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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登录彭博
登录界面� 在黄色空格内输入用户登录名和密码，按键盘上的回车键 <GO> 登录。 
新用户先点击页面下方的 “新建登录名” 即可注册登录。 

语言选择：请您在登陆界面的右方选择系统语言。

缩小画面� 用鼠标放在彭博画面上方，双击黑色部分即可缩小画面。

移动画面� 用鼠标放在画面上方灰色栏，按住鼠标拖拉即可移动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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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系统
为了更方便您的工作流程并可以快速找到不同市场的相关功能，彭博终端加入了功能
的目录分类，让您可以一键查看主要功能。

代码/功能/目录� 在页面的最上方，您可以看到三个不同的栏目：证券代码，功能代
码，相关功能栏目

相关功能目录� 点开目录主页面，您即可看到不同资产类别分类（如：股票/国债/商品
等）。如点击某一个资产类别，可以看到更多市场相关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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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中心
BHUB<GO> 为了优化您的工作流程，彭博中心提供给您一站式的功能链接，您只需
点击您想要的功能即可拉出相关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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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证券代码组成
股票  700 HK <EQUITY> <GO> 

AAPL US <Equity> <GO> 
证券代码 +交易所代码 + <Equity> <GO>

债券  SINOPE 0 04/24/14 <Corp> <GO> 
证券代码+ 息票 + 到期日 + <Corp> + <GO> 
SINOPE 0 04/24/14 <Corp>  
SINOPE 0 04/14 <Corp>  
SINOPE 0 <Corp> 

外汇  CNY <Curncy> 
货币代码 + <Curncy> 
交叉汇率: USDCNY <Curncy> <GO>

期货  上海期货交易所黄金期货    恒生指数期货

  AUAZ2 <Cmdty> <GO>   HIM2 <Index> <GO> 
期货代码+月份代码+年度代码 <Cmdty> 
黄金期货2012年12月份  

期货代码+月份代码+年度代码 <Index> 
恒生指数期货2012年6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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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功能
彭博终端的功能页面不仅覆盖了针对特定证券的信息与分析，也包括针对于宏观金融
市场的观测以及环境分析，以便您更快地做出更佳的投资决策。

彭博的功能页面主要分为两种类型：

1.  指定证券相关功能� 让您可以多角度分析加载的证券。证券简介 {DES<GO>}

2.   非证券功能� 提供整个市场分类或新闻的信息，不需要加载证券。 
全球债券市场 {WB<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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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证券的基本页面
您可以加载一个证券� 例如 “1 HK Equity <GO>”，然后点击 “相关功能目录” 查看相关功能�  
如公司简介、K线图，财务数据等。

证券简介

DES (证券简介)页面显示公司管理层基本信息及相关财
务数据等。

K线图

1 HK <Equity> GP <GO>可显示历史价格走势图； 
GPC <GO> 可显示K线图

历史价格

HP <GO> 可显示历史价格表，您可以修改“市场”旁的
下拉菜单来更改您要看的数据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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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观测功能
查看市场动态，您可直接键入某一个资产类别的快捷键如F8+<回车>或者F3+<回车>
查看股票或者公司债相关的市场监测功能。

全球宏观市场驱动者 {GMM<GO>}

最活跃交易债券 {MOSB<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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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市场分析功能

全球债券市场 {WB<GO>}

美国、欧洲至亚太区各新兴国家， 
各市场国债当前收益率及价格。 
•  选择地域� 可查看更多国家国债。 
•  可在“到期”黄色栏内选择不同年限查看国债。

新兴市场行情 {OTC<GO>}

市场行情显示页面� 实时提供特定新兴市场的当地总体
状况。 
•  选择国家� 可查看债券� 股票及商品市场等数据。

世界各国债务行情 {WCDM<GO>}

各国家债务未偿还数据� CDS� 信用评级� 债务占GDP百
分比等排行。
•   选择国家可链接至其债务分布、期限时间等其他数

据页面。
•  点击各数据项目可链接查看其历史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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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市场分析功能

世界股指期货一览 {WEIF<GO>}

点击页面各区域可查看各国家股票市场股票指数期货

日内市场图 {IMAP<GO>}

可观测各个资产类别日内的行业数据

最活跃证券 {MOST<GO>}

显示各市场交易价格，价格变动及成交量等排行榜。 
点击页面上方选项，可选择查看证券相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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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市场分析功能

外汇信息门户 {FXIP<GO>}

提供关于外汇信息的综合概览� 让您可以快速洞悉市场
机会与风险。 
•  选择国家，可查看各国外汇市场数据。

外汇远期计算器 {FRD<GO>}

用于外汇远期定价的综合解决方案，可以为您提供标准
结算日期、自设畸零日期、以及远期-远期的市场综合
意见远期汇率。

外汇预测 {FXFC<GO>}

评估个别预测数据提供者的外汇预测以显示其相对表
现。预测综合意见中值显示外汇的表现，以使您能衡量
外汇预测的整体表现并将其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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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市场分析功能

