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证赢家

使用手册

上海东证期货有限公司



2

目录

1概述..........................................................................................................................................4

1.1系统简介.......................................................................................................................4

1.2风险提示.......................................................................................................................4

1.3 技术支持和反馈...........................................................................................................5

2下载及安装..............................................................................................................................6

2.1应用下载和系统要求...................................................................................................6

3 软件启动及登录.................................................................................................................... 6

3.1 软件启动......................................................................................................................6

3.2 交易登录......................................................................................................................8

4 易星行情................................................................................................................................10

4.1 行情报价.....................................................................................................................10

4.1.1交易所菜单..............................................................................................................10

4.1.2报价区域..................................................................................................................11

4.1.3自选品种..................................................................................................................12

4.2 自选行情....................................................................................................................12

4.3 行情图表....................................................................................................................15

4.3.1 分时图.....................................................................................................................15

4.3.2 K线图.......................................................................................................................17

4.3.3 图表设置.................................................................................................................19

4.3.4 指标.........................................................................................................................20

4.4 期权............................................................................................................................22

5 易星交易.............................................................................................................................. 23

5.1 交易合约....................................................................................................................26

5.2 手数和价格................................................................................................................28

5.3 三键............................................................................................................................31

5.4 反手............................................................................................................................32

5.5 快买、快卖................................................................................................................33



3

5.6 止损止盈....................................................................................................................35

5.6.1 止损单.....................................................................................................................35

5.6.2 止盈单.....................................................................................................................37

5.6.3 保本单.....................................................................................................................38

5.6.4 操作.........................................................................................................................39

5.7 条件单........................................................................................................................41

5.8 点价下单....................................................................................................................44

5.9 改单和撤单................................................................................................................46

5.10 画线下单..................................................................................................................47

6 期权...................................................................................................................................... 48

6.1 策略............................................................................................................................48

6.2 交易............................................................................................................................50

7 资讯...................................................................................................................................... 53

8 主菜单.................................................................................................................................. 55

8.1 查询帐单....................................................................................................................55

8.2 交易日志....................................................................................................................55

8.3 修改密码....................................................................................................................56

8.4 交易设置....................................................................................................................57

8.5 消息............................................................................................................................57

8.6换肤.............................................................................................................................59

8.7 设置............................................................................................................................60

8.8 银期转账....................................................................................................................60



4

1概述

1.1系统简介

东证赢家是东证期货新一代研发的期货移动端软件，集行情与交易为一

体。

高端行情数据源

东证赢家的内盘期货数据直接来源于交易系统网关，是真正意义的第一手行

情。同时，东证赢家还提供国内交易所的深度行情，为用户进行技术分析提供坚

实基础。易盛的外盘数据来自于高端数据提供商，及时性和稳定性处于国内领先

水平。

友好的工作界面

友好简洁的工作界面，用户操作方便快捷；主菜单界面分类清晰，用户

可以快速找到相关设置；安装包体积小，不占用用户过多的手机内存；皮肤

可切换夜间模式，降低亮度保护您的眼睛。

1.2风险提示

用户自愿使用东证赢家进行期货交易，已知晓期货交易具有政策风险、技

术风险、市场风险、不可抗力等风险，并承担由此导致的一切风险和损失。

利用互联网进行期货交易时将存在(但不限于)以下风险，用户将承担由

此导致的损失：

1) 由于无法控制和不可预测的系统故障、设备故障、通讯故障、电力故

障、网络故障及其它因素，可能导致交易系统非正常运行甚至瘫痪，使您的

交易指令出现延迟、中断、数据错误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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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于网上交易系统存在被网络黑客和计算机病毒攻击的可能性，由此

可能导致交易系统故障，使交易无法进行及行情信息出现错误或延迟；

3) 互联网上的数据传输可能因通信繁忙等原因出现延迟、中断、数据错

误或不完全，从而使网上交易出现延迟、中断；

4) 如果您缺乏网上交易经验，可能因操作不当造成交易失败或交易失误；

5) 如果您的计算机和手机终端感染计算机木马或病毒，可能导致您的密

码失密或者被他人盗用。

1.3 技术支持和反馈

技术支持

本软件的正式用户可以通过东证期货微信公众号或热线电话得到我们专

业的技术支持与服务。请您在与我们联系时提供以下信息：

1. 您遇到的程序问题的详细描述，以及在问题出现时正在进行何种操作

2. 为了解决问题，您已采取了哪些措施

3. 您所使用的东证赢家的具体版本号

电话：4008859999 转 1或 2

官网论坛：https://www.dzqh.com.cn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如图 1.5.1 所示

