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FinD金融数据终端 产品介绍

目录

1.股票-------------------------------------------------------------------------------------------------------------- 2
1.1 模块介绍----------------------------------------------------------------------------------------------- 2
1.2 基础功能----------------------------------------------------------------------------------------------- 2
1.3 特色功能----------------------------------------------------------------------------------------------- 4

2.债券-------------------------------------------------------------------------------------------------------------- 5
2.1 模块介绍----------------------------------------------------------------------------------------------- 5
2.2 基础功能----------------------------------------------------------------------------------------------- 6
2.3 特色功能----------------------------------------------------------------------------------------------- 8

3.基金理财--------------------------------------------------------------------------------------------------------9
3.1 模块介绍----------------------------------------------------------------------------------------------- 9
3.2 基础功能----------------------------------------------------------------------------------------------- 9
3.3 特色功能----------------------------------------------------------------------------------------------11

4.外汇------------------------------------------------------------------------------------------------------------ 11
4.1 模块介绍----------------------------------------------------------------------------------------------11
4.2 基础功能----------------------------------------------------------------------------------------------11

5.期货期权------------------------------------------------------------------------------------------------------ 15
5.1 模块介绍----------------------------------------------------------------------------------------------15
5.2 基础功能----------------------------------------------------------------------------------------------15
5.3 特色功能----------------------------------------------------------------------------------------------17

6.指数------------------------------------------------------------------------------------------------------------ 18
6.1 模块介绍----------------------------------------------------------------------------------------------18
6.2 基础功能----------------------------------------------------------------------------------------------18

7.新闻研报------------------------------------------------------------------------------------------------------ 20
7.1 模块介绍----------------------------------------------------------------------------------------------20
7.2 基础功能----------------------------------------------------------------------------------------------20

8.宏观行业------------------------------------------------------------------------------------------------------ 22
8.1 模块介绍----------------------------------------------------------------------------------------------22
8.2 基础功能----------------------------------------------------------------------------------------------22

9.iFinD 智能搜索----------------------------------------------------------------------------------------------- 23
10.非结构化数据库--------------------------------------------------------------------------------------------24
11.宏观产业图谱-----------------------------------------------------------------------------------------------24
12.舆情监控-----------------------------------------------------------------------------------------------------25
13.模块介绍-----------------------------------------------------------------------------------------------------26
基础功能---------------------------------------------------------------------------------------------------------26



