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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常常听到新用户抱怨：你们软件这么多东西，怎么看？的确，身为一款数据软件，Choice

金融终端涵盖了股票、债券、基金、理财、商品、外汇、指数和宏观等众多金融品种，每个

品种又包含了大量子模块和相对复杂的功能用法，一开始接触是会有头大；加之不同用户对

之前所用软件的习惯各不相同，要快速熟悉和上手终端，对于一个新用户来说会显得有些吃

力。庖丁解牛的故事告诉我们：眼里看到一整头牛而不得其法，只能费刀费力，唯有苦练技

艺、熟悉整牛的每一经络骨骼，做到目无全牛，方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小编不敢自比丁

师傅，仅以这两年对终端的了解，带大家从框架和常用功能上，带大家一起认识一下 Choice

数据。不足之处，欢迎多多指正。 

 

上面讲，终端一共涵盖了股票、债券、基金、理财、商品、外汇、指数和宏观等众多模

块，模块虽多，结构却相似。先跟小编一起点开终端最上面一行菜单里（顶行菜单为终端最

细最全菜单）的股债基 3 大金融品种，大致对比下各品种结构上的异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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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 

 

 债券：         

 

基金： 

 

长得都很像对不对？除了债券多了一个债券专用的“分析工具”模块，每个金融品种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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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包含了资讯、行情、多维数据和专题统计这四大模块。四模块主要包括的内容有： 

 资讯：主要分新闻、公告、研报三类； 

 行情：行情报价模块； 

 多维数据：自主分析时需要提取查看的关于证券的全方位多角度的数据； 

 专题统计：业内大部分用户需要看的可以由软件直接统计整理好的重要专题数据。 

下面小编就根据这四部分，大致介绍下 Choice 数据。不包含在内的其他特色功能，会

在篇末单独介绍。闲言少述，上主菜。 

二、 四大模块 

1、 资讯 

从上面股债基的三张截图我们可以看到，每个金融品种的第一部分一般都是资讯类数据。

资讯类大致又分为三类： 

新闻：24H 滚动快讯（报刊媒体全面+众多独家梳理栏目）； 

公告：实时同步公告（紧盯信批平台，公告实时抓取）； 

研报：海量研究报告（各大卖方观点，尽收眼底） 

他们不仅分散在各模块的第一部分，也整合在了三个专门的目录下： 

 

小编认为资讯类栏目下，最重要的功能莫过于每个栏目左上角的“订阅管理”，通过起初

的多次浏览，将自己喜爱的资讯栏目尽数收藏，其他的，暂且随他去吧，有需要以后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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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大爆炸时代，过滤多余信息以节省时间尤其珍贵： 

 

 

1)资讯的检索 

我们对于资讯的检索支持 AND/OR/NOT 这些逻辑连接词。 

 

1. AND（且） 

情景：2017 年 9 月 8 日，沪深交易所双双发布股权质押新规征求意见稿，严格规范了股权

质押业务。 

要求：远离雷区，搜索标题中包含“质押”并且包含“平仓”的个股公告 

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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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R（或） 

情景：2017 年 5 月底，证监会推出史上最严减持新规；2017 年下半年至 2018 年上半年，

限售解禁将迎来区间内的一波高潮。在 IPO 每周平均核发七八家，市场流动性有限的条件

下，严格监控此类股票公告很有必要。 

要求：筛选公告标题中包含“减持”或“解禁”的个股公告 

演示： 

 

3. NOT（非） 

情景：查看上市公司定期报告特别是年报或者半年报时，很多上市公司会同时披露摘要

和全文公告，有时时间充裕，需要一只只查看报告全文；有时时间宝贵，只看大概看下摘要。 

要求：在定期报告-半年报栏目中剔除标题中包含“摘要”的个股公告 

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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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情 

1) 看行情，用多屏！  

 

没有用过多屏系统的小伙伴们是不是经常看到类似图片然后感觉人家电脑和软件都好

高大上？不要羡慕人家，咱们的 Choice 金融终端一样可以！当然用过的小伙伴也不要鄙视

我大惊小怪没见过市面，小编对比过市面上有多屏功能的几款常用软件，怎么也都觉得

Choice 金融终端的多屏是最方便的：一般的软件都需要像 Office 办公软件中 Word 或 Excel

一样，左上角鼠标点击“文件”-“新建”-“空白工作簿”或“空白文档”，进行两步或更多操作才

能实现，相对繁琐。而 Choice 数据只需要鼠标左键单击选中已经开启的多标签页中所需标

签，然后往需要的屏幕上一拖一拽，分屏即可轻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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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要想看得爽，开启多屏不用讲！ 

 

 

下次打开还想看，保存方案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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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板块监控 

可以分屏看行情固然会舒服很多，但是还是需要强大的行情界面配合才更显其锋芒。行

情界面首推板块监控。界面首页进去，6 个模块一目了然。左上板块列表、右上选中板块走

势、左中板块成分列表、右中选中个股走势、左下新闻、右下公告研报。盘中实时监控领涨

领跌板块及个股，一界面更胜多标签。左边板块或者个股的默认指标不喜欢不够用？右上角

设置指标，48 个板块指标、58 个个股指标（指标数量非固定，随用户需求递增），您想要的

都在这里： 

 

板块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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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指标： 

 

