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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与注销

用户运行深圳排放权交易所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客户端系统，登录页面如下图所示：

图 1-1 登陆界面

1.1 功能简介

网上交易终端是提供给自营会员、经纪会员、投资者使用的客户端软件，自营会员、

经纪会员和投资者可从交易所网站下载安装。会员可通过网上交易终端以电子竞价、集

中竞价、定价点选和大宗交易等交易方式参与不同权益品种的交易，可以进行资金转入

转出、密码修改操作，同时可查询自己的资金余额、配额余额、历史申报、历史成交、

历史行情以及披露信息等。

1.2 详细说明
 操作员：交易所注册的自营会员、经纪会员、投资者。

填写会员本人的会员代码，录入正确的会员密码，输入验证码，各项均填写正确后，

点击确定，即可成功进入系统。 系统主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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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主界面（集中竞价）

当客户想要退出或者使用另一账户登录本软件时，只需点击标题栏下的相关文件快

捷按钮进行注销即可。

1.2.1 重要提示

1) 会员交易密码错误次数达到 20次（包括 20次），系统会对会员账户进行锁定。

会员账户被锁定后需到柜台进行密码重置后方可解锁。

1.2.2 使用技巧

 登录时系统会自动更新；

 若升级后，程序不能正常运行，请至交易中心官方网站重新下载本软件，安装

运行。

1.2.3 独立行情

在客户没有注册帐户的情况下,可以单独查看各个品种的行情信息，如下图：

委托窗口

行情显示栏

快捷工具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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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独立行情界面

双击一个品种可查看分时走势图 1-4 独立行情界面。

图 1-4 品种分时走势界面

滚动鼠标滑轮可以进行不同的品种之间切换

1.2.4 交易时间限制

在正常交易的交易日内，交易时间是严格限制的，非交易时间禁止交易，除国定假

日以及周末交易中心休市以外，周一至周五为交易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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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主界面

当用户以交易所会员身份登录系统。登录成功后显示如下系统主界面：

图 2-1 系统主界面（电子竞价）

2.1 功能简介

会员成功登录系统后，显示上图系统主界面，该界面清晰的分为四大块，分别是：

快捷键工具栏、会员消息栏、交易模式和状态栏；

图 2-1-1 快捷键工具栏

会员信息栏

快捷键工具栏

交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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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按钮点击之后会显示客户端统一查询页面，如图 2-1-6。

图 2-1-6 统一查询页面

 该按钮点击之后显示该软件相关信息，如图 2-1-7。

图 2-1-7 软件相关信息

 点击之后会出现确认对话框，如图 2-1-8

图 2-1-8 退出提示

选择‘是’系统退出，‘否’回到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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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常用操作说明

2.2.1 集中竞价买卖申报

图 2-1-1-1 申报查询页面

图 2-1-1-2 品种行情

交易所会员（机构/个人）用户可在规定交易时间内，根据图 2-1-1-2所示的最近

的 3档买卖行情，在委托窗口进行买卖委托，成功的委托单将可以在【买卖申报】中查

询看到；并且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是否撤单操作。图 2-1-1-3为委托操作界面。

图 2-1-1-3 委托操作界面

RTCyangzh
打字机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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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成交查询

在快捷工具栏的查询功能页面，可以查询交易所会员成交情况。

图 2-2-3-1 成交申报页面

在此界面可以查询到对应时间内参与的认购详细信息。

2.2.4 查持仓

在快捷工具栏的查询功能页面，可以查询交易会员个人持仓情况。

图 2-2-4-1 成交申报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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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查资金

会员资金详细查询

图 2-2-5-1 资金查询页面

在客户信息栏里可以实时查询到客户的可用资金。

2.2.6 查资金流水

在快捷工具栏的查询功能页面，可以查询会员资金进出情况

图 2-2-6-1 资金流水查询

输入日期点击查询，可以查询到一段时期内的资金转入转出情况

2.2.7 操作技巧<会员>

1) 会员可以进行点选或者递交委托单进行交易申报；

2) 点击“申报”按钮提交申报报价单，点击“重填”按钮重新填写申报单；

3) 会员委托单必须自行手工撤单，否则委托单会一直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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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现货交易

交易的申报价格最小变动单位为 0.01元人民币。计算结果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取至价

格最小变动单位。涨跌幅限制价格与前收盘价之差的绝对值低于价格最小变动单位的，

以前收盘价增减一个价格最小变动单位为涨跌幅限制价格。交易参与者买入后卖出或卖

出后买入同一权益品种的时间须间隔 5个交易日。买方申报时，要自动检查买方资金账

户中可用资金，购买的权益数额的等额价格不能超过可用资金的金额。

6.1 系统界面

进入定价点选后界面如图 9-1-1

图 9-1-1 现货交易主界面

6.2 申报下单

在申报处，填上自己的申报单，点击【申报】提交，等待市场撮合。

待撮合成功后在成交查询处可以查看到成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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