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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2.0 的新增功能 

 可以创建警报 （参见“警报”）； 

 批注调整有所改善，可以避免在研究过程中出现不必要的修改（参见“调整批注”）。 

 

 

 

 

概览 

Swissquote 的图表工具是一个窗口，由图表绘图区、上方工具栏、批注切换工具栏以及下方工具栏组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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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绘图区 

 

 

 

图表绘图区包含： 

 以选定呈现方式绘制的图表（如蜡烛棒） 

 可选网格 

 快捷工具栏  

 时间轴 

 价格轴 

 综合摘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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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方工具栏 

 

上方工具栏包含： 

 货币对选项  

 可用历史数据选项  

 时间段选项  

 选择图表按钮  

 添加指标按钮  （参见“添加指标”） 

 添加叠加按钮  （参见“添加叠加”） 

 批注工具栏切换按钮  （参见“批注”） 

 图表属性按钮  

 警报清单按钮  （参见“警报清单”） 

 创建警报按钮  （参见“添加警报”） 

 选择模式切换按钮  

 变焦模式切换按钮  （参见“变焦”） 

 变焦复位按钮  （参见“变焦”） 

 缩小按钮 （参见“缩小”） 

 放大按钮 （参见“放大”） 

下方工具栏 

 

下方工具栏包含： 

 批注按钮  （参见“添加批注”） 

 打印按钮  （参见“打印”） 

 导出图像按钮   （参见“保存为图像”） 

 保存布局按钮  （参见“加载并保存模板”） 

 卷轴 

 滚动到最后一个值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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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注切换工具栏 

 

批注切换工具栏包含： 

 水平线切换按钮   

 线条切换按钮  

 线段切换按钮  

 垂直线切换按钮  

 文本切换按钮  

 箭头切换按钮  

 买入信号切换按钮  

 卖出信号切换按钮  

 椭圆切换按钮  

 三角切换按钮  

 %水平切换按钮  

 安德鲁干草叉切换按钮  

 斐波那契周期线切换按钮   

 斐波那契回调线切换按钮  

 江恩角度线切换按钮  

 回归通道切换按钮  

 复制选定内容按钮  

 移动选定内容按钮  

 显示属性按钮  

 删除选定内容切换按钮  

 删除所有绘制对象按钮  

（详情参见”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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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视图 

更改货币对 

从上方工具栏项下货币对选项 中选择新的货币对。 

 

备注： 保留可用历史数据和时间段的设置。 

更改可用历史数据 

使用可用历史数据选项 ，选择应该最适合在图表上查看的时间。该值将被默认设置为变焦时可用。最大的

可用历史数据取决于所选定的时间段。 

 

示例：如时间段为 5 分钟，则最大的可用历史数据为 1 个月。 

更改时间段 

使用时间段选项  更改综合时间段。最小的可用时间段取决于所选定的历史数据。  

 

示例：如历史数据为 10 年，则最小的可用时间段将为每日。 

 

备注： 外汇价格主要有四个价位：“开盘价”、“最高价”、“最低价”以及“收盘价”。如使用线条呈现方式，则将

采用“收盘价”，而非其他三种价格；如采用蜡烛棒呈现方式，则将使用所有价格。如时间段为“5 分钟”，则

“开盘价”将代表第一个价格，而“收盘价”将代表最后一个价格（即 5 分钟之后的价格）。“最高价”和“最

低价”分别代表该时间跨度中的最高价和最低价。 

更改图表呈现形式 

如想更改图表呈现形式，可点击上方工具栏中的选择图标按钮 。点击该按钮后将会弹出一个菜单，该菜单包含所有可

用的呈现方式，这些方式按字母顺序排列。然后在该菜单上点击您所需要的选项就可进行相应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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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工具栏 

 
 

 点击价格属性按钮 ，可显示当前图表呈现方式的属性。 

 

 

蜡烛棒的属性 

 

 

 点击添加叠加按钮 ，可打开 “叠加”对话框。 

更改图表属性 

在上方工具栏中： 

 

 如想更改显示设置，点击上方工具栏中的图表属性按钮 。 

 将弹出以下图表属性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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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对话框包含轴、十字针、网格、摘要等所有可能显示的选项。 

备注： 具体的属性因图表窗口不同而有所差异。 

 

 点击确定，对图表应用更改，并关闭对话框。 

 点击应用，对图表应用更改，此时对话框依旧存在。 

 点击取消，关闭对话框，并未应用最后的更改。备注：只能取消尚未实施的更改。 

 
 

