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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主要目标 

 约定飞马上场文件格式。 

1.2 参考资料 

《期货保证金监控系统对期货公司报送数据的要求（4.3 版）.docx》 

《期货保证金监控系统数据报送接口（期货公司 4.3.1 版）.docx》 

《期货保证金监控系统数据报送接口（期货公司 4.3.2 版）.docx》 

 

 

2 通用接口文件 

2.1 客户资金数据文件 

该文件为必须。 

该文件和保证金监控中心报送格式完全一致。 

期货公司（统一标识 XXXX）的客户基本资金数据文件名： 

XXXXcusfund+日期.txt 

如清算日期为 2005 年 10月 8日、标识为 0001 期货公司的客户基本资金数据文件

名为 0001cusfund20051008.txt。 

每家期货公司每天可生成一个相应文件名的客户和交易会员基本资金数据文件，

每个客户一条记录。 

如果期货公司为中金所全面结算会员，生成其下交易会员的基本资金数据信息，

不会生成其下交易会员的客户的基本资金数据。 

每条记录的字段和数据类型如下： 

字段 数据类型 是否可为空 备注 

日期 date N 格式：YYYY-MM-DD 

客户（或交易会员）

内部资金账户 

char(18) N 将交易会员视为客户处理：当

客户为交易会员时，这里用交

易会员的内部资金账户 

资金权益总额 number(15,3) N 当日客户（或交易会员）权益 

可用资金 number(15,3) N 逐日盯市下计算得出的可用资

金。此外，在逐笔对冲下，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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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动盈亏算入可用资金后，其

额度应该等同于在逐日盯市下

计算得出的可用资金 

需追加保证金 number(15,3) N  

风险度 number(15,3) N 去掉百分号，如 46 表示 46％ 

上日结存（逐日盯市） number(15,3) N  

上日结存（逐笔对冲） number(15,3) Y  

当日结存（逐日盯市） number(15,3) N  

当日结存（逐笔对冲） number(15,3) Y  

当日总盈亏（逐日盯

市） 

number(15,3) N 逐日盯市下的当日总盈亏，计

算方式为：客户当日持仓盈亏+

平仓盈亏+交割配对盈亏 

当日总盈亏（逐笔对

冲） 

number(15,3) Y 逐笔对冲下的平仓盈亏 

浮动盈亏（逐笔对冲） number(15,3) Y 逐笔对冲方式计算的浮动盈亏 

质押金 number(15,3) N 期货公司提供给客户结算单上

的质押金,不包含币种间折抵

业务形成的其他货币质入金额 

是否为交易会员 Char N Y：是；N：否 

供区分中金所全面结算会员下

的交易会员和一般客户使用：  

当期货公司为中金所全面结算

会员，且其下客户为交易会员

时，该字段为 Y； 

当期货公司为中金所交易结算

会员或交易会员时，此处均为 

N 

币种 Char(3) N 按照 ISO 4217; 例如 :USD; 

CNY 

实有货币资金 Number(15,3) N 该币种不含权利凭证折抵、货

币间折抵的实有货币金额 

其它货币质入金额 Number(15,3) N 币种间折抵业务形成的其他货

币质入金额的余额 

无币种间折抵业务的客户该字

段值为零 



上海金融期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技术文档   

 
 版权所有@上海金融期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第 7 页                                

其它货币质出金额 Number(15,3) N 币种间折抵业务形成的该币种

质出金额的余额 

无币种间折抵业务的客户该字

段值为零 

货币质押保证金占用 Number(15,3) N 其他币种折抵额度作为持仓保

证金被占用的额度 

无币种间折抵业务的客户该字

段值为零 

当日总权利金 Number(15,3) N 期权业务(含股票期权业务和

商品期权业务)的当日权利金

收支余额 

无期权业务的该字段为零。 

冻结资金 Number(15,3) Y 

针对股票期权业务增加此字

段，即有冻结资金款项产生时，

填写此字段。 

    举例： 

2007-01-22@000002@500000.00@300000.00@0.00@46.00@500000.00@510000.00@5

00000.00@500000.00@0.00@400.00@-10000.00@0.00@N@CNY@500000.00@0.00@0.0

0@0.00@1000.00 

2007-01-22@000115@1000000.00@500000.00@@@@@@@14000.00@@@@Y@CNY@1000000

.00@0.00@0.00@0.00@1000.00 

 

2.2 客户持仓数据文件 

该文件为必须。 

该文件和保证金监控中心报送格式完全一致。 

期货公司（统一标识 XXXX）的客户持仓数据文件名： 

XXXXholddata+日期.txt 

如清算日期为 2005 年 10月 8日、标识为 0001 期货公司的客户持仓数据文件名为

0001holddata20051008.txt。 

期货公司每天会生成一个相应文件名的客户和交易会员的持仓数据文件。 

如果期货公司为中金所全面结算会员，须生成其客户，以及其下交易会员的客户

的全部持仓数据。 

每条记录的字段和数据类型如下： 

字段 数据类型 是否可为空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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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date N 格式：YYYY-MM-DD 

客户（或交易会员）内

部资金账户 

char(18) N 将交易会员视为客户处理：

如果是交易会员的客户持

仓明细，这里用交易会员的

内部资金账户 

合约 char(30) N  

买卖标志 char N B：买；S：卖 

投机套保标志 char N S：投机；H：套保 

持仓量 number(10) N 单位：手 

交易保证金 number(15,3) N  

持仓盈亏(逐日盯市) number(15,3) N  

持仓盈亏(逐笔对冲) number(15,3) Y 逐笔对冲方式的持仓盈亏；  

持仓均价 number(17,8) Y  

昨结算价 number(17,8) Y  

今结算价 number(17,8) Y  

交易编码 char(10) N 该笔持仓对应交易所的客

户交易编码 

交易所统一标识 char N D：大商所；Z：郑商所；S：

上期所；J：中金所 

是否为交易会员 char N Y：是；N：否 

供区分中金所全面结算会

员下的交易会员和一般客

户使用：  

当期货公司为中金所全面

结算会员，且其下客户为交

易会员时，该字段为 Y； 

当期货公司为中金所交易

结算会员或交易会员时，此

处均为 N 

币种 Char(3) N 按照 ISO 4217; 例如:USD; 

CNY 

备兑标志 Char(1) Y 1：Covered 备兑； 

2：Uncovered 非备兑。 

该字段适用有期权备兑业

务的品种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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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该品种合约不参与期权

备兑业务，此字段可为空 

郑商所的“备兑”仓须同时

标识为“投机”仓 

举例： 

2007-01-22@000008@WT701@B@S@100@78000.00@4000.00@600.00@11200.00@12000

.00@12100.00@00171401@Z@N@CNY@ 

2007-01-22@000009@WT705@S@H@200@166000.00@-2000.00@-3000.00@10200.00@1

1000.00@11100.00@00579246@Z@N@CNY@ 

2007-01-22@000115@IF0703@B@S@1@50000@@@@@@00171401@J@Y@CNY@ 

 

2.3 期权持仓 

做期权业务时，该文件为必须。不做期权业务时，该文件为可选 

该文件和保证金监控中心报送格式完全一致。 

期货公司（统一标识 XXXX）的客户期权持仓数据文件名： 

XXXXoptholddata+日期.txt 

如报送日期为 2014 年 10 月 8 日、标识为 0001 期货公司的客户期权持仓数据文

件名为 0001optholddata20141008.txt。 

有期权业务的期货公司每天需报送一个相应文件名的客户（包括其下交易会员、

境外特殊经纪参与者或二级代理商）的期权持仓数据文件。 

如果期货公司为中金所全面结算会员或其下具有境外特殊经纪参与者、二级代理

商，须报送其客户，以及其下交易会员、境外特殊经纪参与者或二级代理商的客户的

期权持仓数据。 

每条记录的字段和数据类型如下： 

字段 数据类型 是否可为空 备注 

日期 date N 格式：YYYY-MM-DD 

客户（或交易会员、境

外特殊经纪参与者、二

级代理商）内部资金账

户 

char(18) N 将交易会员、境外特殊经纪

参与者、二级代理商视为客

户处理：如果是交易会员、

境外特殊经纪参与者或二

级代理商的客户持仓明细，

这里用交易会员、境外特殊

经纪参与者或二级代理商

的内部资金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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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合约 char(30) N 标的合约代码-看涨/看跌-

行权价格 

 

