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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系统概述 

目前期货行业内信息资讯类产品的厂商比较单一，由于长期缺乏有效的市场

竞争，信息资讯类产品的需求相对单一，服务存在很多问题。为了更好的服务于

大连商品交易所、会员、投资者，解决目前交易所、会员、投资者层面的痛点，

为市场提供更优质的服务，飞创公司推出一款信息资讯类产品来服务于整个市

场。 

飞创财讯通的定位为集行行情、新闻资讯、交易管理、社交为一体的综合性

平台，涉及到期货四家交易所、两家证券交易所、黄金交易所、国外的期货交易

所等多个领域，初步规划分为多个阶段完成，第一阶段的目标是完成四家期货交

易所行情的发布。 

安卓客户端支持：系统版本在 4.0.3 及以上的版本。 

iOS 客户端支持：系统版本在 iOS10 及以上的版本。 

第二章. 新手入门 

 本章介绍飞创财讯通移动端 APP 的主要功能模块，APP 中涉及的一些较为

专业的术语名词解释以及本使用手册的文档结构安排。 

2.1. 主要功能模块介绍 

 本 APP 包含七个大的功能模块，并包含各自的子功能模块，如下所示： 

行情分析：国内商品、国内期权、全球指数、股指期货、热点排名、 

沪深市场、外盘纵览、商品分类、大商所 Level-2； 

活动通知：期货微课、交易所信息、产业大会、大商活动、投资者教育、 

交易大赛、期市频道； 

数据报表：财经日历、持仓动向、席位分析、资金流向、期市速递、 

仓单日报、交割信息、期货转现、极值筛选、同比统计、 

环比统计、美农数据； 

期货服务：大商所官微、交割仓库、会员指引、联系大商所、网上开户、 

适当性评测、研究报告、风险贴士； 

交易投资：特色下单、三键下单、套利下单、期权分析、银期转账、 

账单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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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资讯：期市要闻、财经早报、7*24、热点专题、商品专题、问答广场、 

VIP 专栏、农产品、黑色、贵金属； 

我的关注：自选行情、我的收藏、我的消息、在线客服、 近浏览。 

2.2. 术语名词 

 本移动端产品设计到一些期货的专业名词，在这里做一些简要解释。 
 分时图：白色曲线表示每分钟的成交价格；黄色曲线表示每分钟成交的平均

价格；黄色柱线表示每分钟的成交量；副图中的白色曲线表示每分钟的持仓量。 
 K 线图：又称“阴阳烛”，是反映价格走势的一种图线，其特色在于一个线段

内记录了多项讯息，包括 高价、 低价、开盘价、收盘价；K 线同时可以记录

不同周期内的上述信息。 
 五档盘口：分别对应未成交的买卖五个价格，即买一～买五、卖一～卖五；

同一时间为成交的 高买价就是买一，未成交的 低卖价就是卖一，其余类推。

五档盘口还会显示各自价格上的总委托数量。 
 期权：是一种可交易的衍生金融工具，根据某项资产在未来某一段时间段的

价格，确定期权交易中买家的权利和卖家的义务。 

2.3. 文档结构安排 

第一章：主要对飞创财讯通进行整体的系统概述，以及运行环境的一些要求。 
第二章：新手入门，对我们产品的主要功能模块，涉及到的一些术语名词进

行解释。 
第三章：操作指南，包括界面的总体布局，如何快速操作等。 
第四章：具体功能描述。 
第 X 章：常见问题解答。 
第 X+1 章：联系我们。 

第三章.  操作指南 

3.1. 界面总体布局 

首先打开 APP 的页面下方有“首页”、“自选”、“行情”、“交易”（未开放）、

“资讯”五个 tab 按钮。如下图所示。 
其中“首页”页面，从上到下依次包括：我的，搜索区，消息区；轮播图区；

交易所通知区；功能按钮区；期市要闻区；期货微课区；商品专题区；热门专题

区；数据报表区。 
“自选”页面，包括期货合约的自选列表以及期权合约的自选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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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页面，主要是期货合约、期权合约、指数的行情列表展示，点击每