3) 首页自选行情 

行情模块除上述两大特色，更是把对用户自选股的重视做到了极致。用户第一次登录终

端，我们就在终端最醒目位置提醒您添加自选股，东方财富老用户通过“点击此处添加自选

股”更可一键同步自选。既是自选，就要方便时时查看刻刻浏览。加完自选之后，您不必进

入行情模块，就可以在首页主体区域直接查看自选板块和自定义指数的行情、新闻、研报、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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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维数据 

在我大 A，要做一个能够存活下来合格的投资者，不容易。我们要上知国内外大事，中

通行业形势，下晓公司基本面，左明价量关系，右了波浪理论、江恩法则、缠论……流言蜚

语漫天飞舞、股神大 V 各逞其能，我们要有辨别其是非的能力；15 年 6 月以来大小股灾数

次，我们还要有严格止盈止损的交易体系和一颗强大的足以呈受系统风险下相当严重损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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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脏。 

从韭菜到大师，谁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股市的学费不能白交，不断努力学习以找到和完

善适合自己的交易体系，是每位投资者成长的必由之路。当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学

习的过程中，也需要一件利器进行大量数据的查看和提取。Choice 数据的"多维数据"模块，

正是这样一件利器，在基本面、技术分析等多个维度，为您提供大量、准确、及时的数据，

方便您分析研究。其中，用得最多的功能，当属深度资料 F9 和数据浏览器: 

1) 深度资料 F9 

 

股票深度资料（F9 功能）全方位展现和剖析上市公司基本信息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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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浏览器 

a) 整体布局 

数据浏览器的界面由三块主体区域以及一组功能按钮组成： 

http://183.131.229.41:8080/uploads/article/20171122/528f851f1de866c3f9c30505b62a6628.png
http://183.131.229.41:8080/uploads/article/20171122/1ce629882e352fa5b0ceb877c60c323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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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块主体（两选一看）： 

 指标选择区域（选指标） 

 范围选择区域（选证券） 

 内容展示区域（看数据） 

b) 基本操作 

数据浏览器的传统基本功能是数据的浏览和查看，功能的实现需要经历两选一提三个步

骤：选指标、选择标的范围和提取数据，新版数据浏览器已经优化了"提取数据"这一步，两

选之后数据自动呈现以供查看，无需再手动点击"提取数据"，所以现在简称"两选一看"。第

三步已省略，不必多说。下面介绍下两选基本操作。 

① 选指标 

 单个指标提取 

可以在左侧中间指标搜索框，通过输入拼音首字母或指标名称查找需要的指标，也可以

直接在指标树上双击指标来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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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量添加 

新版数据浏览器中还可以通过 Ctrl+单击或者 Shift+单击多选指标，然后右键“添加指

标”，一次性查看多个指标。 

 

不同指标有不同的待选参数，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适当的参数值，然后单击确认，完

成设置。在选择带参数的指标后，会弹出所选指标的参数面板，如下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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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未对参数做特别指定，参数值取系统默认或您上次设置的参数值。 

② 选证券 

 直接输入代码或者双击板块批量添加 

 

 “双击板块在当前页添加成份” 

选项设在指标搜索框下方，未选择该功能时，双击板块名称将打开一个新的 sheet 页，

并在这个新的 sheet 页输出板块成分（每个标签页只能查看一个板块的数据）。 

http://choiceclub.jg.eastmoney.com/uploads/article/20150327/313894bbbf8a3948493faa40acbe5117.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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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勾选该选项后，双击另一个板块时，将在当前的 sheet 页中直接添加成分，而不会新

开 sheet 页（标签页内可查看多个板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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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功能按钮  

功能按钮区包括：提取数据、参数修改（隐藏参数、使用默认参数、显示参数名称）、

条件选股、清空条件（重置条件选股中条件）、指标计算（指标管理）、数据统计、显示图形、

删除指标、保存模板（存为板块）、导出 EXCEL。不要小看这小小的一长条，每个按钮都能让

您节省大量时间和精力。下一部分，我们对这些按钮逐一介绍。 

① 提取数据  

如上文所述，新版浏览器里已自动省略了“提取数据”这一步骤，不过在提取大量指标或

者网络不稳定的情况下，所需数据可能会有一次加载不出来的情形，故新版浏览器保留了“提

取数据”按钮。 

② 参数修改  

高开低收等这些行情指标提取时需要设置交易日期、复权方式；营业收入、净利润等财

务指标提取时需设置报告期……这些设置项就是指标的参数。在数据浏览器界面参数编辑对

应的功能有“参数修改”和“参数修改”右侧小三角对应的“参数隐藏”、“使用默认参数”和“显示

参数名称”4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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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修改 

可修改已提取出来的单个或者批量指标的参数，以批量修改指标参数为例，从查看全部

A 股 17 年 7 月 17 日高开低收数据变成查看其 17 年 7 月 14 日数据： 

 

 参数隐藏 

勾选此项，数据展示区会只保留指标名称，界面将更加清爽，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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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默认参数 

不勾选时提取数据有参数面板弹窗，首次提取指标时展示默认参数，以后再提取该指标

时保留用户习惯 

 

勾选时左上角选择指标提取时无参数面板弹框，指标直接以默认参数在右侧数据展示区

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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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参数名称 

勾选： 

 

不勾选： 

 

③ 条件选股  

数据浏览器除了可以“数据浏览”，还有一个更为实用的功能，选股。选股最重要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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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需要各位自己慢慢去学习和培养，下面小编简单介绍下选股器的功能用法。 

