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霸財智贏行情分析系統（PC 版） 

軟體使用說明書 

產品版本：V5.0.0.42 

霸財智贏歡迎使用霸財智贏行情分析系統（PC 版） 

最終使用者軟體授權合約許可： 

霸財智赢，將本軟體程式的使用權授予您。但您必須向本公司作以下保證：不在本協

定規定的條款之外，使用、拷貝、修改、租賃或轉讓本系統或其中的任一部份。 
 
您保證： 

1. 同一時間只在一台機器上使用本系統； 

2. 為在這一台機器上使用，出於備份或檔案管理的目的，以機器可讀格式製作本系統

的拷貝； 

3. 在他方接受本協議的條款和條件的前提下，將本系統及授權合約轉手給另一方使

用。 

如若發生轉手，原文檔及其伴隨檔的所有拷貝必須一併轉交對方，或將未轉交的拷貝

全部銷毀； 

4. 只在以下之一前提下，將本系統用於多使用者環境或網路系統上： 

⊙ 本系統明文許可用於多使用者環境或網路系統上； 

⊙ 使用本系統的每一節點及終端都已購買使用許可。 

您保證不： 

1. 對本系統再次轉讓許可； 

2. 對本系統進行逆向工程、反彙編或解體拆卸； 

3. 拷貝或轉交本系統的全部或部分，但本協定中明文規定的除外。 

您將本系統或拷貝的全部或局部轉手給另一使用方之時，您的許可權即自行終止。 

本系統的版權和所有權： 

本系統及其所有拷貝的名稱，與光碟上或本系統中注明的公司同在。本系統及文檔享

有版權，並受國家版權法及國際協約條款的保護。您不可以從本軟體中去掉其版權聲明；

並保證為本系統的拷貝（全部或部分）複製版權聲明。您同意制止以任何形式非法拷貝本

系統及文檔。 

售後擔保： 

霸財智贏擔保，在正常使用的情況下，自售出之日起九十天內，其軟體載體無材料或

工藝缺陷。經驗證確有缺陷時，霸財智贏的全部責任就是退換其軟體載體；也是給您的唯

一補償。因事故、濫用或錯誤應用導致的載體缺陷，售後擔保無效。退換的載體享受原擔

保期剩餘時間，或三十天的擔保；取其長者優先。 

概不負責： 

除上述之外，本系統不享受任何其它形式的售後擔保。 

責任有限： 

上述擔保，無論是明指的或是暗喻的，為擔保的全部內容，包括對特殊應用目的的商

品性和適應性擔保。無論遵循本協定與否，就使用本系統而產生的：利潤損失、可用性消

失、商業中斷，或任何形式的間接、特別、意外或必然的破壞，或任何其他方的索賠，霸

財智贏及其代理、銷售人概不負責；即使霸財智贏，事先被告知此類事有可能發生，也無

濟與事。 



 

 

許可終止： 

您若違反本協議的任一條款與條件，霸財智贏可能隨時會終止許可。終止許可之時，

您必須立即銷毀本系統及文檔的所有拷貝，或歸還給霸財智贏。 

適用法律： 

《智慧財產權保護條例》、《版權、著作權法》、《專利法》等等。 

至此，您肯定已經詳細閱讀並已理解本協議，並同意嚴格遵守各條款和條件。 

 

 

 

 

 

 

 

 

霸財智贏 

有關略稱： 

1、本文所說的系統皆指《霸財智赢行情分析系统（PC 版）》，如系統主介面等。 

2、所有有關的 Microsoft Windows NT V4.0、Microsoft Windows2000、Microsoft 

Windows XP、Microsoft Windows Vista 等微軟作業系統，本文皆簡稱為 Windows 或作業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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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装 

第一步點擊霸財智贏 exe 應用程式，會彈窗顯示安裝頁面 

 

 

選擇安裝資料夾，點擊下一步 

 



 

 

點擊安裝，耐心等待 1-2 分鐘 

 

 

