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彭博终端入门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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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登录彭博
在屏幕下方工具栏选择 (1-Bloomberg)主页面，按键盘上红色键 <Log Off>。

输入登录名和密码, 
按回车键<GO>登录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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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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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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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终端屏

彭博提供四个视窗，可以从以下三个地方来获取视窗的不 
同编号。通常我们建议在第一个彭博视窗上去登录。 
（请见“登录彭博”介绍）

»  屏幕的左上方的标题，例如“1-Bloomberg”
»  或按一下键盘上的<Esc CANCEL>键，左下角有 

系列号，横杠后跟着的就是这个屏的编号， 
从零开始到三，例如，第一屏的编号是“0”

»  在PC 最下端的状态栏

注意: 不要随意关闭任意一个彭博视窗，这样做的结果会 
关闭所有的彭博视窗而退出彭博系统，可以使用最小化的按
钮。同样，不用双击彭博的选项，单击左键即可。 
击右键有其它作用，请参阅 “个性化你的彭博”再有按 
<PANEL> 键可以在四个视窗之间切换。

彭博标准终端屏（不适用于客户自己提供的单个屏幕)
双屏的设计可以使用户可以更灵活更方便地在不同的应用程序中互相切换。譬如可以边看彭博上的新闻，边在微软的
WORD上写研究报告，或EXCEL下载数据，或打开另一彭博屏做具体的分析察看等等 。



彭博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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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键盘根据功能区分颜色，使用更加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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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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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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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 回车键，执行指令

6  Menu – 回到上一个界面，显示其他相关功能菜单

7   End Bac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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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B – 进入IB聊天窗口

11  Message – 进入收件箱

12   Pan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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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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市场分类键 (一定要和证券的代码一起使用)

F1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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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按<HELP>键2次，可链接至彭博在线咨询台

F2 GOVT 全球各国政府债券

F3 GOVT 公司债券 (也适用于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各国政府债券)

F4 MTGE 房债抵押证券，资产担保证券及抵押保证证券

F5 M-MKT 货币市场证券

F6 MUNI 美国地方性政府债券 (只 适用于美国)

F7 PFD 优先股

F8 EQUITY 全球股票，存股证，基金，认股权证和期权

F9 CMDTY 所有的商品证券，包括现货，远期和期货

F10 INDEX 金融市场指数，自建指数以及宏观经济指数

F11 CRNCY 货币现钞，汇率以及远期汇率

F12 PORT 投资组合及风险分析

绿色行动键 (假如按了绿色键，则无需再按其他键)

GO 在输入一指令后使用，启动已输入之功能

CMND HISTORY
两键可以互换使用，主要是寻求彭博在线帮助，详情请看 
“彭博在线求助”

SEARCH 按此键后，输入关键字进行检索

NEWS 按此键后，显示某一类别的今日要闻

MONITOR 主要财经市场的行情显示

QUOTE LINE 显示所选证券的市场报价信息

QUOTE FUNCTION 提供一只股票、股票期权或基金的综合市场摘要

PRINT 打印任何屏幕(请注意，有些屏幕无法打印)

MESSAGE 查阅邮件

MENU
返回到你现在看到屏幕的上一个菜单，连续按则一层一层 
往上退

IB 弹出IB（彭搏即时通讯）窗口

彭博键盘



彭博菜单画面
每个商品分析功能具有三种基本格式
»  无指定券…股票市，券市场等各个市一功能 例）<EQUITY> <GO> 股票市场整体一菜页面  

<GOVT>  <GO> 国债市场整体一菜页面

»  指定证券…查看指定证券相关新闻和图表等功能 例）700 HK <EQUITY><GO> 腾讯（香港）分析菜单页面

»  券比较…2个证券价差及相关系数分析 例）USGG10YR <INDEX> GCNY10YR <INDEX> HS <GO>  
中美10年债券的收益率价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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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UITY> <GO> 
 股票市场整体一览菜单页面