在右键菜单中： 

 

 点击图表属性 ，弹出图表属性对话框。 

摘要 

当光标悬停在图表上时，主图表区（以及任何指标区）会弹出一个摘要框，显示特定时间段的相关价位信息。 

 

参见以下摘要框： 

 

 确保选择模式切换按钮 被选定。 

 将鼠标移动至您感兴趣的时间值上。 

 悬停约一秒钟。如未显示摘要框，则打开图表属性对话框检查摘要属性  显示摘要。 

 

 

 

带有指标和叠加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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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键菜单 

 
 

 

 点击添加指标按钮 ，将弹出指标对话框（参见“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 

 点击添加叠加按钮 ，将弹出叠加对话框（参见“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 

 点击图表属性按钮 ，将弹出图表属性对话框（参见“更改图表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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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指标的产生：对资产价格信息应用数学公式之后便可产生指标。  

 

指标于图表中显示，各指标均有一个单独的“区域”（他们的比例尺寸通常并不相同）。以下截图含有三个指标（即

RSI、MACD 和 Aroon），他们的参数均为默认值。包含指标的区域的尺寸可以进行调整（如截图中红色箭头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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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指标 

 点击上方工具栏中的添加指标 ，会弹出一个包含所有可用指标的对话框。 

 

 

 

显示描述的指标对话框 

 

 

“选定”区包含所有已经被选定的指标。同一个指标，可以被多次选定，例如，为了显示两个独立的参数不同 RSI 区。 

 

“可用”区包含所有可用的指标。当选定某一可用指标之后，该指标的相应描述就会出现在右边窗口里。 

 

如想添加某指标： 

 

 双击“可用”区中的该指标或选择该指标并点击添加。 

 点击确定，对指标应用更改，并关闭对话框。  

 点击应用，对指标应用更改，此时对话框依旧存在。  

 点击取消，关闭对话框，并不保存最后的更改。备注：只能取消尚未实施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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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指标参数 

在指标对话框中： 

 

 点击“选定”区中的指标。该指标的属性就会显示在右边的窗口中： 

 

 

 

显示属性的对话框 

 

 

在快捷工具栏中： 

 

 点击指标属性 ，可显示指标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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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右键菜单中： 

 

 点击指标属性  ，可显示指标的属性。  

移除指标 

在指标对话框中： 

 

 单击指标，将其从“选定”区中移除出来。如想移除多个指标，可在按住 <Ctrl> 键的同时，再依次点击各个想

要移除的指标。 

 点击移除。 

 

 

在快捷工具栏中： 

 

 点击该指标快捷工具栏上的移除指标 ，将其移除。 

快捷工具栏 

各个被选定指标的快捷工具栏均出现在图表显示板上。 

 

 点击指标属性按钮 ，可显示指标的属性。  

 点击添加叠加按钮 ，会弹出“叠加”对话框。 

 点击移除指标按钮 ，可移除指标。 

 点击上移按钮 ，可向上移动指标。 

 点击下移按钮 ，可向下移动指标。 

右键菜单 

 
 

 点击添加叠加按钮  ，会弹出“叠加”对话框（参见“添加叠加”）。 

 点击指标属性按钮 ，可显示指标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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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加 

叠加是一种技术指标，在同一帧中的图表上显示。其必须共享同样的“价格”尺寸（即 x 轴）。移动均线、布林线以及

Ichimoku 转换线等都是叠加。 

 

各个叠加的标题在图表显示区的左上角显示，包括其参数。以下截图是带有“布林线”叠加的欧元兑美元图表。在本示

例中，图表被设置为显示“收盘价”的 20 日“简单移动均线”，均线两侧各为 2 个标准差。 

 

 

图表上的叠加 “布林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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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叠加 

打开包含所有可行叠加选项的叠加对话框。 

 

 点击上方工具栏中的添加叠加 。 

 点击图表右键菜单中的叠加菜单栏 。 

 点击快捷工具栏中的添加叠加 。 

 

 

 
 

 

“选定”区包含所有已经被选定的叠加。同一个叠加，可以被多次选定，例如，图表拥有两条不同时间段的移动均线。 

“可用”区包含所有可用的叠加。当选定某一可用叠加之后，该叠加的相应描述就会出现在右边窗口里。 

如想添加叠加：  

 双击“可用”区中的该叠加或选择该叠加并点击添加。 

 点击确定，对叠加应用更改，并关闭对话框。 

 点击应用，对叠加应用更改，此时对话框依旧存在。  

 点击取消，关闭对话框，并不保存最后的更改。备注：只能取消尚未实施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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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叠加参数 