买卖标志 char N B：买；S：卖 

投机套保标志 char N S：投机；H：套保；A：套

利 

持仓量 number(10) N 单位：手 

交易保证金 number(15,3) N 期权卖方交易保证金 

持仓盈亏(逐日盯市) number(15,3) Y  

持仓盈亏(逐笔对冲) number(15,3) Y 逐笔对冲方式的持仓盈亏；  

持仓均价 number(15,3) Y  

昨结算价 number(15,3) Y  

今结算价 number(15,3) Y  

交易编码 char(10) N 该笔持仓对应交易所的客

户交易编码 

交易所统一标识 char N S：上期所；Z：郑商所；D：

大商所；J：中金所；N：上

海能源交易中心 

是否为交易会员 char N Y：是；N：否 

供区分中金所全面结算会

员下的交易会员和一般客

户使用：  

当期货公司为中金所全面

结算会员，且其下客户为交

易会员时，该字段为 Y； 

当期货公司为中金所交易

结算会员或交易会员时，此

处均为 N 

币种 Char(3) N 按照 ISO 4217; 例如:USD; 

CNY 

期权类型 Char(1) N C：看涨期权 

P：看跌期权 

执行价 number(20,7) N  

标的品种 Char(2) N 大写英文字母表示 

标的合约 char(30) N 合约中的品种用大写英文



上海金融期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技术文档   

 
 版权所有@上海金融期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第 11 页                                

字母表示 

备兑标志 Char(1) Y 

1 ： Covered 备兑 ； 2 ：

Uncovered 非备兑。 

股票期权经纪业务时，填报

此字段；期货期权经纪业务

时，此字段为空。 

    举例： 

2014-10-08@000008@M1311-C-2900@B@S@7@0.00@140.00@140.00@663.00@662.00@664.00@001714

01@D@N@CNY@MC@2900.00@M1311@ 

2014-10-08@000008@M1401-P-2650@S@S@490@443572.50@-98.00@-98.00@0.52@0.50@0.51@001714

01@D@N@CNY@P@2650.00@M@M1401  

 

 

2.4 客户基本资料文件 

该文件为可选。 

该文件和保证金监控中心报送格式完全一致。 

期货公司（统一标识 XXXX）的客户基本资料数据文件名： 

XXXXcustomer+日期.txt 

如清算日期为 2005 年 10 月 8 日、标识为 0001 公司的客户基本资料数据文件名

为 0001customer20051008.txt。 

期货公司每日可生成所有开户客户和交易会员的基本资料，已开户客户(或交易

会员)的“开户和销户标志”为 a ，而销户客户(或交易会员)在其销户的当日生成销

户信息，“开户和销户标志”为 d 。在客户基本资料文件中，每个客户一条记录。 

如果期货公司为中金所全面结算会员，可生成其下交易会员的基本信息，不会生

成其下交易会员的客户的基本资料。 

客户包含资产管理户，如果期货公司有资产管理户，则资产管理户的客户基本资

料也在此文件中生成。其中，不做期货品种的综合类资产管理户也需要开立客户内部

资金账户并生成。 

每条记录的字段和数据类型如下： 

字段   

  

数据类型 是否可为空 备注 

日期 date N 格式：YYYY-MM-DD 

客户（或交易会员）

名称 

char(100) N 特殊单位客户此处需填写特殊单

位客户名称+分户管理资产名称 

身份证 char(50) Y 境内自然人客户的身份证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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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法人客户，此字段为空 

客户（或交易会员）

内部资金账户 

char(18) N 将交易会员视为客户处理：当客

户为交易会员时，取交易会员的

内部资金账户 

所在地 char(40) N  

通讯地址 char(200) N  

邮政编码 char(6) N  

联系电话 char(40) N  

开户和销户标志 char N a：已开户的客户； 

d：当日销户的客户 

是否为交易会员 char N Y：是；N：否 

供区分中金所全面结算会员下的

交易会员和一般客户使用：  

当期货公司为中金所全面结算会

员，且其下客户为交易会员时，

该字段为 Y； 

当期货公司为中金所交易结算会

员或交易会员时，此处均为 N 

客户类型 char N 0：自然人；1：法人；2 ：特殊

法人；3：期货类资产管理户；4：

综合类资产管理户；9：其它 

客户开户日期 date N 客户开户并生效的实际日期，（并

非预开户的日期），格式：

YYYY-MM-DD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char(40) Y 境内法人客户的组织机构代码证

号。如果是自然人客户，此字段

为空 

营业执照号 char(40) Y 境内法人客户的营业执照号。如

果是自然人客户，此字段为空 

开户代理人名称 char(100) Y 开户授权人的姓名。如果系统中

暂时无此字段，可以为空 

开户代理人身份证 char(50) Y 开户授权人的身份证号码。如果

系统中暂时无此字段，可以为空 

账户休眠状态 Char N a：活跃客户； 

d：休眠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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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客户标识 Char(1) N 1：国内客户； 

2：港澳台客户； 

3：国外客户 

国籍/地区  Char(3) Y 国家的中文名称或标准数字编码

（具体以证监会客户开户管理办

法中说明为准） 

如果是境内客户，此字段为空 

护照号码，或港澳台

通行证号码 

Char(50) Y 境外个人客户的护照号或港澳台

个人客户往来大陆通行证号（注：

目前港澳台个人客户的有效身份

证明文件尚未最终确定，暂定为

通行证） 

如果是境内客户、境外单位客户，

此字段为空 

商业登记证号 Char(50) Y 如果是境内客户、境外个人客户，

此字段为空 

是否为二级代理商 char N Y：是；N：否，本系统数据都为

N 

二级代理商编号 char(4) Y 如果不是二级代理商，此字段为

空 

是否为期货公司子公

司经营的资产管理业

务 

char Y Y：是；N：否 

客户证券现货内部

资金账户 

Char(18) Y 此字段填写证券现货资金账户。

客户同时参与证券交易所股票期

权交易的，期货公司需为客户单

独开立证券现货内部资金账户，

用于记录证券现货有关的资金和

交易。如客户未参与证券业务（含

备兑开仓、行权等与之相关的业

务）的，此字段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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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证券现货内部

资金账户开户日期 

date Y 客户开户并生效的实际日期，（并

非预开户的日期），格式：

YYYY-MM-DD 如客户未开立证

券现货内部资金账户，此字段为

空 

。 

是否为做市商  Char(1)  Y  Y：是；N：否  

参与期权做市业务的客户填报此

字段  

境外特殊参与者与

境外中介机构标识  

Char(1)  Y  1：境外特殊经纪参与者；  

2：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  

3：境外中介机构  

如果不是境外特殊参与者或境外

中介机构，此字段为空  

客户基本资料里面各主要字段（如：客户或交易会员名称，所在地，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如果内容出现半角@字符，一律替换为 &at; 

举例： 

2007-11-05@张小三@410305680911501@00555@河南洛阳@河南省洛阳市王城路

@471009@03793325678@a@N@0@2004-06-18@@@@@d@1@@@N@N@12433@2014-12-12@ 

2007-11-05@胜利公司@@00666@上海市@上海市浦电路 700 号

@200122@02168400901@a@N@1@2006-11-10@710685288@985321456221@王小二

@110107196910275011@a@1@@@N@N@12433@2014-12-12@ 

2007-11-05@李小四@510306680730722@00555@河北邯郸@河北省邯郸市解放路

@571009@03123325678@d@N@0@2006-02-01@@@@@a@1@@@N@N@12433@2014-12-12@

@@ 

 

2.5 客户编码文件 

该文件为可选，在导入该文件时，会为每个客户生成一个投资者账号和资金账号，

并生成对应的 N 个登录飞马的 userid，目前 N 为 1.对于不需要导入系统中的客户，

请从该文件中删除后，再导入。 

该文件和保证金监控中心报送格式完全一致。 

期货公司（统一标识 XXXX）的客户编码文件名： 

XXXXcuscode+日期.txt 

如清算日期为 2005 年 10 月 8 日、标识为 0001 期货公司的客户编码文件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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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cuscode20051008.txt。 