700 HK <EQUITY> <GO> 
 腾讯（香港）分析菜单页面

USGG10YR <INDEX> GCNY10YR  
<INDEX> HS <GO> 中美10年债券的 
收益率利差



市场整体观测功能范例
无指定证券 例）<EQUITY> <GO>

<EQUITY> <GO> 查看股票市场整体一览菜单页面。 世界股票指数和企业活动大事日历等股票市场观测整体页面。

例如：输入WEI、WEIF 和 MOST 等功能页面指令，可直接进入这些页面查看市场数据。

可设定黄色格内的选项。

<EQUITY> <GO>



股票市场分析功能范例
世界股指期货一览 
»  可观测全世界上市股票指数期货。 

点击各区域可查看各国家股票市场 
股票指数期货。

日内市场图 
»  可观测各行业类别当日内行业类别的 

跟踪查看。

最活跃证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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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IF <GO>

IMAP <GO>

MOST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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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市场分析功能范例
全球债券市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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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 <GO> 
选择亚太地区

»  可在“到期”黄色栏内选择不同年限查看国债。

新兴市场行情 
»  亚洲各新兴市场行情显示。

»  选择国家，可查看债券，股票及商品市场等数据。

»  北美和欧洲市场行情显示可查看BTMM<GO>。

世界各国债务行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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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B <GO>

OTC <GO>

WCDM <GO>



外汇信息平台 
»  显示外汇信息平台，外汇市场主要页面

外汇信息门户 
»  各国主权债收益率及各债券金融市场行 

情观测和收益率曲线。

»  选择国家，可查看各国外汇市场数据。

»  单一国家视图 经济数据 标签页中包含 
一个 关键指标 表格以及对应的图表。

外汇远期计算器 
»  远期视图提供所选货币的实时外汇远期定

价，使用该视图查看标准结算期间的价格，
计算标准结算曲线以外的畸零日期的汇率，
并为远期远期交易定价 。

»  交叉汇率计算 视图允许查看并自设计算中
两个货币对各自的汇率，从而增加交叉汇率
计算的透明度 。

»  使用面值远期视图来计算单一远期汇率，
以便对一系列日期的外汇现金流进行套期

CURNCY <GO>

FXIP <GO>

FRD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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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市场分析功能范例



指定证券的基本页面 (1)
指定证券 例）700 HK <EQUITY><GO> 腾讯（香港）分析菜单页面

以证券代码<EQUITY> <GO> 为例, 菜单页面显示如新闻，走势图，财务数据等其相关分析功能。

»  700 HK <EQUITY> 
GPC<GO> 
GPC <GO>可显示K线图 
<PAGE FWD>进入下一
页面显示价格表

1 HK <EQUITY>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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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新闻与研究报告 
»  CN(公司新闻)可查看企业相关新闻。 

输入“CN”+ “新闻来源代码”可查看指
定来源的企业新闻。 新闻来源代码示
例 CBN 彭博中文新闻 BN 彭博英语
新闻

公司财务分析

»  分类查看损益表，资产负债表等财务数据。

»  可同时查看财务数据图表，并将数据导 
出至Excel。

1 HK <EQUITY> DES <GO>

1 HK <EQUITY>CN <GO>

1 HK <EQUITY>FA <GO>

指定证券的基本页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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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完成功能
画面左上方空格内输入
证券或关键词，可自动显
示检索相关证券代码和
功能页面。

可输入中文自动搜索。

自动完成搜索功能

设定方法
画面右上方的灰色 
工具栏，点击终端→ 
指令行，可根据需求选择  
“自动”、 “人工启动”
和 “延迟” 来设定自动
完成功能。

1 1

1

1



股票 700 HK <EQUITY> <GO>
APPL US <Equity> <GO>
证券代码 +交易所代码 + 600000 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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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债券可以直接使用国内代码，银行间代码使用XXXXXX.IB， 