在叠加对话框中：  

 点击“选定”区中的叠加。该叠加的属性就会显示在右边的窗口中。 

 
 

 
 

 

在快捷工具栏中： 

 

 点击叠加设置  ，弹出叠加属性对话框。 

 
 

在右键菜单中： 

 

 右键单击任何叠加线。 

 点击显示<叠加名称>属性菜单项 。 

移除叠加  

在叠加对话框中： 

 

 点击“选定”区中的叠加。如想移除多个叠加，可在按住<Ctrl>键的同时，再依次点击各个想要移除的叠加。 

 点击移除。 

 

 

在快捷工具栏中： 

 

 点击该叠加快捷工具栏上的移除叠加 ，将其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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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右键菜单中： 

 

 右键单击任何叠加线。点击菜单 中的删除 <叠加名称>。 

快捷工具栏 

各个被选定叠加的快捷工具栏均出现在图表显示板上。 

 

 
 

 点击叠加设置按钮 ，弹出如下叠加属性对话框： 

 

 

 

通过快捷方式打开的叠加属性 

 

 

 点击移除叠加按钮 ，可移除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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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键菜单 

 
 

 

 点击显示<叠加名称>属性菜单项 ，弹出叠加属性对话框。 

 点击创建<叠加线名称>警报菜单项 ，可打开创建警报对话框（参见“6. 添加叠加警报”），预选<叠加线

名称>为第二个参数。 

 点击删除<叠加名称>菜单项  ，可移除叠加。 

  



© Swissquote Banl Ltd  Charts - User guide | 21 

批注 

批注是图表面板上的绘制对象。如想使用批注，可选择上方工具栏中的批注工具栏切换按钮 或点击下方工具栏中的

批注 ，以打开批注跳出式菜单。 

 

 

批注 

 

 

批注跳出式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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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批注 

 点击批注工具栏或批注跳出式菜单中的所需批注按钮。 

 直接在图表屏幕上绘制。可以给主图表以及各种指标添加批注。 

 在完成绘制之后，被选定的批注按钮依然有效（用户可以继续绘制第二个、第三个批注等）。 

 如想停止新建批注，可进行以下任一操作： 

- 点击被选定的批注图标； 

- 点击上方工具栏中的选择模式按钮 ；或 

- 右键单击图表，返回默认选择模式 . 

  



© Swissquote Banl Ltd  Charts - User guide | 23 

批注属性 

如想打开批注属性对话框，可进行以下任一操作： 

 双击要改变的批注； 

 右键单击批注并点击右键菜单中的“显示<批注名称>属性” 菜单项；或  

 选择批注工具栏中的显示属性切换按钮 。将鼠标移动至要改变的批注上。当鼠标变成浅绿色 时 – 点击确

认选项。 

 

 

更改已弹出批注属性对话框中的相关值： 

 

 

 

批注属性对话框 

 

 

备注： “共享批注”表示该货币对的所有图表都可以见到该批注。如关闭最后的图表工具窗口，它会自动保存；如重新打

开图表工具，它还可以自动恢复。 

 点击确定，对批注应用更改，并关闭对话框。 

 点击应用，对批注应用更改，此时对话框依旧存在。 

 点击取消，关闭对话框 ，并不保存最后的更改。备注：备注：只能取消尚未实施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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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批注 

在批注工具栏中： 

 

 选择删除已选定切换按钮 。将鼠标移动至要删除的批注上。当鼠标变成浅绿色 时 – 点击确认选项。 

 

 

在右键菜单中： 

 右键单击要移除的批注。点击删除<批注名称>菜单项。 

 
 

备注： 如存在任何与已被删除批注相关的警报，则这些警报也将被移除。 

移除所有当前可见批注 

在批注工具栏中： 

 点击删除所有绘制对象 。 

 
 

在右键菜单中： 

 右键单击图表工具。点击删除所有绘制对象菜单项 。 

 
 

备注： 如存在任何与已被删除批注相关的警报，则这些警报也将被移除。 

 

备注： 点击删除所有绘制对象，可移除所有可见批注，正在使用中的被选定时间段的可见批注也不例外。示例：在当前

时间段为 5 分钟的图表中，5 分钟图表的批注以及更长时限图表（如月图、小时图等）的批注也将被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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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批注 