个列表子项则会进入到每条具体的行情详细页面，会进行行情的各项内容的详细

展示。 
“交易”页面，暂未开放。 
“资讯”页面，主要展示要闻、视频、7*24、农产品、工业品、财经日历、

交易所信息、国际动态、内盘评论、商品专题、国内经济、金融期货、现货市场、

专题、名家、财经早报等资讯栏目。 

 

3.2. 全部功能 

在全部功能页面，如下图所示，点击管理按钮，会显示二级功能按钮的管理

界面，可自由勾选 1-4 个二级标签，对应首页每个一级标签下的二级标签，选择

满 4 个标签其它标签不可点击，页面中央吐司提示“ 多选择四个栏目”，取消

后一个标签时，页面中央吐司提示“ 少选择一个栏目”。点击二级功能标签，跳

转到对应的二级功能详情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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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快捷操作 

为了方便用户快捷的进入某些功能，飞创财讯通提供了一些功能的快捷入

口，主要集中在首页的功能按钮区域。 

3.3.1. 快捷进入期货合约行情列表 

 点击首页功能按钮区域的“行情分析”->“国内商品”即可直接跳转到期货

合约行情列表；或者点击全部功能页面的“行情分析”下的“国内商品”也可以

进入。 

3.3.2. 快捷进入期权合约行情列表 

点击首页功能按钮区域的“行情分析”->“国内期权”即可直接跳转到期权

合约行情列表；或者点击全部功能页面的“行情分析”下的“国内期权”也可以

进入。 

3.3.3. 快捷进入指数行情列表 

点击首页功能按钮区域的“行情分析”->“全球指数”即可直接跳转到指数

行情列表；或者点击全部功能页面的“行情分析”下的“全球指数”也可以进入。 

3.3.4. 快捷进入期货微课列表 

点击首页功能按钮区域的“活动通知”->“期货微课”即可直接跳转到期货

微课列表；或者点击全部功能页面的“活动通知”下的“期货微课”也可以进入。 

3.3.5. 快捷进入期货微课列表 

点击首页功能按钮区域的“活动通知”->“期货微课”即可直接跳转到期货

微课列表；或者点击全部功能页面的“活动通知”下的“期货微课”也可以进入。 

3.3.6. 快捷进入交易所信息 

点击首页功能按钮区域的“活动通知”->“交易所信息”即可直接跳转到交

易所信息；或者点击全部功能页面的“活动通知”下的“交易所信息”也可以进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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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快捷进入期市速递 

点击首页功能按钮区域的“数据报表”->“期市速递”即可直接跳转到期市

速递；或者点击全部功能页面的“数据报表”下的“期市速递”也可以进入。如 

3.3.8. 快捷进入期市要闻 

点击首页功能按钮区域的“新闻资讯”->“期市要闻”即可直接跳转到期市

要闻列表页面；或者点击全部功能页面的“新闻资讯”下的“期市要闻”也可以

进入。 

3.3.9. 快捷进入财经早报 

点击首页功能按钮区域的“新闻资讯”->“财经早报”即可直接跳转到财经

早报列表页；或者点击全部功能页面的“新闻资讯”下的“财经早报”也可以进

入。 

3.3.10. 快捷进入商品专题 

点击首页功能按钮区域的“新闻资讯”->“商品专题”即可直接跳转到商品

专题列表页；或者点击全部功能页面的“新闻资讯”下的“商品专题”也可以进

入。 

3.3.11. 快捷进入自选行情 

点击首页功能按钮区域的“我的关注”->“自选行情”即可直接跳转到商品

专题列表页；或者点击全部功能页面的“我的关注”下的“自选行情”也可以进

入。 
 

第四章. 功能操作描述 

4.1. 首页 

首页，用于展示本 APP 的一些常用功能导航，以及展示一些重要的新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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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轮播图 