路径：习惯先进入据浏览器的用户：点击“数据浏览”（或者"股票"模块下进入"新股票

数据浏览器"）-"条件选股"，未养成此习惯的用户，直接点击终端顶部"条件选股"按钮即可。 

 

 条件选股布局可以分成四块主体区域和一排功能性按钮。 

  主体区域包括： 

① 指标选择区域（选指标） 

② 范围选择区域（选证券） 

③ 条件设定区域 

④ 筛选结果展示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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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图和数据浏览器原始界面对比，变化主要发生在右侧，数据被展示在了屏幕右下方，

右上方则多出一块条件设置区域，除了原有的指标名称和参数，另有“运算符”、“数值”和

“单位”三列；中间则多出是“条件表达式”设置框和一个"执行"按钮。 

数据浏览器的基本操作是两选—选指标、选证券，多出一块功能区，条件选股自然要多

出来一步操作—条件设置。所谓数据，大致可分两类：不能进行运算的文本型数据和可以运

算的数值型数据，条件设置方法也因这两种类型而异： 

1）文本型：十大股东中有某个牛散、某个机构，注册地在某个城市，属于某行业某板

块这种选股需要用到文本型，有“=”(指标和需要的字段一字不差、严格相等）、“<>”(不等

于）、“包含”（指标包含需要的字段即可）、“不包含”、“等于空值”和“不等于空值”等多

个运算符： 

 

2）数值型：即数字型数据，涨跌幅大于多少、市值小于多少、净利润同比增长率在多

少以上、市盈率在多少之下这种的选股都要用到，运算符包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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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数字型的运算如果只有以上方法的话肯定还不满足您的需求，比如我要两个指标相

加大于 10 亿，要一个指标大于另一个指标的两倍，怎么实现？！条件表达式。 

您可以在条件表达式中对数值型数据进行加减乘除、取绝对值、乘方等绝大多数常规的

运算方法（注意灵活运用括号以实现运算先后顺序符合您的逻辑），另外，条件之间可用 AND

（且）、or(或）两个逻辑运算符连接。 

以 16 年年报归母净利为正，且大于 15 年年报 2 倍为例，展示如下： 

 

再来个技术派常看的 5 日 10 日均线金叉选股： 

逻辑条件： 

1.昨日 5 日 MA 在 10 日 MA 下方 

2.今日 5 日 MA 不在 10 日 MA 下方 

3.股票可以正常交易（剔除极个别满足条件但不能正常交易个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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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完毕可点击右上角“保存模板”进行保存，后续可直接在左上角我的模板里调用，

交易日设置为“最新”和“前一交易日”（不是具体的日期）的话每日会自动更新。 

 

股票数据浏览器里目前有一千五百多个指标，每个指标都包含海量的历史数据，所缺的

不过就是您的“最强大脑”来使用它了。数据浏览，等您来选！ 

④ 清空条件  

清空“条件选股”中设置的所有条件，右侧小三角下拉列表中可选清空证券列表和清空

指标排名选项 

⑤ 指标计算  

根据众多基础指标进行指标间运算，各类数值型指标均可运算，爱看公司基本面的朋友

尤其要注意多用用此功能。指标计算编辑完成后，点“确定”本次直接提取，也可存为“自

定义指标”以方便以后直接查看。示例：送转率=每股红股+每股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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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指标”可像“待选指标”一样灵活提取，一次保存，终生可用。也可直接导入导出，

方便同事、好友之间共享。 

 

⑥ 数据统计  

直接点击按钮展示的是所展示数据的常用统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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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小三角点开则可以进行深度一些的按“文本”、“数值”和“日期”进行分组的统计： 

 

 以数值统计为例，查看去年年报上市公司每股转增股本的区间分布情况： 

 

⑦ 显示图形和序列数据  

对于数值型数据，点击此按钮，可直接在界面下方显示图形，并可在图形右侧对图形做

常用的折线图柱状图切换、双轴展示、最大化、导出等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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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显示图形，不得不多提一句另一个非常实用的但是藏得深一点的功能：序列数据和

图形。数据浏览器到这里已经介绍了很多，比较经常做分析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唉，听你这

么一讲，你们浏览器做截面（某一个或几个固定时间点）分析可能还不错，我需要对比历史

一段时间的数据好像就不行了吧？“小箭头”来啦！对于常用的需要提取一段时间的指标，

数据浏览器里都做了序列数据提取功能的，方法是：鼠标在指标数据前轻轻滑过，有“小箭

头”一样的图形显示出来，点击屏幕下方则会有历史数据和走势图展示，还可进行不同股票

和指标对比： 

 

⑧ 删除指标  

顾名思义，就是删除误提、多提或者不想看的指标，可通过 ctrl+、shift+批量选中多列

指标，再点此按钮，提升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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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保存模板  

直接点击此按钮，可保存当前屏幕的数据浏览模板或者条件选股模板，保存后的模板可

在数据浏览器左上角“我的模板”区域查看。 

 

 点击“保存模板”右侧小三角，可看到下拉框里还有三个选项： 

 

 存为板块：将选股结果或者选中行存为自选，和数据上右键“存为板块”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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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入模板：导入本地电脑上保存的其他选股或数据浏览模板，和“我的模板”中“模板导

入”等效 

 