两个交易所使用XXXXXXX.SZ 或者XXXXXX.SH

中国附息10年国债1204回 

120004.IB <Govt> <GO>

14铁道MTN002

101451047.IB <Corp> <GO>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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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生指数期货 
HIM2 <Index> <GO>
期货代码+月份代码+年度代码 <Index>

恒生指数期货2012年6月份

月份代码: 3月=H, 6月=M, 9月=U, 12月=Z
AUAA<Cmdty>为例，在期货代码后加 A, 自动选择当前月份的活跃期货。 

AUA1<Cmdty>为例，加１显示为连续代码，连接近期月份合约。

彭博证券代码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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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页面SINA US 
<EQUITY> BIDU 
US<EQUITY>HS<GO>
可显示价差图。1 HK 

证券比较分析
2只证券分析 例）SINA US <EQUITY> BIDU US<EQUITY><GO>

输入证券代码1<EQUITY>证券代码2<EQUITY><GO>可进行价差及相关系数等分析。

SINA US <EQUITY> BIDU US<EQUITY><GO>

1

1

1



彭博大学—公开课程
»  BU <GO>彭博大学公开课

程，国内有三个培训中心：
北京、上海和深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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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O>
进行用户登记，您可以根据
提示选择自己登记或替他人
登记。

注意：所有的培训都是免费
的，请各位用户多多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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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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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类别的具体介绍。



遇到问题请按 <HELP>
初始页面按 <HELP> 
»  直接进入彭博终端介绍页面，点击左侧菜单选择需

要了解的信息。

各功能帮助页面 
例如：在CCRV页面上按 <HELP>

»  显示CCRV功能使用说明窗口，列有使用方法及 
相关资料。

»  按<HELP>键2次，即可开启彭博咨询台在线
对话窗口， 随时询问彭博终端使用方法，也
可提出建议和意见。

初始页面 <HELP>

功能指令+ <HELP>

<HELP> <HELP>



遇到问题请按 <HELP>
关键词+ <HELP> 分类项目

分类 举例

问题解答 输入BETA <HELP> 1 <GO>， 
找出已调整的贝塔值与未经 调整的贝塔值有何不同之处。

单词定义 输入SHARPE <HELP> 2 <GO>， 
找出夏普比率的定义。

程序/功能分析 输入REGRESSION <HELP> 3 <GO>国 
找出关于回归分析功能。

新闻课题 输入CHINA <HELP> 4 <GO>， 
找出有关中国的新闻分类。

文件／杂志文章 输入ASIA CRISIS <HELP> 5 <GO>， 
下载并阅读彭博有关此主题的文章报道。

资料来源 输入CENTRAL BANK <HELP> 6 <GO>， 
进入彭博系统中，各国中央银行所设立的首页。

人名 输入ALAN GREENSPAN <HELP> 7 <GO>， 
查阅所有关于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主席的资料。

品牌名称 输入LENOVO <HELP> 8 <GO>， 
查询所有关于此品牌的资料

<HELP>解释 输入ASW <HELP> 9 <GO>， 
了解如何使用彭博的资产掉期 计算功能，来算出透过利率掉期市场 
所得出的债券相对价值。

公司：股票与债券 键入HUANENG <HELP> 10 <GO>， 
找出该公司的股票与债券、  
了解其业务、分析其基本面、并阅读相关新闻。

基金 输入BOSHI <HELP> 11 <GO>， 
查看所有博时基金的详情。

指数／统计数据 输入MARKET CAP <HELP> 12 <GO>， 
以取得全球交易所的 总市值资讯。

外汇 输入JAPAN <HELP>13<GO>， 
查阅日圆金融产品的资讯。

期货与期权 输入BOND <HELP> 16 <GO>， 
查阅各种债券期货的合约。

商品／能源 输入METAL <HELP> 17 <GO>， 
查阅关于金属商品的相关资讯。

开始使用彭博  16 // 17



使用彭博邮件
按<MESSAGE>键 直接进入收件箱 (也可输入MSG <GO>进入收件箱) 在收件箱页面按 键链接至彭博邮件功能菜单页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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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撰写无字数限制的长邮件，可输入指令MSGE <GO>