【功能描述】 

轮播图，会放一些重要的图片信息，现在点击大商所指数轮播图，会直接跳

转到指数行情列表页面。 
【操作说明】 

点击会有相应的跳转动作，每隔 5 秒轮播图会切换到下一张图片。 

 

【业务提示】 
无 

 

4.1.2.  交易所信息/交易所通知 

【功能描述】 

轮播图的下方是交易所通知区域，可以前往交易所通知的列表页面和交易所

通知的详细界面。 
【操作说明】 

点击交易所通知图标会跳转到交易所信息页面，点击图标右侧的滚动通知区

域，会跳转到通知的详情页面。如下方图片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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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新动态和数据月报则会分别跳转到相应的交易所信息的页面。其中

新动态展示 新的动态通知；数据月报会显示期货市场月报、国际衍生品市场、

数据月报三个类表。以上两者如下图所示： 

     
【业务提示】 

无 



 

 12 

4.1.3. 功能按钮区 

【功能描述】 

提供 APP 中的全部功能的快捷访问方式。 
【操作说明】 

在首页的功能按钮区，每个一级功能按钮被点击后会弹出二级菜单，如下图

所示，点击二级菜单中的相应的功能按钮则会跳转到相应的功能页面。点击二级

菜单中的更多则跳转到全部功能页面的相应区域。点击一级菜单中的“全部”按

钮也会跳转到全部功能按钮页面，如下图所示。 

         
【业务提示】 

无 

 

4.1.4. 财经早报 

【功能描述】 
 主要是音频类的资讯信息，播放飞创财经信息。 
【操作说明】 

点击首页功能按钮区的新闻资讯，再点击二级菜单中的财经早报，，如下图

所示，就可以进入到财经早报列表页面，如下图所示。点击头图下方的每个列表

子项，会进入到财经早报的详细页面，如下图所示。点击详细页面中的播放按钮，

就可以收听飞创财经早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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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提示】 

无 

4.1.5. 要闻列表 

【功能描述】 
 在首页显示 新的三条期市要闻信息，在资讯列表页面，会显示所有的期市

要闻信息。 
【操作说明】 

在首页功能按钮区域下方是“期市要闻”列表，如下图所示， 多显示 新

的三条要闻信息，点击每条信息会跳转到该新闻的详细页面。点击右侧的“更多”

会跳转到资讯下的要闻列表标签下，如下图所示，在资讯要闻列表页面，可以通

过下拉刷新来获取 新的数据，通过上拉操作来获取更多更早的期市要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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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提示】 

无 

 

4.1.6. 期货微课 

【功能描述】 
 期货微课主要是通过视频信息来讲解期货的相关知识，可以让用户更方便的

学习期货知识。 
【操作说明】 

首页中的期货微课列表，如下图所示，可以左右自由滑动查看， 多显示 8
条微课信息。点击每条微课信息，会进入微课信息的详细页面，如下图所示，点

击更多按钮，则会进入期货微课列表页面，如下图所示，支持下拉刷新和上拉更

多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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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提示】 

无 

 

4.1.7. 商品专题 

【功能描述】 
展示热门商品的行情信息。 

【操作说明】 
首页中的商品专题列表，如下图所示，可以左右自由滑动查看， 多显示 8

个品种信息，点击每条商品信息下面的行情展示区域，则会跳转到相应商品的主

力合约的行情详细页面。点击更多按钮则会跳转到商品专题的单独的列表页面，

如下图所示。点击商品专题列表页每一项的右侧的相应品种的主力合约的行情区

域，则也会跳转到相应的主力合约的行情详细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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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提示】 

