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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枪量化策略平台使用风险揭示》

为了方便广大用户，鸟枪推出无行情只为交易设计的一款快捷高效的多账户量化交易平台，解决用户快速上手学

会制作量化策略，管理不同期货公司的账户毫秒级程序化同时下单，大大降低了操盘人力成本和提高了下单效率，感

谢您在使用过程给我提供宝贵建议，我们将认真对待，从而共同打造一款实用的期货多账户量化交易工具。

风险揭示：以下风险使用者自负！

1、鸟枪量化策略平台，只是一款多账户下单工具，不构成投资对使用者投资建议和投资决策，是否使用交易功能，具

交易什么品种，决策权都在于使用者，任何使用本软件造成的亏损，使用者自己全部负责。

2、由于您的电脑软件和硬件系统与跟单软件不匹配、电脑休眠、网络断网与延时、服务器关闭等无法预知故障，导致

交易失败或发出的错误交易。

3、由于您缺乏电子化交易经验，可能因操作不当造成下单交易失败、跟单交易失败、交易失误等。因此您必须充分了

解本软件操作内容及使用说明后，方可实施开启自动交易功能。

4、当交易系统出现故障时，您可以采用期货公司下单系统（如电脑、手机端、电话委托等方式）作为应急交易方式，

而该切换的过程中会导致您暂时性的无法交易，或可能因市场变化给您带来损失。

5、由于法律法规、监管部门要求或者交易所规则的规定禁止使用“第三方交易软件”或由于使用“第三方交易软件”

对期货公司的交易结算系统产生了不利影响或存在产生不利影响的可能性时，期货公司有权随时终止本软件的对接。

6、因本软件代码、功能、数据传输错误等缺陷，导致交易错误和风控失败而产生的投资损失由使用者自负。

7、交易账户不可在多个电脑同时登录，否则会导致先登录的软件服务器连接被挤掉线，掉线后将无法收到策略样本信

号。

8、用户电脑如有安装杀毒软件的，请将鸟枪软件程序添加成杀毒软件的信任软件，否则有被杀毒软件误删的风险。

9、本提示未能尽述一切有关“鸟枪量化策略平台”存在的风险，鸟枪和鸟枪的运营商皆不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故请

您在使用软件前须细心研究、熟悉本软件的各种功能及认真阅读《鸟枪量化策略平台使用说明书》及《风险揭示》后

方可使用，并在每次交易后仔细查看委托、成交是否成功。以免操作错误或系统故障给您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10、当用户下载并使用鸟枪量化策略平台时，表示用户已同意以上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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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枪量化策略平台说明书

● 软件的特点

一款专门投资机构打造的直连式专业量化平台，直联期货公司 CTP 账户，交易速度极快，

Q 语言编程功能，为不懂编程的机构提供中文条件输入自动策略代码生成器，支持动态

8 年的 TICK 历史数据并动态 1:1 策略复盘，支持策略精准回测，支持策略参数优化，支

持不同期货公司账户同时登录，同时策略自动化交易，手动和全自动交易，支持各期货

公司 CTP 账户，提供模拟测试。账户使用！

● 配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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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载安装注册

1.11 下载

登录鸟枪官网 www.cfltrader.com 点击软件下载，下载鸟枪快手抢先版

1.12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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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下载结束后，解压为文件，点击安装。安装过程中，如果遇到杀毒软件提示拦截

信息，请选择“是”。因为软件需要读取必要的用户信息，杀毒软件会误以为是病毒。安

装盘，是指自动运行安装的运行文件，系统具备自动升级功能。安装包，是指安装压缩包，

用户如果需要使用最新版本需要重新下载，并清除原来的安装包文件。在使用安装盘安装

时根据安装盘自动提示，依次下一步完成安装。

安装过程中，如果遇到杀毒软件提示拦截信息，请选择“是”。因为软件需要读取必要的用户信息，

杀毒软件会误以为是病毒（请先关闭杀毒软件,再下载安装）。点击运行后，选择安装的位置后点击

安装：

1.13 实名制注册

在官网 www.cfltrader.com 上注册鸟枪账号，请实名填写自己用户信息（手机号、

邮箱地址），获取短信验证码后，点击注册。注册成功后，我们会将账户和初始密码发

送到你的手机，如果没有收到请致电客服中心 0755-23334885

1.14 注册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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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不到验证码 新用户在注册时，若手机不能及时收到验证码，可以重新点击“获