收件箱 
»  点击“撰写”链接至撰写邮件页面

»  如果对方是彭博的用户，前面的绿色圆点代表
他已登陆彭博，红色圆点代表没有登陆

»  在撰写邮件页面上，输入编写内容点击“添加附件”
可以插入附件



使用彭博即时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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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欲发送聊天邀请给某彭博用户，如LEI LI先生，可输入 IB LEI LI <GO>

即时分享股票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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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
代码，帮助您迅速分享股票以提供丰富、实时
的市场数据。

»  向对话框中直接拖放文件、表格和其他灵活屏
组建，以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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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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通讯录
SPDL <GO> 

通讯录管理  
»  输入SPDL <GO> 点击 90)新联系人 ， 

添加联系人。

»  输入彭博用户名称或电子邮件地址点击  
1) 添加。

»  摘要一栏输入姓名及其相关联系信息， 
例如：电话号码等。“代码”是联系人在通讯 
录上的登录名称。

»  输入信息后按<GO> 1 <GO> 
保存登录信息 

»  发送邮件  
MSG SPDL 代码（登录名称）<GO> 
或是输入SPDL 代码 <MESSAGE>

例：MSG ME <GO> (或)ME <MESSAGE>
编写主题和邮件内容后，<GO> 按 1 <GO>  
发送邮件。



关键词 + <HELP> 若要透过HELP搜寻引擎查找新闻，输入关键词，然后按
<HELP> 4<GO>，例如，CHINA NEWS<HELP> 4<GO>，
查看关于中国的新闻课题。

NI 依据关键字或新闻代码搜寻新闻，例如，NI CHINA <GO>， 
查看关于中国的新闻。

TOP 输入TOP <GO>，进入重要头条新闻摘要，查看全世界或各市
场的重要头条新闻。

彭博新闻及多媒体
N <GO> 进入新闻的主目录

左侧菜单栏可以设定 
地区、市场、行业。

在上方检索框中输入关键
词进行检索

»  AV <GO> 进入多媒体新闻
的主目录，包括实况转播、 
录像、录音等等

1

2
1

2

开始使用彭博  20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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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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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
彭博率先报道，全面提供来源于彭博新闻的关于股票市场及固
定收益市场的最领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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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TC 输入EXTC <GO>，浏览中文专题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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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博新闻及多媒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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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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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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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
彭博率先报道，全面提供来源于彭博新闻的关于股票市场及固
定收益市场的最领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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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TC 输入EXTC <GO>，浏览中文专题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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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自设快捷按钮

创建快捷按钮
»  首先在彭博画面左上方，点击 选择“终端预设”

»  在右侧弹出窗口上点击 “显示”选项,

»  确认选择“显示彭博工具栏”→“编辑自设按钮” 

»  点击“编辑”。 

»  下方显示的窗口上，点击 “新”创建编辑快捷按钮。»  

»  点击 “新”后，窗口显示为图①的画面。

»  左上角标签栏用中、英文输入按钮标签名称。标签下方栏， 
点击选项列表，选择标签颜色。

»  点击“记录”，窗口切换至彭博画面， 开始记录运行操作 
指令。

可以用中文显示标签名称

常用功能，易忘功能，可创建、编辑、保存为快捷按钮，在画面上方，使用更便捷。

»  彭博终端画面上各项功能指令操作，

»  请用键盘执行完成。 

»  用鼠标执行的操作指令不会被记录。

»  执行操作后，点击“停止录制”灰色按钮。

»  右上方的彭博键栏里会记录操作运行的指令。 

»  点击 “OK”创建按钮。 

»  点击 “加入工具栏”添加创建的快捷按钮至 彭博画面
上方的工具栏内。 

»  点击 “完成” 关闭终端预设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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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自设快捷按钮
编辑按钮
可直接显示保存的画面，也可在画面中输入运行指定证券或按个人需求自行设定， 把常用功能页面创建编辑为自设快捷键，
节省时间方便操作。

