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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历史 

版本 修改日期 修改内容 修改人 说明 

1.0 2014-10-15 初始版本 张志 初始版本 

 

约定 

郑商所： 郑州商品交易所简称 

郑商所深度行情：由郑州商品交易所发布的该所上线交易合约的基本买卖行情和

深度附加行情信息 

接口对象：派生于指定接口的子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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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件说明 

 郑州商品交易所深度行情应用程序接口（ZCELevel2API，下简称 Level2API）

是信息商连接郑商所深度行情发布系统，接收郑商所深度行情的接口。Level2API

由郑商所授权单位发布并提供给深度行情信息商使用。 

 发布的 Level2API 包括如下文件： 

文件名 类型 说明 

ZceLevel2Api.li

b 

导入库 C++导入库，C++开发人员可直接使用 

ZceLevel2Api.dl

l 

动态库 用户使用的行情动态库 

libZceLevel2AP

I.so 

动态库 Linux 版本动态库（64 位） 

ZceLevel2ApiIn

terface.h 

C++头文件 接口定义和函数声明的头文件 

ZceLevel2ApiSt

ruct.h 

C++头文件 接口用到的数据结构头文件 

 

2 接口介绍 

 Level2API 采用面向对象的思想设计开发，向用户暴露的主要有两个类接口

和两个接口函数。两个类接口主要实现与后台发送系统通讯等基本功能；而接口

函数用于创建和释放接口对象。下面将分别对其加以介绍。 

 Level2API 是个多线程应用。接口函数的执行根据用户的使用在用户线程中

执行，而行情数据接收等回调过程都是在接口内部一个单独的线程中执行。也就

是说接口的数据发送和接收在不同的线程中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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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数据类型说明 

 Level2API 的开发采用 C++语言，接口的数据类型说明都是依照 C++数据类

型标准。下面是用到的自定义数据类型： 

typedef  int           ZCEINT4;    //整数，Win32 平台下四字节。 

typedef  unsigned  int   ZCEUINT4;    //无符号整数，Win32 平台下 4 字节 

typedef  unsigned  char  ZCEBYTE;    //无符号字符类型。1 字节 

typedef  double     ZCEFLOAT;  //浮点数类型，8 字节 

typedef  char     ZCECHAR;  //ASCII 字符，1 字节 

另外，对日期时间采用了字符串表示法，共 24 位字符（包括串结束符）。采用的

格式是：YYYY-MM-DD HH:mm:ss.SSS。其中日期和时间之间有空格隔开。 

2.2 类接口 

 Level2API 向用户提供两个类接口。一个接口 IZCEL2QuotClient 是个主动接

口，其各函数功能由 API 内部实现；另一个接口 IZCEL2QuotNotify 是一个用于

接口内部的回调的被动接口，这个接口的各函数需要用户实现，并在创建

IZCEL2QuotClient 接口对象时与其关联起来。下面分别对这两个类接口进行介

绍： 

2.2.1 IZCEL2QuoteClient 接口 

该接口的功能已经被接口动态库内部实现，用户只需要调用接口函数创建对

象即可使用。该接口的函数都是需要用户主动调用的函数。 

该类接口定义如下： 

class IZCEQuotClient 

{ 

public: 

 virtual ZCEINT4 ZCEL2QUOTE_CALL GetAPIVersion()=0; 

 virtual ZCEINT4 ZCEL2QUOTE_CALL SetService(const char* IP,int Por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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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rtual ZCEINT4 ZCEL2QUOTE_CALL ConnectService()=0; 

 virtual ZCEINT4 ZCEL2QUOTE_CALL Login(const 

ZCEL2QuotReqLoginField* UserMsg)=0; 

 virtual ZCEINT4 ZCEL2QUOTE_CALL Logout()=0; 

}; 

接口函数注意事项： 

以上各函数不是线程安全的，用户调用函数时，需要自行处理线程安全问题，

建议在一个线程中调用以上各函数。 

如果各函数参数涉及的数据结构说明和发布的 ZceLevel2ApiStruct.h 文件中

的定义不符，则以 ZceLevel2ApiStruct.h 中定义为准。 

接口函数介绍如下： 

 得到 API 版本号 

ZCEINT4 GetAPIVersion(); 

返回值：使用 API 的版本信息。 

注意事项:该版本信息不是 Level2API 的动态库文件自身的版本，而是内部的一

个编号。 

 设置服务地址 

ZCEINT4 SetService(char * IP, int Port); 

参数：IP 地址是 IPV4 地址，Port 是服务器服务端口号 

参数填写：两个参数都必填。 

返回值：0 表示成功，不成功返回错误码 

说明：本函数可以运行两次，注册两个服务地址，超过两次设置将会返回错误。

注册两个可以进行主备切换。API 在主服务出故障时会选择备用服务连接。 

注意事项： 1，服务一定在调用 ConnectService 函数（见下面介绍）之前设置好。 

 连接服务器,建立通讯链路 

int ConnectService(); 

返回值：0 表示成功。不成功返回错误码 

说明： 本函数建立到服务器的连接，连接失败后续调用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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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录服务 

ZCEINT4 Login(const ZCEL2QuotReqLoginField* UserMsg)=0; 