1. 复制批注 

在批注工具栏中： 

 

 选择复制已选定切换按钮 。将鼠标移动至要复制的批注上。当鼠标变成浅绿色 时 – 点击确认选项。 

 
 

在右键菜单中： 

 

 右键单击要复制的批注。点击复制<批注名称> 。 

 将批注移动至想要放置的地方。点击确认。右键单击离开复制模式。 

2. 移动批注 

在批注工具栏中： 

 

 点击移动已选定切换按钮 。将鼠标移动至要移动的批注上。当鼠标变成浅绿色 时 – 点击确认选项。 

 
 

在右键菜单中： 

 

 右键单击要移动的批注。点击移动<批注名称>菜单项 。 

 将鼠标移动至批注所要放置的位置。  

- 点击确认新的位置。 

- 单击右键，离开移动模式，进入调整模式。再次单击右键，离开调整模式，取消选定目前批注并返回到移

动模式。单击右键，离开移动模式并返回到默认移动模式。 

3. 调整批注 

如想调整批注的内容点： 

 

 

在批注工具栏中： 

 

 选择移动已选定切换按钮 。将鼠标移动至要移动的批注上。当鼠标变成浅绿色 时 – 点击确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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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右键菜单中： 

 

 右键单击要调整的批注。点击移动<批注名称>菜单项 。 

单击右键撤销移动并进入调整模式。调整批注的控制点。如想调整某根线 – 可点击该线，以新建一个控制点。 

 单击右键，离开调整模式。该操作可取消选定目前批注并返回到移动模式。再次单击右键，离开移动模式并

返回到默认选择模式。 

4. 取消批注 

 右键单击正在进行编辑的图表或正在进行撤销更改的批注操作。  

右键菜单 

 
 

 

 点击显示<批注名称>属性菜单项 ，会弹出 批注属性对话框。 

 点击复制 <批注名称>菜单项 ，可复制该批注。 

 点击移动<批注名称>菜单项 ，可移动该批注。 

 点击删除 <批注名称>菜单项 ，可删除该批注。 

 点击创建警报菜单项 ，会弹出创建警报对话框 （参见“5. 添加批注警报”），预选 < 批注名称 >为

第二个参数。 

 点击编辑警报菜单项 ，会弹出相关警报的编辑警报对话框（参见“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 

 点击删除警报菜单项  ，可移除与该批注相关的所有警报。 

 点击删除所有绘制对象菜单项  ，可移除所有当前可见批注。示例：在当前时间段为 5 分钟的图表中，5 分钟图

表的批注以及更长时限图表（如月图、小时图等）的批注也将会被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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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焦 

放大 

1. 放大时间范围 

可进行以下任一操作： 

 

 点击放大 ，可放大当前视图（至少会显示两个图表项目），时间轴和价格轴将会随之自动更新； 

 将鼠标放在时间轴上并向上滚动，时间轴和价格轴将会随之自动更新；或 

 将鼠标放在时间轴上并向左拖动，时间轴和价格轴将会随之自动更新。 

2. 放大价格范围 

将鼠标放在价格轴上并向上滚动，价格轴将会随之自动更新，拥有更加精准的价格，但时间轴不会发生变化。 

缩小 

1. 缩小时间范围 

可进行以下任一操作： 

 

 点击缩小 ，可缩小当前视图，时间轴和价格轴将会随之自动更新； 

 将鼠标放在时间轴上并向下滚动，时间轴和价格轴将会随之自动更新；或 

 将鼠标放在时间轴上并向右拖动，时间轴和价格轴将会随之自动更新。 

2. 缩小价格范围 

 将鼠标放在价格轴上并向下滚动，价格轴将会随之自动更新，拥有更多范围更大的价格，但时间轴不会发生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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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到特定时间范围 

 选择变焦模式切换按钮  。 

 选择时间范围，然后予以放大。 

 
 

 
 
 

选择另一个时间范围或进行以下任一操作： 

 

 选择选择模式切换按钮 ，恢复至正常移动图表。 

 右键单击图表，返回到选择模式 。 

 点击变焦复位 ，将视图复位至默认状态，然后在 上方工具栏设置可用历史数据和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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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  

警报可以设置播放声音和/或弹出对话框，当具体的警报条件得到证实时，就会播放警报声音或弹出警报对话框。即使并

未打开任何图表工具窗口，也依然可以执行已经定义好的警报。 

 