在窗口左上标签栏，选择标签， 点击“修改”
进行编辑。

窗口右上方，彭博键栏内可直接编写 需要保存
的功能指令。

在彭博键栏内输入功能执行指令，逐一记录终
端上的操作运行。 以下是主要操作指令的 
写法：

<GO> <MENU> <PAGEFWD> 
<PAGEBACK> <DOWN> <UP> 
<RIGHT> <LEFT> <CANCEL>  
<MESSAGE> <NEWS> <PRINT> 
<EQUITY> <GOVT> <CORP> <INDEX>

在彭博终端画面上方右击鼠标、

“终端预设”→“显示”选项 点击“调整工具栏内
按钮键”

窗口显示内容如左侧页面，

即可添加或删除按钮， 或移动和重新排列。 

除自建按钮外，终端还有预设按钮。 例如： 
MENU和NEWS等。

* 在终端画面上方工具栏内，用鼠标双击无按钮的
灰色部分同样显示上述按钮排列页面。

调整工具栏按钮排列



创建自设快捷按钮
添加按钮（简易版）

简单直接添加按钮 
首先在终端上运行显示想要添加的功能页面，

然后同时按<Shift>键<GO>键，

便会显示当前所运行的指令记录  
“Command History”选择添加的指令，

点击右侧“Add to Toolbar”下方号码，

完成创建添加按钮。

自行编辑按钮标签时，在终端画面上方右击鼠标“终端预设”，点击“显示” 并选择“修改”然后编辑按钮标签的名称和颜色。

»  使用大号按钮    …按钮、字体变大

»  自动隐藏彭博工具栏/最大化 …终端画面最大化时，把鼠标移动至页面上方显示工具栏 

»  在视窗内自动隐藏工具栏 …前一设定为画面最大化时，这个选项也可用在缩小画面上 

»  调整工具栏内按钮  …调整自设按钮排列 

»  所有视窗使用同一工具栏 …使用同一工具栏在四个终端画面上方 

»  显示彭博工具栏  …可显示和使用自设按钮

其他设定
右击鼠标，终端画面显示“终端预设” → “显示”选项可调整自设按钮的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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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截图
如何保存图表画面、复制新闻及在画面上截图、粘贴

»  彭博终端画面可直接保存为截图。 
首先、画面上右击鼠标 “终端预设” 
 → 点击“显示”， 选择以下颜色保存截图。

•  彩色保存

•  白底彩色保存

•  白底黑字保存

•  黑底白字保存

»  在需要保存截图的画面上右击鼠标， 
“屏幕属性” →“保存画面”  
选择指定文件夹，保存截图。

»  在要复制的新闻画面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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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面截图



»  打印2个屏幕画面时，可在A4纸上打印上下2个 
截图，比单张打印更经济，更方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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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印设定
通常设定在A4纸中央位置打印彭博屏幕画面

在画面上右击鼠标 “终端预设” → “设定” → “打印设定”（或运行PSET <GO>）

设定新闻语言
自选新闻语言…NZPD <GO>→“2)检索与提醒”→ “其他筛选 语言”自行设定。

»  在NZPD <GO> →“2)检索与提醒” 
→“其他筛选”点击 语言 22）选项  
在以下画面设定语言。

其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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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门指南
主目录     MAIN 
设定个人预设   PDF 
管理您的个人档案   BIO 
彭博灵活屏   BLP 
标记您最常用的功能   FAVE 
自动完成功能选项与教程  AUTC 
交易所产品列表    EIS
彭博市场杂志   MAG
重要窍门与快捷方式  MOBILE

> 培训与材料 
销售与安装代表    BREP
按 <HELP>查看功能说明 HELP PAGE
按 <HELP><HELP>  HELP DESK  
联系服务台 