期货公司每日可生成所有开户客户的交易编码，已销户客户不再生成。在客户编

码文件中，每个客户的记录数等于其开户的交易所数量。 

如果期货公司为中金所全面结算会员，不会生成其下交易会员的客户交易编码。 

客户包含资产管理户，如果期货公司有资产管理户，则资产管理户的交易编码也

在此文件中生成。其中，综合类资产管理户如果没有交易编码则不会生成。 

每条记录的字段和数据类型如下： 

内容 数据类型 是否可为空 备注 

日期 date N 格式：YYYY-MM-DD 

客户内部资金账户 char(18) N  

交易所统一标识 char N D：大商所；Z：郑商所；S：上

期所；J：中金所 

交易编码 char(8) N 客户在交易所的交易编码 

交易类型 char(1) N H：套保；A：套利；S：投机；

M：做市商 

    举例： 

2004-12-15@00555@Z@00087432@S 

 

3 会服数据 

3.1 中金所会服数据 

每日从会服系统上下载的数据，每个会员一个目录，飞马自己计算交易相关的数

据。 

3.1.1. 组合策略 

百万条级别，目前飞马从交易所取得。 

文件名：9999_SG01_20150630_1_CombRuleForTrade.DBF 

3.1.2. 交易所汇率 

文件名：2695_SG01_20150111_1_ExchangeRate.DBF 

3.1.3. 组合持仓 

文件名：2695_SG01_20150111_1_ClientCombPosition.DBF 

飞马根据组合持仓自动生成单腿持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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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大商所会服数据 

3.2.1. 持仓明细表 

在导入全交易所或大商所时，该文件为必须；其他情况不需要。 

文件名：YYYYMMDD_持仓明细表.txt 

注：该文件里只包含了期货持仓明细数据。 

3.2.2. 组合持仓明细表 

在导入全交易所或大商所时，该文件为必须；其他情况不需要。 

文件名：YYYYMMDD_优惠组合持仓明细表.txt 

从大商所会服获取。 

3.2.3. 期权持仓明细表 

在导入全交易所或大商所时，该文件为必须；其他情况不需要。 

文件名：YYYYMMDD_期权持仓明细表.txt 

注：该文件里只包含了期权持仓明细数据。目前从会服保存时，需要单独查询后，更名保存。 

3.2.4. 保证金参数表 

在导入全交易所或大商所时，该文件为必须；其他情况不需要。 

文件名：YYYYMMDD_保证金参数表.txt 

注：只从该文件中获取昨结算价。 

3.2.5. 保证金优惠参数表 

在导入全交易所或大商所时，如果为期权六期以后的结算文件，则该文件为必须；其

他情况不需要。 

文件名：YYYYMMDD_保证金优惠参数表.txt 

 

3.3 郑商所会服数据 

3.3.1. 单腿持仓明细表 

在导入全交易所或郑商所时，该文件为必须；其他情况不需要。 

文件名：YYYYMMDD 单腿持仓表_new.txt 

注：文件中包含了期货与期权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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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组合持仓表 

在导入全交易所或郑商所时，该文件为必须；其他情况不需要。 

文件名：YYYYMMDD 组合持仓表.txt 

注：文件中包含了期货与期权的数据。 

3.3.3. 保证金参数表 

在导入全交易所或郑商所时，该文件为必须；其他情况不需要。 

文件名：YYYYMMDD 保证金参数表.txt 

注：只从该文件中获取昨结算价。 

 

 

4 柜台数据 

4.1 中金清算柜台数据 

4.1.1. 交易保证金率模板数据文件 

勾选了保证金率文件，且清算数据源选择中金清算或不选时，会加载该文件。文

件不存在时，会使用上次保存的保证金模板数据。 

期货公司（统一标识 XXXX）的交易保证金率数据文件名： 

XXXXmarginratetmpl+日期.txt 

如清算日期为 2005 年 10 月 8 日、标识为 0001 期货公司的交易保证金率模板数

据文件名为 0001marginratetmpl20051008.txt。 

期货公司每天会生成一个相应文件名的交易保证金率模板数据文件，该文件包含

了会员所使用的交易保证金率模板，每个模板包含每个活跃合约投机、套保和套利属

性的保证金率/单价，其保证金率/单价不低于交易所收取的相关保证金率/单价。 

如果交易所加收类型为 0（自设值） ，则客户保证金率直接使用本模板的值。 

如果交易所加收类型为 1（交易所加收），则对应客户最终保证金率为： 

 客户多头保证金率=模板中的多头保证金率+交易所的多头保证金率 

 客户多头保证金单价=模板中的多头保证金单价+交易所的多头保证金单价 

 客户空头保证金率=模板中的空头保证金率+交易所的空头保证金率 

 客户空头保证金单价=模板中的空头保证金单价+交易所的空头保证金单价 

如果交易所加收类型为 2（交易所倍数），则对应客户最终保证金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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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多头保证金率=模板中的多头保证金率*交易所的多头保证金率 

 客户多头保证金单价=模板中的多头保证金率*交易所的多头保证金单价 

 客户空头保证金率=模板中的空头保证金率*交易所的空头保证金率 

 客户空头保证金单价=模板中的空头保证金率*交易所的空头保证金单价 

每条记录的字段和数据类型如下： 

字段 数据类型 是否可为空 备注 

日期 date N 格式：YYYY-MM-DD 

保证金率模板号 Char(30) N  

保证金率模板名称 Char(50) Y  

交易所统一标识 char N D：大商所；Z：郑商所；S：

上期所；J：中金所 

产品 char(8) N 中金所为品种代码。大商

所、郑商所、上期所的期货

为原期货品种代码加”_f”，

期权为原期权品种代码

加”_o” 

系列 Char(30) Y 用于期权，表示期权系列，

合约为期权合约时必须填

写 

合约 char(30) N  

账户属性 Char(1) N 1：代理/经纪；2：自营；3：

做市商 

投机套保标志 Char(1) N H：套保；A：套利；S：投

机；9 全部 

多头保证金率 Number(12,6) N  

多头保证金单价 Number(17,8) N  

空头保证金率 Number(12,6) N  

空头保证金单价 Number(17,8) N  

交易所加收类型 Char(1) N 0：自定义；1：交易所加收；

2：交易所倍数 

    举例： 

2007-01-22@000001@公司模板@J@IF@@IF0702@1@S@0.10@0@0.10@0@0 

2007-01-22@000001@公司模板@J@IF@@IF0702@1@H@0.10@0@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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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1-22@000001@公司模板@J@IF@@IF0702@1@A@0.10@0@0.10@0@2 

...... 

4.1.2. 交易手续费率模板数据文件 

勾选了费率文件，清算数据源选择中金清算时，会加载该文件。文件不存在时，

会使用上次保存的手续费模板数据。 

期货公司（统一标识 XXXX）的交易手续费率模板数据文件名： 

XXXXfeeratetmpl+日期.txt 

如清算日期为 2005 年 10 月 8 日、标识为 0001 期货公司的交易手续费率模板数

据文件名为 0001feeratetmpl20051008.txt。 

期货公司每天会生成一个相应文件名的交易手续费率模板数据文件，该文件包含

了会员所使用的交易手续率模板，每个模板包含每个活跃合约投机、套保和套利属性

的多空方向的手续费率/单价，其相关交易手续费率/单价不低于交易所收取的相关交

易手续费率/单价。 

如果交易所加收类型为 0（自设值） ，则客户手续费率直接使用本模板的费率值。 

如果交易所加收类型为 1（交易所加收），则对应客户最终费率为： 

 开仓交易手续费率=模板中的开仓交易手续费率+交易所的开仓交易手续费

率 

 开仓交易手续费单价=模板中的开仓交易手续费单价+交易所的开仓交易手

续费单价 

 平昨交易手续费率=模板中的平昨交易手续费率+交易所的平昨交易手续费

率 

 平昨交易手续费单价=模板中的平昨交易手续费单价+交易所的平昨交易手

续费单价 

 平今交易手续费率=模板中的平今交易手续费率+交易所的平今交易手续费

率 

 平今交易手续费单价=模板中的平今交易手续费单价+交易所的平今交易手

续费单价 

 客户空头保证金率=模板中的空头保证金率+交易所的空头保证金率 

 客户空头保证金单价=模板中的空头保证金单价+交易所的空头保证金单价 

如果交易所加收类型为 2（交易所倍数），则对应客户最终费率为： 

 开仓交易手续费率=模板中的开仓交易手续费率*交易所的开仓交易手续费率 

 开仓交易手续费单价=模板中的开仓交易手续费率*交易所的开仓交易手续费

单价 

 平昨交易手续费率=模板中的平昨交易手续费率*交易所的平昨交易手续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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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昨交易手续费单价=模板中的平昨交易手续费率*交易所的平昨交易手续费