顯示“霸財智贏，安裝嚮導已完成”表示已經完成安裝操作，默認點擊完成按鈕將啟動

霸財智贏。 

二、登錄連線 

成功啟動霸財智贏將出現登錄界面，輸入個人的登錄賬號和密碼即可登入系統；登錄

時，可選擇“記住密碼”、“自動登錄”選項，下次登錄可避免重複操作（注意：請勿在公共電

腦使用該功能，以避免不必要損失）；系統提供繁體、簡體中文版本，如需對應語言版本可

自行進行選擇。 



 

 

如果沒有賬號，可以點擊“註冊”按鈕進入註冊頁面，只需輸入手機號碼、驗證碼、4-

12 位密碼，即可完成註冊；註冊賬號將表示您已經閱讀並同意《隱私聲明及服務條款》，

如需查看可點擊條款詳情查閱。 

 

三、新手教學 

登錄成功後，將進入新手教學環節。新手教學一共有六個步驟，每個步驟介紹系統的

一項主要功能： 

第一步：介紹行情模塊的主要功能和操作； 



 

 

第二步，介紹搜索功能和對應操作； 

 

第三步，介紹添加自選功能； 



 

 

第四步，介紹霸財精選特色功能； 

 

第五步，介紹專家視點功能； 



 

 

第六步，完成新手教學，如有疑問可以點擊“霸財小秘書”獲得更多幫助。 

 

四、主要功能 

進入霸財智贏系統之後，可以看到系統的主界面。界面可以大致分為三大區域： 

（1） 功能列表區域（紅色線框）：系統的所有功能都可以在功能列表當中找到

對應入口； 

（2） 快捷方式區域（藍色線框）：該區域提供部分常用功能的快捷入口，用戶

可以通過快捷方式，快速啟動對應功能； 



 

（3） 行情圖表區域（紫色線框）：我們對行情的分析、決策都將在行情圖表區

域進行。 

 

在默認版面之下，行情圖表區域同樣可以分為四個區域： 

① 資產列表：左側為資產列表區域，顯示當前所選市場對應資產的代碼、

名稱、漲跌幅、賣價、買價等關鍵信息 

② 分時圖：右上角圖表區域顯示的對應資產分時圖，可以快速查看當前資

產的即時走勢 

③ K 線圖：右下角圖表區域顯示的對應資產 K 線圖，可以從整體上查看當

前資產的中長期走勢。 

雙擊任意一隻股票/商品/指數，可以進入 K 線分析界面： 

界面左側（紅框）為資產選擇頁面，可以選擇投資者感興趣的品種進行分

析； 

右側（藍框）為對應資產報價區域，包括實時資產概況、十檔報價、買賣經

紀報價、分時查價等信息。切換下方 tab，可以在盤口、量價圖、資金流向、主力

監控、籌碼分佈等不同分析方式直接進行切換； 

中間為 K 線分析區域，默認顯示 K 線主圖和副圖。K 線主圖可以進行調整顯

示週期、劃線、收藏、縮小&放大、復權等操作；副圖顯示的分析指標可以通過下

方（綠框）指標 tab 進行切換，或者點擊右鍵-增加/刪除副圖進行修改。 

霸財智贏提供上百種指標供投資者使用，其中三線出擊、莊家抬轎、主力吸

籌、主力出貨、狙擊手等指標可以通過下方（綠框）tab 快速進行選取。 



 

 

④ 指數&搜索：最下方為指數和搜索區域，默認顯示的是恆生指數、恆指

當月、國企指數三項數據；搜索框可以輸入股票代碼、首字母、板塊等字段快速

搜索股票。 

下面將以功能列表區域為主要入口，對整個系統進行介紹。 

4.1 行情 

點擊-行情，可以展開行情功能列表。霸財智贏提供全球指數、港股市場、國內期貨、

國際期貨等 11 個行情可供選擇（紅色線框）； 

其中港股市場、國內期貨、國際期貨、外匯等四個市場還提供細分市場行情（藍色線

框）。 

 



 

4.1.1 全球指數 

點擊行情-全球指數可以切換至全球指數；在行情界面當中，選擇“全球指數”tab 同樣

可以切換至全球指數。霸財智贏提供全球 19 種主要指數的行情可供參考；可以通過左下

角（藍色線框）切換至美洲指數、歐洲指數、亞洲指數。 

 

