个账号同时登陆交易。

（三）什么是多账号下单

多账号批量下单是用操作一个账号的过程，达到操作多个账号进行下单交易的目的。

二、多账号下单操作

（一）多账号登录

多账号下单需要同时登陆多个账号，点击软件右下方的"期货户"按钮打开登陆界面，在登陆

界面登陆多个账号。

如下图所示，是如何登录多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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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看各账号持仓

在左侧账号树中勾选哪个账号，右侧持仓栏就显示哪个账号的持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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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将多个账号合并为账号“组”，对组内账号同时下单，如下图，是如何设置账号“组”。

通过右键菜单“调入账号”和“调入组”，可切换账号列表和组界面查看持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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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设置不同下单手数

多账号下单各个账号的资金量可能是不同的，下单的手数也是不同的。软件提供“一带

多模式”和“管理模式”两种下单模式，可以根据下单需求，设置账号之间按倍数比例下单

或者不同的下单手数按份下单，对多个账号统筹管理。

1、一带多模式

一带多模式适合按账号资金比例关系下单，想要实现资金最大化利用的用户。各个账号

可设置不同的下单倍数，下单时按比例计算每个账号的下单手数。

（1）对单账号设置下单倍数

如下图，是对单账号设置下单倍数的方法，倍数支持设置为小数。

以下图为例，若在下单板上下单 1手，则当前账号下单 3*1手=3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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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账号组设置下单倍数

如下图，是对账号组设置下单倍数的操作方法，倍数支持设置为小数。

以下图为例，若在下单板上下单 1手，当前账号下单 3*1手=3手。

2、管理模式

管理模式适合资金量大、管理账户数量较多的机构用户。各账号的下单手数按份定义，

根据下单份数分别计算下单数量，可以严格按照下单计划的手数执行下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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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单账号设置每份下单手数

如下图，是对单账号设置每份下单手数的方法。

以下图为例，若在下单板下单 1份，当前账号对应下单 1*3手=3手。

（2）对账号组设置每份下单手数

如下图，是对组中账号设置每份下单手数的方法。

以下图为例，若在下单板下单 1份，当前账号对应下单 1*3手=3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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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账号交易

软件针对一带多模式和管理模式的操作需求，提供两种专用下单界面。

1、一带多下单界面

如下图，是一带多模式的下单界面。下单操作灵活便捷，勾选参与交易的账号或组，点

击即可快速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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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是一带多模式下单时调整委托价格的方法；在持仓列表可进行快速平仓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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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点击【价格】，会弹出排队价、对手价、市价、最新价、超价委托方式，选中其中一个，再点

击下单按钮就会以选中方式发委托。

“排队价”时，买入以买价发委托，卖出以卖价发委托。

“对手价”时，买入以卖价发委托，卖出以买价发委托。

“市价”时，买入以涨停价发委托，卖出以跌停价发委托。（交易所撮合最优价成交，因此和市

价下单效果是一样的）

“最新价”时，买入/卖出都以最新价发委托。

“超价”时，买入以“基准价”+N 个变动价位发委托，卖出以“基准价”-N 个变动价位发委托。

“基准价”和 N可以在交易界面左侧菜单【超价参数】中设置。

②在持仓列表双击鼠标左键会对选中合约以对手价发平仓委托；或者在持仓列表单击鼠标右键，

在弹出窗口中可以对持仓进行平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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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理模式下单界面

如下图，是管理模式的下单界面，提供专业操盘下单界面，选择参与交易的账号或组，

选择买卖开平方向即可精准下单。

管理模式也支持调整委托价格、快速平仓等便捷操作，如下图①和③。特别的，管理模

式还支持账号持仓同步功能，可在开仓时自动根据各账户持仓情况决定是否补仓，实现更专

业的多账户管理效果，如②所示：

勾选后，若账号中的持仓大于等于要下单手数，该账号将不进行下单；若单账号中的持仓小

于下单手数，则按差额进行补仓，自动保持各账号持仓之间的固定比例，无须手动调仓。

不勾选，则按下单份数计算出的手数进行下单，与账号当前持仓数量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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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下单模式切换

如下图，在账户参数设置->选项设置中，可切换多账号下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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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批量撤单、改价

调入要操作的组，对组进行的委托如果未成交，在委托列表单击鼠标右键->撤单/改价，

可以对该组的未成交委托完成批量撤单或批量改价，不需要针对组中的合约进行一个一个撤

单或改价的重复操作。

（六）多账号云条件单/预备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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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单账号设置云端条件单、预备单

如下图是对单账号设置云端条件单的操作方法，可在【条件单】列表点击右键，对已设

置的云端条件单进行修改。

如下图，是对单账号设置预备单的操作方法，在【预备单】列表中可以添加、发出或删

除预备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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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账号“组”设置云端条件单、预备单