无 

4.1.8. 热门专题 

【功能描述】 
首页下方的热门专题，是暂时还未开放的功能，只做展示。 

【操作说明】 
无 

【业务提示】 
无 
 

4.1.9. 数据报表 

首页 下方的数据报表，包括财经日历、期市速递、席位分析、资金流向、仓单

日报、交割信息等。其中初期市速递外，其他是暂时还未开放的功能，只做展示。 
 

4.1.9.1. 期市速递 

【功能描述】 
期市速递分期货/期权两个类别展示相关信息。 

【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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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顶部导航栏，右上角按钮 ， 暂无没有动作，后期会弹出其他数据报表选

项，提供跳转。  分享功能，弹出分享面板，提供分享动作入口。 

标题信息包含，切换标签，来源，日期选择（期货/期权日期任何一个选择后，

同步到另一个标签下）。如下图所示： 

 
其中收盘行情报告包含该成交量，成交额，持仓量三个统计信息。每条统计

分别为大商所、 上期所、郑商所、中金所 4 个来源且用不同颜色标识， 
对应点击每个统计条信息，弹出响应描述，如下图所示： 

 
其中表格描述区域包括： 

成交量表格：成交量/成交量占比； 
成交额表格：成交额/成交额占比/持仓金额/资金流动； 
持仓量表格：持仓量/持仓量占比/日增仓； 
年度累计收盘行情表格：本年度累计成交量/累计占比/日均成交量； 
指数行情表格：收盘价/涨跌/成交额； 
点击展开图表详情，展开详情的时候，可隐藏收回。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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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各种主力，包括大商所、郑商所、上期所、中金所各自的主力合约的相

关信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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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成交量前十排名，以饼状图以不同颜色区分每块区域，点击每块区域，

对应位置显示该品种的名称和百分比。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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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持仓资金流入流出  流入流出单位是亿元。以横向柱状图显示，点击每

一条弹出对应左侧右侧两个品种的流入流出资金详细信息。左侧显示流出资金，

按流出金额排序，绿色展示；右侧显示流入资金，按流入金额排序，红色展示。

如下图所示： 

 

其中期货市场行情，跟各品种主力合约相对应，这里显示其它品种的合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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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如下图所示： 

 

在期权标签下，主要描述格交易所下的品种、统计项、成交量/比、持仓量/

比。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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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提示】 

无 

 

4.2. 行情 

行情，主要用于展示期货、指数、期权等信息的实时和历史行情，以及一些

相关 的资讯信息。 

4.2.1. 行情界面一览 

【功能描述】 
 在行情 tab 页面，会展示期货、期权、指数的行情列表。 
【操作说明】 

点击底部的行情 tab 按钮，会切换到行情列表页面，如下图所示。点击顶部

的右三角区域，可以选择不同的行情列表展示界面，如下图所示，可以展示国内

商品、国内期权、全球指数等行情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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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提示】 

无 

4.2.2. 期货行情列表 

【功能描述】 
 期货行情列表，主要展示各个主力合约，以及各个品种下的期货合约的行情

列表。 
【操作说明】 

在行情分类选择页面，选择“国内商品”-“大商所”（或者“主力合约”）

则会进入到期货合约行情列表界面（或者“主力合约”行情列表界面）。上面有

一栏可以横向滑动的区域，可以选择主力合约以及其他品种下的合约的行情列

表，选中状态下的标签文字颜色会变蓝而且下方会有蓝色横线，如下图所示，会

展示“合约名称”、“ 新价”、“涨幅%”、“成交量”、“持仓量”、“涨跌”、“日增

仓”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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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提示】 
无 

