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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特性 

首先，感谢您使用 UniTrans 5（UT5）客户端软件，UT 客户端提供了如下功

能： 

 全面支持上交所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交所技术公司）发布的

各类业务信息的接收； 

 支持多点大容量数据协议流出，处理能力超过上一代软件的十倍； 

 支持多种链路智能切换； 

 支持点对点私有业务数据的接收； 

 支持上证高速行情的推送； 

 可以对信息接收情况进行远程监控； 

 支持软件远程维护功能，包括自动升级、远程对时、远程重启和授权管

理。 

5.1 版的 UT 客户端运行更加稳定，还增加了以下功能： 

 用户端选择性接收信息 

 自动对时功能 

 自动定时读取技术公司单向卫星接收机顶盒信号参数功能 

 目录文件过多告警及清理 

 监控界面增强  

 备份接收深圳 BINARY 行情 

2. 客户端安装 

最新版的 UT 客户端安装软件可以从上交所技术公司官方网站

http://www.ssetech.com.cn 下载。UT 是一款纯绿色软件，没有安装程序，使用过

程中也不会在操作系统目录留下痕迹。只需要下载压缩包并解压到任一指定目录

后即完成安装，建议安装目录为 C:\UT5。安装完成后，建议在桌面创建指向

UT5.exe 的快捷方式。并请加入 UT 技术支持 QQ 群，群号：306752972（一群）、

128952085（二群）。验证信息为公司名称-姓名，入群后下载并安装群共享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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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5ID 查询工具》，更多内容请参考证券信息技术支持库： 

http://istock.stocom.net/wiki/ssesystem:software:ut 

运行客户端所需的软硬件平台如表-1 所示: 

表-1：运行客户端所需的软硬件平台 

 最低配置 推荐配置 

CPU 双核1GHz 4核2GHz以上 

内存 512M 2G以上 

硬盘 40G 40G以上 

网卡 2块百兆 2块千兆 

操作系统 Windows XP中文版（32位） Windows 7中文版（32位） 

每个 UT5 客户端都有一个唯一的识别编号称作 UT5 客户端 ID，该 ID 绑定

UT5 客户端所在 PC 的网卡 IP 地址。 
 
请确认是否需要使用 UT5 增值业务（比如港股行情、大智慧或钱龙卫星十

档行情）或盘后点对点清算业务数据，如果需要则进行有授权安装，否则进行

无授权安装。 
 
有授权安装，你的接收 PC 网卡 IP 地址必需以.18 结尾，并且网卡和卫星机

顶盒 LAN2 相连，并可以 PING 通机顶盒 LAN2 口.1 结尾的 IP 地址；无授权安装

可以沿用 PC 机原有 IP 地址。 
 
无论使用哪种安装方式，UT5 客户端 ID = 宽广申请编号的后 4 位数值+2000。

（比如宽广申请编号为 111234，则 ID=1234+2000=3234） 
 
如果找不到宽广申请编号了，请在 QQ 群共享区下载《UT5ID 查询工具》，运

行并输入你自己的 UT5 客户端 IP（改成.18 结尾）以获取 UT5 客户端 ID；查询获

取的 UT5 客户端 ID 不用加 2000。 
 

非卫星宽广用户请与 UT 技术支持 QQ 群联系。 
 
安装完成后，用文本编辑器打开配置文件 utconfig.xml 对接收软件运行环境

进行配置： 
 
如下图所示，一共修改 4 处基本参数。 

http://istock.stocom.net/wiki/ssesystem:software: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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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名称： 

<DeviceDesc="XXXX"/> 
将 XXXX 替换成用户名称(如 XX营业部)。 

 

 UT5客户端 ID和绑定 IP地址： 
<InterfaceID=”8888” Desc="卫星链路"IP="X.X.X.X" Port="9902" UCPort="9900"/> 

将 8888 替换成 UT5客户端 ID 

将 X.X.X.X 替换成 UT客户端所在 PC的接收网卡 IP地址； 

 