全球商品价格 {GLCO<GO>}

综合性全球商品市场观测工具 - 提供主要商品的实时价
格与成交量数据，以便您比较能源、金属和农业部门的
表现。

商品基本面 {FDM<GO>}

提供对全面的商品基本面数据的接入- 整合了44万多个
商品基本面数据点，包括库存、库存水平、进口、出口
和供求，帮助您迅速做出更利于获利的决策。

合约表目录 {CTM<GO>}

期货合约目录功能，使您能轻松地找到想用来投资的商
品。您可以点击查看不同商品分类或者直接键入关键词
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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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行业研究

彭博行业研究

BI <GO> 提供彭博独家的行业研究报告，包含来自经
验丰富的彭博分析师的关键数据和互动图表，以便您深
入透视政府和法律议题，环境、社会与治理（ESG）标
准以及行业动向。

研究报告门户

RES<GO> 提供来自卖方的研究报告，您可以在页面上
方的黄色搜索框里输入关键词搜索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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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证券的基本页面

经济日历

ECO <GO> 可用来查看未来重要的经济公告、数据和
政府公告发布的日历。

经济统计数据

ECST<GO> 提供一个国家最全面的经济数据，您可以
按照经济指标的分类层级更轻松地查找所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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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功能

中国新闻

XW<GO> 您可以在这个页面查看和搜索关于中国的新闻

率先报道

FIRS<GO> 全面提供来源于彭博新闻的最快速的市场洞
察和分析报道

中文要闻

•  TOP CS <GO>� 查看中文版彭博要闻
•  内容分为大中华财经、国际财经以及综合新闻
•  带有”B”标记的新闻� 代表该篇新闻是彭博独家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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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功能概览
TNI  利用两个关键词或新闻代码搜寻新闻� 例如� 输入TNI HK INI <GO>，

搜寻在香港初次公开发行证券之相关新闻。

CN   透过代码搜寻关于公司的新闻，例如，输入 
MSFT US<EQUITY> CN <GO>� 查询所有关于微软的新闻。

NH  输入NH <GO>，浏览当前头条新闻。

BRIE  阅读并订阅每天或每周提供的彭博电子通讯服务� 内容全面涵盖了 
来源于彭博新闻的金融市场、财经、以及各行业的资讯。

FIRS  彭博率先报道，全面提供来源于彭博新闻的最快速的市场洞察和 
分析报道

NI CBN 输入NI CBN <GO>，浏览彭博终端内所有中文新闻。

READ CBN 输入READ CBN <GO>，浏览最热门的中文新闻。

TOP CS 输入TOP CS <GO>，浏览中文版彭博要闻。

NI BFWCH 输入NI BFWCH <GO>，浏览中文版彭博率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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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检索
终端的检索栏位于每个彭博屏幕的最上方。不管是功能还是指定证券，您都可以使用
代码或者关键词进行搜索。

在检索栏中直接输入功能代码并且按<回车>就可以直接拉出指定功能页面。

您也可以在检索栏输入中文关键词� 系统则会自动在下拉列中为您匹配相关的检索结果� 
供您直接点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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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搜索

1.   在屏幕最上方的检索框输入发行人名称。例：输入 
“恒大” 即可在下拉列中点击 “EVERRE Corp”。

2.  点击后即可查看此发行人发行的债券列表页面。

证券检索

功能检索

1.   在屏幕最上方的检索框输入关键词� 即可拉出相符 
结果的下拉列。例：输入 “报价” 为关键词� 在下拉
列中即可看到 “全部报价  －ALLQ <GO>” 的选项。

2.  在相符结果列表中点击即可看到功能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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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键盘
按住<Alt>键的同时按K键可以显示键盘的完整视图；再次按K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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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指令
彭博终端® 键盘通过以不同颜色标出的键使得遵循系统的逻辑变得简单， 
旨在帮助您更高效地工作。

1. 登出 — 登陆和退出账户

2. 取消 — 取消并退出当前画面、返回初始画面

3.  帮助 — 按一下<HELP>键显示当前页面详细功能输入关键词按<HELP>键搜索 
连按<HELP>键2次，可链接至彭博在线咨询台

4. F2-F12 — 商品分类，显示各菜单页面

5. 回车 — 执行指令

6. 返回/目录 — 回到上一个界面，显示其他相关功能菜单

7. 返回/结束 — 与Menu键相同，回到上一个界面，显示其他相关功能菜单

8. Pg Up — 返回上页

9. Pg Dn — 进入下页

10. 即使短信 — 进入IB聊天窗口

11. 邮件 — 进入收件箱

12. 屏幕 — 按<Panel>键，切换画面可用于在彭博4个画面之间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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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邮件
您可输入MSG <GO>或按彭博键盘上绿色的<MESSAGE> 键进入收件箱。