 模板数据同步：网络异常、不同电脑上模板未同步时点此同步。 

⑩ 导出 Excel  

导出所提取的全部数据或所选中的多行数据至 Excel。 

⑪ 返回旧版  

此按钮针对 15 年底之前的老用户，之后的用户可以忽略，老用户们也可以慢慢习惯新

版浏览器了，毕竟从界面美观程度还是功能实用性上，新版都要好很多。 

⑫  指标排名 

主要涉及函数: 升序 RA(Rank)  降序 RD(Rank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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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选股完毕（或指 标提取完毕）→点击“指标排名”→排名设置区或者排名表达式区设

置排名条件→点击“执行” 

综合排名（指标加权排名）：可根据需要对各指标设置权重，最后罗列一个总的排名。 

用法：总权重为 1，设有三个条件#1、#2 和#3，权重分别为 0.5、0.2 和 0.3，排名表达式

区填写(以升序排列 RA 为例)： 

RA(0.5*RA(#1)+0.2*RA(#2)+0.3*RA(#3)) 

 

 

http://choiceclub.jg.eastmoney.com/uploads/article/20170608/7f6c43d8b3bbae4e8a805640b35d5d1b.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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⑬ 文本筛选 

以十大流通股东包含牛散“赵建平”或者“周信钢”为例： 

运算符选"包含",数值填“赵建平|周信钢”（不同文本间以“&”或“|”连接，“&”表示“且”，“|”表

示“或”，“|”用英文输入法下的 Shift+双引号右边那个键输入） 

 

 

⑭ 实时行情指标 

盘中一瞬，变幻万千，分屏功能+板块监控令盘中看盘更给力； 

海量数据，便捷筛选，数据浏览+条件选股让盘后复盘更省心。 

能不能向前再迈一步，让数据浏览器能用实时行情在盘中选股？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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⑮ 数据回测 

数据浏览器最为实用的功能是条件选股，那么选完股票之后，怎么知道我精挑细选的

这堆股票是骡子还是马？ 

真金白银地去买这些股票实地考察？学费太贵。 

手动在 Excel 里一条条输入交易记录创建模拟组合？好很多，但还是很麻烦。 

现在，数据浏览器界面新增了一个“回测分析”按钮，轻轻一点，选股策略历史总收

益、单调仓周期收益、策略胜率、明细调仓记录即刻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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⑯ 数据浏览器组合管理 

令人满意的策略有了，如何观测策略的后续走势，以及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分析？组合

管理。相信细心的小伙伴刚刚已经发现了，在回测分析的右侧，还有一枚小小的“保存

至组合”按钮。有了它，我们可以：组合监控-监控策略持股盘中实时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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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hoiceclub.jg.eastmoney.com/uploads/article/20171127/aa4bf8af45f50b7454940870f4da4195.jpg
http://choiceclub.jg.eastmoney.com/uploads/article/20171127/c121c02614d06a0d9dbea0cd88e5d35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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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专题统计 

仍以股票为例，介绍下内容和一些实用小技巧： 

1) 内容概览 

 

2) 小技巧 

a) 专题收藏 

还是那句老话，精力是有限的，时间是宝贵的。终端数百个专题单凭肉眼看肯定看不过

来，也没有必要。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只想看我所爱，怎么办？资讯类可以订阅，专题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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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也可以收藏，点击专题前面空心五角星，变为黄色实心五角星即收藏成功： 

 

收藏专题都收录在“报表收藏夹”节点下，您爱看的都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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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数据筛选和数据检索 

专题里股票太多了，我要找某一只股票怎么找？ 

数据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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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检索： 

 

c) 添加指标 

专题里指标、格式都是固定的，我想要加指标可以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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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可以！终端展示的格式是我们根据绝大多数用户的需要作出来的固定格式和排版，

但是好消息是，专题和浏览器是打通的！只要浏览器里有的指标，您都可以通过专题右上角

“指标计算”下拉菜单里的“添加数据浏览器指标”添加进去（需以股票为标的统计的专题

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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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针对数值型的列还可以进行相互运算生成新的列： 

 

三、 其他特色功能 

1、 "搜一下"（全局搜索） 

“搜一下”，“嗖”地一下，精彩数据即刻呈现！不管上述四大模块的哪一块，也不管是

各大金融品种里的哪个品种，只要是终端涵盖的内容，基本都可以通过“搜一下”搜索出来。

千万不要小瞧这小小的一条，它可是我们 Choice 里的“百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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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合管理 

实践出真知，各种策略的股票选出来了，实打实地去炒股？真金白银都是钱啊！别怕，

组合管理模块来帮您消除困扰。数据浏览器中选出来的各种股票可在终端创建组合，强大的

组合监控和组合分析功能可以更好地检验选股策略。Choice 数据 3.0 版本之后，组合模块新

增模拟交易和组合数据浏览器模块，更是如虎添翼，为策略分析提供强大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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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用场景 

组合管理的本质是一个自动记账系统，内部有庞大的历史股价数据和分红之类的数据，

只要把交易记录导入（录入），就能自动的处理产生的分红权益等等事件，自动计算组合的

总资产、净值，并配套各种分析。那么组合管理能做什么呢？ 

 

场景一：管理自己的投资组合 

作为一名股民，怎么能不好好记录自己的投资业绩呢~，组合管理就能轻松实现这个功

能。如果交易记录不多，可以在交易界面一条一条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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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很多交易记录 ，可以从券商页面导出交割单，或者自己按照模板编辑 excel 文

件，通过导入交易记录的形式直接导入到组合管理中。 

比如在这个页面，选好对应的日期，右键—保存，即可导出交割单。 

 

 