4.2.3. 期权行情列表 

【功能描述】 
期权行情列表，主要展示大商所豆粕期权的行情列表。 

【操作说明】 
在行情分类选择页面，选择“国内期权”-“大商所期权”则会进入到期权

合约行情列表界面，如下图所示，上方会显示期权标的物的相关信息，点击这个

区域会进入到期权标的物的合约详情界面；下方左右两侧分享显示认购 Call、

认沽 Put 的行权数据： 新价、涨跌、涨幅%、成交量、持仓量、日增仓、时间

价值、内在价值、隐波率、理论价、Delta、Gamma、Theta、Vega、Rho。点击期

权标的物信息下方的月份区域，会弹出选择不同到期日的相关期权信息的选择

框，如下图所示。 

 在不同的行权价行上点击，会进入到相应的 Put 或者 Call 的合约详情页面，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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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提示】 

无 

4.2.4. 指数行情列表 

【功能描述】 
指数行情列表，主要展示大商所指数行情列表。 

【操作说明】 
在行情分类选择页面，选择“全球指数”-“大商所指数”则会进入到指数

行情列表界面，如下图所示，在定制指数栏，通过滑向右侧的“定制”按钮，可

以进入大商所指数管理界面，如下图所示，在这里可以定制显示在指数行情列表

上方的各类指数行情（指数名称、 新价、涨跌额、涨跌幅，定制栏指数可与下

方列表内容重复，支持滑动查看）。  

指数列表会显示指数名称， 新价和涨跌幅。 

 点击定制指数栏或者指数列表中的每一个子项，都会进入指数行情的详细页

面，如下图所示。 

       
【业务提示】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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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行情详细页面 

【功能描述】 
在行情详细页面，可以看到某一个期货合约或者指数的详细的行情信息，包

括五档盘口、分时图、K线图以及相关的资讯信息等。 

【操作说明】 
通过点击期货行情列表、期权行情列表、指数行情列表中的任何一个子项都

可以跳转到行情详细的展示页面，如下图所示。 

上方显示合约名称/期权名称/指数名称等信息。 

接下来是顶部盘口行情，会显示当前行情数据，点击会出现下拉框展示五档

报价信息，如下图所示。 

接下来是分时图/K 线图信息的展示区域，以及右侧的成交明细等盘口行情。 

接下来是一些与当前合约/期权/指数相关的一些资讯信息，包括新闻、微课、

资料、持仓、关联等信息。 

然后页面的 底部有一个工具栏，上层展示指数轮播条（展示指数名称、

新价、涨跌额、涨跌幅等信息）。下层是交易、发帖、分享、+自选等功能按钮按

钮区，工具栏如下图底部所示。 

     
【业务提示】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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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1. 五档盘口区域说明 

【功能描述】 
 显示某一期货或者期权合约的五档盘口行情。 
【操作说明】 

点击顶部盘口区域，展开盘口下拉列表，显示行情数据、五档报价，如下图

所示。 

点击向上箭头所在区域，收起盘口下拉列表。 

盘口信息： 新价、涨跌幅、涨跌额、买一量、买一价、卖一量、卖一价、

成交量、持仓量。 

行情数据：开盘、昨收、昨结、结算、 高、 低、涨停、跌停。数据为空

用“--”占位。 

五档报价：包括总买价、总买量，总卖价、总卖量和买一价~买五价、买一

量~买五量、卖一价~买五价、卖一量~买五量、每个价位上的委托手数增减。总

买总卖中：加权平均买卖价和昨结算进行比价，大于昨结算价，价格为红色；低

于昨结算价，价格为绿色；与昨结算价相同，为白色。委托总量 大值为占柱形

图 100%，其他数值按比例计算（画柱形图的时候，买卖十档和总买卖属于两个

部分，分别画图）。柱形图展示：出价颜色与昨结算进行比较；柱形图中买为红，

卖为绿，买卖量按 大值等比绘制柱状图。 

如果是期权合约，在盘口信息收起状态时，还需要额外显示期权合约相关的

期货合约，显示字段有期货合约名称、期货合约代码、 新价、涨跌额、涨跌幅，

点击这块区域会跳转到期货合约的分时图页面。 

将卖1的当前委托变化量添加到卖1下方空白处,从右往左依次添加,保证

右侧一笔为 新数据, 多显示 5 条,超过 5 条后一笔替换前一笔,当前卖 1 值更

换时候,清空卖 1下方空白处。 

买 1的当前委托变化量显示在买 1的上方,规则同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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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提示】 