•  发送邮件至彭博用户时，例如 ：LEI LI先生，可直接输入 MSG LEI LI <GO>

•  发送邮件至非彭博用户时，在收件箱页面点击 “撰写”， 输入收件人电子邮件地址。

•  您可以在NLRT <GO>上设置新闻提醒并发送到您的彭博邮箱

•  在撰写邮件页面上，点击 “附加” 旁的 “添加” 可以插入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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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指令
使用 IB <GO> � 可以向其他彭博专业服务用户发送彭博即时短信 “聊天” 邀请。

•  输入IB <GO> 进入IB主页面

•  在IB里您可以像在其他聊天工具里一样用“@”来提及某个人

•   即时分享证券信息：在IB的对话框中输入{股票代码}� 系统可通过您所输入的代码 
前几位智能检索相关的证券代码� 帮助您迅速分享证券

•  向对话框中直接拖放文件、表格和其他灵活屏组件� 可以更快地链接至其他功能

•  快速执行- 直接在对话框发布实时市场数据，并直接在彭博即时通讯平台上执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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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截图
如何截图、复制文字以及保存图表

•  截图到IB: 在要截图的页面运行GRIB <GO>� 将新弹出的窗口拖放至IB聊天室里

•  截图到邮件：在要截图的页面运行GRAB <GO>� 该屏幕的截图就会自动变成邮件附件

•   截图到剪贴板：在要截图的页面运行CLIP <GO>，然后到其他应用（比如Excel） 
去粘贴您的截图

•  您还可以点击页面右上方的打印窗口直接打印当前页面

•   复制文字：在要复制的文字画面上� 从左上角开始，按住鼠标左键移动鼠标至白色点
线框住所选新闻内容，在Excel或Word文档上� 右击鼠标选择 “粘贴”。

•   保存图表：在GP <GO>图表页面上� 右键单击图表空白处� 点击 “复制/导出选项”，
然后选择 “输出截图至PDF” 或 “将截图复制到剪贴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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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功能

设定终端语言

您可以用LANG <GO>来设定终端语言

设定终端时区

您可以用TZDF <GO>来设定终端所在的时区

打印设定

运行PSET <GO>可以设置在每张纸上打印几个彭博屏幕

•  其他设定

•  黑白打印：画面上黄色及浅色文字可清晰打印。 

•   打印传真：选择黑白打印�画面上黄色空格部分打印 
无色

•  图像设定：取消图像设定�打印画面更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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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资源
您可以点击页面右上角的问号来获取帮助资源� 包括帮助页面和在线的帮助台。

您也可以按一下键盘上绿色的Help键进入帮助页面，连续按两下Help键就可以与 
在线帮助台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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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NR <GO>上可以查看彭博的讲座和研讨会

•   选择您想参加的课程� 请留意时间、地点、课程内容和报名状态� 若报名人数已满�  
我们将进行注释。

 注意：所有的培训都是免费的� 请各位用户多多利用

•   在终端上输入BPS <GO>� 可获取关于彭博终端不同功能和分类的介绍� 帮助您快速 
掌握使用方法。

•  在左侧菜单栏点击“入门指南”� 点击“视频”� 即可观看不同类别功能的具体介绍。

如果您需要1对1的免费培训� 您可以联系您的账户经理或者帮助台来为您申请并注册。
从这页开始（入门指南）的所有内容全部保留原手册内容（对应原手册28页）

彭博讲座与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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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彭博
1981 年以来，全球财经及商界专业人士在需要

做出重要决策之际，都需要依靠彭博终端®  

获取实时的市场数据、新闻及分析工具。彭博

终端全面涵盖了包括固定收益、股票、外汇、

商品、衍生品以及抵押贷款等所有资产类别的

信息，并与多媒体平台、电子交易平台以及 

高效的沟通工具进行无缝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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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出下一步。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在彭博 
终端上按 <HELP> 键两次。

北京 
+86 10 6649 7500

上海 
+86 21 6104 3000

香港 
+852 2977 6000

伦敦 
+44 20 7330 7500

迪拜 
+91 22 6120 3600 

纽约 
+1 212 318 2000

旧金山 
+1 415 912 2960

圣保罗 
+55 11 2395 9000

法兰克福 
+49 69 9204 1210

新加坡 
+65 6212 1000

悉尼 
+61 2 9777 8600

东京 
+81 3 4565 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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