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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来，彭博教育一直致力于推进彭博终端®与学术项目在大学院

校的结合，帮助莘莘学子更好应对全球就业市场的挑战。

而今，全球各大院校都在运用彭博工具，将金融实践知识带入课堂，

让学生能够同商务、金融和政府领域的主要决策者一道，使用相同

的信息平台，获得最新的新闻资讯。 

彭博终端是一套全天候、全球性的金融服务系统，覆盖所有市场分类，

为用户提供透明可靠的金融、经济和政府信息。彭博终端致力于最佳

数据、新闻资讯和分析功能的无缝整合，提供超过20年的公司财务

报告和市场数据、图表、统计数据、通信平台以及现时新闻报道。

本指南旨在提供彭博终端的概览，帮助您开始使用这一强大工具。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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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键盘

您可以借助红色取消键、绿色操作键和黄色市场分类键，迅速轻松查找信息。

实用键信息

目录键用于打开相关功能目录。

您可以借助黄色市场分类键：

•  加载证券。示例—IBM US <EQUITY> <GO>

•   显示市场分类目录。示例—<CORP> <GO>

取消键能够帮助您退出当前功能并取消在屏幕上的 
当前活动。

按一下<HELP>键进入功能说明页面，连按两次接入 

彭博客户服务台。

帮助您在整个彭博数据库中进行关键词检索。

<GO>或Enter键用于执行在指令行中输入的指令。

彭博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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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应用程序 

彭博终端为您提供新闻、数据与分析功能。您可以按下列方式之一接入应用程序：

•  双击您电脑桌面上的绿色彭博图标。

注：如您无法在电脑上找到应用程序，请咨询您的信息技术部门，获取安装与配置指导。

或者

•   从开始菜单中选择开始 > 所有程序 > Bloomberg > BLOOMBERG。当您打开应用程序后， 

您的桌面上会出现下列彭博屏幕（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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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

打开彭博终端应用程序后，您必须使用登录名和密码登录。

•   点击一个彭博屏幕。

•   在键盘上按下绿色<Enter/GO>键。如下所示，登录屏幕会出现，您可以看到以黄色加亮显示的登录

名和密码栏目。

•   首次登录时，系统将提示您创建一个登录名和密码。

•  按下<GO>键。

您的电脑桌面上将出现最多四个彭博屏幕或窗口，并显示预设的“启动”屏幕。

彭博终端



5

彭博屏幕

当您首次登录彭博时，您将会看到最多四个彭博屏幕。各屏幕均为独立工作区，方便您在彭博系统内

同时进行多项任务。您可以通过按下键盘上的蓝色<PANEL>键，或从Windows任务栏上点击您希望

打开的屏幕来切换屏幕。

您可以利用四个彭博屏幕同时使用多个功能。如上图所示，每个屏幕分为3个主要部分：

1.  工具栏—工具栏左侧包括目录标签页以及最近加载证券的下拉列表，并显示当前加载的证券。右侧

的功能特色图标可以帮助您执行重要任务，包括：输出数据、查看最常用项目和证券、打开功能说明

页面以及调整您的预设和显示。

2.  指令行—请在此处输入功能和证券指令。您也可以在指令行进行证券和功能关键词检索。借助这一

自动完成功能，您可以通过指令行查找彭博终端上的所有信息。

3.  功能区—您将在此处看到实际功能内容。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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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功能