 私有数据目录： 
<ServiceID="8888" Desc="私有数据" Path="C:\UT5\PRIVATE"/> 

将 8888 替换成 UT客户端 ID。 

其他参数的设置详见第 5节系统配置。 

3. 启动客户端 

方法一：直接双击在桌面创建的快捷方式图标启动客户端软件； 

方法二：进入程序安装目录，点击“UT5.exe”启动系统； 

如果需要监控接收情况，可以打开浏览器，输入地址： 

http://127.0.0.1:9080/itsc?t=main 

对接收情况进行监控。 

方法三：当客户端运行异常，可以打开 windows 命令行窗口，进入客户端安

装目录，执行命令： 

UT5  –debug 

用户可以在命令窗口看到更详尽的报错信息。 

注意：用户在首次启动客户端软件时，可能需要 3-5 分钟时间获得主站的授

权信息，请耐心等待。在此期间，不影响公共信息的接收。 

http://127.0.0.1:9080/itsc?t=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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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此时弹出了一个浏览器窗口，显示无法连接，并且 UT5 客户端告警

“Address not available”，则请用文本编辑器打开 utconfig.xml 文件，检查

网卡绑定的部分<interface>一行，其中 IP地址必须和本机 IP地址一致。 

如果弹出告警窗口提示 XML语法错误，建议用浏览器打开 utconfig.xml，浏

览器会告知问题出在哪一行。请修改后重新运行 UT5。客户端推荐的浏览器：

Chrome，Firefox。 

4. 客户端监控台界面 

用户可以使用浏览器对运行接收软件的机器进行监控，浏览器可以运行在本

地，也可以运行在其他可以连接到接收 PC的监控机。 

本地监控时，地址为：http://127.0.0.1:9080/itsc?t=main 

远程监控时，将 127.0.0.1替换成相应的 IP地址。 

 

图 1 功能选择区域 

打开客户端监控界面，最上端一排是功能选择图标，如图 1 所示，包括： 

 服务状态 

 业务统计 

 当前接收 

 接收历史 

 接收流量 

 日志记录 

 接收控制 

 

 

http://127.0.0.1:9080/itsc?t=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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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通信情况汇总 

中间一栏是当天通信情况的汇总，如图 2 所示，可以在这里获得如下信

息： 

 当前接收服务器：当前正在发送业务数据的服务器编号； 

 接收速率/峰值：即时显示客户端收到数据的流量； 

 累计运行：客户端自本次启动以来的运行时间； 

 本地时间：当前接收 PC 的系统时间； 

 接收字节：当天客户端接收到的字节数以及客户端启动以来接收到

总字节数； 

 丢失报文：当天丢失的报文数量； 

 无效报文：当天客户端接收软件无法处理的报文数量； 

 行情文件：总计接收到的行情文件个数； 

 公共文件：总计接收到的公共文件个数； 

 私有文件：总计接收到的公共文件个数； 

 新通知：当客户端接收到主站发出的紧急公告信息时，比如盘中临

时停牌公告消息时，会在屏幕该区域闪烁提示“新通知”，点击可以

显示该通知。 

 

4.1 服务状态 

 
【服务状态】一栏用以察看数据服务器的基本运行状况，如图 3 所示： 

 



                                                                 技术文档 

6 
 

 
图 3 服务状态界面 

 
服务器分两种类型，一种是主站服务器，所有数据都经由主站服务器发送到

客户端，用户可以通过该界面看到主站服务器的相关信息。 
目前主站服务器每 3 秒钟发出一次心跳信息，若长时间未收到主站心跳信息，

请与主站技术支持联系。 
第二种服务器为流出服务器，该种类型的服务器是小站接收客户端的下游服

务器，目前分为两种： 
一种是连接下游业务系统，通过 SPIP 协议将数据发送到下游业务系统的接

口服务器，比如钱龙公司和大智慧公司的转码服务器。 
一种是深圳新一代行情的服务器，在监听状态，需要下游业务系统通过深交

所 binary 协议连接登录。 
 

4.2 业务统计 
 
【业务统计】一栏用以察看客户端接收到不同业务的分类统计情况，如图 4 所示。

每种不同的业务用服务号（SID）区分，用户可以通过修改 utconfig.xml 文件来更

改不同业务的配置，包括落地目录，流出服务器等，详见第 5 节。 
 

 
图 4 业务统计界面 

对于每种业务，在落地目录一栏，如果客户有接收权限，会显示配置的落地

目录；若显示为空，则表示未配置落地目录，流式业务无需配置落地目录；若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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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未授权”，可能客户端没有收到主站的授权许可数据； 
在流出服务器一栏，如果客户有接收权限，但未配置流出服务器地址，会显