目前支持的品种包括沪深的股票和沪深基金，以及非货币型的场外基金。（更多品种敬

请期待！） 

场景二：回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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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时候，我们投资的灵光一动，会想到一些有趣的点子，比如如果在历史的某日买入

几只股票，持有至今的收益如何呢？遇到这样的场景，使用我们的组合管理一样可以实现，

只要导入相应的交易记录即可，或者逐条录入也可以，开心就好。 

这是俺试了试在历史不同阶段挑几个大趋势做的回测记录，在不同时期依次持有万科、

四川长虹、佛山照明、泸州老窖、贵州茅台、乐视网、兴业证券、东方财富、浦发银行、贵

州茅台，结果，得到的资产单位净值已经超过了我们 K 线绘图定义的最大值，收益率达到了

7 亿%。 

 

这个想想就可以了，别太当真。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功能来做自定义指数哟，在导入持仓中选择等权重导入就 OK 了。 

导入持仓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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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导入持仓在组合设置中呢？ 

因为只有新的组合（没有成分）才能使用导入持仓滴~这是专门为了回测场景（尤其是

自定义指数）设计的。 

场景三：基金定投 

基金定投作为一种简易的程序化投资方式，在投资领域很受重视。在组合管理中，基金

定投同样可以支持，建立一个组合，创建多组基金定投的记录，我们便能自动帮你计算出总

资产与收益的情况。 

 

讲真，基金定投这个功能我能玩一天~尝试各种定投的收益。 

场景四：FOF 管理 

一支纯基金的组合就是一个 FOF，请大家自行尝试。 

2) 组合特色 

① 实时监控 

组合中具备实时的监控页面，组合净值实时计算并画出分时图。组合监控可以一眼看出

组合下各个成分的动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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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其他那些只有每日一个净值点的组合管理工具，这个功能实用多了有没有？ 

② 历史 K 线 

和其他的组合管理绘制一条净值曲线不同，我们采用传统蜡烛 K 线来绘制组合的净值

走势，这就比传统的组合多了许多信息，如开盘净值，最高净值，最低净值等，不过这些数

据都是用当日的行情计算并保留下来的。 

 

（题外话：这是真实操作） 

此外，在这个 K 线界面还有很多亲们熟悉的玩法，比如：切换 K 线周期、添加均线、画

线、添加对比、改为对数坐标。太多熟悉的玩法可以直接移植的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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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图是改了对数坐标，K 线周期为周线，添加了 50 周均线（淡黄色）和 100 周的均

线（红色），并用作图工具画了一条线性回归线（黄色），并添加了沪深 300 的走势图。 

这里的玩法真的很多呢。 

③ 完整的交易场景 

我们使用了最为逼真的交易场景，使用了与真实极为相似的费率，用户不仅可以为每个

组合单独设定费率，还可以设置在不同的时间段使用不同的费率。有了费率，用户就可以知

道自己的组合的交易成本啦，对于高频交易的投资者，费率是很重要的哟。 

 

这样感觉是不是很充实呢？其实我们还有更真实的，那就是分级基金与场内货币基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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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这两个特殊品种，我们完全按照真实的交易规则（与算法）去制定，分级会有自动的

折算处理，场内货币基金的收益折算等等，分级基金还可以分拆和合并，简直太真实啦。 

还没完，我们还有一个很出（sang)神(xin)入（bing）化（kuang)的设定，那就是LOF类基

金即支持场内交易，也支持场外交易，并且还可以通过卖出与赎回两条通道变现。这样

一来，做基金套利的场景也就可以满足了。 

 

④ 配套的组合分析库 

说完了我们的交易，再说说分析，我们的组合分析功能就像支持的品种一样强大，除了

常规的计算收益与走势，还有丰富的历史交易记录汇总，资产配置分析等等，包括现代投资

组合理论常用的指标。 

 

⑤ 资金调配 

我们是可以进行资金调配滴，默秒那些给一个初始资金就不能再动组合管理工具。 

⑥ 更多精彩，等您发现…… 

3、 Excel 插件 

Excel 作为最主流、最高效、数据处理最强悍的办公软件之一，Choice 数据自然不会放

过。终端内数据浏览器模块、专题模块、宏观模块和实时行情模块，大都可以通过 Choice 数

据自带的插件在 Excel 中用函数直接提取，配以 Excel 强大的自带函数库和图表工具，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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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专业投资者制作各种分析模板提供极大便利！这里介绍下 Choice 插件的整体布局和基本

功能用法。 

1) 整体布局 

 

①  数据导出 

截面数据、序列数据、实时行情、财务、宏观 EDB、专题等各类数据导出，这个模块集

合了 Choice 插件最常用的功能，整体布局里一笔带过，基本功能中会重点介绍里面各项基

本操作。 

②  辅助功能 

财务估值、行业股指等各类实用模板、批量插入股票和日期、去除公式保留数据快照、

公式重新计算等辅助功能。 

 模板库：财务估值、行业估值、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分级基金套利监控等一系列

根据 Choice 插件函数做出来的精品模板，可在熟悉插件之后再逐一查看。 

 

 插入代码，分“插入股票”和“插入日期”两项，很方便的批量插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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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代码：首行和第二行插入全部 A 股代码和名称 

 

 

插入日期：首列插入最近一年交易日期 

 

 保存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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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量请求函数时，加载数据会比较缓慢，等了很久好不容易加载出来的数据，下次打