单价 

 平今交易手续费率=模板中的平今交易手续费率*交易所的平今交易手续费率 

 平今交易手续费单价=模板中的平今交易手续费率*交易所的平今交易手续费

单价 

 

每条记录的字段和数据类型如下： 

字段 数据类型 是否可为空 备注 

日期 date N 格式：YYYY-MM-DD 

手续费率模板号 Char(30) N  

手续费率模板名称 Char(50) Y  

交易所统一标识 char N D：大商所；Z：郑商所；S：

上期所；J：中金所 

产品 char(8) N 中金所为品种代码。大商

所、郑商所、上期所的期货

为原期货品种代码加”_f”，

期权为原期权品种代码

加”_o” 

系列 Char(30) Y 用于期权，表示期权系列，

合约为期权合约时必须填

写 

合约 char(30) N  

账户属性 Char(1) N 1：代理/经纪；2：自营；3：

做市商 

投机套保标志 Char(1) N H：套保；A：套利；S：投

机；9：全部 

多空方向 Char(1) N B：多；S：空；9：全部 

开仓交易手续费率 Number(14,8) N  

开仓交易手续费单价 Number(14,8) N  

平昨交易手续费率 Number(14,8) N  

平昨交易手续费单价 Number(14,8) N  

平今交易手续费率 Number(14,8) N  

平今交易手续费单价 Number(14,8) N  

每笔委托申报费 Number(14,8) N 默认为 1 

每笔撤单申报费 Number(14,8) N 默认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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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权手续费率 Number(14,8) N  

行权手续费单价 Number(14,8) N  

交易所加收类型 Char(1) N 0：自定义；1：交易所加收；

2：交易所倍数 

    举例： 

2007-01-22@000001@ 公 司 模 板

@J@IF@@IF0702@1@S@S@0.000045@0@0.000045@0@0.000045@0@1@1@0.000045@0@0 

2007-01-22@000001@ 公 司 模 板

@J@IF@@IF0702@1@S@B@0.000045@0@0.000045@0@0.000045@0@1@1@0.000045@0@1 

2007-01-22@000001@ 公 司 模 板

@J@IF@@IF0702@1@H@S@0.000045@0@0.000045@0@0.000045@0@1@1@0.000045@0@2 

…… 

4.1.3. 客户交易保证金和手续费率数据文件 

勾选了保证金率文件或费率文件，清算数据源选择中金清算时，会加载该文件。

文件不存在时，会使用上次保存的数据。 

期货公司（统一标识 XXXX）的客户交易保证金和手续费率数据文件名： 

XXXXclientmarginandfeerate+日期.txt 

如清算日期为 2005 年 10 月 8 日、标识为 0001 期货公司的交易保证金和手续费

率模板数据文件名为 0001clientmarginandfeerate20051008.txt。 

期货公司每天会生成一个相应文件名的客户交易保证金和手续费率数据文件，存

放客户资金账户和交易保证金率模板、交易手续费率模板的关系。 

如果期货公司为中金所全面结算会员，须生成其客户，以及其下交易会员的客户

交易保证金和手续费率数据。 

每条记录的字段和数据类型如下： 

字段 数据类型 是否可为空 备注 

日期 date N 格式：YYYY-MM-DD 

客户（或交易会员）内

部资金账户 

char(18) N 将交易会员视为客户处理：

当客户为交易会员时，这里

用交易会员的内部资金账

户 

保证金率模板号 Char(30) N  

手续费率模板号 Char(30) N  

是否为交易会员 char N Y：是；N：否 

供区分中金所全面结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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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下的交易会员和一般客

户使用：  

当期货公司为中金所全面

结算会员，且其下客户为交

易会员时，该字段为 Y； 

当期货公司为中金所交易

结算会员或交易会员时，此

处均为 N 

2007-01-22@00000008@000001@000001@N 

2007-01-22@00000178@000001@000002@N 

2007-01-22@2220@000001@000001@Y 

4.1.4. 交易所保证金率数据文件 

勾选了保证金率文件，清算数据源选择中金清算时，会加载该文件。文件不存在

时，会使用上次保存的交易所保证金数据。 

期货公司（统一标识 XXXX）的交易所保证金率数据文件名： 

XXXXexchangemarginrate+日期.txt 

如清算日期为 2005 年 10 月 8 日、标识为 0001 期货公司的交易所保证金率数据

文件名为 0001exchangemarginrate20051008.txt。 

期货公司每天会生成一个相应文件名的交易所保证金率数据文件，该文件包含了

会员所使用的交易所保证金率，包含每个活跃合约投机、套保和套利属性的保证金率

/单价。 

每条记录的字段和数据类型如下： 

字段 数据类型 是否可为空 备注 

日期 date N 格式：YYYY-MM-DD 

交易所统一标识 char N D：大商所；Z：郑商所；S：

上期所；J：中金所 

产品 char(8) N 中金所为品种代码。大商

所、郑商所、上期所的期货

为原期货品种代码加”_f”，

期权为原期权品种代码

加”_o” 

系列 Char(30) Y 用于期权，表示期权系列，

合约为期权合约时必须填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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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约 char(30) N  

投机套保标志 Char(1) N H：套保；A：套利；S：投

机；9 全部 

多头保证金率 Number(12,6) N  

多头保证金单价 Number(17,8) N  

空头保证金率 Number(12,6) N  

空头保证金单价 Number(17,8) N  

    举例： 

2007-01-22@J@IF@@IF0702@S@0.10@0@0.10@0 

...... 

4.1.5. 交易所手续费率数据文件 

勾选了费率文件，清算数据源选择中金清算时，会加载该文件。文件不存在时，

会使用上次保存的交易所手续费数据。 

期货公司（统一标识 XXXX）的交易所手续费率数据文件名： 

XXXXexchangefeerate+日期.txt 

如清算日期为 2005 年 10 月 8 日、标识为 0001 期货公司的交易所手续费率数据

文件名为 0001exchangefeerate20051008.txt。 

期货公司每天会生成一个相应文件名的交易所手续费率数据文件，该文件包含了

会员所使用的交易所手续率，包含每个活跃合约投机、套保和套利属性的多空方向的

手续费率/单价。 

每条记录的字段和数据类型如下： 

字段 数据类型 是否可为空 备注 

日期 date N 格式：YYYY-MM-DD 

交易所统一标识 char N D：大商所；Z：郑商所；S：

上期所；J：中金所 

产品 char(8) N 中金所为品种代码。大商

所、郑商所、上期所的期货

为原期货品种代码加”_f”，

期权为原期权品种代码

加”_o” 

系列 Char(30) Y 用于期权，表示期权系列，

合约为期权合约时必须填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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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约 char(30) N  

投机套保标志 Char(1) N H：套保；A：套利；S：投

机；9：全部 

多空方向 Char(1) N B：多；S：空；9：全部 

开仓交易手续费率 Number(14,8) N  

开仓交易手续费单价 Number(14,8) N  

平昨交易手续费率 Number(14,8) N  

平昨交易手续费单价 Number(14,8) N  

平今交易手续费率 Number(14,8) N  

平今交易手续费单价 Number(14,8) N  

行权手续费率 Number(14,8) N  

行权手续费单价 Number(14,8) N  

    举例： 

2007-01-22@J@IF@@IF0702@S@S@0.000045@0@0.000045@0@0.000045@0@1@1 

…… 

4.1.6. 资金账号所属系统 

期货公司（统一标识 XXXX）的资金账号所属系统数据文件名： 

XXXXaccountsys+日期.txt 

如清算日期为 2005 年 10 月 8 日、标识为 0001 期货公司的资金账号所属系统数

据文件名为 0001accountsys20051008.txt。 

期货公司每天会生成一个相应文件名的资金账号所属系统数据文件，该文件包含

了会员所有客户所属次席系统的账户数据。 

每条记录的字段和数据类型如下： 

字段 数据类型 是否可为空 备注 

资金账号 char(18) N  

投资者 ID char (10) N  

状态 char (1) 

N 0:正常;4:只可平仓;5:禁取;6:

冻结 

主交易次席 char (100) 
Y 如：飞马次席 1 

次席系统编号 char (10) 

Y 如果主交易次席为“飞马次

席”，则次席系统编号必须

为 3 位数字型系统编号 

    举例： 

000001@000001@0@飞马次席 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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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2@000002@0@@ 

000003@000003@0@易盛次席 1@1 

000004@000004@0@飞马次席 2@201 

 