示“已授权未配置流出”，配置下游转码服务器参数后会显示相应地址，当连接

成功时，以绿色显示连接服务器地址及发送的数据报文编号，尚未连接时，会以

红色显示。若显示“未授权”，可能客户端没有收到主站的授权许可数据，并不

一定代表客户端没有接收权限，可能客户端只是没有收到主站的授权许可数据，

请先确认本机 IP 地址以.18 结尾,接收网卡连接卫星机顶盒 LAN2 口，且在 UT5 所

在 PC 可以 PING 通机顶盒.1 的地址。如果不能 PING 通机顶盒，请先检查网络。 
如果上述信息都正确，请与上交所技术公司联系，查询相应的服务权限。 

 
业务统计结果会每 3 秒自动刷新。 
 

4.3 当前接收 

 
【当前接收】一栏用以察看客户端当前正在接收的文件，如图 5 所示， 

 

图 5 当前接收界面 

列表中详细列出了当前每个接收缓冲区的细节。 

系统默认可以同时接收 50 个文件，文件接收完毕后，会释放缓冲区，如果在该

页面看到缓冲区被占满，则说明落地存盘速度太慢，需要升级网络和服务器性能。 

4.4 接收历史 

【接收历史】一栏用以察看客户端最近一段时间接收到的公共文件，如图 6 所示。

可以在该界面得到如下信息： 

序号：排列序号 

SID：信息类型 

文件名：包含文件落地的路径的文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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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以字节为单位的文件长度 

保存时间：文件存盘的时间，精确到秒 

图 6 接收历史界面 
 

如需察看客户端当天接收到的私有文件，请点击通信汇总一栏中的私有文件，如

图 7 所示。 

 

图 7 私有文件 

如需察看客户端接收到的行情文件，请点击通信汇总一栏中的行情文件，如图 8

所示。 

 

图 8 行情文件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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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接收流量 

 在【接收流量】功能界面，用户可以最近 500 秒内接收软件的数据流量图. 

 
图 7 接收流量界面 

4.6 日志记录 

在【日志记录】功能界面，用户可以看到系统运行的详细信息，以便在遇到

问题时作为技术分析的依据。 

 
图 8 系统日志界面 

 所有的运行日志将会被保存到运行目录下的 LOG 子目录中。 
日志的文件名为：UTYYYYMMDD.txt，其中 YYYYMMDD 为日期。 
 

4.7 接收控制 

用户可以在【接收控制】功能界面对接收系统发出重启和关闭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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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接收控制界面 

 

注意：关闭监控界面的浏览器并不会关闭接收系统，如需退出接收系统，必

需在接收控制功能界面选择“关闭接收系统”！ 

系统默认只有本地用户才可以对接收进行控制，如需远程控制，需要修改系

统配置文件，详见第 5 节。 

5. 系统配置 
一般来说，在安装成功后，用户可以编辑修改运行目录中的 utconfig.xml 来
改变客户端运行参数，修改完成后，请按 4.7 节方法重启 UT5 客户端。 

utconfig.xml 文件遵循 XML 语法，样例参见表 2。 

表 2 系统配置文件样例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    config XML file for UT5 client 
    Version 2.0 by ygtan@sse.com.cn 
    for more details, pls refer to the user's manual. 
--> 
<UTConfig> 
<Config Version="2.0" /> 
<!-- 
请修改以下两行中Device Desc取值为用户名称，Interface ID取值为UT5ID，IP为本机接收网卡IP地址（UT5IP），UT5ID
和UT5IP可以用ut5id查询器检查 
--> 
 