图 1.5.1

https://www.dzqh.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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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载及安装

2.1应用下载和系统要求

使用苹果手机的用户，可以前往手机应用商城 App Store 上搜索“东证赢家”

进行下载，需要 iOS 版本 10.1 及以上。

使用安卓手机的用户，可以前往东证期货官网

https://www.dzqh.com.cn，，选择“软件下载”-“手机 APP”扫描二维码下

载，需要安卓版本 6.0 及以上。

扫一扫下载

3 软件启动及登录

3.1 软件启动

点击东证赢家图标，如图 3.1.1 所示，即可进入软件。

https://www.dzqh.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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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东证赢家软件的启动界面如图 3.1.2 所示，在启动软件后，点击期货行

情，会自动连接易盛云行情以获取行情，行情免登录。

图 3.1.2

进入行情交易后，安卓系统会看到提示：未获取到权限。请点击“开始

设置”

以华为手机为例：点击：权限->设置单项权限->开启悬浮窗。如不进行

设置，将看不到提示信息。其他手机，请查看如何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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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交易登录

点击界面右上角的 设置按钮，可以打开右侧主菜单，点击头像，可

进入交易 登录界面，如图 3.2.1 所示。

图

3.2.1

点击图 3.2.1 中右图的倒三角按钮，可以进入选择开户公司界面，如图

3.2.2 所示，选择“东证期货 CTP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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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选择交易地址后，返回登录界面，填写账号、密码，可以勾选记住账号或

记 住密码，便于下次登录。

点击用户名输入框右下角三角形按钮，可以打开曾登录账号，如图

3.2.3 所 示。

图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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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易星行情

4.1 行情报价

启动易星后，会出现如图 4.1.1 所示的行情报价界面。

易星行情提供国内期货交易所（郑商所、大商所、上期所、中金所）、

能源交易中心、现货交易所（上海黄金交易所）和国际主要期货交易所

（ASX、BMD、 CBOT、CME、COMEX、DGCX、EUREX、HKEX、LME、NYMEX、SGX、

TOCOM 等）的行情。

易盛是国内唯一一家获得国际交易所授权的国内行情代理商，拥有最

快、最 准确的外盘行情，为您的交易提供数据保障。

图 4.1.1

4.1.1交易所菜单

易星行情分为六类：1、内盘：国内四家期货交易所、能源中心、上海

黄金交易所、夜盘及内盘总量和内盘主力合约；2、外盘：国外主要期货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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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所和外 汇市场；3、期权；4、其他；5、极星套利：交易所套利组合合约；

6、极星仿真。

在行情界面，点击左上角的交易所菜单图标 ，打开左边的交易

所选择列表， 如图 4.1.1.1 所示。

4.1.1.1

选择好类别后，会展示出相应的交易所，期权会直接跳转到期权界面。

选择 交易所后，在行情界面底部会有该交易所的品种信息栏，可以用手指

进行左右拖 动，点击选择品种名称后在行情界面进行定位。

4.1.2报价区域

行情界面中部是报价区域，以每一个合约一行的形式显示报价。手机

端默认显示合约名称、最新／昨结、涨跌和成交／持仓这些字段。

相较于国际交易所，国内的期货交易所在每一个品种报价前会汇总指

数合约、主连合约和近月合约，每个交易所品种的第一行还会有整个交易

所的交易总量和 期权交易总量，方便用户了解市场情况。



12

4.1.3自选品种

在行情界面，手指向左滑动想要添加到自选的合约，会出现添加自选的

按钮，

点击即可将选中合约添加到自选界面，自选合约按添加顺序显示，如图

4.1.3.1 所 示。

图 4.1.3.1

4.2 自选行情

点击自选，跳转到自选界面，如图 4.2.1 所示，可以点击【马上添加】

添加 合约。点击顶部的加号按钮，可以搜索交易所或合约，也可以将持仓合

约导入到 自选列表中，如图 4.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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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