4.2 CTP数据 

4.2.1. 期货手续费率模板 

勾选了费率文件，清算数据源选择 CTP 时，会加载该文件。文件不存在时，会使用上

次保存的数据。 

文件名：t_instrumentcommissionrate.csv 

序号 字段名 字段英文名 类型 长度 备注 

1 合约(品种)代码 INSTRUMENTID Varchar2 30  

2 投资者类型 INVESTORRANGE char 1 数据字典项 

3 经纪公司 BROKERID Varchar2 10  

4 投资者编码 INVESTORID Varchar2 18  

5 开仓手续费按比例 OPENRATIOBYMONEY number (22,8)  

6 开仓手续费按手数 OPENRATIOBYVOLUME number (22,8)  

7 平仓手续费按比例 CLOSERATIOBYMONEY number (22,8)  

8 平仓手续费按手数 CLOSERATIOBYVOLUME number (22,8)  

9 平今仓手续费按比例 CLOSETODAYRATIOBYMO

NEY 

number (22,8)  

10 平今仓手续费按手数 CLOSETODAYRATIOBYVO

LUME 

number (22,8)  

【说明】 

本表为期货类合约的手续费模板表。主要字段说明如下： 

INSTRUMENTID：au1701(合约级模板)，au(品种级模板) 

INVESTORRANGE： 1(公司级模板)、2(群体级模板)、3(客户级模板) 

INVESTORID：00000000(公司级模板)、A1[字母+数字组合](群体级模板)、10038901[投资者代码](客户级模板，

客户级模板真正的名称前需加“F000”，即为 F00010038901) 

*RATIOBYMONEY：按成交金额比例收取手续费 

*RATIOBYVOLUME：按成交手数每手定额收取手续费 

冻结手续费计算公式：冻结手续费=(委托价*成交金额比例+每手定额)*委托手数 

占用手续费计算公式：占用手续费=(成交价*成交金额比例+每手定额)*成交手数 

【注意】 

手续费模板记录可按照品种级别和合约级别设置，合约级别记录优先级高于品种级别记录。 

投资者类型设置应与投资者编号（模板号）对应： 

投资者类型为 1，投资者编码应该为 00000000，表示公司级模板； 

投资者类型为 2，投资者编码应该为字母数字组合，表示群体级模板； 

投资者类型为 3，投资者编码应该为具体编码，表示客户级模板。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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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期权手续费率模板 

勾选了费率文件，清算数据源选择 CTP 时，会加载该文件。文件不存在时，会使用上

次保存的数据。 

文件名：t_ optioninstrcommrate.csv 

 

序号 字段名 字段英文名 类型 长度 备注 

1 合约(品种)代码 INSTRUMENTID Varchar2 30  

2 投资者类型 INVESTORRANGE char 1 数据字典项 

3 经纪公司 BROKERID Varchar2 10  

4 投资者编码 INVESTORID Varchar2 18  

5 开仓手续费按比例 OPENRATIOBYMONEY number (22,8)  

6 开仓手续费按手数 OPENRATIOBYVOLUME number (22,8)  

7 平仓手续费按比例 CLOSERATIOBYMONEY number (22,8)  

8 平仓手续费按手数 CLOSERATIOBYVOLUME number (22,8)  

9 平今仓手续费按比例 CLOSETODAYRATIOBYMO

NEY 

number (22,8)  

10 平今仓手续费按手数 CLOSETODAYRATIOBYVO

LUME 

number (22,8)  

11 执行手续费按比例 STRIKERATIOBYMONEY number (22,8)  

12 执行手续费按手数 STRIKERATIOBYVOLUME number (22,8)  

 

【说明】 

本表为期权类合约的手续费模板表。主要字段说明如下： 

INSTRUMENTID：(合约级模板)，a_o(品种级模板) 

INVESTORRANGE： 1(公司级模板)、2(群体级模板)、3(客户级模板) 

INVESTORID：00000000(公司级模板)、A1[字母+数字组合](群体级模板)、10038901[投资者代码](客户级模板，

客户级模板真正的名称前需加“F000”，即为 F00010038901) 

*RATIOBYMONEY：按成交金额比例收取手续费 

*RATIOBYVOLUME：按成交手数每手定额收取手续费 

冻结手续费计算公式：冻结手续费=(委托价*成交金额比例+每手定额)*委托手数 

占用手续费计算公式：占用手续费=(成交价*成交金额比例+每手定额)*成交手数 

【注意】 

手续费模板记录可按照品种级别和合约级别设置，合约级别记录优先级高于品种级别记录。 

投资者类型设置应与投资者编号（模板号）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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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类型为 1，投资者编码应该为 00000000，表示公司级模板； 

投资者类型为 2，投资者编码应该为字母数字组合，表示群体级模板； 

投资者类型为 3，投资者编码应该为具体编码，表示客户级模板。 

期货类模板可使用本表进行设置，设置时执行手续费字段设置为 0。 

期权类模板不可使用期货类模板（第二节）设置。 

【示例】 

 

 

4.2.3. 保证金率模板 

勾选了保证金率文件，清算数据源选择 CTP 时，会加载该文件。文件不存在时，会使

用上次保存的数据。 

文件名：t_ instrumentmarginrate.csv  

序号 字段名 字段英文名 类型 长度 备注 

1 合约(品种)代码 INSTRUMENTID Varchar2 30  

2 投资者类型 INVESTORRANGE char 1 数据字典项 

3 经纪公司 BROKERID Varchar2 10  

4 投资者编码 INVESTORID Varchar2 18  

5 投机套保类型 HEDGEFLAG char 1 数据字典项 

6 多头保证金按比例 LONGMARGINRATIOBYMON

EY 

number (22,8)  

7 多头保证金按手数 LONGMARGINRATIOBYVOL

UME 

number (22,8)  

8 空头保证金按比例 SHORTMARGINRATIOBYMO

NEY 

number (22,8)  

9 空头保证金按手数 SHORTMARGINRATIOBYVOL

UME 

number (22,8)  

10 是否关联 ISRELATIVE char 1 数据字典项 

【说明】 

本表为期货和期权类合约的保证金模板表。主要字段说明如下： 

INSTRUMENTID：au1701(合约级模板)，au/ a_o/m_o (品种级模板)，期货直接使用品种名，期权后带”_o” 

INVESTORRANGE： 1(公司级模板)、2(群体级模板)、3(客户级模板) 

INVESTORID：00000000(公司级模板)、A1[字母+数字组合](群体级模板)、10038901[投资者代码](客户级模板，

客户级模板真正的名称前需加“M000”，即为 M00010038901) 

HEDGEFLAG：1(投机)、2(套保)、3(套利) 

ISRELATIVE：1(跟随)，其他值为不跟随。 

*RATIOBYMONEY：按金额比例收取保证金 

*RATIOBYVOLUME：按手数每手定额收取保证金 

冻结保证金计算公式：冻结保证金=(委托价*按比例+按金额)*委托手数 

占用保证金计算公式：占用保证金=(成交价*按比例+按金额)*成交手数 

客户级模板导入飞马系统后，会生成以“M000”+ INVESTORID 的模板号。手工设置的模板不要使用“M000”

开头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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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注意：在 ISRELATIVE 为 1 时，需要手工在飞马管理端里设置交易所的保证金率。 

4.2.4. 客户与模板对应关系（方式一） 

清算数据源选择 CTP 时，会加载该文件。文件不存在时，会使用客户与模板对应关系

（方式二）的文件。如果两者都不存在，则使用上次保存的数据。 

文件名：t_investor.csv 

序号 字段名 字段英文名 类型 长度 备注 

1 投资者代码 InvestorID Varchar2 10  

2 经纪公司编号 BrokerID Varchar2 18  

3  InvestorGroupID    

4  InvestorName    

5  IdentifiedCardType    

6  IdentifiedCardNo    

7  IsActive    

8  Telephone    

9  Address    

10  OpenDate    

11  Mobile    

12 手续费模板号 CommModelID Varchar2 30  

13 保证金模版号 MarginModelID Varchar2 30  

14      

15      

16      

  

【说明】 

本表定义了投资者交易中使用的手续费模板号和保证金模版号。 

CommModelID：手续费模板号与客户期货手续费表（4.2.1）以及客户期权手续费表（4.2.2）中的投资者编号字

段(INVESTORID)对应。 

MarginModelID：保证金模板号与客户期货保证金表（4.2.3）中的投资者编号字段对应。 

【注意】 

对应关系表中未指定对应模板的，统一按照公司模板费率进行收费。 

对应关系表中未指定对应模板，并且手续费和保证金表中未设置公司模版费率的，客户将没有费率。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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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客户与模板对应关系（方式二） 