功能指彭博终端上的专有应用程序，为您提供证券、行业分类、地区等方面的分析和信息。

您可以通过输入每个功能独有的助记符（简短好记的名称），然后按下<GO>键来接入各功能。 

示例—WEI是全球股票指数（World Equity Indices）分析功能的助记符。如需访问该功能， 

请输入WEI <GO>。功能助记符总是显示在所选窗口的工具栏上。

1
1. 功能助记符。

功能类型

功能分为两种类型：

•   非证券功能提供整个市场分类的信息或分析，无需加载证券。

  示例—WEI是一个非证券功能，因为它在同一屏幕上提供多个

股票指数的信息。如上图所示，您可以通过WEI<GO>直接运行

WEI，无需加载证券。

•  证券功能用来分析一个已加载的证券。

  示例—GP（价格图）是一个证券功能，因为您必须在指定证券

后才能够绘制其价格。您必须先加载一个证券，才能运行GP 

功能：IBM US <EQUITY> GP <GO>。

使用功能

运行功能有两种主要方法，采用哪种方法取决于您是否知道功能

的助记符。

如果您知道功能的助记符：

•   请在指令行输入功能的助记符。

•  按下<GO>键。

•  该功能将在活跃的彭博屏幕中运行。

 示例—在指令行输入WEI <GO>。

如果您不知道功能的助记符：

•   请在指令行中输入您希望获取信息的关键词。（自动完成将在您

输入的同时提供功能建议列表。）

•  从列表中选择您希望运行的功能。

•  该功能将在活跃的彭博屏幕中运行。

 示例—您希望查找一个用于分析通胀的功能。

功能与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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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相关分析 

1. 指令行关键词。

2. 功能助记符。

3. 功能标题。

1

2 3

注：如果您正在运行一个证券功能，请确保运行功能前已加载希望分析的证券（将在下一部分中介绍）。

关于证券

证券即金融工具，如股票和债券—您可以使用彭博功能进行分

析。当您在屏幕上加载证券后，该证券会出现在屏幕工具栏的已 

加载证券栏目中。您可以运行不同功能来分析已加载证券。

注：已加载证券将保持为屏幕上的活跃证券，直至您加载其他证券。

加载证券

加载证券有三种主要方法，取决于您是否知道证券的代码符号或

识别码。

如果您知道希望加载证券的代码符号：

•  请在指令行输入代码符号。

•   按下证券类型对应的黄色市场分类键（如：Corp、Muni、Equity）。

•  按下<GO>键。

该证券会作为已加载证券显示在活动屏幕的工具栏上。

示例—以福特汽车公司为例，输入F <EQUITY> <GO>。

如果您知道证券对应某个广泛使用的识别码（如：CUSIP、ISIN、 

BBGID）：

•   请在指令行输入证券识别码。

•   按下证券类型对应的黄色市场分类键（如：Corp、Muni、Equity）。

•  按下<GO>键。

该证券会作为已加载证券显示在活动屏幕的工具栏上，您还可以在

工具栏上查看证券特定分析功能的分类目录。

示例—以沃尔玛的CUSIP为例，输入 931142DD2 <CORP>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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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列表结果将随您输入信息的详细程度逐渐精简。如果您知

道您正在查寻的证券类型，请按下相应的黄色市场分类键来更新

结果。

1. 关键词。

2. 市场分类（黄色键）。

3.  证券会出现在自动完成 
目录中。

1 2

3

功能与证券

如果您不知道证券的代码或任何其他识别码，请遵循下列步骤：

•   在指令行开始输入您希望分析的金融工具的关键词。

自动完成将在您输入的同时提供建议证券列表。

•  从列表中选择您希望加载的证券。

该证券会作为已加载证券显示在活动屏幕的工具栏上，您还可以在

工具栏上查看证券特定分析功能的分类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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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检索（自动完成）

彭博的智能自动完成检索功能可以帮助您轻松找到希望查看的证券或功能。

•   请在活动屏幕的顶部指令行中输入一个词条。

自动完成将在您输入的同时显示建议功能和证券列表。

•  请从列表中选择一个希望运行的功能或加载的证券。

屏幕会更新并显示您所选的证券或功能。

1.  自动完成建议列表。

2.  点击以选择一个建议功能。1

2

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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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检索