多账号“组”同样支持云端条件单，组条件单在云端储存，本机断电、断网、关机都不

受影响。

如下图，是对账户组设置云端条件单的操作方法。可在【条件单】列表点击右键，对已

设置的条件单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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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是对账户组设置预备单的操作方法。可在【预备单】列表点击右键，添加、发

出或删除预备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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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预备单不能自动委托，需要手动在“预备单”列表右键-》立即发出，才会发送委托。

2、开盘触发条件单需要在非交易时间设置，在开盘时间会触发。商品期货的 9:00、10:30、13:30，

股指期货的 09：15、13:00，沪金、沪银的 21:00 的时间都属于开盘时间。

3、设置时间和价格条件单中，会有“永久有效”和“当前交易日有效”的选项。

永久有效：条件单设置后在云端运行永久有效。

当前交易日有效：只在本交易日当日有效，下一个交易日失效。

4、时间条件单根据条件单服务器时间触发（条件单服务器时间和交易所后台时间会进行校时）。

5、条件单中的“条件”价格是判断是否发出委托的依据，委托时会按照“订单”里的委托形式

下单，如设置了对手价，那么会以市场上当时的对手价发出委托；成交价是由交易所撮合成交的

结果，所以成交价可能和条件价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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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多账号云端止损单/止盈单

1、软件中提供的止损止盈策略

①、限价止损、限价止盈原理：

传统止损止盈方式，以设置的固定价差做止损止盈。

②、跟踪止损原理：

这是一种动态止损方法，止损价位会随着盈利的增加而变化；这种方法可以最大程度实

现“让盈利奔跑”。做多开仓，设置跟踪止损后的最高价每上涨一个价位，止损平仓价就跟

着上涨一个价位，当价格从 回撤了设置的止损价差时，触发止损。下图为做多跟踪止

损示意图，做空则相反。

：此最高价是从设置止损后开始记录的，不一定是开仓后的最高价。

③、保本策略原理：

做多开仓后，在“开仓均价+设置的保本价差”位置产生了一条保本线，最新价超过设置的

保本止损线后，再回落到这个保本止损线时才触发止损。这是一种现代人的止损思想——盈

利状态下止损；目的是保住赚到的利润，T8 软件中通常称之为“保本”。下图为做多保本

止损示意图，做空则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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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置开仓自动止损止盈

开仓自动止损止盈是指点下单界面的下单按钮后开的仓，持仓自动带止损止盈设置。 如下

图所示是如何设置开仓自动止损止盈：

点击下单按钮开仓后，持仓会按照“默认策略”和“国内合约默认止损点差参数”加载止损

止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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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持仓合约设置止损止盈

对账户已经持有的合约，可在持仓列表的右键菜单中添加止损/止盈单

①对单账号设置云端止损单/止盈单

如下图，是对单账号设置云端止损/止盈单的操作方法。在持仓列表点击右键，选择“设

置云止损/止盈/保本单”，可对已选单账号中的合约添加止损/止盈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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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对账号设置的云端止损/止盈单，默认手数是已选账户内该合约的全部持仓；

②对账号“组”设置云端止损单/止盈单

账号“组”也支持云端止损/止盈单。如下图，是对账号组设置云端止损/止盈单的操作

方法。在持仓列表点击右键，选择“设置云止损/止盈/保本单”，可对组中的合约添加止损

/止盈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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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对组设置的云端止损/止盈单，默认手数是交易组所有账户中该合约的全部持仓。

4、云端止损止盈单的删除、修改、暂停、启动

① 在持仓列表修改

如下图所示，在持仓列表右键选择“设置云止损/止盈/保本单”，可在弹出的损盈信息

列表上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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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在止损单列表修改

如下图所示，在云端损盈单列表点击鼠标右键，可以删除、修改、暂停、启动云端止损

止盈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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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止损单列表的右键菜单修改单账号/组止损单时，需要点开止损单的下拉菜单才能查

看到全部的止损单并进行调整，如下图所示。

注：

1、如果暂停再重新启用跟踪止损，会按照启用后出现的最高（低）价减(加)回撤价差重新计算

止损价。

2、同一个合约上设置的多个云端止损/止盈单，哪一个先触发条件，就先执行哪一条止损。

5、止损止盈单的委托价格

如下图所示是如何设置止损止盈委托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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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多账号下单参数设置

在下单界面【下单参数设置】中可以对多账号下单的超价参数、追价参数、止损参数等进行

设置，如下图所示

1、选项设置：

①、交易声音提示：勾选该项软件会在委托发出，委托成交时给出声音提示。

②、双击持仓操作确认：勾选该项，当双击持仓列表时，相应操作会弹出确认提示。

③、持仓列表多空分列：勾选该项，持仓列表会自动按照多单持仓和空单持仓分别排列显示仓位。

④、点击持仓切换主图合约：勾选该项，点击持仓列表时主图合约跟随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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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点击最大可开仓手数填单：勾选该项，点击下单界面的最大可开仓手数，系统会自动按照