清算数据源选择 CTP 时，会加载该文件。文件不存在时，会使用上次保存的数据。 

文件名：t_investorcommmargin.csv 

序号 字段名 字段英文名 类型 长度 备注 

1 经纪公司编号 BROKERID Varchar2 10  

2 投资者代码 INVESTORID Varchar2 18  

3 手续费模板号 COMMMODELID Varchar2 30 支持中文 

4 保证金模版号 MARGINMODELID Varchar2 30 支持中文 

  

【说明】 

本表定义了投资者交易中使用的手续费模板号和保证金模版号。 

COMMMODELID：手续费模板号与客户期货手续费表（4.2.1）以及客户期权手续费表（4.2.2）中的投资者编号

字段(INVESTORID)对应。 

MARGINMODELID：保证金模板号与客户期货保证金表（4.2.3）中的投资者编号字段对应。 

手续费和保证金模版号分为三层定义： 

一级是客户模板，具体定义到某一个投资者的模板，例如保证金表中的 investorid 为 932 的模板，优先级最

高。注意：客户手续费模板的名称需要在前面加上“F000”，即为 F000932；客户保证金率模板的名称需要在前面

加上“M000”，即为 M000932。 

二级是模板，例如保证金表中 A1,B3 等，优先级低于客户模板。 

三级是公司模板，对应于保证金表和手续费表中 investorid 为 00000000 的模板，对于没有设置模板的客户。 

实际查找投资者的保证金时，先根据对应关系表确定投资者的费率模板，再到费率模板表中查找具体的品种

或者合约的费率。 

【注意】 

对应关系表中未指定对应模板的，统一按照公司模板费率进行收费。 

对应关系表中未指定对应模板，并且手续费和保证金表中未设置公司模版费率的，客户将没有费率。 

【示例】 

 

 

注意：飞马同时支持从 t_investor.csv 文件导入客户与模板对应关系 

4.2.6. 交易所保证金率 

勾选了保证金率文件，清算数据源选择 CTP 时，会加载该文件。文件不存在时，会使

用上次保存的数据。 

文件名：t_exchangemarginrate.csv 

序号 字段名 字段英文名 类型 长度 备注 

1 经纪公司编号 BROKERID Varchar2 10  

2 合约(品种)代码 INSTRUMENTID Varchar2 30  

3 投机套保类型 HEDGEFLAG char 1 数据字典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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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多头保证金按比例 LONGMARGINRA

TIOBYMONEY 

number (22,8)  

5 多头保证金按手数 LONGMARGINRA

TIOBYVOLUME 

number (22,8)  

6 空头保证金按比例 SHORTMARGINRA

TIOBYMONEY 

number (22,8)  

7 空头保证金按手数 SHORTMARGINRA

TIOBYVOLUME 

number (22,8)  

  

【说明】 

本表为期货和期权类合约的交易所保证金表。主要字段说明如下： 

INSTRUMENTID：au1701(合约级模板)，au/au_o/ SRC/SRP(品种级模板)。为品种时，期货为原品种，大商所期权

带_o。郑商所期权分看涨和看跌，如 SRC 和 SRP。 

HEDGEFLAG：1(投机)、2(套保)、3(套利) 

*RATIOBYMONEY：按金额比例收取保证金 

*RATIOBYVOLUME：按手数每手定额收取保证金 

实际保证金收取，需根据保证金率模板里的值与交易所保证金率结合后的最终值进行计算。 

【示例】 

经纪公司 合约(品种) 投套保 多头比例 多头按手 空头比例 空头按手 

0017 cu 1 0.05 0 0.05 0 

0017 cu_o 1 0.05 0 0.05 0 

0017 SRC 1 0.05 0 0.05 0 

0017 SRP 1 0.05 0 0.05 0 

4.2.7. 保证金模板调整 

勾选了保证金率文件，清算数据源选择 CTP 时，会加载该文件。文件不存在时，不进

行调整。 

文件名：t_instrumentmarginrateadjust.csv 

序号 字段名 字段英文名 类型 长度 备注 

1 合约(品种)代码 InstrumentID Varchar2 30  

2 投资者类型 InvestorRange char 1 数据字典项 

3 经纪公司 BrokerID Varchar2 10  

 投资者编码 InvestorID Varchar2 18  

 投机套保类型 HedgeFlag char 1 数据字典项 

4 多头保证金按比例 LongMarginRatioB

yMoney 

number (22,8)  

5 多头保证金按手数 LongMarginRatioB

yVolume 

number (22,8)  

6 空头保证金按比例 ShortMarginRatioB

yMoney 

number (22,8)  

7 空头保证金按手数 ShortMarginRatioB

yVolume 

number (22,8)  

8 是否关联 IsRelative char 1 数据字典项 

  

【说明】 

本表为期货和期权类合约的保证金模板调整表。主要字段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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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MENTID：au1701(合约级模板)，au/ a_o/m_o (品种级模板)，期货直接使用品种名，期权后带”_o” 

INVESTORRANGE： 1(公司级模板)、2(群体级模板)、3(客户级模板) 

INVESTORID：00000000(公司级模板)、A1[字母+数字组合](群体级模板)、10038901[投资者代码](客户级模板，

客户级模板真正的名称前需加“M000”，即为 M00010038901) 

HEDGEFLAG：1(投机)、2(套保)、3(套利) 

ISRELATIVE：1(跟随)，其他值为不跟随。 

*RATIOBYMONEY：按金额比例收取保证金 

*RATIOBYVOLUME：按手数每手定额收取保证金 

模板调整导入飞马系统后，会直接调整对应模板保证金率的值，包括默认模板、群体模板和客户模板。 

【示例】 

Inst

rume

ntID 

Inves

torRa

nge 

Bro

ker

ID 

Inve

stor

ID 

Hed

geF

lag 

LongMarg

inRatioB

yMoney 

LongMargi

nRatioByV

olume 

ShortMarg

inRatioBy

Money 

ShortMarg

inRatioBy

Volume 

IsRe

lati

ve 

sc17

12 
3 

000

1 

6000

0169 
1 0.03 0 0.03 0 1 

sc 2 
000

1 
A2 1 0.03 0 0.03 0 1 

 

4.2.8. 交易所保证金调整 

勾选了保证金率文件，清算数据源选择 CTP 时，会加载该文件。文件不存在时，不进

行调整。 

文件名：t_exchangemarginrateadjust.csv 

序号 字段名 字段英文名 类型 长度 备注 

1 经纪公司编号 BROKERID Varchar2 10  

2 合约(品种)代码 INSTRUMENTID Varchar2 30  

3 投机套保类型 HEDGEFLAG char 1 数据字典项 

4 多头保证金按比例 LongMarginRatioBy

Money 

number (22,8)  

5 多头保证金按手数 LongMarginRatioByV

olume 

number (22,8)  

6 空头保证金按比例 ShortMarginRatioBy

Money 

number (22,8)  

7 空头保证金按手数 ShortMarginRatioByV

olume 

number (22,8)  

8 交易所多头保证金按

比例 

ExchLongMarginRati

oByMoney 

number (22,8)  

9 交易所多头保证金按

手数 

ExchLongMarginRati

oByVolume 

number (22,8)  

10 交易所空头保证金按

比例 

ExchShortMarginRati

oByMoney 

number (22,8)  

11 交易所空头保证金按

手数 

ExchShortMarginRati

oByVolume 

number (22,8)  

12 不跟随多头保证金按

比例 

NoLongMarginRatioB

yMoney 

number (22,8)  

13 不跟随多头保证金按

手数 

NoLongMarginRatioB

yVolume 

number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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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不跟随空头保证金按

比例 

NoShortMarginRatio

ByMoney 

number (22,8)  

15 不跟随空头保证金按

手数 

NoShortMarginRatio

ByVolume 

number (22,8)  

【说明】 

本表为期货和期权类合约的交易所保证金调整表。主要字段说明如下： 

INSTRUMENTID：au1701(合约级模板)，au/au_o/ SRC/SRP(品种级模板)。为品种时，期货为原品种，大商所期权

带_o。郑商所期权分看涨和看跌，如 SRC 和 SRP。 

HEDGEFLAG：1(投机)、2(套保)、3(套利)  

注意：交易所调整的保证金，在导入后，也会更新到模板表，而不是交易所保证金表。 

【示例】 

 

 

 