<Device Desc="客户名称" /> 
<Interface ID="8888"Desc="卫星链路"IP="127.0.0.1"PORT="9902"UCPORT="9900" /> 
<Listen IP="230.13.1.1"PORT="9902" /> 
<Server ID="2"DESC="1号发送服务器" /> 
<Server ID="3"DESC="2号发送服务器" /> 
<Web Port="9080"Enable="1" /> 
 
<!-- 
请修改以下私有数据ID为UT5ID，且和Interface ID一致，不使用的业务可以加nosave="1"属性屏蔽 
--> 
 
<Service ID="8888"PATH="C:\UT5\PRIVATE"DESC="私有数据" /> 

mailto:ygtan@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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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ID="200"PATH="."DESC="心跳"Timeout="10" /> 
<Service ID="201"PATH="C:\UT5\EM"DESC="紧急通知" /> 
<Service ID="202"PATH="C:\UT5\SHHQ\"DESC="上海行情"Timeout="20" /> 
<Service ID="203"PATH="C:\UT5\SZHQ"DESC="深圳行情"Timeout="20"nosave="1"/> 
<Service ID="204"PATH="C:\UT5\SHFILE"DESC="上海文件" /> 
<Service ID="205"PATH="C:\UT5\SZFILE"DESC="深圳文件" /> 
<Service ID="208"Path="C:\UT5\FAST"DESC="上海FAST行情"/> 
  
<Service ID="400"DESC="中金所行情"Timeout="20" /> 
<Service ID="401"DESC="钱龙Level2代发"Timeout="20" /> 
<Service ID="402"DESC="大智慧Level2代发"Timeout="20" /> 
<Service ID="403"DESC="港股行情"Timeout="20"/> 
<Service ID="405"DESC="深圳Binary行情"  /> 
 
<!-- 
以下配置会将港股行情相关文件保持到特定目录，用户可以自行修改，若不写下列规则，会收到原默认目录 
--> 
 
<DirRule ID="204"PATTERN="reff04*"PATH="C:\UT5\HKHQ"/> 
<DirRule ID="204"PATTERN="exra04*"PATH="C:\UT5\HKHQ"/> 
<DirRule ID="204"PATTERN="zxjc*"PATH="C:\UT5\HKHQ"/> 
<DirRule ID="202"PATTERN="trdses*"PATH="C:\UT5\HKHQ"/> 
 
 
 
<DirRule ID="203"PATTERN="nq*.dbf"PATH="C:\UT5\NQ" /> 
  
<!-- 
以下配置会将FAST行情相关文件保持到特定目录，用户可以自行修改，若不写下列规则，会收到原默认目录 
--> 
<DirRule ID="204"Pattern="fjy20*.txt"Path="C:\UT5\FAST" /> 
<DirRule ID="204"Pattern="cpxx*.txt"Path="C:\UT5\FAST" /> 
 
<!-- 
如需启用十档高速流式行情，请在此后使用SPIPRule命令配置流出，参见用户手册 
--> 
 
<!-- 
以下为备份深圳V5行情配置，IP为侦听网卡地址，PORT为侦听端口，USERNAME和PASSWORD必需与下游系统匹
配，详细配置参见用户手册 
--> 
 
 <SZV5RULE ID="405"DESC="SZV5"> 
  <Server IP="127.0.0.1"PORT="8016"MAXCLIENT="60"MAXCACHE="10485760" AUTH="0" > 
   <User USERNAME="test00"PASSWORD="test00"REPEAT="1" /> 
  </Server> 
 </SZV5RULE> 
  
<!-- 
以下为配置UT监控网页权限设定，当前设置为只有本机可以控制重启和退出 
--> 
 <AuthUser IP="127.0.0.1" /> 
 
<!-- 
如需启用机顶盒参数监控，请修改以下IP地址为机顶盒LAN2口IP地址 
--> 
<HN7700 Polling="300"IP="127.0.0.1"  LOG="0"/> 
 