图

4.2.2

添加合约成功后，可以在自选界面中查看，如果想删除合约，可以手指向

左 滑动合约，会出现删除自选按钮，点击即可，如图 4.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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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3

也可以点击顶部左侧的工具图标，可以统一编辑所有的自选合约，比如拖

动 合约位置，批量删除等，如图 4.2.4 所示。

图 4.2.4

如果在客户有自选合约，易星启动后会自动跳转到自选界面而非行情界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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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行情图表

4.3.1 分时图

在行情界面点击合约，可以查看该合约的分时图，如图 4.3.1.1 所示。

图 4.3.1.1

点击顶部右上角的爱心按钮，可以将该合约添加到自选，加号变为减

号，如 图 4.3.1.2 所示，再次点击会将该合约从自选列表中删除。

图 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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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时图右侧，可以看到该合约的多档行情。易星提供郑商所、黄金交

易所 五档行情，大商所、上期所、中金所、能源交易所一档行情，国外期货

交易所五 档行情。

在分时图下方可以查看成交明细、盘口信息和该品种的资讯，如图

4.3.1.3。

图 4.3.1.3

横屏可以将行情走势图放大观看，如图 4.3.1.4 所示。

图 4.3.1.4

在分时图上长按，显示十字光标，此时在分时图左上方会有弹窗显示当前

十 字光标对应的时间、价格、均价、涨跌幅、成交量等数值，如图 4.3.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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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1.5

4.3.2 K线图

在行情界面，可以选择查看 K 线图，默认周期为日线、1 分钟线，3 分钟

线 等，如图 4.3.2.1 所示。

图 4.3.2.1

在 K 线图上长按，显示十字光标，此时在 K 线图左上方会有弹窗显示

当前 十字光标对应的时间、开盘价、最高价、最低价、收盘价、涨跌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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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量等数 值，如图 4.3.2.2 所示。

图 4.3.2.2

点击十字光标上的查看分时图，，如图 4.3.2.3 所示，可以点击【前一

天】

或【后一天】进行切换。

图 4.3.2.3

捏合手势可以进行 K 线缩放，滑动手势进行左右滑动以显示更多历史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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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交易所套利组合同样支持查看 K 线图。

4.3.3 图表设置

K 线图不仅提供默认的时间周期，还可以自定义周期，在主菜单界面选

择图 表设置，如图 4.3.3.1 所示。

图 4.3.3.1

图表设置中有常用周期设置，如图 4.3.3.2 所示，添加常用周期，如

2 分钟 周期，如图 4.3.3.3 所示，即可在行情界面的选择周期列表中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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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图 4.3.3.2

图 4.3.3.3

4.3.4 指标

易星在 K 线图的主图上提供 5 个指标，MA（移动平均线指标）、EMA

（指 数移动平均线指标）、BOLL（布林线）、SAR（抛物线指标）以及 BBI（多

空指 数），点击界面就会有相应的指标切换，如图 4.3.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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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4.1

幅图提供十个指标 CJL、CCI、MACD、RSI、KDJ、WR、BIAS、TRIX、MTM、

PSY，前两个互相切换，后八个互相切换，如图 4.3.4.2 所示。

图 4.3.4.2

指标的参数都可以在图表设置中进行修改，如图 4.3.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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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4.3

4.4 期权

在交易所列表中选择期权，跳转到期权界面，顶部为标的合约行情，中间

为 期权行情，底部为期权标的选择，如图 4.4.1 所示。

图 4.4.1

易星提供期权 T 型报价，如图 4.1.1 所示，中间是执行价格，左边是



23

看涨期权，右边是看跌期权，不同行权价的背景色代表在当前标的期货最新价

时期权的虚、实值情况。

滑动红色、绿色区域可以看到更多信息，包含买价、买量、卖价、卖量、隐

含波动率、Delta、Gamma、成交量、结算价、涨跌，如图 4.4.2 所示。

图 4.4.2

点击期权合约，会自动跳转到 K 线图界面，与期货合约操作相同。

5 易星交易

点击交易图标，跳转到交易界面，分为上部分的下单板和下部分的交易数

据， 以及顶部标题栏的用户切换，如图 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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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从图 5.1 可以看出，下单板包含四个部分，资金栏、简单的盘口信息、