如果您无法通过基本检索（自动完成）找到您希望查找的内容，我们推荐您使用综合帮助检索（HL）

功能。您可以使用HL功能针对所有信息分类按关键词进行检索，包括功能、证券、公司以及人物。 

HL将按分类和相关度对结果分组。

•  请在活动屏幕的顶部指令行中输入检索词。

•  按下键盘上的<SEARCH>键。HL会显示匹配结果的分类列表。

•  请从屏幕的精选检索结果部分选择适配结果。

 或者

 从左侧边栏选择一个分类以显示完整的分类结果。

Search

HL检索结果

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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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目录

关于目录

目录按市场分类或产品类型划分，组织收纳了所有彭博功能。每个目录都是整体层级结构的一部分，

从具体功能向上直至彭博主目录。浏览目录可以发现更多彭博终端提供的分析功能及信息。

下面列举一些样本路径，展示如何从目录层级结构进入具体功能：

•    主目录 > 股市 > 分析 FORD MOTOR CO Equity > 公司分析 > 财务分析 > FA

•    主目录 > 新闻与研究报告 > TOP

接入目录

接入目录有3种方式：

•  目录按钮

•  MENU键

•  黄色键

目录按钮和MENU键

请从任意功能点击工具栏上的目录按钮或按下<MENU>键以接

入相关功能的目录。当您接入目录后，再次点击目录按钮或按下

<MENU>键以进入目录层级中的上一级。

黄色键

如需查看某个市场分类的相关功能目录，请按下该市场分类的 

黄色键，然后再按<GO>。 

示例—如需浏览股票目录，请按<EQUITY> <GO>。

加载证券

如需查看具体证券的目录，您只需加载该证券的代码或其他识 

别码。

示例—如需查看可以用于分析IBM US的功能目录，请输入 

IBM US <EQUITY> <GO>。

1. 相关功能目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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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录链接路径 

2. 取消（Cancel）

3. 分类标题/导航1 2

3

目录布局

彭博目录会以直观方式组织，为您提供快捷的检索体验。 

目录链接路径

此处参照目录的总体层级结构显示您的路径，提供向前和向后导览。

<CANCEL> X

点击位于右上角的<Cancel> X以关闭目录。

分类及功能

目录按分类显示功能。对于后接“>”符号的分类标题，请点击该分

类以打开目录层级中的下一级。

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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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析

目录栏

每个功能上方的红色条状栏目包括显示在右侧的功能标题以及 

方便您进行重要操作的下拉目录和按钮，也可能包含页码标识符。

琥珀色栏目

琥珀色栏目表示屏幕上您可以更改的区域。琥珀色栏目代表可修改

的元素、文字和数据输入区域以及下拉列表。

可点击区域

将您的光标移至屏幕上的可点击区域会显示3种类型指标的其中 

1种：

•   白色轮廓框—表示大部分可点击项目，包括列表、目录和表格中

的输入项目。

•   数字信息—数字表示一个主题链接，您可以通过点击该行或输

入数字并按下<GO>快速进入相关页面。

•   高亮显示—表示可点击按钮和标签页。

键盘导览

您可以通过输入选项旁显示的数字仅使用键盘在功能中实现快速 

导览。屏幕上多数可点击选项都以数字<GO>形式标记。

1. 目录栏

2. 琥珀色栏目

3. 数字 <GO>

4. 可点击区域

3

4

1
2

功能导览

彭博功能的屏幕元素以类似方式运作。了解这些元素后，您就能够使用任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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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公司筛选