无 

4.2.5.2. 分时图区域说明 

【功能描述】 
 显示某一期货合约、期权合约或者指数合约的分时图信息。 
【操作说明】 

点击图表区域上方的分时，下方的图表会显示分时图。 

坐标轴：分时走势图中坐标轴有两类：X轴和 Y轴。Y轴有两类：主图 Y轴

和副图 Y轴。除坐标轴外，主副图中显示与 X轴、Y轴平行的网格线。X轴和 Y

轴不需坐标轴含义和数值单位的提示； 

X 轴（时间轴）：根据交易所具体合约规则划定，有夜盘的品种，夜盘开市时

间作为行情显示的起点，先夜盘后白盘；无夜盘的品种，直接显示白盘；清盘后

无行情数据显示。 

主图 Y轴：左侧价格，右侧涨跌幅，只显示 高、昨结算和 低三个价位及

对应涨跌幅。以做结算价为中轴，根据价格等分成4份，上下各2份；中轴线突出

显示，之上对应的价格和涨跌幅为红色，之下为绿色显示。 

副图 Y轴：Y轴的左侧显示成交量，右侧显示持仓量。中间画一条水平中轴

虚线，代表成交量的中间值。 

主图：主要显示价格线（白色）、均价线（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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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价框：手指长按分时区域，显示查价框，显示当前十字线下的分时信息，

可以左右滑动，如下图所示。 

副图：主要显示成交量（黄色柱状图）、持仓量（白色曲线）。 

 
【业务提示】 

无 

 

4.2.5.3. K线图区域说明 

【功能描述】 
 显示某一期货合约、期权合约或者指数合约的 K 线图信息。 
【操作说明】 

点击图表区域上方的：1分钟、30分钟、1小时、1日或者更多，下方的图表

会切换显示 K线图。 

X 轴（时间轴）：时间轴线有四条，开始、结束及中间两条虚线，中间两条虚

线将 x轴均分为三等分.在 K线缩放移动过程中，仍保持固定位置。 

X 轴时间点根据 K线周期不同，显示格式不同，具体如： 

K 线周期 时间格式 

1M HH:MM   例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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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 5M 10M 15M 30M 1H 2H 3H 4H MM/DD     07/21 

1日  1周  1月  1季 1年 YY/MM     2017/07 

 

主图 Y轴：主图 Y轴左侧显示3档价格刻度，等分法：区域时间内，取 高

价、 低价及中间价，分别绘制坐标刻度。 

副图 Y轴：显示1个刻度，中间值。左侧代表 CJL 指标（柱状图），右侧代表

持仓量指标（白色曲线）。 

主图：会显示选择周期内的 K线图；在 K线图上显示屏幕中 K线根数15%的

波段高低价；在主图区域会显示 MA5（白色）、MA10（黄色）、MA20（粉色）、MA40

（绿色）、MA60（灰色）指标曲线（并在 K线图上方显示各个指标的值），如图（29）

所示。 

查价框：手指长按分时区域，显示查价框，显示当前十字线下的 K线信息，

可以左右滑动，显示如下信息：行情时间、开盘价、 高价、 低价、收盘价、

涨跌额、涨跌幅、成交量、持仓量、持仓变化量、结算价。 

副图：主要显示 CJL 指标（柱状图）、持仓量（白色曲线）和 MACD 指标。 

K 线交互： 

（1）缩放：用户可以通过两根手指由两侧向中间聚拢或由中间向两侧扩散

来实现 K线的缩小或放大，主副图同步。 

（2）移动：通过手指向一个方向移动（自左向右或自右向左）来实现 K线

的位置移动。 

当滑动距离超过当前缓存 k 线数量，读取新数据拼接到 k线图上。 

（3）指标切换：通过点击副图可以切换查看指标（后期添加更多指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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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提示】 