开表格会自动重新计算或者设置了手动计算但是误触导致重新计算。研究金融的需要的数据

量肯定少补了，碰到这种情况时整个人会是崩溃的： 

 

如果只需要保存提取出的数据进行分析，点击“保存快照”，就会剔除公式只保留数据

了，可选操作有保存当前工作表、工作簿、指定工作表，保存之后可以在公式栏看单元格对

象： 

  保存快照前： 

 

  保存快照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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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新函数 

刷新公式，重新请求，分刷新当前工作表和当前文件两个选项 

 

③  系统设置和帮助 

登录和退出 Choice 账户、设定函数刷新频率及无数据时单元格返回格式等系统设置、

插件帮助、插件版本查看。其他几项不必介绍，单看下系统设置： 



   

 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53 

 

 通过查看系统设置面板，各项用法基本上一目了然。可能会对第三项“RTD函数设置”有

所疑问，RTD 函数即指实时行情函数（下文会单独介绍），此设置是针对在 Excel 中获取实时

行情时，对刷新频率进行控制。 

2) 基本功能 

a) 函数向导 

⑤ 整体速览 

函数向导模块是终端股票、债券、基金等各个数据浏览器的集合，再加上针对 Excel 插

件所做的一些功能性函数配合使用。希望通过以下两幅图，大家能对该模块有个大致的整体

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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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基本操作 

为满足不同用户使用习惯，函数向导分为左侧栏和弹出窗口两类 

 

以左侧栏为例，插入平安银行今日收盘价： 

左侧栏-股票-沪深股票指标分类-行情指标-日行情-收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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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之后，弹出参数面板如下： 

 

可如上图手动输入股票代码和日期，也可在单元格中插入股票代码和日期然后点击输入

框右侧小键盘选中目标单元格如下图： 

 

当然对函数已经非常熟悉的朋友，还可以直接在单元格内输入以下东财函数：

=EM_S_DQ_CLOSE("000001.SZ","2015-11-10","3")然后按 Enter 确认，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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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都是一样的。 

 

⑦ 批量插入 

点开函数向导下面小箭头，我们发现还有一个“批量插入”选项，这是个什么功能呢？

简单说来就是“函数向导”和“插入代码”功能的集合，也是非常实用的。 

 

其中：“板块”相当于插入代码下的插入证券代码功能；“日期”相当于插入代码下的插

入日期功能；“指标”大致相当于函数向导左侧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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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一起操作一下提取全部创业板股票 20151103至 20151110这一周的

主力净流入数据： 

 首列和第二列分别插入创业板的股票代码和名称 

选中 A2 单元格，板块-沪深股票-市场类-创业板-代码+名称-向下填充 

 

 首行插入近一周交易日期： 

选中 C1 单元格，批量插入—日期—20151103 至 20151110—单元格向右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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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入特锐德（300001.SZ）第一个交易日 20151103 的主力净流入资金指标 

指标—股票—沪深股票指标分类—行情指标—资金流向—主力净流入资金，证券代码选

择引用 A2 单元格，日期选择引用 C1 单元格： 

 

 设置 C2 单元格绝对引用格式，工作中如经常要用到 Excel 公式，绝对/相对引用

很有必要了解一下： 

第一个数据单元格 C2 公式中参数证券代码和交易日期引用的分别是 A2 和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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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单元格 C2 向右拖至 D2， Excel 会自动填充 D2 公式，在没有锁定的前提下，D2 中

证券代码和日期引用的单元格也会自动向右偏移，变为 B2 和 D1，如下： 

 

其中，日期参数引用单元格从 C1 变成 D1 没问题，但是证券代码引用的 A1 单元格变成

B1 就不行了，所以在向右填充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把 A 列固定住，即把它锁住，需要在 A

前面加美元$符号，可直接手动输入（Shift+4）或者光标放在 A1 中间按 F4 键，引用效果如

下： 

 

 

同理，在公式向下填充即从 C2 到 C3 拖动的过程中，要确保日期始终引用第一行数据，

所以日期参数要锁定引用单元格 C1 中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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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锁定填充： 

 

锁定填充： 

 

完事开头难，至此，第一个单元格绝对引用格式设置完毕，剩下的都好办了： 

首先，鼠标选中 C2 单元格向右拖动至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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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双击 H2 右下角小绿点（或小黑点），全部数据出现： 

 

查下立思辰，可知，期间停牌 

 

b) 历史行情 

看完了函数向导，初步接触数据软件的用户可能会惊异于它的便利：这么多数据这么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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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地从 Excel 里提取，比起用行情软件一只只股票导 K 线来，方便多了。是很强大，但是，

还不够！下面举一个栗子来说明接下来历史行情功能的必要性： 

提取全部 A 股近三个月的收盘价、总市值、市盈率指标，来我们再温习一下函数向导，

用它来提取这些数据的话大概需要以下几个步骤： 

① 用函数向导下面的批量插入或者插件菜单的“+”号插入股票代码和最近三个月交易日

期（以批量插入为例）： 

 

插入代码：（光标定格到 B1 单元格，板块中选择“全部 A 股”-“代码+名称”-“向右填

充”-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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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日期：（光标定格到 A3 单元格，日期区间选“最近 3 个月”-“降序”-“单元格向

下填充”） 

 

② 插入东财函数提取数据 

首先，指标中提取平安银行（000001.SZ）的 20151109 的收盘价数据（注意单元格锁定，

函数向导功能中有所介绍，如遗忘点击红色文本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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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B3 单元格函数中锁定“B1”中的 1（按 F4 键或在 1 前加$符号）和“A3”中的