取短信验证码”90 秒内有效，若仍旧不能取得验证码，请联系客户经理或客服电话

0755-23334885

1.15 登录 ：输入账号密码

二、软件核心功能

2.11 界面基本介绍：鸟枪量化策略平台左上角为账户管理，右上角为策略管理，左下

角为账户持仓和成交记录，右下角为策略的盈亏和交易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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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海量策略自动生成器：支持 0基础不懂编程的人中文输入条件，程序自动生成策略

和代码，提供 K线形态，K线，分析指标，量价指标自由组合，多周期组合策略。简单快

速上手，把量化的门槛降到最低。

2.13 Q 语言策略编程器：针对有编程基础的朋友开发的编程功能，用户可以编辑

各种算法交易策略，实现回测和优化策略，检验自己的策略，最终实现自动化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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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策略预览功能：通过预览功能可以检查交易信号的正确性和大致的收益情况，方便

用户更快速调整自己的策略参数。

2.15 策略 TICK 精准回测：提供 8年的 TICK 分笔数据，用于精准回测策略有效性。

2.16 策略动态 TICK 复盘：通过动态复盘，可以清晰的看到策略在不同的行情表现的不一样

的有点和缺点，也可以同时多个策略，多个品种一起组合后的交易结果，大大降低实盘验

证的风险和提高策略的成熟度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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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策略参数优化功能：每一个策略针对不同的品种都有不同的参数才算最合理的，我

们用这个功能，大大降低时间找到每个品种的生命线，最佳的交易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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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策略商城：鸟枪量化长期研究各种量化策略，包括趋势追踪和区间震荡策略，网格

策略，波段，和日内短线策略，日内高频策略豆油深度研究，鸟枪提供量化策略技术的

搭建服务和对交易团队和投资机构量化整体解决方案，支持来料加工。

三、策略管理功能

3.11 本地策略管理：用户自编的放到本地的话，或者下载的策略都放在本地的话，直接

调用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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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云端策略下载：用户把自己编辑的策略，上传到云端，方便随时下载，或者鸟枪后

续也会放一下策略到云端，供用户体验和测试软件使用。

3.13 策略分组管理：用户在交易的中，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行定义分组来管理正在

交易的策略和账户。

四、策略交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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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登录交易账户：点击新增账户，根据期货 CTP 不同选择相应的服务器，然后确定输

入账号和密码登录成功。

4.12 自定义期货地址：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添加新的期货公司地址，或者添加融航，

金牛等第三方接口地址，进行登录交易，详情请咨询鸟枪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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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添加交易策略：用户根据自己需求，添加交易策略，选择交易周期，区分策略自定

义和固定手数，修改策略参数，修改最大持仓，选择交易账号，最后在选择云合约，然

后再加入启动自动化交易。

4.14 策略通用设置：用户在自动化交易前，请提前设置好交易撤单和重发参数，以免不

能正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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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行情服务器设置：用户在使用前，请提前设置好速度快且稳定的服务器地址。

4.16 消息中心提示：用户登录成功和失败，这些消息非常重要，请用户经常关注。



产品官网 www.cfltrader.com 鸟枪快手使用说明书16

4.17 启动策略运行：右键弹出框后—启动所选策略或者全部策略自动化运行，那么策略

就开始自动化交易，也可以停止所选策略或者全部策略自动化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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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 查看策略运行情况：查看某个策略的运行情况，点击上方策略，下面可以切换成 K

线图，盈亏曲线，策略持仓，策略日子等，策略成交记录等。

下图为策略目前持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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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账户信息和持仓盈亏情况：左上角为账户的动态权益，盈亏情况，占用保证金等，

左下角为某个账户的持仓数量，持仓盈亏，委托单，成交记录，交易日志等。

免责条款声明

鸟锵量化（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公司的董事、执行官、雇员、顾问和代理商）和内容提供商对此项

服务及其内容的准确性、完整性不做任何形式的担保。因为互联网以及卫星通讯方面的各种因素，所

以不担保服务可靠性，对服务的及时性、安全性、出错发生都不作担保。

软件里展示的 k 线图、指标等图表，以及开平仓提示等内容仅供参考，这是我们根据交易所发布

的报价数据，用自有的统计算法进行深加工而成的，鸟锵量化和交易所对于任何因使用或无法使用此

项服务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赔偿、损失、债务或是任何交易结果均不承担责任和义务。

鸟锵量化（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公司的董事、执行官、雇员、咨询者和代理商）和内容提供商对于

任何因使用或无法使用此项服务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赔偿、损失、债务或是任何交易中止均不承担责

任和义务。此声明永久有效。

深圳鸟锵量化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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