该手数填写委托单下单手数。

⑥、大单拆分：当单笔委托数量超过交易所上限时，自动拆分成多笔委托下单。

⑦、下单默认指定价下单：勾选该项，在下单时，软件默认以固定的价格下单。

⑧、双击挂单操作确认：勾选该项，当双击挂单列表时，相应操作会弹出确认提示。

⑨、百分比开仓：勾选该项，可按照可用资金的百分比开仓。

⑩、单账号点持仓列表填单手数：可以通过点持仓列表快速填入手数，支持“该合约全部可用

持仓”和“该合约默认手数”两种形式。

⑪、反手默认下单方式：是指在持仓列表单击鼠标右键—>反手或者点击【反手】按钮的委托方

式，反手会平仓，平仓成功后再反向开仓。

⑫、比例平仓下单方式：是指通过点击下单界面的比例平仓按钮时的下单方式。

⑬、账户清仓下单方式：是指在持仓列表单击鼠标右键—>撤单平仓+账户清仓的委托方式。撤

单平仓+账户清仓会先撤掉已有挂单，然后平掉当前所有持仓。

⑭、委托确认：启用后点击【下单】按钮会弹出下单确认框，点击框中的“确认”按钮才下单。

2、默认手数：

如下图是如何设置默认下单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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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超价参数：

可以为每个合约设置“买超价”“卖超价”参数。在下单界面使用超价下单买入时以“基准

价”+N 个变动价位发委托，卖出时以“基准价”-N 个变动价位发委托。“基准价”和 N 可

以在交易界面左侧菜单【超价参数】中设置。如股指的买超价参数设置为 2，在下单界面用

超价发买委托时，会以市场的卖价+2*0.2.的价格委托。

如下图所示，是如何设置超价参数：

4、追价参数：

设置追价触发时间以及追价的委托方式。如下图是如何设置追价参数

5、止损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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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时效：

永久有效：止损止盈单设置后在云端运行永久有效

②、开仓自动止损的基准价：

计算止损价格离不开基准价，比如设置开仓后亏损 10 个点止损，我们要有一个基准价，用它来

判断现在亏损了几个点。软件中有两种形式的基准价，分别是第一批成交价和委托发出时对手价。

③、默认策略：

这里设置的是开仓自动止损止盈的策略形式，软件提供多种策略组合，一个合约可以同时启用多

个止损策略。

④、国内合约默认止损点差参数：

止损参数是在计算止损止盈价位时用到的，可以设置跳点（几个最小变动价位），也可以设置价

差，价差不同于跳点是具体价格，以股指 IF 为例：

限价止损：开仓后亏损 2 个点止损，3000 开多，2998 止损平仓。

限价止盈：开仓后盈利 1.6 个点止盈，3000 开多，3001.6 止盈平仓。

跟踪止损：最高价回撤 2 个点止损，3000 开多，开仓后的最高价达到 3010，在 3008 平仓。

保本策略：盈利超过 1.6 个点后，再次回到盈利 1.6 个点的价位时止损，3000 开多，价格上涨

超过 3001.6 后，再次回落到 3001.6，保本平仓。

注：当价差设置为 0，相当于不启动止损或止盈

三、多账号量化运行

运行模组可以实现多账号下单，一个运行单元可以绑定不同的账号，委托时会按照各个

运行单元绑定的账号一一对应下单。

建立步骤：

第一种方法：登录多账户 -> 在模组界面上新建运行单元时选择要交易的账号，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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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方法： 创建副本—>绑定其他账户，如下图所示。

注：

使用运行模组多账号下单需购买运行模组授权；

单/多账户建立的运行单元，多/单账户状态下无法使用；

常见问题解答:

1.对“组”下单时，如果单账号的“下单倍数”与“下单界面手数”的乘积不是整数倍，

下单手数为多少？

答：乘积按照向下取整确定下单手数，如下单倍数是 1.5，下单界面的下单手数是 3，那么

单账号的下单手数是 4 手（1.5*3=4.5，向下取整）。

2.对“组”平仓时，如果某个单账号手数不足，其他平仓手数充足的单账号能否平仓成功？

答：可以平仓成功，平仓手数不足的单账号会平掉现有持仓。

http://pay.wenhu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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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何查询和确认账单？