您可以使用股票筛选（EQS）功能进行复杂的股票类证券检索。以下是使用EQS的快速入门概览。

步骤1

•  输入EQS <GO>。

股票筛选窗口会出现。

步骤3

使用添加条件部分以更多数据驱动条件来精简检索，如：行业分类、 

基本面和比率。

•  点击栏目按钮。

  浏览栏目窗口会出现，并显示所有可用的检索条件栏目列表。

•   使用窗口左侧的分类目录或检索栏目来找到您希望对其设定条件

的特定条件栏目，然后点击选择按钮。

  建立/修改筛选标签页的添加条件部分会更新，显示所选条件的

名称和其他可供您为所选条件设定属性的栏目。

•   请输入适当的条件后按下<GO>键。

  屏幕上的已选筛选条件部分会更新，显示您选择的条件。

步骤4

请在选择所有检索条件后点击结果按钮。

符合您的检索条件的公司（股票）列表会出现。

可选—如需进一步探索其他选项（如：保存检索或输出结果至

Excel），请点击结果界面的红色输出和操作工具栏按钮。

注：如需查看使用EQS的完整指南，请在EQS功能页面中按一下

绿色的<HELP>键。

步骤2

使用筛选条件部分来定义初步检索条件。

•   点击一个分类。一个窗口会出现，显示所选分类对应的选项。

•   从窗口中拖放适当条件，使其出现在窗口的“已包括选项”或 

“已排除选项”部分。

•  点击更新按钮。

该分类的条件会被保存，窗口会关闭。标签页底部的“已选筛选条件” 

部分会更新，显示您选择的条件和匹配的公司数量。

进行分析



15

分析一家公司

在功能与证券以及导航部分，我们已经介绍了彭博终端的总体逻辑和导览。掌握上述信息后，彭博终端

所提供内容，无论从广度或深度来看，都变得直观且完全可以找到了。

这一部分将简要列出彭博上可用的一些主要公司分析功能。

1.  DES功能用于分析已加载的

证券。

2.  DES是简介功能的助记符。

步骤1

加载您希望分析的公司。

示例—输入 F US <EQUITY> <GO>。

该公司会作为已加载证券出现在屏幕工具栏上。

步骤2

使用下列方式之一对已加载证券运行分析功能：

•   从目录窗口中点击一个分类或功能，或是在指令栏目中输入助记

符来挖掘全方位分析选项。

•   请输入您希望运行的特定功能的助记符，然后按下<GO>键。

已加载证券的分析功能会运行。

示例—输入DES <GO>。

注：当您加载证券后，您可以运行任意数量的功能来分析该证券，而无需重复输入证券。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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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分析热门功能的助记符

DES 公司简介和概览

CN 公司新闻

HP 历史价格表

GP 历史价格图

GIP 日内价格图

DVD 股利信息

ERN 盈利摘要

FA 基本面和财务报表

RG 总回报比较

RELS 资本结构（包括债券与CDS利差）

G 技术分析和/或多重证券图表 

注：如需查看某个功能的功能说明页面（完整的用户使用指南）， 

请按一下<HELP>键。

有关针对特定证券类型的热门分析功能，请输入BU <GO>， 

然后点击查阅培训文件链接，获取相关功能表。

分析指数、债券或外汇

本指南的功能与证券以及导航部分已经介绍了彭博终端的总体逻辑

和导览。掌握上述信息后，您就可以完全探索彭博信息的广度和深

度。这一部分简要概述加载不同类型的证券和指数以及运行分析功

能背后的过程。

您可以利用自动完成功能或通过输入代码并按下黄色键来加载您

希望分析的证券或指数。

示例

SPX <INDEX> <GO>  标普500指数

USURTOT <INDEX> <GO>   追踪美国失业率的指数

EUR <CURNCY> <GO>  欧元即期

F 12 07/16/31 <CORP> <GO>  福特汽车信用债，息票为7.45%、

到期日为2031年7月16日

CL1 <CMDTY> <GO>   近月纽交所（NYMEX）交易轻质

低硫原油期货合约

使用下列方式之一对已加载证券运行分析功能：

•   从目录中点击一个分类或功能来挖掘全方位分析选项。

•   请输入您希望运行的功能助记符，然后按下<GO>键。

如需查看针对特定证券类型的热门分析功能简介表，请输入 

BPS <GO>，然后层层点击至您的所选主题。

注：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功能可能适用于某种类型的证券，而不适

用于其他类型的证券。例如，收益率分析（YA）功能可供您进行债

券估值。如加载了一个指数并尝试运行YA功能，报错信息会出现，

因为该分析功能和证券类型不兼容。

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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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数据