功能说明表目录    CHEA 
彭博大学（培训材料）  BU 

> 为您设定的新闻
新闻主目录    N
新闻搜索引擎    NSE 
检索研究报告    RSE 
最热门新闻    READ 
今日要闻标题    TOP 
实时播报与采访    LIVE
建议实时与每日新闻提醒  SALT 
管理新闻与研究报告   BKMK 
彭博“率先报道”新闻报道  FIRS 
新闻浏览量排名   NRR 

彭博简报新闻通讯   BRIEF
管理新闻提醒    NLRT 

> 通讯工具
邮件系统功能    MSG
邮件系统主目录    MSGM
邮件系统功能增强  MSGH 

彭博及时短信功能增强   IBH 

彭博邮件保管功能  BVLT 

创建、存储并检索个人备忘录 MEMO 

管理邮件系统快捷按钮   TAGS 

邮件系统个人资料管理   PFM 

您的联系人通讯录   SPDL 

> 全球行情显示

全球股票指数    WEI 
全球股指期货    WEIF 

全球国债   WB 

全球债券期货   WBF 

全球利率期货    WIR 

全球CDS定价    WCDS 

全球货币排行    WCRS 

美国软商品/硬商品市场   CMDS 

美国国债和货币市场行情显示 BTMM 

> 经济
经济要闻   TOP ECO 
经济公报日历   ECO
经济预测    ECFC 

经济指标    ECOF 

世界经济统计数据  ECST 

> 股票市场
股票要闻   TOP STK 
股票检索    EQS 

大事与盈利日历    EVTS 

兼并收购    MA 

分析全球市场并绘图   MMAP 

平均报价回顾    AQR* 
公司管理层档案   MGMT* 
公司或指数财务历史   FA* 
盈利预测    EEO* 
同行小组相对价值分析   RV* 

入门指南 (1)
本入门指南提供关于如何成功浏览并使用彭博专业服务的基本指导。我们推荐下列基础功能代码。
请记住，输入每个命令后要按 才能运行该功能



> 信用市场
债券要闻    TOP BON
管理曲线    CG
新券行情显示    NIM
公司信用评级修订   RATC
通过RUNS或数据   IMGR 
挖掘运行 债券列表

收益率及利差分析  YAS*
跟踪显示债券报价活动   QMGR* 
彭博估值价格摘要   BVAL*
信用相对价值    CRVD*
跟踪显示债券市场信息   ALLQ*
对比银团贷款或债券   COMB*
分析单一名称CDS曲线交易  HG* 

> 新兴市场
新兴市场要闻    TOP EM
新兴市场    EMKT
新兴市场市况概览   EMMV
新兴市场股票指数  EMEQ
全球债务地图    MAPD

> 地方债市场
地方债券检索    MSRC
地方债发行人筛选   SMUN
地方债固定利率日程   CDRA
地方债券有形供应量   SPLY
地方债券关键新闻   MNPL
交易披露历史    TDH*
地方债券发行/交易   PICK

> 基金
基金要闻    TOP FUND 
基金代码查找    FL
基金检索    FSRC
13F申报摘要    FLNG
基金与投资组合持股   FUND
对冲基金主页    HFND
基金业绩报告    FREP* 

> 商品市场
商品要闻    TOP CMD
彭博能源服务    NRG
原油价格    OIL
天然气市场    NATG
煤炭市场    COAL 

电力市场与统计数据 VOLT ENVR 
废气排放/绿色凭证市场

生物燃料市场    BIOM
彭博地图    BMAP
为特定市场/商品配对定价  CMBQ* 

> 信用违约掉期
分析单一名称信用违约掉期  CDS 

分析信用违约掉期并绘图  GCDS 

全球信用违约掉期最大驱动者  CMOV 

创建并评估信用违约掉期  CDSW* 
跟踪显示主权债CDS利率  SOVR CDS
快捷计算    QCDS

> 抵押债市场
抵押债预设    MDF
CMO与ABS偿付信息   CPD*
抵押债价格、收益率和利差分析  SYT* 
历史提前偿付、违约和严重程度  SYTH*
结构偿付分析    SPA*
期权调整利差分析   OAS1*
抵押资产组成    CLC* 
抵押债信用支持   MTCS* 