合

约手数价格输入框和下单三键。

下部分的交易数据包含持仓、挂单、委托和成交，如图 5.2 所示。

图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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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栏会显示当前用户的权益、可用和资金使用率，点击会跳转到详细资

金栏界面，如图 5.4 所示，点击币种可以进行币种的选择和更换，内盘默认

是 AA_CNY，外盘则有多种可以选择，如图 5.3 右

图片所示。

图

5.4

易星提供的交易界面是和极星相似的竖向下单界面，如图 5.5 所示。

挂单：

价格数量

选择合约

设置手

数

委托价格：

最新、排

队 市

价、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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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5.1 交易合约

点击合约旁边的输入框，界面下方会出现自选列表的合约，如图 5.1.1 所

示， 点击要交易的合约即可。

图 5.1.1

也可以点击合约旁边的放大镜按钮选择合约，如图 5.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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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

在行情界面也可以直接选中合约交易，手指左滑出现交易按钮，如图

5.1.3

所示，点击会直接跳转到交易界面。

图 5.1.3

如果用户未登录，点击交易就会直接跳转到登录界面进行账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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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5.2 手数和价格

手数可以通过手数旁的输入框直接输入，也可以给各个品种设置默认手

数， 在主菜单界面，点击交易设置，可以看到默认手数的功能项，如图

5.2.1 所示。

图 5.2.1

点击默认手数，可以进入到设置手数的界面，如图 5.2.2 所示，可以给

各个 交易所的各个品种设置不同的默认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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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2

易星支持最新价、排队价、市价、对手价和超价，或者可以直接输入价

格， 如图 5.2.3 所示。

还可以选择 FOK 和 FAK 指令。

A．立即全部成交否则自动撤销指令(FOK 指令)，指在限定价位下达指令，如

果 该指令下所有申报手数未能全部成交，该指令下所有申报手数自动被系统

撤销。 B．立即成交剩余指令自动撤销指令(FAK 指令)，指在限定价位下达指

令，如果 该指令下部分申报手数成交，该指令下剩余申报手数自动被系统撤

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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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3

在交易设置中可以设置默认价格类型，从图 5.2.1 中可以看到，有最新

价、排队价、市价和对手价可供选择，如图 5.2.4 所示。

图 5.2.4

在交易设置中还可以设置默认超价点数，如图 5.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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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5

5.3 三键

下单部分采用买开、卖开、平仓这三键进行下单操作。若交易合约无持

仓， 点击平仓按钮，会出现请先选择持仓的提示，如图 5.3.1 所示。

图

5.3.1

若交易合约有单方向持仓，如合约 AP810 有多头持仓，则下单界面的买

开 按钮变为“加多”，卖开按钮变为“锁仓”，平仓按钮不变，如图 5.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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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2

若交易合约有多空双向持仓，下单界面的买开按钮变为“加多”，卖开按

钮 变为“加空”，平仓按钮不变如图 5.3.3 所示。

图 5.3.3

5.4 反手

在持仓列表中，选中合约会出现，如图 5.4.1 所示的反手按钮，点击会

弹出 是否确认反手的提示框。若点击确定，即可反手，即平仓之后再反向开

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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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1

反手可以在交易设置中设置默认价格类型，如图 5.4.2 所示。

图 5.4.2

5.5 快买、快卖

在行情界面，点击如图 5.5.1 所示的按钮，会弹出快买、快卖界面，即

快速 交易，无需跳转到交易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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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1

点击手数和价格可以自定义设置，如图 5.5.2 所示。

图

5.5.2

点击买、卖、平仓即可快速开、平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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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止损止盈

在持仓列表中，选中合约会出现，如图 5.6.1 所示的止损止盈按钮，会跳

转

到持仓止损止盈界面，易星提供止损单、止盈单和保本单。

图 5.6.1

5.6.1 止损单

止损单，如图 5.6.1.1 所示，触发方式有两种：止损价和动态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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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1.