<!-- 
修改自动对时，自动清理过时文件等功能请按用户手册修改下面相关参数 
--> 
<RECVPARA  
MaxFileSlot="50"FileTimeout="5000"StreamTimeout="5000"Reboot="0"SyncServerTimeOnStartup="1"SyncServerTi
me="30600"timeoffset="5"UPDATER="_UPD"NOTICE="201"TMP="C:\UT5\TEMP"DefaultDir="C:\UT5\FILE"AutoCle
an="7"ArchiveDir="C:\UT5\ARCHIVE"CleanTime="17:00:00" /> 
</UT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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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 UT5 客户端配置参数说明： 

 客户名称： 
<Device Desc="客户名称"/> 

客户名称可以替换为用户自己想显示的文字，比如某某营业部，该名称

将在用户界面中显示； 

 输入输出网卡参数： 
<Interface ID="8888"Desc="卫星链路"IP="127.0.0.1"PORT="9902"UCPORT="9900" /> 

ID为上交所统一分配的 UT5客户 ID，用户不能随意修改，否则会导致无

法正确接收到数据； 

要求用户在客户端的机器上至少安装两块网卡，一块用于接收数据，另

一块连接到客户内部网络； 

属性 IP指定客户端从哪一块网卡接收数据，一般为连接上交所技术公司

业务网络的网卡 IP地址； 

Port指定组播接收的端口号,UCPort指定点播数据的端口号,这2个参数

由上交所设定,用户无需修改； 

如果有多条接收链路，可以定义多行<Interface>参数。 

 数据组播地址： 
<Listen IP="230.13.1.1"Port="9902"/> 

指定客户端从哪些组播地址接收，组播地址由上交所设定，用户不用更

改； 

 服务器编号： 
<Server ID="2"Desc="ITS-2"/> 

<Server ID="3"Desc="ITS-3"/> 

由上交所设定，用户不用更改； 

 监控服务端口： 
<Web Port="9080"Enable="1"/> 

监控 Web服务器的端口号，缺省值为 9080，用户不用更改； 

当 Enable取值为 1时，监控服务打开； 

当 Enable取值为 0时，监控服务关闭； 

 

 服务列表定义(ServiceID): 
 <ServiceID="202"Path="C:\UT5\SHHQ"Desc="上海行情"Timeout="20" Nosave="0" /> 

  

服务列表由多个 Service 标记行组成，它定义了客户端可以接收的信息

名称和落地目录，目前客户端支持的信息类型包括：心跳信息、紧急通

知、快照式行情文件、普通文件、SPIP数据流以及组播流。 

ID指定信息的服务号,由上交所定义并下发，用户不能修改； 

Path为存盘目录,流出业务无需定义存盘目录； 

注：Path参数中的路径不能以”\”符号结尾；如果是服务器中的路径，

建议事先创建目录，并具有该路径中文件的写权限； 

Desc 为在监控界面显示的描述 

Timeout 为超时控制，当超过该时间未接收到该业务信息，监控界面会

变红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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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save 为接收控制开关：0 或不配置该参数表示接收该业务；配置为 1

表示禁用该业务，监控界面显示已禁用。 

注：在 Service 中配置 Nosave 表示不接受该 ID 的所有业务信息；在

DirRule中配置 nosave表示不保存该 Pattern的文件。 

 

 落地目录规则配置： 
<DirRuleID="204"Desc="国债利息"Pattern="gzlx.*"Path="C:\UT5\SHHQ"/> 

客户端可以按照预定义的规则将接收到的文件分别存放到不同与

Service ID中定义的目录， 

Pattern为文件通配符，凡是符合该规则的文件会存放到 Path所指定的

目录中；Path参数中的路径不能以”\”符号结尾； 

 

 SPIP流出规则定义： 
<SPIPRuleID="400"Desc="ZJS"IP="18.18.106.33"Port="10001"User="zjs888"Pass="zjs88

8"Enc="0"Compress="0"nBuf="16"/> 

UT 使用 SPIP 协议与多家行情软件厂商的转码机进行通信，SPIP 协议是

上交所技术公司开发的一种基于 TCP/IP 协议的可靠流式业务通信协议。 

 

SPIP流出规则用于指定 SPIP流出服务器的参数: 