4.3 恒生U20数据 

4.3.1. 交易所手续费 

勾选了费率文件，清算数据源选择恒生 U20 时，会加载该文件。文件不存在时，会使

用上次保存的数据。 

文件名：T 交易所手续费.csv 

序号 字段名 字段英文名 类型 长度 备注 

1 费用类别 futufare_type char 1 数据字典项 

2 交易类别 futu_exch_type Varchar2 4 数据字典项 

3 品种代码 futucode_type Varchar2 4 数据字典项 

4 合约代码 futu_code Varchar2 30  

5 标的合约代码 underlying_code Varchar2 30  

6 期权合约类型 fopt_type Char 1 数据字典项 

7 投机套保类型 hedge_type char 1 数据字典项 

8 买卖方向 entrust_bs char 1 数据字典项 

9 成交金额比例 balance_ratio number (14,13)  

10 每手金额 perhand_balance number (19,2)  

11 平今仓成交金额比例 today_balance_ratio number (14,13)  

12 平今仓每手续费金额 today_perhand_balance number (19,2)  

【说明】 

数据字典项全部以中文显示(导出为中文，括号中为 UF20 数据库真实数据)。 

futufare_type：开仓费用(1)、平仓费用(2)、交割费用(3)、行权(4)、!，其中!表示所有费用类型 

futu_exch_type：郑州交易所(F1)、大连交易所(F2)、上海交易所(F3)、金融交易所(F4) 

fopt_type：非期权(0)、看涨(1)、看跌(2)、!，其中!表示看涨看跌 

hedge_type：投机(1)、套保(2)、套利(3)、!，其中!表示所有类型 

entrust_bs：买入(1)、卖出(2)、全部(!) 

balance_ratio, perhand_balance: 成交金额比例、每手金额，交易所手续费=成交额*成交金额比例+成交手数*每手金

额 

导出结果如下： 

BrokerID
Instrume
ntID

HedgeFla
g

LongMarg
inRatioB

LongMarg
inRatioB

ShortMar
ginRatio

ShortMar
ginRatio

ExchLong
MarginRa

ExchLong
MarginRa

ExchShor
tMarginR

ExchShor
tMarginR

NoLongMa
rginRati

NoLongMa
rginRati

NoShortM
arginRat

NoShortM
arginRat

7000 sc1707 1 0.05 0 0.05 0 0.05 0 0.05 0 0.05 0 0.05 0
8000 sc1707 1 0.15 0 0.15 0 0.15 0 0.15 0 0.15 0 0.1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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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交易所保证金 

勾选了保证金率文件，清算数据源选择恒生 U20 时，会加载该文件。文件不存在时，

会使用上次保存的数据。 

文件名：T 交易所保证金.csv 

序号 字段名 字段英文名 类型 长度 备注 

1 交易类别 futu_exch_type Varchar2 4 数据字典项 

2 品种代码 futucode_type Varchar2 4 数据字典项 

3 合约代码 futu_code Varchar2 30  

4 标的合约代码 underlying_code Varchar2 30  

5 期权合约类型 fopt_type Char 1 数据字典项 

6 投机套保类型 hedge_type char 1 数据字典项 

7 买卖方向 entrust_bs char 1 数据字典项 

8 成交金额比例 balance_ratio number (14,13)  

9 每手金额 perhand_balance number (19,2)  

【说明】 

数据字典项全部以中文显示。 

futu_exch_type：郑州交易所(F1)、大连交易所(F2)、上海交易所(F3)、金融交易所(F4) 

fopt_type：非期权(0)、看涨(1)、看跌(2)、!，其中!表示看涨看跌 

hedge_type：投机(1)、套利 (2)、套保(3)、!，其中!表示所有类型 

entrust_bs：买入(1)、卖出(2)、全部(!) 

balance_ratio, perhand_balance: 成交金额比例、每手金额，交易所保证金=成交额*成交金额比例+成交手数*每手金

额 

导出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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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客户手续费 

勾选了费率文件，清算数据源选择恒生 U20 时，会加载该文件。文件不存在时，会使

用上次保存的数据。 

文件名：T 客户手续费.csv 

序号 字段名 字段英文名 类型 长度 备注 

1 资产账户 Fund_account Varchar2 18  

2 费用类别 futufare_type char 1 数据字典项 

3 交易类别 futu_exch_type Varchar2 4 数据字典项 

4 品种代码 futucode_type Varchar2 4 数据字典项 

5 合约代码 futu_code Varchar2 30  

6 标的合约代码 underlying_code Varchar2 30  

7 期权合约类型 fopt_type Char 1 数据字典项 

8 投机套保类型 hedge_type char 1 数据字典项 

9 买卖方向 entrust_bs char 1 数据字典项 

10 委托方式 Entrust_way Char 1 数据字典项 

11 成交金额比例 balance_ratio number (14,13)  

12 每手金额 perhand_balance number (19,2)  

13 交易所倍数 exch_ratio number (9,8)  

14 平今仓成交金额比例 today_balance_ratio number (14,13)  

15 平今仓每手续费金额 today_perhand_balance number (19,2)  

16 平今仓交易所倍数 today_exch_ratio number (9,8)  

17 费用设置类型 futufare_set_type char 1 数据字典 

【说明】 

数据字典项全部以中文显示。 

futufare_type：开仓费用(1)、平仓费用(2)、交割费用(3)、行权(4)、!，其中!表示所有费用类型 

futu_exch_type：郑州交易所(F1)、大连交易所(F2)、上海交易所(F3)、金融交易所(F4) 

fopt_type：非期权(0)、看涨(1)、看跌(2)、!，其中!表示看涨看跌 

hedge_type：投机(1)、套保(2)、套利(3)、!，其中!表示所有类型 

entrust_bs：买入(1)、卖出(2)、全部(!) 

entrust_way：一般为! 

balance_ratio, perhand_balance: 成交金额比例、每手金额，客户手续费=成交额*成交金额比例+成交手数*每手金额 

futufare_set_type：交易所浮动(0)、固定值(1)、交易所倍数(2), 交易所浮动指的是客户费用=当前设置的值+交易所

设置的费用；固定值指的是客户就采用当前设置的值；交易所倍数指的是客户费用=设置的倍数*交易所设置的费

用 

【备注】 

公司标准手续费需要用一个特殊的资产账号表示，这个资产账号没有被客户使用（例如 9999 或 0000） 

导出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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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客户保证金 

勾选了保证金率文件，清算数据源选择恒生 U20 时，会加载该文件。文件不存在时，

会使用上次保存的数据。 

文件名：T 客户保证金.csv 

序号 字段名 字段英文名 类型 长度 备注 

1 资产账户 futufare_type char 1 数据字典项 

2 交易类别 futu_exch_type Varchar2 4 数据字典项 

3 品种代码 futucode_type Varchar2 4 数据字典项 

4 合约代码 futu_code Varchar2 30  

5 标的合约代码 underlying_code Varchar2 30  

6 期权合约类型 fopt_type Char 1 数据字典项 

7 投机套保类型 hedge_type char 1 数据字典项 

8 买卖方向 entrust_bs char 1 数据字典项 

9 成交金额比例 balance_ratio number (14,13)  

10 每手金额 perhand_balance number (19,2)  

11 交易所倍数 exch_ratio number (9,8)  

12 费用设置类型 futufare_set_type Char 1 数据字典 

【说明】 

数据字典项全部以中文显示。 

futu_exch_type：郑州交易所(F1)、大连交易所(F2)、上海交易所(F3)、金融交易所(F4) 

fopt_type：非期权(0)、看涨(1)、看跌(2)、!，其中!表示看涨看跌 

hedge_type：投机(1)、套利 (2)、套保(3)、!，其中!表示所有类型 

entrust_bs：买入(1)、卖出(2)、全部(!) 

balance_ratio, perhand_balance: 成交金额比例、每手金额，客户保证金=成交额*成交金额比例+成交手数*每手金额 

futufare_set_type：交易所浮动(0)、固定值(1)、交易所倍数(2) ，交易所浮动指的是客户保证金=设置的值+交易所

设置的保证金；固定值指的是客户就采用当前设置的值；交易所倍数指的是客户保证金=设置的倍数*交易所设置

的保证金 

【备注】 

公司标准手续费需要用一个特殊的资产账号表示，这个资产账号没有被客户使用（例如 9999 或 0000） 

导出结果如下： 

 

 

注意： 

品种代码是恒生内部自定义的，期货为两位，如果不足两位，则在前补 0，期权为 3 为，在期货

对应的品种代码后补 O(大写的 o)。 

 