4.1.2 港股市場 

點擊行情-香港市場可以切換至港股市場的香港主板、創業板、恆生成份股、國指成份

股四個板塊；在行情界面當中，選擇“港股市場”tab 同樣可以切換至香港市場。下方 tab 還

可以切換為新上市股票、港股通、深股通、期權正股等板塊。 

 



 

4.1.3 國內期貨 

點擊行情-國內期貨可以切換至上海期貨、大連商品、鄭州商品、中金所四大國內期貨

交易所；在行情界面當中，選擇“更多”-“國內期指”tab 同樣可以切換至國內期貨。可以通

過底部切換 tab（紅色線框），對四大交易所進行切換。 

 

4.1.4 國際期貨 

點擊行情-國際期貨切換至紐約商業交易所、紐約商品、芝加哥商業、倫敦金屬、倫敦

洲際、新加坡金屬等六個主流交易所；在行情界面當中，選擇 “國際期貨”tab 同樣可以切

換至國際期貨。可以通過底部切換 tab（紅色線框），切換不同交易所以及不同交易資產。 

 



 

4.1.5 外匯 

點擊行情-外匯可以切換至港匯、美匯、貴金屬等三項資產；在行情界面當中，選擇 

“更多”-“外匯”tab 可以切換至交叉匯率資產界面。 

 

4.1.6 香港期權 

點擊行情-香港期權可以切換至香港期權界面；在行情界面當中，選擇 “香港期權”tab

可以切換至香港期權報價界面，供投資者參考。 

 



 

4.1.7 窩輪 

點擊行情-窩輪可以切換至認股證（窩輪）界面；在行情界面當中，選擇 “認股證”tab

可以切換至對應界面。窩輪報價界面右上部分為認股證報價，右下部分為正股報價，點擊

下方不同股票代碼，可以切換不同正股的認股證報價界面。 

 

4.1.8 牛熊 

點擊行情-牛熊可以切換至牛熊證分析界面；在行情界面當中，選擇 “牛熊證”tab 可以

切換至對應界面。牛熊證上方為牛熊證股票搜索區域，可以通過輸入股票代碼或牛熊證代

碼進行搜索；下方為對應牛熊證股票報價區域和相關牛熊證報價區域。 

 



 

4.1.9 綜合排行 

點擊行情-綜合排行可以切換至綜合排名界面，綜合排名提供今日漲幅排名、五分鐘漲

幅排名、今日委比正序排名、今日跌幅排名、五分鐘跌幅排名、今日委比倒序排名、今日

振幅排名、今日量比排名、今日成交額排名等排行榜。 

綜合排行默認市場為香港股票市場，選中某隻個股，雙擊可進入對應股票的詳細分析

界面。 

 

4.1.10 霸財精選 

點擊行情-霸財精選可以切換至霸財精選界面；在快捷方式區域點擊“霸財精選”可以快

速開啟該界面。 

霸財精選針對港股和美股兩個市場提供精選股票；選股方式提供潛力股和待爆股兩種

方式；此外還提供過往選股記錄查詢，可以查詢最近三天、五天、十天、一月、兩月的選

股記錄，方便驗證選股的有效性。 



 

 

4.1.11 我的自選 

點擊行情-我的自選可以切換至自選股界面；在快捷方式區域點擊“自選”可以快速開啟

該界面。 

在自選股界面上方 tap 按鈕，切換自選股、選股結果、最近瀏覽、自定義板塊等個性

化設置；可以通過下方的添加、刪除、清空、導入、導出等功能管理自選股內容。 

 



 

4.2 股票 

霸財智贏提供數十種智能工具，可以通過功能列表欄中的“股票”功能列表進行選擇；

部分常用選股功能同樣可以通過快捷方式快速啟動。 

 

4.2.1 選股器 

霸財智贏提供指標選股、財務選股、定制選股三種選股方式： 

① 指標選股：可以通過選擇不同指標，設置不同的指標參數實現自動化選股。

設置完成後點擊“執行選股”，系統將自動選擇符合條件的股票 

 