> 图表
设定图表和技术分析预设  TDEF 

图表主页    GRAP
用模板创建自设图表G  ALRT 
管理自设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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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组合管理
创建并管理投资组合  PRTU
计算相对于基准的投资组合回报 BBAT
投资组合报告    PREP
历史投资组合分析   HFA
分析投资组合基本面   PSD
投资组合损益和收平报告  BSA
跟踪日内投资组合表现  PRT 
投资组合分析及风险解决方案  ALPHA 

> 外汇市场
外汇市场要闻    TOP FX
外汇控制面板    XDSH
计算即期与远期汇率   FRD 
外汇衍生产品目录   FXDV
汇率定盘价    BFIX 
汇率预测模型    FXFM 
综合外汇预测     FXFC 

> 利率衍生产品
利率与信用衍生产品目录  IRSM 
美国国债、掉期和机构债行情显示 USSW
利率衍生产品交易列表   IRDD 
自设利率掉期曲线  ICVS
远期价格矩阵    FWCM 
管理利率掉期和衍生产品  SWPM 

> 电子交易
预备、跟踪、执行并分配交易  FIT
交易执行管理系统   EMSX 
彭博交易簿主页    BTRD
外汇电子交易    FX
检索货币市场发售   BOOM 

> 交易委托管理
彭博委托单管理系统   OMS 
资产与投资管理    AIM 
资金交易管理系统   TOMS 
卖方执行及交易委托管理系统  SSEOMS 
数据解决方案    DAPI 

> EXCEL数据与计算
彭博服务器API    SAPI 
彭博数据授权    DLIN 
实时综合市场数据传输  BPIP 
第三方供应商资料   REG 
彭博估值服务   B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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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相关新闻

所有中国相关新闻  NI CHINA
中国经济相关新闻  NI CHECO 
中国人民银行相关新闻  NI PBC
中国与经济相关新闻   TNI CHINA ECO
中国相关重大新闻   TOP CN
中国大陆、韩国与台湾   TOP NAS 
相关重大新闻  

> 采购经理指数
经济公报   ECO CH
经济统计数据   ECST CH
经济状况一览   ESNP CH
经济学家预测   ECOS
全球经济数据矩阵  ECMX
全球财经数据汇总  STAT

> GDP 相关功能  
总体数据   ALLX CNGD GDP 

> 劳动力相关功能   
就业和报酬   ALLX CHLF  
人民币存款    ALLX CHBD
居民人均收入    ALLX CHIN
城市居民支出    ALLX CHLE
农村居民收入与支出   ALLX CHHH
人口    ALLX CHPO

> 货币市场与银行业相关功能
货币供应   ALLX CNMS
黄金与外汇储备    ALLX CNGF
储备货币    ALLX CNRE
国外资产    ALLX CHFA

> 房地产相关功能
房屋销售价格指数   ALLX CHRE
房屋租赁价格指数   ALLX CHRL
土地交易价格指数   ALLX CHLT

> 经济指标相关功能
固定资产投资   ALLX CNFA <GO>
外国直接投资   ALLX CNDI <GO>
外贸     ALLX CNFR <GO>
按国别或地区出口   ALLX CHEX <GO>
按国别或地区进口   ALLX CHTI <GO>
按商品出口   ALLX CNIV <GO>
按商品进口    ALLX CNEV <GO>
政府收入    ALLX CHGR
政府支出    ALLX CHGE
领先指标    ALLX CNCI 
消费者调查    ALLX CHCS 
企业调查    ALLX CHBU
房地产调查    ALLX CHRC
采购经理指数    ALLX CPMI 

> 行业相关功能
工业增加值   ALLX CHVA 
工业产品产量   ALLX CHMM 
能源生产量   ALLX CHEN 
汽车销量    ALLX CNVS 
汽车产量   ALLX CNVP 
电信     ALLX CHTE
保险    ALLX CNIP
旅游     ALLX CNTO
交通    ALLX CHTP
农业    ALLX CHAG 
零售价格指数    ALLX CNRP 
零售销售额    ALLX CNRS 
企业商品价格指数  ALLX CNCG 