答：在软件上方菜单的【账户】—>【期货账户】—>账单查询及密码修改。

4.多账号下单设置的倍率，对量化下单是否有效？

答：无效。量化下单手数由回测参数中设置的手数或模型中编写的手数来决定。

第八部分 常见问题

1、过滤模型、非过滤模型的运行规则是什么？

答：过滤模型运行规则：http://www.wenhua.com.cn/popwin/guolvmx.htm

非过滤模型运行规则：http://www.wenhua.com.cn/popwin/feiguolvmx.htm

2、什么是指令价模型和收盘价模型？

答：k 线走完前，由于行情的变化可能会出现信号产生和信号消失交替的情况，为了避免这

样的情况出现，很多用户选择在 k线走完、信号稳定的情况下再执行信号，这样的模型就是

收盘价模型，即 k 线走完后再执行信号的模型。当然，有的用户认为这样会损失掉信号出现

到 k 线走完这段的利润，还是希望信号出现时立即执行，如果信号消失（不满足条件）则立

即更正，让账户恢复到信号出现之前的状态，这样的模型为指令价模型。

应该使用哪种模型？

使用指令价模型还是收盘价模型，应该根据交易合约的活跃程度、k 线周期的大小综合考虑。

活跃程度高，价格变化快，指令价模型信号消失的概率大，信号消失的成本高；k 线周期大

的收盘价模型，收盘价格可能会和信号出现时的价格相差较大，k 线走完执行信号可能错失

大部分利润。两种模型在 T8 软件中都可以进行精准的历史数据回测，您也可以根据回测效

果，决定实盘中的应用。

模型编写：

指令价模型编写：模型源码中加入 CHECKSIG/MULTSIG/CHECKSIG_MIN/MULTSIG_MIN 函数的模

型为指令价模型。

收盘价模型编写：不含有上述函数的模型，为收盘价模型。

注：

1、考虑到指令价模型如果出信号立即执行，信号消失立即恢复，信号消失的成本会比较大，所

以指令价模型函数加入了变量参数，可以等信号出并持续存在一定时间后再执行，信号在一定时

间后消失再恢复，详见软件中 CHECKSIG 的函数说明。

2、指令价模型进行历史数据回测时，采用逐笔 tick 数据回测，和实盘执行效果一致，但由于计

算量大，测试时间较长。

http://www.wenhua.com.cn/popwin/guolvmx.htm
http://www.wenhua.com.cn/popwin/feiguolvm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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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模型和模组的区别？

答：模型是指使用麦语言编写的包含变量、交易条件、交易指令等的公式。

模组是这些公式自动下单的运行工具。每个运行的模型称为单元，在模组后台运行自动下单。

4、如何导入模型？

答：以不同方式备份的模型，导入方式也不同；

（1）模型是以具体名字命名的压缩文件

如果您需要导入的模型是如下图所示的压缩文件，需要在麦语言模型开发平台里导入：

导入方法：

（2）模型是纯源码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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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需要导入的模型是纯源码形式的，可以直接将模型复制粘贴到麦语言开发平台的编辑

器里再保存,如下图所示：

5、如何进行多品种的量化交易？

答：如下图，在模组界面点击按钮，新建运行单元，可以多次建立多个运行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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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模组里可以加载多少个运行单元？

答：模组的运行单元数量上限与 CPU线程数挂钩，每一个线程允许 32个运行单元，总数不

超过 256。

7、运行量化的电脑需要什么样的配置？

答：运行 T8 需要 8G 以上内存，64 位操作系统，电脑 CPU 要达到四核及以上配置，对电脑

的其他硬件没有要求。在软件运行时，点击下方的“网络状况指示按钮”在弹出的性能查看

器中观察 cpu 和内存，不超过建议值即可。如果经常超过建议值，建议提高电脑硬件性能或

减少模组加载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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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运行单元状态列表中的“复核”是什么意思？

答：复核是指模型信号是否是固定的，如下图所示，如果“复核”位置显示为“是”，那么

信号就是固定的。为“否”信号不固定，可能会信号消失。

9、量化运行过程中能否暂停？

答：点击下图红框位置的“切断账号”按钮，切断与交易账号的连接，策略继续出信号，但

不委托。希望量化信号能发出委托时点击绿框的“连接账号”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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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如何取消主窗口 k 线图的信号连线显示？

答：在主窗口 k线图上单击鼠标右键，不勾选显示信号连线。

11、量化策略开的仓，手动平掉可以吗，量化策略再出平仓信号，会有什么反应？

答：无论以什么形式开的仓，都可以在交易界面平掉。

在交易界面进行平仓：如果平掉的是之前手动开的仓，对模组运行单元没有影响。如果平掉

的是量化策略的开仓，那么当量化策略再出现平仓信号时，会先核实实际持仓，这时候核实

的结果应该是实际持仓少于量化策略默认委托手数，那么，实际有几手平几手，没有持仓，

不委托。当量化策略再出现开仓信号时，正常开仓。

12、模型可以取到本合约其他周期的指标值吗？如模型加载在 if1410 合约的 1 分钟周期上

但需要取该合约 3分钟周期的指标数值。

答：可以通过#IMPORT 跨周期函数来实现，如下图，在模型编写界面点击【插入】—>插入

函数，在“K 线数据引用”里找到#IMPORT 函数，具体使用方法请参考“插入函数”里的函

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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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面案例所示，是如何建立跨周期模型：