ID为业务编号，对应于 Service列表中相应 ID内容； 

Desc为业务备注； 

IP、Port为对端 SPIP服务器 IP地址和端口号； 

User为 SPIP登陆用户； 

Pass为 SPIP登陆密码； 

Enc为加密算法标志； 

Compress为压缩算法标志； 

nBuf 为流出缓冲区大小，如果用户 SPIP 下游服务器性能较差(如十档转码),

可能会出现大量数据堆积在 UT5 缓冲区的情况,从而导致实时数据被延迟。现

在用户可以设置 utconfig.xml 中某个 SPIP 业务的流出缓冲区大小，来控制最

大延迟时间，如果没有延迟情况发生，不用设置该参数。 

 

每种业务，可以对应多条 SPIP流出规则，客户端会将该种业务数据分别

流出到每个预定义的流出服务器。 

 

 深圳 V5行情服务器规则定义 
 <SZV5RULE ID="405" DESC="SZV5" > 
  <Server IP="127.0.0.1" PORT="8016" MAXCLIENT="60" MAXCACHE="10485760" AUTH="0"> 
   <User USERNAME="test00" PASSWORD="test00" REPEAT="1" /> 
  </Server> 
 </SZV5RULE> 

Service节点，配置 ID 和 DESC 

配置对应的 SZV5RULE， ID 与 Service相同， DESC可不填 

SZV5RULE 节点下最多可配置 4个服务器，监听不同的地址 

Server 节点属性： 

 IP监听地址,为求简单可配 0.0.0.0； 

 PORT 监听端口，注意是否被其它系统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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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CLIENT最大连接数，不能超过 60； 

 MAXCACHE="10485760" 最大缓存数据字节，同时也是最大单条消息

长度，默认 10MB。 

 AUTH：默认情况 server将关闭用户名密码验证，0：关闭，1：开启；

关闭验证后 user节点不再起作用。 

Server 节点下可配置多个用户(需开启验证) 

User节点属性： 

 USERNAME 用户名，连接时 BINARY协议 SenderCompID字段值； 

 PASSWORD 密码，连接时 BINARY协议 Password字段值； 

注意：用户名、密码首尾不能有空格，BINARY协议登录时，除以上两个

和心跳参数要填写，其它字段可不用填。 

 REPEAT 该用户最大同时登陆数，为 0时，禁止登陆。 

 

 定时获取卫星接收机参数 
 
<HN7700 Polling="300" IP="200.200.11.1" LOG="0" /> 

 

用户可以在<RECVPARA>一行之前增加上述内容，其中 Polling 参数

设定查询间隔，单位为秒，间隔不得低于 5秒，IP为卫星接收机顶盒的

IP 地址，需要注意的是，该地址必须可以在 PC 机 ping 通。LOG 设定是

否记录获取的参数日志:0，不记录；1，记录 

 

 其他接收参数 
 
<RECVPARA  
MaxFileSlot="50"FileTimeout="5000"StreamTimeout="5000"Reboot="0"SyncServerTimeOnStartup="1"Sy
ncServerTime="30600"timeoffset="5"UPDATER="_UPD"NOTICE="201"TMP="C:\UT5\TEMP"DefaultDir=
"C:\UT5\FILE"AutoClean="7"ArchiveDir="C:\UT5\ARCHIVE"CleanTime="17:00:00" /> 

 

MaxFileSlot指明可以并发接收的文件个数，一般设定为 50； 

FileTimeout 指明文件超时时间，以毫秒为单位，如果客户端在接收文

件的过程中超过该设置时间未收到来自服务器的数据，就会在日志窗口

报警，并取消该文件的接收； 

StreamTimeout 指明数据流超时时间，以毫秒为单位，如果客户端在接

收数据流的过程中超过该设置时间未收到数据，就会丢弃该报文； 

SyncServerTimeOnStartup 指明启动时是否与服务器对时：0 关闭，1

开启； 

SyncServerTime 自动对时时间，为 0 点开始的秒数，30600 代表每天上

午 8：30 自动对时，不间断运行中一天之内只会对时一次，如果启动时

对过时，当天不再对时，设置为 0时关闭自动对时； 

timeoffset 为时间偏差校正参数，卫星链路使用 270，上海托管机房线

路使用 0； 

Updater、Notice由技术公司设定，用户不应修改； 

Tmp为临时目录，建议为本地硬盘目录； 

DefaultDir为默认目录，当接收到未定义的信息时的存盘目录； 

注：路径参数不能以”\”符号结尾；对于信息的存盘目录的优先级为：

DirRule > Service> RecvPara,即客户端首先会查看配置文件中 Dir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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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相应 ID的规则，如果未能找到，则查看 Service列表中定义的落地目