4.4 金仕达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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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无。 

 

5 飞马设置数据 

无法从柜台等获取的数据，但飞马又必须的，由飞马系统内部生成。 

5.1 合约组数据文件 

文件不存在时，会使用上次保存的数据。该文件为自定义文件。 

期货公司（统一标识 XXXX）的合约组数据文件名： 

XXXXinstrumentgroup+日期.txt 

如清算日期为 2014 年 1 月 14 日、标识为 0001 期货公司的合约组数据文件名为

0001instrumentgroup20140114.txt。 

期货公司每天会生成一个合约组数据文件。 

每条记录的字段和数据类型如下： 

字段 数据类型 是否可为空 备注 

日期 date  格式：YYYY-MM-DD 

交易所统一标识 char N D：大商所；Z：郑商所；S：

上期所；J：中金所 

合约代码 char(30) N 例如: IO1401-C-2300 

合约组代码 Char(30) N 例如: IF_GROUP 

目前暂不设置期权合约设置合约组！ 

举例： 

2014-01-14@J@IF1402@IF_GROUP 

2014-01-14@J@IF1403@IF_GROUP 

2014-01-14@J@TF1403@TF_GROUP 

2014-01-14@J@TF1406@TF_GROUP 

 

5.2 保证金类型数据文件 

文件不存在时，会使用上次保存的数据。该文件为自定义文件。 

期货公司（统一标识 XXXX）的保证金类型数据文件名： 

XXXXmargincombinetype+日期.txt 

如清算日期为 22014 年 1 月 14 日、标识为 0001 期货公司的保证金类型数据文件

名为 0001instrument20140114.txt。 

期货公司每天会生成一个保证金类型数据文件。 

每条记录的字段和数据类型如下： 

字段 数据类型 是否可为空 备注 

日期 date N 格式：YYYY-MM-DD 

交易所统一标识 char N D：大商所；Z：郑商所；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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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所；J：中金所 

交易编码 char(18) N 客户的交易编码 

合约组代码 char(30) N  

保证金类型 char(1) N  0：单边 

1：大边 

6：净持仓保证金 

举例： 

2014-01-14@J@12345678@IF_GROUP@0 

2014-01-14@J@12345678@TF_GROUP@1 

2014-01-14@J@12345678@TF_GROUP@6 

 

5.3 客户权限文件 

该文件为可选。 

期货公司（统一标识 XXXX）的客户权限文件名： 

XXXXcusright+日期.txt 

如清算日期为 2005 年 10 月 8 日、标识为 0001 公司的客户权限文件名为

0001cusright20051008.txt。 

通配符以*表示，所指定字段(如品种、合约)范围全部被交易权限控制。 

每条记录的字段和数据类型如下： 

字

段                            

数据类型 是否可为空 备注 

日期 date N 格式：YYYY-MM-DD 

交易编码 char(18) N 客户交易编码，为支持原油期货

新增(暂只支持*) 

投资者编码 char(18) N 由资金账户改为投资者编码 

投资者类别 Char(1) Y 默认为‘1’; 

‘1’: 境内投资者 

‘2’: 境外中介 

‘3’: 境外特参经纪 

‘4’: 境外特参非经纪 

(暂时无效) 

交易所统一标识 char(1) N D：大商所；Z：郑商所；S：上

期所；J：中金所；*代表所有交

易所（即资金账号的总交易权限） 

产品类型 char(1) N 1：期货；2：期权；*代表所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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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类型 

品种 char(8) N 中金所为品种代码。大商所、郑

商所、上期所的期货为原期货品

种代码加”_f”，期权为原期权品

种代码加”_o”。 *代表所有品种 

系列 char(30) N 期权时有效，*代表所有系列。期

货时无效，*无任何意义。(暂只

支持*) 

合约 char(30) N *代表所有合约 

交易权限 char(1) N 0：可以交易； 1：只能平仓；2：

不能交易 

对于交易所标识、交易编码、产品类型、品种、系列、合约均为*的记录，即资

金账号的总交易权限（至多一条）。 

其他记录交易所标识不可为*，其中交易所标识、产品类型、品种、系列、合约

为五个依次降低的级别，高级别为*时，低级别必须为*。 

举例： 

2007-11-05@00555@*@*@*@*@*@1 

2007-11-05@00555@D@2@m_o@*@*@2 

2007-11-05@00555@D@2@c_o@*@*@2 

2007-11-05@00555@Z@2@MA_o@*@*@2 

 

5.4 飞马用户user和userinvestor  

可手工设置，也可通过报送保证金监控中心的客户编码文件导入生成（参见通用接口文件章节下

的客户编码文件）。 

5.5 系统状态表 

管理端“系统维护”下的“系统状态管理”里手工添加。 

5.6 会员 

管理端“系统维护”下的“经纪公司信息管理”里手工添加。 

5.7 席位 

管理端“系统维护”下的“经纪公司信息管理”里手工维护，需先维护好会员和系统状态后再添

加。 

 

6 下场数据 

导出给中金清算核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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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合约信息数据文件 

该文件为自定义文件，不存在于保证金报送文件中。 

期货公司（统一标识 XXXX）的合约信息数据文件名： 

XXXXinstrument+日期.txt 

如交易日期为 2005 年 10 月 8 日、标识为 0001 期货公司的合约信息数据文件名

为 0001instrument20051008.txt。 

期货公司每天会生成一个合约信息数据文件。 

每条记录的字段和数据类型如下： 

字段 数据类型 是否可为空 备注 

日期 date N 格式：YYYY-MM-DD 

交易所统一标识 char N D：大商所；Z：郑商所；S：

上期所；J：中金所 

产品组 char(8) N  

产品类型 Char(1) N 1：期货；2：期权 

品种 char(8) N 中金所为品种代码。大商

所、郑商所、上期所的期货

为原期货品种代码加”_f”，

期权为原期权品种代码

加”_o” 

品种名称 Char(20) N  

系列 Char(30) Y 用于期权，表示期权系列，

只有合约为期权合约时才

需要填写 

合约 char(30) N  

合约名称 char(20) N  

合约交易状态 Char(1) N 0：未上市；1：上市；2：

停牌；3：到期 

币种 Char(3) N 按照 ISO 4217; 例如:USD; 

CNY 

交割年 Char(4) N  

交割月 Char(2) N  

基础商品代码 Char(30) Y  

持仓类型 Char(1) N 1：净持仓；2：综合持仓 

执行价 Number(17,8)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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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权类型 Char(1)  0：期货；1：看涨；2：看

跌 

多头限仓 Number(10,4) Y 预留，为空 

空头限仓 Number(10,4) Y 预留，为空 

限价单最大下单量 Number(10) N  

市价单最大下单量 Number(10) N  

限价单最小下单量 Number(10) N  

市价单最小下单量 Number(10) N  

合约乘数 Number(8) N  

合约基础商品乘数 Number(9,3) N  

最小变动价位 Number(17,8) N  

跌停板价 Number(17,8) Y  

涨停板价 Number(17,8) Y  

昨结算 Number(17,8) Y  

创建日 Char(8) N 格式：YYYYMMDD 

上市日 Char(8) N 格式：YYYYMMDD 

到期日 Char(8) N 格式：YYYYMMDD 

开始交割日 Char(8) N 格式：YYYYMMDD 

最后交割日 Char(8) N 格式：YYYYMMDD 

挂牌基准价 Number(17,8) N 格式：YYYYMMDD 

收盘价 Number(17,8) N  

举例： 

2012-05-22@J@INF@1@IF@ 股 指 期 货 @@IF1209@ 股 指

1209@1@CNY@2012@9@IF@2@@0@@@200@50@1@1@300@1.000@0.200@@@2554.600@2012012

0@20120130@20120921@20120921@20120921@2553.2@2554.600 

2012-05-22@J@IO@2@IO@ 股 指 期 权 @IO1212@IO1212-C-2300@ 股 指 期 权

1212C-2300@1@CNY@2012@12@IO1212@2@2300.000@1@@@100@0@1@1@1@1.000@0.100@@@2

63.600@20120420@20120423@20121221@20121221@20121221@310.800@263.600 

 

7 特殊说明 

客户自定义的模板名称不要以“F000”和“M000”开头，这两个名称被做为内部使用，用于

为 CTP 和恒生导入客户级模板时，系统为其生成 F000”和“M000”开头+投资者 ID 的模板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