案例：在 1分钟周期上引用 30 分钟周期的 MA5 和 MA10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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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好的跨周期模型加载到 1 分钟周期上，AA 指标不需要加载，只加载跨周期模型即

可。

13、模型可以取到其他合约相同周期的指标值吗？如模型加载在 if1410 合约的 1 分钟周期

上但需要取 IF 加权在 1 分钟周期的指标数值？

答：可以通过#CALL 跨合约函数来实现，如下图，在模型编写界面点击【插入】—>插入函

数，在“K 线数据引用”里找到#CALL 函数，具体使用方法请参考“插入函数”里的函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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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如下面案例所示，是如何建立跨合约模型：

案例：在 IF1410 合约 1 分钟周期上引用 IF 加权合约 1 分钟的 MA5 和 MA10 指标

建立好的跨合约模型加载到 1 分钟周期上，AA 指标不需要加载，只加载跨合约模型即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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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模型可以同时引用多个合约、多个周期的数据吗？

答：可以通过#CALL_PLUS 函数实现。

案例：在铁矿石 1501 合约,1 分钟周期上引用“焦煤 1501 合约，5分钟周期 MA5”的数据。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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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好的跨合约跨周期模型加载到铁矿石 15011 分钟上，AA 指标不需要加载，只加载

跨合约跨周期模型即可。

15、如何在模型中插入声音提示？

答：在模型源码中加入声音函数 PLAYSOUND（条件满足时，播放指定声音）即可。如下图所

示方法，可找到声音函数及其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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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如何增加提示音类型？

答：（1）用软件录制声音。

①调出录音软件

如下图所示，点击电脑左下角的开始->程序->附件->娱乐->录音机，调出录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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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开始录音

下图为调出的录音机，点击图中红框按钮开始和暂停录音。

③保存录音

完成录音后，按下图所示方法将录制的声音保存。下图将文件保存在桌面，名字为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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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软件中调用录制的声音文件

回到 T8 软件的“模型开发平台”，打开“设置声音文件”，按下图所示方法调用桌面的“123”

声音文件， 再使用声音函数时即可播放自己的声音文件了。

17、模组运行单元中的浮动盈亏为什么与下单界面中的实际的盈亏不一样？

答：运行单元中的浮动盈亏是软件根据前面信号的指令价作为开仓均价计算浮动盈亏。而下

单界面中的逐笔浮盈和盯市浮盈是与开仓均价（当老仓是盯市浮盈与昨结算）比较盈亏。由

于计算盈亏时比较的基准价的取值不同，所以我们看到的运行单元浮动盈亏和下单窗口不一

样。

18、模组中“导入现有持仓”如何使用？

答：“导入现有持仓”是将您真实账户持仓带入模型，让模型替您打理持仓的功能，如下图，

在模型加载后，历史 k 线图最近一个固定的信号是 BK 信号，我们在加载模型时错过了这个

信号，如果此时真实账户中也有该合约同向持仓，则可以通过此功能，将该持仓带入模型，

当模型出现 SP 信号，会将多头持仓平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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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量化运行日志中的信号出现价和信号执行价、滑点是什么意思？

答：如上图红框所示，

信号触发价：信号委托时的最新价

信号执行价：信号真实委托价格

滑点：成交价与信号触发价之间的差值

买入滑点=成交均价-信号触发价

卖出滑点=信号触发价-成交均价

20、主力合约换月之后交易的合约能否自动换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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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模型源码中加入 TRADE_OTHER('AUTO')时，可以加载到加权合约、主连实现自动换月移

仓。

21、如何将模型加载到主窗口 k 线图上？

答：如下图所示，双击软件右侧的模型，模型直接加载到主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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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如何避免指标返回值过大或是过小导致的 K 线被压缩？

答：利用定义变量函数“：=”。

例：布林通道+均线指标，由于 TMP2 值过小，导致指标图形被压缩，如下图

MID:MA(CLOSE,26);

TMP2:STD(CLOSE,26);

TOP:MID+2*TMP2;

BOTTOM:MID-2*TMP2;

MA1:MA(CLOSE,5),LINETHICK1;

MA2:MA(CLOSE,20),LINETHICK1;

修改指标后，可以正常显示，如下图：

MID:MA(CLOSE,26);

TMP2:=STD(CLOSE,26);

TOP:MID+2*TMP2;

BOTTOM:MID-2*TMP2;

MA1:MA(CLOSE,5),LINETHICK1;

MA2:MA(CLOSE,20),LINETHIC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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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如何设置模型的属性？

答：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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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图指标：默认加载到副图，可通过叠加指标的方式加载到主图，坐标方式为独立坐标，多