以下是彭博Excel插件的快速概览。有关彭博Excel插件的更多详情

和相关资源，请：

•  在彭博终端上输入API <GO>。

•   在Excel彭博标签页的最右侧的Utilities（实用工具）小组中，选择 

Help Content（帮助内容）。

彭博插件安装

如您未在Excel中看到Bloomberg（彭博）标签页，请尝试通过下列

步骤完成插件安装。

步骤1

 请从计算机的任务栏选择  

开始 > 所有程序 > Bloomberg >Install Excel  Add-in。

彭博Excel插件安装对话框会出现。

步骤2

点击安装。确认对话框会出现。

步骤3

 关闭对话框。

步骤4

关闭Excel。

步骤5

打开Excel。Bloomberg标签页会显示在Excel电子数据表的任务 

栏上。

注：如您无法安装插件，请联系您的信息技术团队咨询对电脑的 

管理权限。

彭博Excel插件

简介

彭博Excel插件是一款功能强大的工具，它能够将彭博数据导出到微软Excel电子数据表中进行自设 

分析和计算。所有数据均需保留在授权的彭博终端上。

您只需一台已激活彭博软件的计算机，即可从Excel工具栏接入彭博Excel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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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数据向导

通过彭博Excel插件下载数据至Excel的最简便方法是使用彭博数据

向导工具。向导提供一个分步骤引导流程，指导您将彭博数据从彭博

提取至电子数据表。

步骤1

请在Excel电子数据表彭博标签页的导入小组中，从下列选项中作出

选择：

•   如您希望下载大多数形式的数据，请点击Real-Time/Historical 

（实时/历史）图标。

 

彭博数据向导窗口会出现，并显示4个数据类型选项。

•   如您希望下载来自财务报表及/或盈利数据的数值，请点击

Financials/Estimates（财务报表/预测）图标。

彭博基本面分析向导窗口会出现，并显示2个数据类型选项。

步骤2

请将您的鼠标移至每个图标以显示每个向导选项可用的数据类型

简介。

步骤3

点击代表您希望下载的数据类型的图标。

向导的步骤1会出现。

步骤4

请遵循向导窗口中的说明来建立您的数据组。

电子数据表会在您完成向导中的全部步骤后更新，并显示您申请的

数据。

彭博Excel插件的更多资源

在彭博终端上：

XLTP <GO>   预设格式的Excel电子数据表模板库

HELP DAPI <GO>  Excel插件使用方法的更多详细信息

在Excel内：

请在彭博标签页的Utilities（实用工具）小组中点击Help Contents 

（帮助内容）图标，获取如何使用Excel插件提取数据的信息和说明。

 

Excel中的彭博公式

彭博向导是将数据下载至Excel的最简便方法。向导会为您生成 

彭博API公式。当然，您也可以自己编写公式，这样较向导提供的 

公式具有更高灵活性。

无论您使用何种公式，您都必须指定您希望提取数据（证券/

Security）对应的证券，以及指定您希望提取的数据项目（栏目/

Field）。证券格式如下：（代码）（市场分类）；例如：IBM US 

Equity。

该栏目必须以其栏目助记符表示。例如，如需提取证券最新价， 

请使用栏目助记符PX_LAST。您也可以使用Excel中的Field Search 

（栏目检索）工具以按分类或关键词检索栏目助记符。请通过点击

彭博标签页的Find Fields（寻找栏目）图标接入Field Search（栏目

检索）工具。

输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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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放