1.股票

1.1模块介绍

提供 A 股、美股、港股等不同权益市场标的行情、基本资料、专题报表、数据浏览器

等金融信息，基于该基础金融信息提供估值模型、量化交易、资产管理系统等分析工具进行

价值挖掘。

1.2基础功能

1.2.1 多维数据

深度资料 F9 以权益标的为主体，可现化呈现其基本资料、股东高管、财务预测等若干

维度自发生以来的所有信息，支持 A 股、港股、美股、英股等各个市场。支持 F9 多标签展

示，方便不同标的间对比，拥有招聘、App 或页数、自选股客户量统计等特色数据。

数据浏览器通过“三选一提”的操作，个性化呈现所需的数据报表。基于报表结果还提供

排序、二次筛选、统计分析以及事件回测功能。

1.2.2 专题报表

提供 A 股、港股、美股、券商、基金等不同维度的多种报表，解决高频需求的标准化。

多种报表包括市场概况、一二级市场、公司财务、公司预测、并购事件等 500 多张，同时还

有证监局、清华大学等 100 多张定制报表。



1.2.3 行情资讯

行情报价支持一屏查看美洲、欧非中东、亚太、大中华地区等全球主要股票指数的表

现，以及全球主要商品、重要汇率的交易报价，全面了解不同市场、品种的行情联动性。

沪深综合屏展示市场指数、行业板块、成份个股的走势表现，以及大盘行情、新闻资

讯等六方面内容。

支持查看 AB 股对价、AH 股对价、中美联动、期股联动、板块热点等市场与板块间行

情联动性表现。

1.2.4 分析工具

提供投资账户、组合管理、组合风险、PE/PB Bands 导出器、Evaluator 模型、Beta 计



算器、WACC 计算器、DDM 计算器、资产管理系统，还提供独有的港股估值模型。

1.3特色功能

1.3.1 估值模型

以境内及香港上市公司已披露的年报数据为基础，帮助研究员完成对目标公司未来若干

年的利润表、资产表、现金流量表的预测，并对预测结果做敏感性分析、财务分析和合理性

检验，同时基于预测报表分别采用了各种估值方法来计算企业价值。模型支持沪深、香港和

美国三大市场的上市公司。

1.3.2 智能选股

融合同花顺 i 问财最强大的智能财经搜索引擎推出的新版条件选股，可以一句话选股逻

辑直接筛选出标的结果作为最终选中范围，支持收藏问句并快速复用，且板块与数据浏览器、

专题及插件等都打通。

1.3.3 企业库

提供非上市公司的基本信息、风险信息、经营状况、知识产权等数据，基于企业信息生

成专项数据库和知识图谱，形成企业风险控制体系。



1.3.4 事件驱动系统

基于新闻主题、公司事件、重要活动等事件，从事件热度、市场效应、事件驱动力三个

维度对事件进行评测；支持事件的策略回测，分析策略的收益、风险情况，帮投资者挖掘事

件机会，制定投资策略。

2.债券

2.1模块介绍

提供利率债、信用债、可转债、ABS、海外债券及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的多维数据、专题

报表、报价行情等，并支持债券计算器、组合管理等专业分析工具辅助交易。



2.2基础功能

2.2.1 新发债券

覆盖利率债、信用债、可转债、ABS、海外债券及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全部公告新发债

券情况，提供全面的债券新发信息，使用户更方便地参与一级市场投资，了解一级市场动态。

2.2.2 资金交易

基准利率速览：提供了 shibor、libor、回购等各市场各品种各期限的基准利率价格及

走势，体现资金面的宽松和收紧。

公开市场操作：涵盖 SLO、MLF、SLF 等各品种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汇总央行货币政策

的变化，可视化展示央行货币政策削峰填谷路径。



2.2.3 债券报价与成交

中介报价：展示货币经纪公司提供的场外债券报价，提供大量并立的筛选条件，一键即

可从数万条报价中寻找到所需具体报价，快速达成相应交易。

深度资料 F9：支持全部债券及衍生品种(包括海外债券、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展示最全