警报示例：如欧元兑美元的价格跌破或触及 1.3116 – 则将弹出警报信息对话框并播放警报声音。 

 

 

 

有两种类型的警报： 价格警报和时间警报。 

 

价格警报包括： 

 

 

 

 

时间警报包括： 

 

 

 货币价格变化 

 指标价格变化 

 叠加价格变化 

 

 线条或线段价格 

 叠加价格 

 恒定价格 

 

小于 

小于或等于 

大于 

大于或等于 

交点 

= 

≠ 

 

当前时间 
大于 

>= 

 

 垂直线 

 已定义好的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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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警报 

点击上方工具栏中的创建警报 。鼠标光标将变成十字光标。点击图表，创建警报。 

 

 

 
 

 

将弹出创建警报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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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创建警报对话框 

 
 

 

警报可以设置多项条件。如想触发某一警报，必须满足该警报的所有条件。 

这些条件均罗列在条件区内。 

 

如想查看某项具体条件的详情，可在清单中选定。详情将显示在条件详情区中。 

 

以下情况下可触发警报： 

 

 针对价格而言 – 在到达某价格之后，立即触发警报。 

 针对时间而言 – 在某时间（示例中的时间为 5 分钟）结束之后，立即触发警报。 

 
 

当警报触发后，可能会弹出一个警报触发对话框和/或播放一个特定的警报声音。 

 

如选择了执行后删除警报选项，则一经触发将自动移除该警报。 

 

在创建警报后，价格快捷工具栏  和指标快捷工具栏 中会出现一个

警报清单按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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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警报声音配置 

可以给警报设置一个自定义声音文件。 

 

如想设置自定义声音文件，可在声音组合框中 进行自定义。点击查找声音文件 ，将会弹出一个“打开文件”对

话框。如选定了某一声音文件， 则将可以启用播放按钮 。 

 

 

 
 

 

如选定循环选项，则已经定义好的声音将会连续播放直至选择停止播放。 

 

如想停止循环声音，可进行以下任一操作： 

 

 如警报触发对话框是打开的，则直接关闭该对话框； 

 点击警报触发对话框中的静音 ；或 

 点击警报清单对话框中的全部静音 。 

3. 警报触发对话框 

 
 

 

警报触发对话框罗列了有关警报触发价格、触发时间、触发货币对以及触发图表时间段等相关信息。如该对话框

的内容不被承认，则该对话框将被带至前面且触发时间将会随之更新。 

 

 

内容： 

 

 点击编辑警报按钮 ，会弹出编辑警报对话框。 

 点击静音按钮 ，可停止警报声音。 

 点击删除警报按钮  ，可移除已经出发的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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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添加特定价格警报 

在上方工具栏中： 

 

 点击创建警报 。鼠标光标将变成十字光标。点击所需的警报价格，弹出创建警报对话框。 

 

 

在警报清单中： 

 

 点击添加警报 ，将弹出创建警报对话框。在条件详情区中，选择价格或 <指标名称>为第一个参数，同时

选择价格为第二个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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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添加批注警报 

在上方工具栏中： 

 

点击创建警报 。鼠标光标将变成十字光标。点击所需的警报位置，弹出创建警报对话框。在条件详情区中，

选择价格或 <指标名称>为第一个参数，同时选择批注为第二个参数。 

 

 

在警报清单中： 

 

 点击添加警报 ，将弹出创建警报对话框。在条件详情区中，选择价格或 <指标名称>为第一个参数，同时

选择批注为第二个参数。 

 

 

在右键菜单中： 

 

 右键单击批注，将定义警报。点击创建警报菜单项 ，将弹出创建警报对话框，预选批注为第二个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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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添加叠加警报 

在上方工具栏中： 

 

 点击创建警报 。鼠标光标将变成十字光标。点击图表，弹出创建警报对话框。在条件详情区中，选择叠加

为第一个或第二个参数。 

 

 

在警报清单中： 

 

 点击添加警报 ，将弹出创建警报对话框。在条件详情区中，选择叠加为第一个或第二个参数。 

 

 

在右键菜单中： 

 

 右键单击叠加，将定义警报。点击创建 <叠加名称>警报菜单项 ，将弹出创建警报对话框，预选叠加为第

二个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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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添加时间警报 

在上方工具栏中： 

 点击创建警报 。鼠标光标将变成十字光标。点击图表，将弹出创建警报对话框。选择时间为第一个参数，

同时选择自定义日期或垂直线为第二个参数。 

 
 