 

② 財務選股：允許用戶選擇不同的財務指標進行選股，系統提供 8 大類型，上

百種常用指標可供選擇；每種財務指標都可以對具體數值和財務時間範圍進行設置，

支持自定義數據範圍；選擇好財務指標後，下方將出現根據所選條件選出來的對應股

票。 

完成方案後點擊保存方案，該方案將自動保存至“財務方案”分頁當中。 

該分頁提供 5 種系統推薦選股方案，分別是：高息股策略、費雪策略、德瑞曼策

略、格雷厄姆策略、巴菲特策略。每種策略都有對應說明以及入選個股。 

 

③ 定制選股：定制選股支持用戶自行對不同字段、不同財務指標、不同交易市

場進行綜合性選股；完成選股設置後，點擊執行選股即可進行定制選股。 

 



 

4.2.2 AB 盤分析 

功能簡介：該功能對股票的分筆交易區分 A（買）B（賣）盤進行分析統計，觀察資

金密集成交的價位。 

資金異動榜展示當日資金流入排行，目前可選項有自选、恆指成份股、香港期權、香

港期指、香港期貨、期權正股。 

 

4.2.3 經紀追蹤 

經紀追蹤可分別根據股票查詢經紀商委託記錄，或者根據經紀商編號查詢其涉及哪些

股票的交易委託。 

 



 

4.2.4 大單分析 

大單分析提供大單統計和大單排行兩大功能模塊，系統通過一定的算法計算出超大

單、大單、中單、小單，用戶選擇行業板塊，選擇對應週期（單日、3 日、5 日、10 日）

即可查詢出股票的不同類型單的買賣量。 

 

4.2.5 大利市 

點擊“股票”-“大利市”，可顯示每個股票或是商品的盤口資訊，提供投資者參考，同時

可以切換小大利市和新大利市的信息。 

 



 

4.2.6 港股成交統計 

港股成交統計顯示近期港股主板、恆生成份股、國指成份股、港中資成份股四大板塊

的股票上漲、下跌、持平、資金流入、資金流出、資金淨值等數據的變化。 

 

4.2.7 即時監察 

即時監察功能可以指定監控某一市場上買、賣方向，成交量、成交值、市值三個項目

大於或小於某一值的股票。執行監控期間，系統將持續刷新股票數據；取消後監控數據將

在列表中保留。 

 



 

4.2.8 主力監控 

主力監控功能提供香港主板、港股創業板、自選股票的主力動向監控。 

 

4.2.9 多股同列 

多股同列功能可以選擇四隻股票在同一分析界面中顯示，可以直觀地查看不同股票的

相關性。 



 

 

4.2.10 多週期同列 

多週期同列功能可以選擇一隻股票的四個不同週期進行分析，方便投資者對比不同週

期下的股票表現。 

 

4.2.11 四度空間 

四度空間是在研究何時、何價、何人、何事等四個基本因素，將市場價格與價值的背

離狀態以四象形式反應出來，從圖像形態的變化中尋找邏輯關係，從而推測未來市場的發

展方向。 



 

 

4.2.12 市場輪廓 

系統將統計整天分筆數據，可以設置時間週期、價格間隔、成交量區間，按照每個價

格出現的時間段整理出數據列表，從而描述當前的市場輪廓。 

 



 

4.2.13 階段排行 

利用階段排行功能，投資者可以自行輸入起始日期、終止日期，對漲跌幅度、換手

率、量變幅度、震蕩幅度等項目進行排序。排序時可選擇是否“精準復權”，操作時請注意

日線數據的完整性。 

 

4.2.14 市場雷達 

市場雷達功能允許投資者自行設置選股條件，通過雷達功能掃描出符合條件的個股。

雷達選項提供十餘項功能開啟/關閉；同時可以對不同功能設置自定義參數；提示方式可以

選擇無聲音、系統聲音、指定音效文檔等。 

開啟市場雷達之後，系統將持續對所選市場進行掃描，直到關閉雷達；雷達關閉後所

選出的個股將在列表中顯示。 

 