录，若也未找到，就会将信息文件存放在 RecvPara 中 DefaultDir 定义

的目录。 

AutoClean、ArchiveDir、CleanTime：文件自动清理相关参数： 

UT5.1 增加了对落地文件目录文件数目过多的报警提示。建议用户看到

该告警后，手动删除相应目录中过期文件以提高接收软件性能。 

同时用户可以配置自动清理相关参数清理过期文件，AutoClean 过期天

数，配置为 0不自动清理，只检查目录文件数量；ArchiveDir归档目录，

配置为空时会删除过期文件，不为空会移动文件到归档目录（注意：如

果和落地目录不在同一盘符或使用不兼容的文件系统，会引起文件拷贝占用磁

盘 IO）；CleanTime每天自动清理的时间点,配置为 24小时时间制，到达

时间才会自动清理，建议配置为收市之后清理。配置为 00:00:00时关闭

该功能。 

 

6. 多台 UT5 配置 
 
如果第二台或更多 UT5 客户端用于接收除了沪港通港股行情业务、沪市十

档行情、深圳备份行情和盘后清算数据之外的上海基础行情及信息文件，则可以

使用与第一台 UT 相同的 UT5ID，IP 地址自行定义。PC 网卡可以连接到卫星机顶

盒 LAN1 口或通过交换机连接到机顶盒 LAN2 口，并按照第 5 节步骤配置

utconfig.xml。 
 
如果第二台 UT5 客户端用于接收沪港通港股行情业务、深圳备份行情及沪

深五档基础行情信息文件，请将第二台 PC 和第一台 PC 一起通过交换机连接到机

顶盒 LAN2 口。上交所技术公司为每一具有沪港通交易权限的卫星小站用户预分

配了 2 个授权 ID，分别对应该用户机顶盒 LAN2 口网段.18 的地址和.11 的地址。

用户可以使用.18 的 IP 地址作为主用接收 PC 的 IP 地址，使用.11 的 IP 地址作为

备用接收 PC 的 IP 地址。用 UT5ID 查询工具可以查询到 IP 对应的 UT5ID。并请按

照第 5 节步骤配置 utconfig.xml。 
 

7. 客户端的升级与回退 
 
用户可以在监控界面右上角看到当前接收软件的版本号。 
客户端的升级过程一般是自动的，某些重大更新会提示用户手动重启系统，

此时用户只需关闭提示窗口重新运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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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交所技术公司有新版本的接收软件时，客户端会自动收到主站下发的升

级文件并保存，上交所技术公司可以控制客户端的自动升级过程。 
 
新版本的客户端一般会经过长时间的严格测试，才会提供给用户，但如果用

户升级到新版本的客户端后发现运行有问题，可以选择回退到原有版本。具体步

骤为： 
 退出正在运行的客户端软件，参见 4.6 节； 
 进入客户端主目录下的 update 子目录，确认文件 ROLLBACK.BIN 存在； 
 运行其中的 rollback.bat； 
 重新启动客户端软件。 
 

8. 客户端运行注意事项 
 

 接收客户端软件运行期间，请勿随意修改本地操作系统时间，否则可能

会导致软件接收异常。 

 请勿随意修改客户端配置文件中的系统参数，否则会导致接收数据失败，

系统参数的变动必需得到上交所技术公司的确认。 

 请定时清理落地公共文件落地目录，以免降低服务器性能。 

9. FAQ 
请参见证券信息技术支持库中常见问题部分。 

http://istock.stocom.net/wiki/ssesystem:software:ut 

http://istock.stocom.net/wiki/ssesystem:software: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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