面的个债资料、发债人信息，使用户快速便捷地掌握个债的方方面面。

债券筛选：包含超过 7 万只债券，提供 800 多种“待选范围”，1000 多个“待选指标”，从

而获得满足用户投资要求的具体债券及相应信息。

综合分析：提供了专业的债券交易计算器，用户可以便捷地计算要素数据。

2.2.4 投资与研究

利率走势和期限结构：涵盖了中债、中证登权威机构发布的 1000+条收益率曲线数据，

从时间和期限两个维度进行利率变动的分析。帮助用户紧抓市场时点，寻找高性价比债券，

把握交易机会。

专题报表：超过 200 张报表，覆盖了各权威机构发布的定期报告数据，并对其进行可

视化展示，直观地展示各市场参与机构在市场上的相应操作及变动。



2.3特色功能

ABS：提供从项目受理审批、发行、上市、付息兑付、到期完整流程数据，并提供按

照地区、剩余期限、基础资产池类型分析的统计报表，以及定价分析工具从而辅助发行、投

资。



3.基金理财

3.1模块介绍

提供中国、香港、美国公募基金以及券商资管、阳光私募、银行理财等产品的多维度数

据、专题报表、市场行情等，并配以专业的对比、定投、组合管理等分析工具进行产品的投

研辅助。

3.2基础功能

3.2.1 概览

基金板块：覆盖 8800+只基金(含子基金、未成立、已到期)，涵盖国内市场的全部公募

基金，以及部分香港及美国基金。

理财板块：含券商资管、阳光私募、银行理财、信托、保险及其他理财六大类。

覆盖数十个正规源，并通过 AI+人工监控的方式确保数据全面、准确、及时！

3.2.2 多维数据

多维度展现形式，满足不同客户场景所需：深度资料 F9、数据浏览器、专题统计及 Excel

插件等。

指标全面，覆盖广：如基金数据浏览器，含有近 1500 个指标；基金专题统计，分市场

概况、业绩与评级、资产配置、基金公司、分级基金、互联网基金、机构资料共 7 大模块，

近 150 张报表等。



3.2.3 市场行情

基金行情，含国内基金、美国 ETF 以及香港基金，并以封闭式基金、开放式基金、ETF

基金、LOF 基金、货币式基金等各维度分类进行展示。

理财行情，涵盖私募、理财、其他理财，共 38000+只产品的数据展现。

且支持产品叠加对比、区间统计等，在提供精确数据的同时，满足客户对比研究的各

种便捷操作。



3.3特色功能

基金比较：支持 3 只基准+10 只基金的叠加，一眼明了基金对比优劣势。

基金定投：支持但基金定投、多基金定投，并提供组合定投收益的对比查询。

基金组合：支持所有公募基金+集合理财的模拟组合，且可追溯历史，满足投研之需。

基金全景诊断：从基金业绩、基本面、基金经理、基金公司等多维度进行基金的投资价值分

析。

4.外汇

4.1模块介绍

提供在岸人民币、离岸人民币行情及远期、掉期报价、成交明细等。

4.2基础功能

4.2.1 多窗看盘

对主要的各外汇板块的品种进行实时行情查看



4.2.2 外汇综合屏

全球主要外汇市场的整体监控，各品种的行情页面都可以通过“K 线/分时”按钮进行 K

线图和分时图的互相切换。

4.2.3 在岸人民币

来自外汇交易中心的人民币汇率即期、掉期和远期的实时报价及成交数据，同时还有相

应的掉期曲线及掉期定盘曲线。掉期曲线可以通过货币对标签和数据标签来切换相应的曲线

构成方式。



4.2.4 离岸人民币

来自 NEX 的离岸人民币兑美元的实时报价、成交数据，可通过下方标签页切换分时图/K

线图。

4.2.5 人民币外汇远掉

人民币外汇的远期、掉期报价、成交明细呈现。



4.2.6 交叉汇率

全球主要币种的实时成交汇率展现，通过双击相应的价格将对应的货币对加入下方的自

定义交叉汇率、下方右键点击后删除即可实现相应的自定义交叉汇率管理。



4.2.7 外汇牌价

国内 8 大银行各币种的现钞、现汇的买入、卖出价格，上方标签页可在各家银行间自由

切换。

5.期货期权

5.1模块介绍

提供国内外期货实时行情及相关资讯研报信息，通过多维数据、专题报表和分析工具建

立对基本面、行情面的全面研究支持。

5.2基础功能

5.2.1 多维数据

期货 F9：国内期货合约的会员持仓排名和重要的基本面数据。

数据浏览器：支持查询和下载期货、期权、现货品种的资料数据和行情数据，应用于

量化分析。

产业数据库：品种分类涵盖金属、能花、农产品的基本面数据，以及行业数据和宏观

经济数据。



5.2.2 专题统计

从期货品种到期货市场，立足于数据解读市场，为多维分析提供交易市场中的专题数

据。支持五类报表的直接查询，对市场表现、持仓、成交进行全面的专题统计分析。

5.3.3 市场行情

提供国内外期货实时报价，包括国内期货交易所、国外主流期货交易所(CBOT、LME、

COMEX、NYMEX、ICE、SGX 等)，并且涵盖主流贵金属行情(伦敦金、上海黄金)。



5.3.4 分析工具/资讯

源于期货多样化交易的需求，构建以套利分析、期权定价分析、季节性分析、相关性

分析等工具于一体的工具支持凭条，同时支持股票、债券、基金等标的。

期市日历为市场参与者提供期市提醒，资讯研报通过期货化分析展现市场动态。180

多万条相关资讯和近七十万细分研报，支持分板块查询和分品种分细节搜索。

5.3特色功能

期货投研平台：辅助品种相关产业链的上下游整体研究，支持可视化图标的编辑、关注。