指标叠加，指标值不影响图形显示。典型指标：KDJ，MACD。

K 线附属指标：默认加载到主图，坐标方式为附属 K 线，多指标叠加，指标值差异可能导致

图形压缩。典型指标：MA 组合，BOLL 布林通道线。

主图 K 线形态：默认加载到主图，每个主图只能加载一种 K 形态，系统默认的 K 线形态是“K

线（蜡烛图）”。典型指标：竹线，宝塔线。

属性为“K线附属指标”的 KDJ 加载到主图后，K 线压缩。

属性为“副图指标”的 KDJ 加载到主图后，K 线和 KDJ 指标各自坐标独立，均能正常显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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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主图叠加属性是“副图指标”的指标。如下图，通过在主图点右键设置技术指标

的方式。

24、模型源码中有很多开仓和平仓条件，如果希望某个条件开的仓用特定的条件平，该如

何操作？

答：可以在编写模型的交易指令时使用分组指令，分组指令可以对开平条件分成 n 个组，某

个组的条件开的仓位只有某个组对应的平仓条件条件才能平，其他组的平仓条件满足不会出

信号，也就不会委托。

一开一平过滤模型：不同的开仓条件如果想以不同的平仓策略进行平仓，可以利用指令分组

来进行控制。如下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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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减仓模型：入场策略和加仓策略可能有所不同，相应的止损及出场策略的使用亦不相同，

这时可以采用指令分组的方式实现。如下图：

分组指令编写、运行机制：

一开一平过滤模型：

如果上一根 K 线信号是组 A 发出的开仓信号(bk sk bpk spk) 当前 K线只能是组 A 的平仓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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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如果上一根 K 线信号是组 A 发出的平仓信号(bp sp) 当前 K 线可以是任意组的开仓信号（以

信号出现的顺序取第一个开仓信号）。

注：不分组的平仓条件只能平不分组的开仓条件

加减仓模型：

如果上一个信号为组 A 发出的开仓信号，则下一信号必须为组 A 的加仓信号或平仓信号

如果上一个信号为组 A 的平仓信号并且组 A持仓为 0，下一信号可以为任意组的开仓信号；

如果 A组持仓大于 0，则必须为 A组的开仓信号或平仓信号

注：不分组的平仓条件只能平不分组的开仓条件

更多分组指令的编写方法，可以参见模型开发平台中“插入指令”中的说明，如下图所示。

注：分组指令对组的命名规则为，只能用 A——I 这九个字母中的其中几个命名。最多支持分成

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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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编写好的模型可以加密输出给指定使用者或设置使用时限么？

答：可以。在模型源码中使用加密函数即可对模型进行加密，加密强度很高，破解难度很大。

1、SETEXPIREDATE('yyyymmdd'); 设置模型加密输出的到期日期为 yyyymmdd。

例：

C>REF(H,1),BK;//价格大于上一根 k 线最高价，开多仓

C<BKPRICE-3*MINPRICE,SP;//亏损 3 点止损

SETEXPIREDATE('20141001');//该模型加密输出的到期日期为 2014 年 10 月 1 日

MONEYTOT<=INITMONEY*(1-10/100),CLOSEOUT; // 权益回撤 10%止损

AUTOFILTER;

注：需要通过“文件”菜单下的“加密输出执行副本”导出后加密才能生效。

2、SETQUOTACCOUNT('ACCOUNT1'); 设置该模型加密输出给行情账号为 ACCOUNT1 的使用

者。

例：

C>REF(H,1),BK;//价格大于上一根 k 线最高价，开多仓

C<BKPRICE-3*MINPRICE,SP;//亏损 3 点止损

SETQUOTACCOUNT('ACCOUNT1');//将该模型加密输出给行情账号为 ACCOUNT1 的使用者。

MONEYTOT<=INITMONEY*(1-10/100),CLOSEOUT; // 权益回撤 10%止损

AUTOFILTER;

注：

（1）该函数只能写入一次，即只能设置一个加密输出的行情账号，连续写入多个，只有第一个

是有效的。

（2）模型中支持同时写入 SETTRADEACCOUNT 和 SETQUOTACCOUNT 函数，即支持同时设置授权的行

情账号和资金账号。

3、SETTRADEACCOUNT('ACCOUNT1'); 设置该模型加密输出给资金账号为 ACCOUNT1 的使用者。

例：

C>REF(H,1),BK;//价格大于上一根 k 线最高价，开多仓

C<BKPRICE-3*MINPRICE,SP;//亏损 3 点止损

SETTRADEACCOUNT('ACCOUNT1');//将该模型加密输出给资金账号为 ACCOUNT1 的使用者。

MONEYTOT<=INITMONEY*(1-10/100),CLOSEOUT; // 权益回撤 10%止损

AUTOFILTER;

注：

（1）该函数只能写入一次，即只能设置一个加密输出的资金账号，连续写入多个，只有第一个

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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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模型中支持同时写入 SETTRADEACCOUNT 和 SETQUOTACCOUNT 函数，即支持同时设置授权的行