> 价格指数相关功能
消费者价格指数    ALLX CNCP <GO>
零售价格指数   ALLX CNRP <GO>
生产价格指数   ALLX CHEF <GO>

中国经济统计数相关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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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 针对所对应证券的简介 600011 CH <Equity> DES
CH020005 <Govt> DES
SHASHR <Index> DES
CNY <Curncy> DES

HP 以表格的形式罗列出对应证券的历
史价格情况，还包括成交量，如果有
的话。

600011 CH <Equity> HP
CH020005 <Govt> HP
SHASHR <Index> HP
CNY <Curncy> HP

GP 以图的形式罗列出对应证券的历史价
格情况，按 <PgDn FWD> 看表格形
式，不过不包括成交量。

600011 CH <Equity> GP
CH020005 <Govt> GP
SHASHR <Index> GP
CNY <Curncy> GP

以下这些功能可以适用于任何证券，无论是股票，证券，指数，外汇，基金等等，只要在那个证券后输入以下指令， 
然后按 <GO> 就可。

通用功能指令



DES 针对所对应证券的简介 600011 CH <Equity> DES
CH020005 <Govt> DES
SHASHR <Index> DES
CNY <Curncy> DES

HP 以表格的形式罗列出对应证券的历
史价格情况，还包括成交量，如果有
的话。

600011 CH <Equity> HP
CH020005 <Govt> HP
SHASHR <Index> HP
CNY <Curncy> HP

GP 以图的形式罗列出对应证券的历史价
格情况，按 <PgDn FWD> 看表格形
式，不过不包括成交量。

600011 CH <Equity> GP
CH020005 <Govt> GP
SHASHR <Index> GP
CNY <Curncy> GP

1981年成立伊始，彭博就力求成为一家通过创新的尖端科技将信息服务、新闻
资讯及媒体融为一体的信息服务提供商，致力于为全球金融业专业人士提供
一个囊括他们所必需的分析工具及数据的一体化智能信息平台。 

彭博的成功源自于我们对产品的不断创新、在客户服务方面无可比拟的投入以
及我们为顺应瞬息万变的市场趋势而不断调整的独特理念。彭博专业™服务
系统是面向各类金融专业人士的功能强大而灵活多样的工具，广泛应用于多
元化的即期和衍生品市场，全面涵盖了全球的股票、外汇、商品、货币市场、政
府和地方证券、抵押债、指数、保险和法律信息。彭博专业™服务系统运用最
卓越的技术，将实时数据、新闻资讯和分析功能进行完美整合、为用户提供全
方位的服务。

此外，彭博用户还可使用点播式多媒体内容、丰富的电子交易功能和性能优异
的通信平台。全球数以万计的金融、企业和政府的决策者和行业领袖都信赖并
使用彭博的服务。商界与金融专业人士公认彭博专业™服务系统是帮助他们
达成目标的不二选择。彭博通过全球统一定价，提供智能的一体化平台和无与
伦比的功能，帮助用户随时把握市场机会、最及时地做出明智决策。

关于彭博专业™ 
服务系统

开始使用彭博  32 //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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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86 10 6649 7500

香港 

+852 2977 6000

上海 
+86 21 6104 3000

法兰克福 
+49 69 9204 1210

伦敦 
+44 20 7330 7500

迪拜 

+971 4 364 10000

纽约 
+1 212 318 2000

旧金山 
+1 415 912 2960

圣保罗 
+55 11 2395 9000

新加坡 
+65 6212 1000

悉尼 
+61 2 9777 8600

东京 
+81 3 3201 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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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在彭博专业™服务上按<HELP>键两次。欢迎关注彭博中国官方社交媒体账号:
LinkedIn: 请在LinkedIn搜索“彭博Bloomberg”主页, 微博: weibo.com/chinabloomberg, 微信: 彭博Bloombe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