部分功能在屏幕右上角显示拖放图标。您可以点击并拖曳该图标，以将证券从当前屏幕输出至其他应

用程序（如微软Excel电子数据表或作为彭博Excel插件一部分的彭博向导）。当出现在向导或电子数据

表中时，该代码将以彭博市场识别码形式显示。

1. 拖放图标

1

注：当您使用拖放功能时，仅移动功能当前页面中的证券及/或数据。如果您的证券列表超过1页，您必须为每个 
页面重复拖放操作。

打印与其他输出选项

您可以使用多种方式保存或输出彭博屏幕截图。

如您希望显示输出选项列表，请点击屏幕工具栏右上方的输出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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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彭博终端的下一最优选择就是完成认证课程：彭博市场理念（BMC）。BMC是一个八小时的自助

式电子学习课程，提供对金融市场和覆盖逾70个彭博终端功能的可视化介绍。BMC由四个模块所组成：

经济、外汇、债券和股票，这四个模块由彭博数据、新闻、分析和电视交织而成。通过参与BMC培训，

受训者能够通过四个高度互联模块，对行业标准服务形成一定认识。 

通过参与BMC培训，您将：

学习金融术语

•   为您的大学课程补充市场实践经验。

•   熟练掌握逾70个彭博终端功能。

发现市场内在运作规律

•  了解市场驱动因素。

•   熟练掌握关键专业人士追踪的主要基准。

将彭博技能加入您的简历

•  完成BMC后获取培训结业证书

•  展示您对于这一黄金标准数据平台的熟练程度。

请在指令行中输入BMC以查看完整课程。

彭博市场理念（B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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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入门指南

请输入HELP <GO>，查看介绍彭博终端整体逻辑和功能导览的

在线用户指南。

彭博资源中心

请输入BPS <GO>进入彭博终端资源中心主页并显示接入培训资

源的链接，包括培训文档和视频教程。

功能说明页面

每个功能都有一个全面、可检索的在线用户指南，旨在提供常见问

题解答并说明主要功能特色。请在任何功能中按一下<HELP>键，

接入该功能的功能说明页面。

彭博服务台

如需询问任何彭博相关问题，学生可以发起与彭博服务台的电子邮

件交流。按两下<HELP>键即可。

更多支持

有关更多彭博支持，请按红色<ESC/CANCEL>键。您可以从

<CANCEL>屏幕找到下列链接：

•  联系彭博服务台

•  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   联系我们  

（全球客户支持当地电话号码的列表）

•   您的账户经理和产品代表（只需点击代表姓名）

获取帮助并了解更多
有多种途径可以获取使用彭博终端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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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培训与导航