“A”，然后选中单元格右下角的小绿点（或小黑点）拖动到最后一列（可在 Excel 左上角地

址栏输入要填充的单元格区域如 B3：DBY3，然后回车 Ctrl+R 向右填充整行） 

 

最后，双击右下角的小绿点（或小黑点），填充全部单元格获取数据 

 

③ 依次步骤，在新建的两个工作表里再分别提取市盈率和总市值数据。 

能如此大批量提取数据，相比普通软件已有很大优势。但是在提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

不断地在单元格中进行操作、注意单元格的绝对引用和相对引用，提的股票或者日期非常多

的话自动填充起来也比较费事。所以，Choice 插件-历史行情来了！一个函数，4 步操作，以

上所需数据全部搞定。下面也一张图速览下历史行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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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基本操作 

i. 插入证券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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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插入指标列表 

 

iii. 其他参数设置 

 

iv. 输出格式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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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结果： 

 

和函数向导比，历史行情又精炼了很多步骤，具有提取速度快、方便易用等优点，同样

多的数据，历史行情在效率上有了很大提升。简单来说，函数向导偏截面函数，更适合设计

模板；历史行情偏序列函数，适合比较大批量地提取常用数据。 

② 历史行情小技巧 

 删除公式 

如果只想保留数据用不到函数更新功能，可以选中 A1 单元格轻轻按下 DELETE 键删除

单元格内公式，下次打开 excel 就不会再重新加载函数，比起“存为快照”和复制粘贴保留

数值又方便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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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活编辑时间参数 

EM_HQ(……,STARTDATE,ENDDATE,……)中的起始日和截止日参数有便捷写法，起始日为

"1W"，截止日为“N“（大写），就能取到近一周的数据，示例为平安银行近一周收盘价数据，

不用历史行情菜单，A1 单元格直接输入函数：=EM_HQ("000001.SZ","CLOSE","1W","N")（日

期后面省略参数设置则视为默认参数，excel 自身函数也是默认如此） 

 

除了强大的历史行情功能，历史行情子菜单下还有两个比较方便实用的小功能：行情图

和 PE/PB_bands，下面做下简单介绍： 

③ 行情图 

 

主要用来看个股之间或者个股和指数之间走势对比，标的可选择1到10只证券或指数，

叠加指数或证券可选择 0 到 5 只。下面以东方财富 2015 年 4 月复牌以来对比乐视网、创业

板指数和互联网指数为例做下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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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蜡烛线则可在表格中查看股票 K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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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PE/PB_bands 

 

PE/PB_Bands 就是在原始行情股价图中画出多条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的倍数连线，

以考察上市公司特定时期内股价游走于多少倍的 PE（PB）区间。以浦发银行（600000.SH）

为例，看其近一年股价在多少倍的市盈率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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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实时行情 

玩股票,只有函数向导和历史行情还远远不够,盘中一瞬，变幻万千。很多表格达人需要

在 Excel 中满足盯盘的需要。EM_RealtimeQuot 是一个很特殊的函数，通过它,就可以实现我

们这个需求。 

 

基本操作 

实时行情函数插入方法和历史行情类似，都是通过弹出面板指引大家操作，因为实时所

以没有复杂的参数，流程也更为简单，一般只需选择代码和选择指标两步即可。 

以创业板股票为例提取盘中高开低前收和最新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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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插入股票代码 

 

第二步，插入指标设置输出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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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结果： 

 

由于 Excel 自身机制、剩余内存和电脑性能的不同，Excel 自身所能承受的实时请求也是

无限的，第一步插入代码时，尽可能地过滤掉无效代码，方能更有效地盯盘。实时行情函数

请求频率可通过系统设置进行调节，最快 3S，最慢 300S。 

因为插件中实时行情的实用性和 excel 本身功能的强大性，我们的 EM_RealtimeQuot 函

数经常被用来设计模板，比如模板库里的分级基金套利模板，对本函数便有深度应用。颜色

浪一点，指标多一点，设计属于自己的 Excel 盯盘模板，一起来表格中体验跳动之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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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DB 数据 

① 整体印象 

 

② 基本操作 

经济数据库引用了终端中的数据和呈现模式，主要包括中国宏观经济、行业经济全球经

济以及商品经济数据的调用，具体呈现方式和步骤如下： 

 

有两种导出方式，点击“导出数据”和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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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导出数据”导出，可实现多种格式输出（喜欢表格清爽一些的朋友表头可以只选一

个指标名称） 

 

 

http://choiceclub.jg.eastmoney.com/uploads/article/20151113/7561d297516805e16e645ef54c27a34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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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确定”导出：可在当前工作表任意单元格快速插入 

 

4、 量化接口 

无量化，不策略；无数据，不量化。Choice 数据量化接口，以函数形式提供丰富的基本

面、财务、历史行情以及实时行情等数据内容，可支持用户进行数据分析及策略挖掘。支持

Windows/Linux 两种系统环境，Matlab/C++/C#/Python 等多种语言环境。有需要的用户，具

体试用规则和帮助文档，烦请和您客户经理具体进一步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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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宏观(EDB) 

宏观不是金融品种，而是各个金融品种的依附的经济背景，所以他没有行情模块，但是其他

的三大模块是都包括的，具体分类方法可参见下图： 

 

当今大数据时代，宏观不再只是分析师的专属，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秀才不出门，便知天