 

4.2.15 量價圖 

量價圖功能為投資者提供所選個股，在不同價格下成交量比情況，投資者可以通過量

價圖的分佈情況，推斷出當前市場多空氛圍。 

 

4.2.16 分時查價 

分時查價功能可以為投資者顯示所選股票每一筆買賣的成交時間、價格、成交單量等

數據；投資者可以通過篩選功能，選擇≥某一值的成交數據。 

 



 

4.2.17 霸財優選 

霸財優選篩選港美股中所屬行業持續發展、自身具備一定護城河或競爭力的公司。每

季度更新一次，非常適合做股票波段交易的投資者。 

 

4.2.18 今日 VCM 關注 

VCM 關注功能為投資者提供市場波動調節機制下選出來的股票，即當股票（期貨）的

價格相對於 5 分鐘前的最後交易價變動幅度超過±10%（±5%），市場啟動的 5 分鐘冷靜期的

股票。 

 



 

4.2.19 盈虧試算 

盈虧試算功能可以讓投資者自行計算指定價格可能產生的盈虧。具體操作如下： 

① 新增交易記錄 

② 輸入商品（股票）代碼，選擇交易日期 

③ 輸入/獲取對應價格，輸入交易張數/股數 

④ 填寫手續費率、最低消費、印花稅或單張手續費 

⑤ 選擇交易方向買入、賣出 

點擊確定，系統將自動計算出新增交易單手續費、實付金額等數據，列入下方交易單

列表當中（紅色區域）；對應商品（個股）所產生的持倉、市值、已實現盈虧、未實現盈虧

等數據系統將自動生成（藍色區域）。 

 

4.2.20 公式管理 

公式管理功能可以對霸財智贏所有指標公式進行管理。投資者可以對公式進行新增、

修改、刪除、導入等操作；同時對所有公式進行分類管理，區分系統默認公式和用戶添加

公式。 

建議投資者如果對指標公式不是很了解的情況下，不要輕易修改系統參數配置，以免

對日常使用造成影響。 



 

 

4.3 期貨 

霸財智贏提供 6 種期貨分析工具，分別是： 

① 期指日內，該功能為付費功能，需要先行訂閱期指日內行情才能進行分析； 

② 條件預警，該功能可以通過添加價格預警、公式預警、劃線預警等操作，對

符合指定條件的商品價格進行預警； 

③ 劃線預警，該功能允許投資者在 K 線圖表上畫直線和價格通道的方式進行價

格預警 

 



 

④ 期指預警，該功能是指利用霸財系統特色指標對期指全天監控，有交易機會

實時提醒。具體用法如下： 

在頂部特色功能內點擊打開期指預警頁面，選擇要預警的品種、週期、指標，點

擊保存，且需要打開“開啟預警”的開關，當有預警時 PC 以彈窗形式提醒，手機狀態欄

發送消息提醒。 

 

⑤ 套利，該功能允許投資者採用不同套利模型，在不同產品之間進行套利分析

操作。目前系統提供兩腿套利和蝶式套利兩種方式。選擇多、空商品，進行價格換

算，點擊確定即可完成套利分析操作。 

新添加的套利模型將在“套利列表”中顯示套利模型名稱、對價價差、掛價價差、最

新價差、價差漲跌等套利關鍵信息。 

 

⑥ 期權分析模式提供香港期權的分析，除正常的期權報價外，霸財智贏還提供

自定義期權策略和最痛圖兩種分析工具（紅框區域）。 



 

 

4.4 專屬 

專屬是霸財智贏為用戶提供的專屬資訊內容，包含專家視點和期指日內兩個欄目： 

① 專家視點將由霸財智贏專業分析師，每天爲客戶推送霸財早參、霸財收評、

異動股解析等專屬資訊內容。 

② 期指日內欄目需要先行訂閱，主要分析期指走勢。 

4.5 資訊 

資訊內容提供個股相關的最新資訊內容，主要包含以下幾個欄目： 

① 快訊，根據不同市場分類，提供最新、最及時的資訊內容；包含自選股、港

股、要聞、美股等四個欄目。 

 