情账号和资金账号。

26、量化“默认下单方式”指的是什么？

答：是指在下单参数设置—>程序化参数中默认下单价格，如下图所示，当模型中没有描述

信号委托方式的语句时，按照该处设置的下单方式进行委托。

注：

1、该处可设置的默认下单方式为排队价，对手价，超价，市价，最新价。

2、模组运行单元中，使用 SETSIGPRICETYPE/SETALLSIGPRICETYPE 设置信号下单方式的按照

SETSIGPRICETYPE/SETALLSIGPRICETYPE 的设置执行，否则按照该处设置的默认下单方式执行。

如：若设置 SETALLSIGPRICETYPE(CANCEL_ORDER),则只有 BK、SK 按 CANCEL_ORDER 处理，其他信

号按没设置过，取交易参数中的“默认下单方式”

3、此处设置实时保存，正在运行过程中的单元，在此处修改后，再次发出信号也会按照最新设

置的方式进行下单。

27、如何让日内模型只计算当日数据？

答：使用 DAYTRADE1 函数，当我们做日内周期，只想以当日数据来运行模型，并且希望昨日

的信号和今天的信号间相互独立，这时就需要用到该函数。模型中写入该函数，分钟周期上，

只用日内数据进行计算，以避免行情跳空导致指标数据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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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该函数适用日线以下周期。

2、不同函数对当天数据的引用不同，使用时需注意函数用法，如：

MA(X,N)函数 N 的取值：当天如果 k 线小于 N 根，则返回空值。如果 k 线为大于等于 N 根，则取

N。

HHV(X,N)函数 N的取值：当天如果 k线小于 N 根，则返回实际根数，如果 k 线为大于等于 N根，

则取 N。

例：MA5^^MA(C,5);

MA10^^MA(C,10);

CROSSUP(MA5,MA10),BK;//5 周期均线上穿 10 周期均线，买开仓

CROSSDOWN(MA5,MA10),SK;//5 周期均线下穿 10 周期均线，卖开仓

C<BKPRICE-10*MINPRICE,SP;//亏损 10 点平多

C>SKPRICE+10*MINPRICE,BP;//亏损 10 点平空

CLOSEMINUTE<=1,CLOSEOUT;//收盘前一分钟，清仓。

MONEYTOT<=INITMONEY*(1-10/100),CLOSEOUT; // 权益回撤 10%止损

AUTOFILTER;//一开一平信号过滤模型

DAYTRADE;//只用日内数据进行计算

28、模型回测时能否每月自动对资金重新初始化？

答：可以，例如，每月进行一次总结，盈利则将利润拿出使账户资金恢复到月初首次入金状

态；亏损则对账户资金进行补充同样使之恢复到月初状态，对这种策略进行回测时，软件中

提供了一类函数可以对这种段落交易的方式进行回测，更具有实盘参考价值。

例：初始资金 100000，以月为周期进行交易，每月第一个交易日资金和信号重新初始化在

模型中加入 MONTHTRADE 函数来实现想法。

HH:=HHV(HIGH,N);

LL:=LLV(LOW,N);

HH1:=BARSLAST((HH > REF(HH,1)));

LL1:=BARSLAST((LL < REF(LL,1)));

HH1>LL1,SPK;

HH1<LL1,BPK;

CLOSEMINUTE<=1,CLOSEOUT;

MONEYTOT<=INITMONEY*(1-10/100),CLOSEOUT; // 权益回撤 10%止损

AUTOFILTER;

MONTHTRADE;//使用每月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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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将上面编写好的源码加载到合约上进行回测，回测过程中软件会自动将每个交易阶

段区分开来，在每月第一个交易日时重新初始化资金和信号，如下图所示，是回测报告的成

交明细，通过该明细我们可以看出，每当新一月的交易日开始，权益都会变为我们所设定的

100000。这样一来，及时是这种段落式交易的想法也可以实现历史数据回测了。

相应的，在回测报告中，我们也可以通过查看调整后的权益，来了解模型在历史回测中

的变现。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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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权益=最终权益 = 初始资金 + 入金 - 出金 + 净利润。也就是初始资金+最后阶段的盈

亏

（例如：使用 DAYTRAD 函数，是初始资金+最后一天的盈亏值）之后的指标均由“调整后的

权益”计算得来的。

调整后的权益=初始资金+净利润（即交易明细中各平仓盈亏之和）

出金=当上一阶段交易结束，且获利时，开始下一阶段交易前所出金额总和

入金=当上一阶段交易结束，且亏损时，开始下一阶段交易前所入金额总和

其他同类函数：

DAYTRADE:使用每日数据计算。

WEEKTRADE：使用每周数据计算。

MONTHTRADE：使用每月数据计算。

QUARTERTRADE：使用每季度数据计算。

YEARTRADE：使用每年数据计算。

29、如何启用/关闭/修改软件的信号声音提示？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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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和关闭模组运行单元信号声音：