1

止损价即是限价止损，当到达设定价格立刻平仓止损。 动态追踪是一种

动态止损方法，止损价位会随着盈利的增加而变化，这种方法可以最大程度实

现“让盈利奔跑”。如图 5.6.1.2 所示，这是以做多开仓为例，设置跟踪止

损后的最高价每上涨一个价位，止损平仓价就跟着上涨一个价位，当价格从最

高价回撤了设置的止损价差时，触发止损。图 5.6.1.2 为做多跟踪止损 示

意图，做空则相反。

最高价：此最高价是从设置止损后开始记录的，不一定是开仓后的最高

价。 “跟盘浮动，价位回撤”计算公式：

多头止损价位 = 启用止损后的最高价 - 回撤价位

空头止损价位 = 启用止损后的最低价 + 回撤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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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1.2 做多浮动止

损原理

5.6.2 止盈单

止盈单，如图 5.6.2.1 所示，是限价止盈，当到达设定价格立刻平仓止

盈。

图

5.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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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 保本单

保本单，如图 5.6.3.1 所示，这是一种现代人的止损思想——盈利状态

下止损，目的是保住赚到的利润。

图

5.6.3.1

做多开仓后，在“开仓均价+设置的保本价差”位置产生了一条保本线，

最 新价超过设置的保本止损线后，再回落到这个保本止损线时才触发止

损。图

5.6.3.2 为做多保本止损示意图，做空则相

反。 “保本策略”计算公式：

多头保本平仓价位 = 开仓均价 + 盈利价差

空头保本平仓价位 = 开仓均价 - 盈利价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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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3.2 做多保本止盈原理

5.6.4 操作

设置好止损止盈单后，点击添加即可，在价格旁边会显示此委托价格平仓

后 的盈亏率。点击右上角的按钮，可以查看未触发的订单，如图 5.6.4.1

示。

图

5.6.4.1

点击未触发的单子，可以选择撤单或者挂起，如图 5.6.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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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4.2

同一个合约可以设置四种止损止盈模式，如果其中一个触发，剩下的单子

会 变为无效单，如图 5.6.4.3 所示。

图 5.6.4.3

在主菜单的止损止盈中可以查看已经设置好的止损止盈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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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条件单

条件单指由客户指定一定的条件的委托单，不满足指定条件时，定单存入

服 务器，当条件满足时，系统自动把该定单提交到交易所。利用条件单的不

同组合 可以实现开仓、止损、止盈等操作。

易星提供价格条件单和时间条件单。

在主菜单中点击条件单，如图 5.7.1 所示，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按钮进入

条件单设置界面。

图 5.7.1

上图是价格条件单，点击合约可以选择合约，并自定义手数、委托价格、

超 价、开平仓和有效日期。

触发方式为最新价；触发条件分为＞、＜、≥和≤；触发价格可以自己输

入； 还可以点击【附加】增加一条新的条件，如图 5.7.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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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2

点击上方的时间条件单可以进行切换，与价格条件单类似，只是条件变为

时 间条件，如图 5.7.3 所示，可以设置时间，当到达该时间会立刻以设置

好的价格 手数等发出委托。

图 5.7.3

设置好条件单后，点击买、卖即可，在云条件单列表中会显示该委托，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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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类型为待触发，如图 5.7.4 所示。

图

5.7.4

点击云条件单列表中右上角的手指图标，可以查看已触发的条件单，如

图 5.7.5 所示。

图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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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点价下单

交易界面点击右上角圆形图标，如图 5.8.1 所示，可以打开点价下单界

面。

图

5.8.1

点价下单适合习惯根据深度行情快速下单的用户使用，能够实现免填价格

快 速下单的快捷操作，如图 5.8.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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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2

点价下单界面简化了填单操作，在价格两侧即买量、卖量两列分别是对应

价 格的委买、委卖操作区域，在某个价格处若有持仓会有数量显示，上部也有

详细 的持仓方向、数量、持仓均价显示。

行情报价显示，可以选择最新价居中或者手动调整，如图 5.8.3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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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3