 

② 投資先機，由霸財專業分析師提供的月度分析報告，投資者可以通過報告內

容快速了解未來一段時間內的投資方向。 

③ 財務資訊，對應個股的各項財務指標內容，可以通過股票代碼查詢感興趣的

股票財務狀態。 

 

④ 新股申購資訊，進行打新時必備工具。資訊內容提供新股日常、暗盤交易、

新股資訊、新股資料、新股半新股收益、保薦人十大排名、保薦人最近兩年數據等資

訊內容的查閱。 

 

⑤ MHK TV CHANNEL，霸財專業分析師提供的視頻資訊欄目，目前共開通三個

節目：炒股幫、醒股無雙、圖表學人，滿足不同階段的投資者需求。 

⑥ 國際休假表，為投資者提供本月和下月的國際假期情況，方便投資者更好安

排投資日程。 



 

 

4.5 設置 

設置列表列出當前可以對霸財智贏的所有設置，投資者可以根據自身實際情況、交易

習慣等，對霸財智贏系統進行個性化設置，可供設置的項目包括： 

 

① 數據下載：霸財智贏提供日線、60 分鐘、5 分鐘、1 分鐘交易數據下載，建

議在當天收盤之後再進行下載，以保證數據的完整性。 



 

 

② 在線升級：當前版本低於最新版本時，可以啟動在線升級功能，確保版本處

於最新狀態。 

③ 開啟/關閉自動連線功能 

④ 連接行情主站：正常客戶打開和使用軟件的情況下，顯示“斷開行情主站”；

只有斷開了行情主站，將顯示為“連接行情主站”。 

⑤ 開啟/關閉最新價線功能，最新價線開啟的情況下，將在 K 線圖表上顯示最新

的成交價以及漲跌幅。 

⑥ 開啟/關閉資訊彈窗功能 

⑦ 顯示/隱藏工具欄功能 

⑧ 商品循環設置：可以自定義商品循環顯示間隔時間。 

⑨ 珠算盤：將調用系統計算器方便計算。 

⑩ VCM 設置：禁用、增加、刪除商品 VCM 監察。 

⑪ 屏幕設置：對顯示屏幕進行新設、開啟、儲存、另存、刪除、設為啟動屏幕

等設置。 

⑫ 欄目設置：投資者可以對不同欄目的表頭進行新增、刪除、修改等操作 

⑬ 快捷設置：可以對特定屏幕設置快捷鍵，方便快速調取對應屏幕 

⑭ 語言設置：可以切換簡體/繁體語言 

⑮ 皮膚設置：可以在黑色、白色、淺黃色三種皮膚顏色當中進行切換。 

⑯ 開啟/關閉 K 線版面線 

⑰ 風格設置：對整個系統的風格進行設置，可設置的視圖包括當前視圖、同類

視圖、同組視圖、同標籤視圖、同子窗口視圖等；視圖可設置的項包括顏色、字體

等。 



 

 

⑱ 開啟/關閉反白設置 

⑲ 屏幕列印：打印當前屏幕顯示內容。 

⑳ 恢復系統頁面：可以選擇對應頁面恢復到系統初始狀態。 

4.6 幫助 

幫助欄目裡面提供了系統的相關說明文檔：免責聲明、權限說明、幫助說明、霸財實

戰手冊、聯繫客服等功能。 



 

 

4.7 其他功能 

除上述介紹的功能點外，霸財智贏還有兩個小功能在使用當中經常會用到： 

① 霸財小秘書：當你初次接觸霸財智贏或對霸財智贏還不是很熟悉的時候，可

以打開“霸財小秘書”功能，該功能專為新手投資者打造，裡面提供了霸財智贏軟件的幫

助文檔和教學視頻，讓投資者可以快速上手。 

 



 

② 關注霸財：霸財智贏開通了 Facebook 官方主頁，有是什麼疑問、建議可以

直接在 Facebook 主頁上與開發、運營人員進行溝通；同時主頁上也將發佈霸財智贏的

最新動態、優惠活動等資訊，歡迎廣大投資者關注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