设置信号的提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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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不同交易指令同时满足条件时怎样处理？

答：交易指令指 bk（买开）、sk（卖开）、bp（买平）、sp（卖平）、bpk（买平开）、spk

（卖平开）、closeout（全平），在同时满足条件时的执行顺序如下：

过滤模型：①bk 指令和 sk 指令同时满足时，bk 指令优先于 sk 指令

②反手指令和平仓指令同时满足时，反手指令优先于平仓指令

③closeout 指令和平仓指令同时满足时，closeout 指令优先于平仓指令

非过滤模型：按照模型中指令编写顺序从上往下执行

分组模型：无组别的指令优先执行，然后按照分组 ABCD——I 的指令顺序执行，组间执行顺

序按照上面提到的顺序执行。

31、如何监控模组的运行状态？

情境 1：远程监控

当我们需要对程序进行远程监控，或者团队间互通信号有无时，可以使用【监控云主机上的

模组】功能来实现。以在 B 电脑监控 A电脑上的信号为例，则 B 为监控端，A 为运行端，设

置方法如下：

① 在运行端（A电脑）开启远程监控

如下图，在模组菜单中开启远程监控，并设置远程端口号、密码、和最大连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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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在监控端（B电脑）登录远程模组

如下图，点击软件右上角菜单【量化】->监控云主机上的模组，选择【远程】，输入与运行

端匹配的 IP 地址、端口和密码进行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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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后，便能在监控端（B 电脑）上看到运行端（A 电脑）模组的运行情况。

情境 2：本地监控

模组平台运行单元太多，出信号后一个个点击查看太麻烦，想在一个窗口上直接监控所有单

元的出信号情况时，也可以使用【监控云主机上的模组】功能来实现。

设置方法：软件右上角【量化】->监控云主机上的模组，选择【本机】直接登录，如下图。

登录后便可在监控窗口查看本地电脑上所有运行单元的出信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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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远程监控时，监控窗口只是显示运行端的模组信号；

② 有挂单的信号，在监控窗口会显示撤单和追对手价按钮，可在监控窗口手动辅助处理；

③ 远程监控时，两个软件的版本需保持一致；

④ 一个客户端只能作为监控端或者运行端中的一个，例如，B已经连接了 A，则 B此为监控端，不可以再

作为运行端被其他软件连接。

32、T8量化交易支持哪些合约？

答：

期货合约运行模组支持：国内期货和国外期货合约，后台自动下单；

页面盒子支持：国内期货、国内股票、国外期货合约进行信号监测。

T8 中不支持对期权、股票期权进行量化交易。

附录：图表分析各图表项说明

收益/风险

（1）损益曲线图：策略的累计盈亏曲线，反映一段时间内平仓盈亏累加值的波动，每完整

的交易一次计算一次损益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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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权益曲线图：反映某一个时点的权益波动情况，每根 K 线都动态的统计一次权益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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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损盈分布图：根据距离平均盈亏的离散程度分析交易的整体盈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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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损盈直方图：统计落入盈亏净值区间内的次数，对比盈利和亏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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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权益回撤直方图：统计落入某一回撤区间的次数，反映权益回撤的金额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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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连续亏损次数：统计连续亏损的次数，投资者可结合自身对风险的承受能力综合考量

策略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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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动盈亏

（1）权益面积图：对比权益的高点位置和权益波动，直观的查看权益回撤的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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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浮盈面积图：对比权益面积图，分析浮盈波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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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浮亏面积图：对比权益面积图，分析浮亏波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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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浮盈分布图：根据距离平均浮盈的离散程度分析交易的浮盈极值和整体盈利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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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浮亏分布图：根据距离平均浮动亏损值的离散程度分析浮亏的极值和整体亏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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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浮盈直方图：统计落在指定浮盈区间内的交易次数，分析策略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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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浮亏直方图：统计落在固定浮亏区间内的交易次数，分析策略的亏损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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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分析

（1）月度统计：统计当月交易的盈亏和成本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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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统计：统计当日的交易的盈亏和成本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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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分析

（1）总效率分布图：以做多为例，买在最低点卖在最高点视效率为 100%，按交易价格折算

每次交易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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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仓效率分布图：以做多为例，买在最低点即为最佳入场点，效率为 100%，再按实

际入场点折算每次建仓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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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仓效率分布图：以做多为例，卖在最高点即为最佳出场点，效率为 100%，再按实

际出场点折算每次平仓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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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亏分析

（1）胜率分析：统计不同盈利百分比下的胜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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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盈利分析：统计一定盈利范围内的盈利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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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亏损分析：统计一定亏损范围内的亏损次数



185

（4）回撤分析：按回撤比例分析权益回撤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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