BMC  了解金融市场并获取彭博证书。

BHL 访问彭博帮助与学习中心。

BPS 查找特定主题的功能表和视频。

BU  检索、登记并推出多种网络研讨会和培训资源。

图表

GP  在彭博终端上绘制证券并进行技术分析。

HS  直观显示并比较两只证券的表现。

GC  绘制收益率曲线并查看利率在一段时间内的变动轨迹。

GF 公司基本面数据的可视化分析。

ECWB  供您对经济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和操作。

商品

BGAS  查看北美天然气现货市场的定价。

BOIL  了解全球石油与精炼产品的现货定价的全面情况。

CPF   分析专家对于期货商品价格的预测。

FDM  查看全面的商品基本面数据。

GLCO  追踪全球商品的价格走势及表现。

NGAS  分析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天然气统计数据。

WETR  分析当前、历史及未来预测天气趋势。

公司分析

DES  接入综合财务数据和基本面背景信息。

BI  接入来自彭博行业研究的行业分析。

BIP 检索公司、行业或主题概况。

BICO  查看一家公司概况以便快速了解该公司。

QUIC  利用QuickTake了解重要新闻事件背景。

ANR  查看某只股票的分析师建议及目标价格。

外汇

FXFC  分析各数据提供者的外汇价格预测。

FXCA 兑换计算。

FXC 汇率矩阵。

WCRS  对当前与历史汇率进行直观排名和比较。

WIRA  追踪国际储备资产和相关增长率。

GMM  监控全球金融市场中的重大行情变动。

衍生品

OMON  查看买权与卖权的实时价格及市场数据。

OVME  对股票衍生品和策略进行定价和回溯测试。

OVML  为各类策略构建多重子交易外汇期权并定价。

彭博终端提供超过150个面向学生的功能；如需查看完整功能列表，请访问USER <GO>。



23

经济

FED 追踪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活动。

CENB  接入其他国际央行资源的门户。

ECO  查看近期行业和央行公报的经济日历。

ECST 监控来自多个来源的经济数据。

ECFC  查看经济预测并比较地区预测。

股票

EQS 筛选公司来验证您的交易建议。

FA  查找一家公司的财务报表及基本面数据。

IPO  追踪股票发行情况，以识别竞争对手融资策略。

CAST 查看债务人组织和资本结构。

CACS  查看某个证券的公司大事和活动的日历。

WEI  获取全球股票市场的综合市场概览。

RV 用多种指标比较股票相对于其同行的表现。

EQRV  评估一家公司相对于同行是否具有合理估值。

CM  监控影响公司股价的重大事件。

Excel工具

XLTP  接入用于自设数据分析的Excel模板库。

DAPI  了解如何使用彭博API公式将数据提取至Excel电子 

数据表。

FLDS 查找用于您的公式的特定Excel栏目。

固定收益

SRCH  检索固定收益证券以了解趋势和交易建议。

DDIS  查看所选发行人的债务到期分布。

YAS  在一个页面中对固定收益类证券定价并计算收益率。

BTMM 评估一个国家的当前利率环境。

ALLQ  实时查看券商提供的公司债价格。

DEBT  确定某个国家债务的最大债权人情况。

WB 追踪债券收益率、利差和表现。

CRPR  评估某一发行人或固定收益类证券的信用价值。

CRVF  检索与您的债券市场分析相关的曲线。

SRSK  获取一个国家主权债的1年违约概率及5年CDS利差的 

透明量化预测值。

兼并与收购

BUYP  查看并购买方档案以查找您的资产的潜在买方。

MA  追踪和分析实时并购和套利价差数据。

MARB  显示实时并购套利价差数据行情。

MRGC 评估假设兼并情景。

PE  接入募股私权募资、筛选和市场行情显示相关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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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TOP 一次性获取当日全球要闻报道。

TWTR 在彭博终端上检索推特新闻。

CN 查看特定公司要闻。

FIRS  阅读新闻报道概述来追踪影响市场的新闻。

SALT  为您关注的公司设定新闻电邮提醒。

BRIE  阅读关于市场、经济和行业的彭博新闻简报。

投资组合管理

PRTU  创建、管理并共享您的投资组合，以便在PORT中进行 

分析。

PORT  分析投资组合表现、情景分析和风险敞口。

EQBT 对基本面投资策略进行回溯测试。

UNCL  创建自设分类以整合您的投资组合或基准。

BBU  上传您的投资组合、基准以及自设数据，以便在PORT 

中进行分析。

CDE  创建自设栏目以在彭博终端上使用您的专有数据。

其他资源

MSG  通过您的Bloomberg.net电邮账户发送并管理电邮通信。

MRUL  管理邮件规则，包括从您的Bloomberg.net电子邮箱转发

邮件至您的个人邮件账户（Gmail、雅虎等）。

JOBS 检索金融行业公司的职位。

PEOP 可供您筛选校友的专有人物数据库。

MVP  昨天、上周或上月的彭博最热门人物。

RICH 查看全球最高净值人士。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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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彭博终端

1982年以来，商业和金融业的决策者们一直依靠 

彭博终端®提供的实时数据、新闻资讯和专业分析 

进行重要决策。终端提供所有资产类别的信息， 

从固定收益到股票、从外汇到商品、从衍生品到 

抵押贷款，无缝整合按需多媒体内容、强大的电子 

交易功能及卓越的通讯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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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兰克福 
+49 69 9204 1210

香港 
+852 2977 6000

伦敦 
+44 20 7330 7500

孟买 
+91 22 6120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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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