在警报清单中： 

 

 点击添加警报 ，将弹出创建警报对话框。选择时间为第一个参数，同时选择自定义日期或垂直线为第二个

参数。 

 
 

在右键菜单中： 

 右键单击垂直线，将触发警报。点击创建警报菜单项 ，将弹出创建警报对话框，选择时间为第一个参数，

同时预选垂直线为第二个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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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清单 

如想查看所有已定义警报清单，可点击上方工具栏 或快捷工具栏中的警报清单 。 

 

 

 
 

 

警报清单显示所有已经定义的警报条件，包括警报的当前状态以及最近触发的时间。已经触发的警报条件用黄色标示。 

 

 点击添加警报按钮 ，会弹出创建警报对话框。 

 点击编辑警报按钮  ，会弹出编辑警报对话框 

 点击解除警报按钮 ，可解除被选定条件的警报。警报线将从图表中移除。 

 点击激活警报按钮 ，可激活被选定条件的警报。警报线重新恢复至图表。 

 点击所有警报静音按钮 ，可停止系统中所有警报的声音。 

 点击删除警报按钮 ，可移除被选定条件的警报。 

备注： 如仅想移除已选定的条件，可点击编辑警报按钮 ，然后再点击删除条件按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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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警报 

可进行以下任一操作： 

 

 右键单击要修改的警报所附的批注。点击编辑警报菜单项 ，将弹出编辑警报对话框；或 

 点击上方工具栏或快捷工具栏中的警报清单按钮 ，选择要编辑的警报条件，然后点击编辑警报按钮 ，将

弹出编辑警报对话框。 

删除警报 

如想删除警报，可进行以下任一操作： 

 

 右键单击欲删除的警报所附的批注。点击删除警报菜单项 。该操作将会移除该批注所附的所有警报；或 

 点击上方工具栏或快捷工具栏中的警报清单 。选择要删除的警报条件，点击删除警报 ，即可移除该警报。 

 

备注： 如警报包含多个条件，但只想移除其中的一个条件，则可点击编辑警报 ，在编辑警报对话框中，选择要移除

的条件，然后点击删除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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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保存、导出  

打印 

 点击下方工具栏中的打印  。该操作将会打开标准的”打印”对话框。 

保存为图像 

 点击下方工具栏中的导出图像 。该操作将会打开标准的“保存文件”对话框，以保存图像。 

 

示例：保存之后的图像如下所示： 

 

 

保存为图

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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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载并保存模板 

按保存布局按钮 保存或恢复以前保存的模板。该操作将打开模板管理对话框。 

 

 

 
 

 

该对话框会显示当前已保存的模板清单。由于这些模板已经被保存在服务器端上，所以即使当您在其他电脑上或其他地

方登陆时，您也仍然可以使用这些模板。 

 

备注：对 applet 用户而言 由于网站用户是通过“Cookie”（某特定网站通过浏览器储存信息来进行管理的文件）来

定义，因此其只能使用同一台电脑方可保存布局。 

1. 保存模板 

在布局名称字段中，输入一个名称，保存当前的图表模板。 

 

选项：点击 « … »按钮选择保存选项。 

 

 

 
 

在默认情况下，所有布局类型均被选中（被推荐），但

也可以只保存叠加和指标，同时取消其他布局类型。如

显示和时间段/历史可用数据被选中，则在加载时，模

板将会给被保存的值设置图表显示、时间段以及历史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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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保存。该操作将保存模板并关闭模板管理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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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载模板 

 点击模板，予以加载。 

 点击加载。该操作将会向当前的图表加载已选定的模板并关闭模板管理对话框。 

3. 重命名模板 

 点击模板，进行重命名。 

 点击重命名。 

 弹出以下选择新名称对话框： 

 
 

 
 

 

 输入新模板名称。 

 点击确定。 

4. 移除模板 

 点击模板，予以移除。  

 点击移除。 

5. 导出模板文件 

 点击模板导出。 

 点击导出。 

 在标准“保存文件”对话框中，选择保存路径和文件名。在默认情况下，拟保存文件的名称就是当前的货币

对。 

6. 导入模板文件  

 点击导入。 

 在标准“打开文件”对话框 中，选择文件，予以导入。 

 被导入的模板将此案时在清单中，其名称与文件名相同。如该文件名已经存在，则可以在该文件名的后面添

加数字，以确保各个文件名都是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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