并将通过不断填充实现产业链广度覆盖，为深度挖掘提供基础支持。



6.指数

6.1模块介绍

整体由多维数据、市场行情、分析工具构成，覆盖上证系列指数、深证系列指数、申万

系列指数、中证系列指数、中信系列指数、国证系列指数、富时系列指数、基金债券期货指

数、恒生系列指数、全球指数（全球市场上具有代表性的指数）共 10 类系列指数。

6.2基础功能

6.2.1 多维数据

指数 F9：包含指数概况、相关基金、指数点位与回报、指数估值、指数相对价值、成

分股数据、成分股相对价值、相关权证共 8个部分。

数据浏览器：以多指数或同类指数为表述对象，进行各指标间的对比查询或导出的多样

化使用。具体包括所有指数的基本资料、股本指标、行情指标、技术形态、技术指标、融资

融券指标、资金流向指标、财务指标（新准则）、财务数据（新准则）、盈利预测、估值指标、

风险指标、分红指标共 13 个模块。



6.2.2 市场行情

指数行情主要包括上证系列指数、深证系列指数、申万系列指数、中证系列指数、中信

系列指数、国证系列指数、富时系列指数、基金债券期货指数、恒生系列指数、全球指数（全

球市场上具有代表性的指数）共 10 类系列指数行情。



6.2.3 分析工具

一键计算指数定投与一次性投资的收益比对。

7.新闻研报

7.1模块介绍

多维度覆盖宏观、行业、金融标的的研究成果，全年 365 天实时更新新闻资讯信息和公

告信息，基于新闻研报库提供事件标签回测。

7.2基础功能

7.2.1 研究报告

覆盖国内所有券商、期货研究所每日报告，同事提供专业咨询机构、智库、行业研究

院等独立第三方报告做投资互验。对近 800 家机构每日更新近 1500 篇报告做多维度分类检

索，提供微信小助手、公众号管理功能来自助提升报告覆盖面。



7.2.2 新闻&公告

7*24 小时、全年 365 天实时对接全球千家以上授权的新闻源，日均新闻过万。对累积

的近 15 年新闻库进行标签化处理，支持历史事件回测与资讯 KYC个性化推荐，大幅提升决

策科学性和效率。

秒单位级别对接各大交易所，对同步的 A 股、股转、港股、美股、债券、基金等公告

做最细颗粒度的分类检索。具体公告提供文本切段功能，可快速对募集说明书等做瘦身编译。



8.宏观行业

8.1模块介绍

基于整理的全球主要国家和经济体的宏观行业数据形成产业专题数据库，将宏观经济模

型关联产业经济模型做可视化呈现。

8.2基础功能

8.2.1 宏观图谱

根据宏观分析景点理论关联底层数据库，构建宏观经济运行预测模型，对宏观经济运

行各环节进行趋势判断和定性。根据宏观运行推演对个行业正负面量化影响，提示行业和个

股机会。

8.2.2 宏观 EDB

提供海内外主要国家和经济体的宏观、行业近 160 万指标数据，具体包括世界经济、

中国宏观、区域宏观、行业经济、宏观日历等 6 个模块。



9.iFinD 智能搜索

应用最前沿机器学习 AI 技术-----NLP(自然语言解析)，意图识别，OCR(图像识别)，知识

图谱等，结合搜索引擎与爬虫技术打造全金融领域的智能搜索。iFinD 站内一搜即达，降低

终端学习成本。自然语言搜问句，搜功能，搜资讯，是您的金融知识管家，贴心的投资助手。



10.非结构化数据库

使用智能定向爬虫技术，覆盖金融研究所需非结构化数据。包括不限于医疗药品研发数

据，药品专利数据，电商数据，航空航班数据，农业区天气数据等。通过特色数据，找到隐

藏投资逻辑，获得超额收益。

11.宏观产业图谱

根据库存周期理论对申万 102 个行业做投资机构提示，以及新闻公告、研究报告等为知

识库，通过文本&语意识别以及机器学习技术动态构建行业知识图谱，具体表现为产业链、

产业链各环节价差图标、各环节受益标的(包括上市、非上市、海外)等，所有功能支持可编

辑个性化定制。



12.舆情监控

系统基于公司大数据平台对全网信息进行针对性采集和深度挖掘。已覆盖新闻门户、论

坛、微信、微博等各类来源。支持 7*24 小时全天候监测，方便用户及时全面掌握网络舆情

动态。



13.数据接口

13.1模块介绍

提供一系列的数据接口，包括 Python 接口、 MATLAB 接口、 R 接口、 VBA 接口、C#

接口、C++接口和 Java 接口等，用户可以借助这些工具进行金融大数据的批量提取，深度挖

掘，综合分析，从而获得更好的投资收益策略。

13.2基础功能

13.2.1 基础数据提取

基础数据囊括了 ifind 终端中的各类金融品种的数据浏览器指标，包括基础资料、财务

指标、股本指标、估值指标、净值指标、持仓分析等内容，同时也可以根据用户实际情况进

行扩充。

13.2.2 行情数据提取

高频序列、实时行情、历史行情、实时行情推送、日内快照五大功能项，支持提取包括

高频数据、低频数据、实时行情数据，全方面满足各种量化研究与回测。



13.2.3EDB 数据提取

支持提取海内外主要国家和经济体的宏观、行业近 160 万指标数据，全方面囊括世界经

济、中国宏观、区域宏观、行业经济、宏观日历等同花顺终端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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