下事。但是仅仅做到“知”是不够的，只看新闻和专家观点还是很难形成属于自己的东西，

更重要的还是自己的学习和分析。 

即使不去专门学习经济学，身为普通的个人投资者的我们，也时不时地会需要查看一些

宏观的经济数据，比如 GDP、利率、外汇储备、汇率、CPI/PPI 等，以印证新闻、专家或者自

己的观点。更何况我们不会满足于安静地做一个普通投资者，要想生存下去，必须专业。 

Choice 数据宏观数据库提供了强大的 EDB 数据：全国各省市各行业上下游数据、中国

国民经济数据（投资、消费、进出口、财政）乃至国际间贸易、全球各国的经济数据。另外

终端不仅简单地提供原始数据，更以专题、图表、函数导出以自动更新数据等多种形式提供

加工整理后的数据。字多了看着累，再上两张图： 

06 年以来，银行间 10 期国债收益率和 1 年期国债收益率之间利差一共四次低点，其中

只有 13 年 6 月底和 17 年 6 月中下旬出现倒挂（1 年期收益率高于 10 年期收益率），央妈 6

月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通过逆回购、麻辣粉等手段持续净投放。进入 17 年 7 月之后，

资金压力骤减，央妈则一度连续 12 日零投放，真是操碎了心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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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间 10 年期-1 年期国债利差走势 

研究和分析个股时，往往要对比到行业数据，即使在基本资料 F10 和深度资料 F9 中的

行业对比，也往往只是从股票的表现、估值、基本财务数据和财务分析指标对个股进行一下

简单的行业排名。要真正了解这个行业，还需要大量地搜集行业数据。Choice 数据除了提供

丰富的行业研报供您查阅，还做了非常详尽的行业专题整理。不多说，上图。 

 

大消费鱼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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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常用快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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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为防止您不慎遗忘快捷代码，终端同时支持拼音首字母快速调用功能：

 

 "快捷键"列首字母大写表示按键，全大写英文字母表示键盘字母按键。如"Enter"键表示键

盘"Enter"键，"EXIT"表示您需要依次输入"E"、"X"、"I"、"T"四个英文字母：

 

 50-59 债券类型分别为：国债、地方政府债、央行票据、金融债、企业债券、公司债券、

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可转债、可分离转债存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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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首页栏目自定义： 

首页左侧常用菜单进一步优化，新增“我的功能”、“最近浏览”（左上方），以及“最近证

券”、“我的模板”（左下方），便于用户快速导航至功能模块或行情界面。 

此外，顶部快捷菜单及左侧常用菜单支持自定义设置、调整，支持右键设置快捷菜单，首

页行情走势图可收起，快捷菜单栏可隐藏。 

 

 

8、全球市场，利率互换综合屏： 

行情覆盖美洲市场、欧非中东市场、亚太市场、大中华市场、国际商品及重要汇率六大板块，

简洁直观地展示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行情报价。 

http://183.131.229.41:8080/uploads/article/20171122/12b2c2f8874a7c55a6a4a6cc4d5bcef5.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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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基金模块计算器： 

便于用户模拟基金买卖的真实场景及基金投资收益的具体测算。包括：基金定投计算器、

基金申购计算器、基金赎回计算器、基金收益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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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券商数据浏览器： 

入口“股票”-“券商数据浏览器”。 

http://choiceclub.jg.eastmoney.com/uploads/article/20180201/446b3121b6c91720ca778d52ac0c6eb5
http://choiceclub.jg.eastmoney.com/uploads/article/20180201/2736ab176f9ce3079aeb72243bc941b4.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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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行情风格设置： 

“工具”-“行情风格设置”-“典雅白” 

 

12、代理服务器设置： 

1：工具 网络设置中可以进行设置。 

http://choicetestclub.eastmoney.com/uploads/article/20180427/7650beb2d48b320381ffb722dae7e327.png


   

 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88 

 

同时，在登陆界面也可以进行代理选择，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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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专题栏目小工具： 

 

   在末尾的特色功能中，我们将会为您推荐几个专题常用的使用技巧: 

   导出 Excel： 

      使用中软件数据需要导出 Excel 进行深入分析，可以点击导出 Excel 进行导出。 

 

 

 

 

 

 

 



   

 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91 

   数据筛选 

平时专题打开后有非常多的数据，要找到需要的内容怎么办呢？可以点击数据筛选进

行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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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统计 

数据统计功能，可以帮您统计目前页面中的数据平均值，总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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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数据浏览器指标 

  想必，大家都用过股票数据浏览器功能，一定会觉得其中功能非常多和好用，如果

专题里面的栏目觉得少，希望添加更多的指标功能怎么办呢？ 可以在标题栏中按右键，添

加数据浏览器指标。（下图红框中按右键）   

 

特别提示：只有专题中的数据是股票类型的，才可以添加，否则是不能添加的。或者

说这个专题都是股票类型的内容，有股票代码一般都是可以添加数据浏览器指标的。

 

四、 结语 

感谢您能耐心读完，本文仅是针对初识 Choice 数据的用户对终端做以简单介绍，更多

交流，欢迎大家加入终端各微信群、QQ 群，以及咨询我们的专业客服团队。您的支持和鞭

策是我们前进的动力，一路走来，感恩有你。 

 

   附赠小彩蛋： 

   下方链接为视频版本的内容，欢迎访问！O(∩_∩)O 

   http://choice.eastmoney.com/Scho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