点价下单默认操作为自动开平，无持仓则自动开仓，有持仓则自动平仓。

在 相应价格旁的买量、卖量列点击即可。若未成交，在撤买、撤卖列会有挂单

显示， 如图 5.8.4 所示。点价挂单量，即可撤单。

图

5.8.4

勾选【连续开仓】，可以反向继续开仓，即锁仓操作。

5.9 改单和撤单

在交易数据列表的挂单中，选中某个合约，会有【改单】、【撤单】按钮，

点击即可改单或撤单，如图 5.9.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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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1

5.10 画线下单

在行情走势图界面，点击右上角铅笔图标，打开画线下单功能，如图

5.10.1 所示。

图

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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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买、卖，即可画线开仓，如果有持仓，且是双向持仓，可选是平多或平

空。目前，买、卖仅支持各画一条线。

画线下单为条件单，可在云条件单列表中查看，如图 5.10.2 所示，点击

K 线 跳转到合约相应的 K 线上，也可挂起或撤单。

图 5.10.2

6 期权

6.1 策略

易星提供期权的 12 种策略：大涨、大跌、不涨、不跌、跨式突破、跨

式盘 整、宽跨式突破、宽跨式盘整、盘涨 Call、盘涨 Put、盘跌 Put、盘跌

Call，点击 右上角的灯泡图标，即可查看这些策略，如图 6.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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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1

点击左上角灰色图标的，可以查看策略的详细介绍，如图 6.1.2

所示。

图

6.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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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交易

可以点击查看期权行情，将该合约加入自选，在交易界面选择合约进行交

易， 如图 6.2.1 所示。

图

6.2.1

也可以选中一种期权策略，进行策略下单，如图 6.2.2 所示。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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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可以点击标的，选择标的合约，如图 6.2.3 所示。

图

6.2.3

可以点击策略，更换策略，如图 6.2.4 所示。

图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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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自定义合约的执行价格、手数和价格，如图 6.2.5 所示。

图

6.2.5

更改上述设置时，盈亏图会随之变化，最大获利、最大损失、损益两平这

些 参数也会变化。

点击开仓、平仓，即可交易。 期权支持询价操作，长按界面价格，会弹

出询价按钮，如图 6.2.6 所示。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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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

同样支持行权、期权功能，在持仓列表，选中多头期权，如图 6.2.7 所

示。

图 6.2.7

7 资讯

点击资讯界面，如图 7.1 所示，可以根据关键字或者日期搜索关注的品

种。



54

图

7.1

选中某个标题，点击查看详情，还可以进行分享，如图 7.2 所示。

图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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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主菜单

8.1 查询帐单

易星提供查询账单的功能，点击时间可以选择日期，如图 8.1.1 所示，点

击确定可以查看详细账单，包含资金状况、持仓明细和持仓汇总等。

图

8.1.1

8.2 交易日志

点击交易日志，可以查看当天的交易情况，如图 8.2.1 所示，点击右上角

的顺序-逆序，可以按交易时间重新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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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1

8.3 修改密码

如图 8.3.1 所示，可以修改交易密码或资金密码。新开户的账号首次登

录会强制要求修改密码。

图 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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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交易设置

交易设置中可以选择上海平仓是优先平今还是优先平昨；可以选择收到委

托

信息是否震动；支持套保，如图 8.4.1 所示。

图 8.4.1

8.5 消息

消息栏里可以查看期货公司发来的相关信息，如图 8.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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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5.1

若有未查看的消息，右上角的菜单键，会显示黄色圆点，如图 8.5.2 所

示， 进入消息界面，可以看到标志为未读的消息，阅读过后，上述两种情况都

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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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5.2

8.6换肤

易星提供日间和夜间两种模式的皮肤，点击换肤，可以从日间模式跳转到

夜

间模式，如图 8.6.1 所示。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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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

8.7 设置

可以选择切换语言、是否保持屏幕常亮，行情是否单行显示，清除已保存

的 自选数据和账号信息，如图 8.7.1 所示。

图 8.7.1

8.8 银期转账

用户登录 CTP 后台时，支持银期转账，如图 8.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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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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