无 

4.2.5.4. 成交明细区域说明 

【功能描述】 
 显示某一期货合约或者期权合约的成交信息。 
【操作说明】 

在期货合约或者期权合约的分时图或者K线图的右侧有一个向左或者向右的

圆形箭头的按钮，点击就可以显示或者隐藏右侧盘口的成交明细区域，实时的显

示当前合约的成交情况。显示信息有：行情时间、成交价格、现手、仓差、开平

性质。其中行情时间以分钟为单位进行分组，每分钟的第一笔数据（或者明细页

顶端的第一条数据）的时间格式为时：分，这分钟之内的其他行情时间只显示秒，

如下图右侧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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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提示】 

无 

4.2.5.5. 新闻资讯区域说明 

【功能描述】 
 在分时图或者 K线图的下方新闻资讯的展示区域，类别有新闻、微课、资料、

持仓（功能未开放）、关联（功能未开放）。 
【操作说明】 

点击不同的标签可以切换不同的内容进行展示，如下图所示。 

     
【业务提示】 

无 



 

 33 

4.2.5.6. 指数区域说明 

【功能描述】 
 显示指数的相关行情信息。 
【操作说明】 

在行情详细页面的 下方有一个指数展示轮播条（展示指数名称、 新价、

涨跌额、涨跌幅等信息），循环展示大商所的指数的信息。当点击右侧的小箭头

按钮后，会弹出当前之前的分时信息，如下图所示。点击指数展示轮播条或者底

部弹出的指数分时图区域，则会跳转到该指数的行情详细页面（整体的展示信息

与期货或者期权合约的行情详细页面整体相同，区别在于没有了顶部盘口的五档

报价区域，没有了右侧的盘口区域），如下图所示。 

     
【业务提示】 

无 

4.2.5.7. 功能栏区域说明 

【功能描述】 
在行情详细的 下方有一个功能栏的区域，目前开放的有分享和加/删自选

功能。 

【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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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点击分享按钮，从屏幕底部弹出分享框，支持分享到微信、微信朋友

圈、QQ 和新浪微博。分享方式是，截取当前页面下的所有信息（长截图），

并在截图的底部添加飞创财讯通的相关下载信息，方便信息的接收者下载飞

创财讯通软件，如下图所示。 

（2）点击加自选或者删自选按钮，则可以把当前页面的合约或者指数添加

到自选页面，方便用户在自选页面查看收藏的行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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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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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4.3. 自选 

【功能描述】 
现在用户添加自选收藏的相关合约信息。 

【操作说明】 
点击 APP 的底部的自选按钮，可以进入到自选期货合约/期权合约的列表界

面。如下图所示。点击每个列表项，进入相应的行情详细页面。 

    
【业务提示】 

无 

4.4. 资讯 

 显示不同类别的资讯信息。 

4.4.1. 资讯顶部标签及管理 

【功能描述】 
 编辑管理显示在资讯列表页面顶部的标签。 
【操作说明】 

点击 APP 底部的资讯按钮，顶部显示的用户选择的资讯标签（初次安装会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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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默认的标签）；点击 右侧的“➕”号，进入标签管理页面，如下图所示，在

这个页面用户可以选择要显示的内容的标签。 

    

【业务提示】 
无 

4.4.2. 要闻列表界面 

【功能描述】 
 显示期市要闻的列表信息。 
【操作说明】 

点击 APP 底部的资讯按钮，默认显示的就是要闻列表页，显示的具体信息如

下图所示。要闻列表支持下拉刷新以及上拉加载更多的操作。点击列表的每个子

项，进入资讯详细页面，其中新闻详细也可以被分享到微信、微信朋友圈、QQ、

新浪微博等。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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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提示】 

无 

 

第X章． 常见问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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