参数：UserMsg 包含用户信息的登录请求结构指针 

登录请求结构定义如下： 

struct ZCEL2QuotReqLoginField 

{ 

 char UserNo[32];  //用户号 

 char Password[32];  //密码 

}; 

参数填写：参数必填，并且结构体中各个字段必填。 

返回值：0 表示发送登录包成功。不成功返回错误码 

说明： 本函数先建立到主服务器的连接。建立物理连接后，根据用户设置的链

路密钥进行链路协商，协商成功生成链路加密密钥，返回 0，不成功返回错误码。 

注意事项：1，在调用该函数之前必须先设置好服务地址，API 会选择设置的地

址建立连接。 

2, 登录是个异步操作，该函数只是发送登录数据包，登录成功与否以登录回调

返回为准。 

 登出服务 

ZCEINT4 Logout(); 

说明： 本函数登出服务并断开与服务器的连接 

返回值：0 表示发送登出包成功。不成功返回错误码 

注意事项：登出是个异步操作，只是发送登出数据包，登出成功与否以断开连接

回调的返回为准。 

 

2.2.2 IZCEL2QuoteNotify 接口 

 该类接口是 Level2API 事件回调接口。该接口的所有函数都需要用户根据自

身的需要适当实现。用户无需调用该接口中的函数，函数的调用由 Level2API 内

部根据具体事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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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接口的定义如下： 

class IZCEQuotNotify 

{ 

public: 

 virtual void ZCEL2QUOTE_CALL OnRspLogin(const 

ZCEL2QuotRspLoginField& loginMsg)=0; 

 virtual void ZCEL2QUOTE_CALL OnRecvQuote(const 

ZCEL2QuotSnapshotField& snapshot)=0; 

 virtual void ZCEL2QUOTE_CALL OnRecvCmbQuote(const 

ZCEL2QuotCMBQuotField& snapshot)=0; 

 virtual void ZCEL2QUOTE_CALL OnConnectClose()=0; 

}; 

接口注意事项：接口函数可能会在不同的线程中调用。用户应当在实现各个函数

时将其实现成线程安全的。 

接口函数介绍： 

 登录应答 

virtual void OnRspLogin(const ZCEL2QuotRspLoginField& loginMsg); 

参数：loginMsg 包含用户登录返回信息的结构指针。 

登录返回信息的结构定义如下： 

struct ZCEL2QuotRspLoginField 

{ 

 ZCECHAR  UserNo[20];   //用户号 

 ZCEINT4  ErrorCode;   //错误码：0 表示成功 

 ZCECHAR  ErrorText[200];  //错误信息，成功时不返回信息 

 ZCECHAR  TimeStamp[24];  //时间：如 2014-02-03 13:23:45.000 

}; 

说明：如果 ErrorCode 为 0 表示用户登录成功。不然 ErrorCode 代表错误码，

ErrorText 返回错误信息。 

注意事项：函数不能长期阻塞。阻塞该函数就会阻塞接收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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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断开的回调 

virtual void OnConnectClose(); 

说明：当连接断开时，API 自动回调这个函数。用户可以在这个回调中重新连接

服务端并登录。 

注意事项：函数不能长期阻塞。阻塞该函数就是阻塞接收线程。 

 

 收取成交行情 

virtual void __cdecl OnRspRecvSingleQuot(const ZCEL2QuotSnapshotField& 

snapshot)=0; 

参数：snapshot 包含单腿成交行情信息结构的结构。 

成交行情结构定义如下： 

struct ZCEL2QuotSnapshotField 

{ 

 ZCECHAR  ContractID[50];  /*合约编码*/ 

 ZCEBYTE  ContractIDType;  /*合约类型 0->目前应该为 0， 扩充：

0:期货,1:期权,2:组合*/ 

 ZCEFLOAT PreSettle;   /*前结算价格*/ 

 ZCEFLOAT PreClose;   /*前收盘价格*/ 

 ZCEUINT4 PreOpenInterest; /*昨日空盘量*/ 

 ZCEFLOAT OpenPrice;   /*开盘价*/ 

 ZCEFLOAT HighPrice;   /*最高价*/ 

 ZCEFLOAT LowPrice;   /*最低价*/ 

 ZCEFLOAT LastPrice;   /*最新价*/ 

 ZCEFLOAT BidPrice[5];  /*买入价格*/ 

 ZCEFLOAT AskPrice[5];  /*卖出价*/ 

 ZCEUINT4 BidLot[5];   /*买入数量*/ 

 ZCEUINT4 AskLot[5];   /*卖出数量*/ 

 ZCEUINT4 TotalVolume;  /*总成交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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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CEUINT4 OpenInterest;  /*持仓量*/ 

 ZCEFLOAT ClosePrice;   /*收盘价*/ 

 ZCEFLOAT SettlePrice;  /*结算价*/ 

 ZCEFLOAT AveragePrice;  /*均价*/ 

 ZCEFLOAT LifeHigh;   /*历史最高成交价格*/ 

 ZCEFLOAT LifeLow;   /*历史最低成交价格*/ 

 ZCEFLOAT HighLimit;   /*涨停板*/ 

 ZCEFLOAT LowLimit;   /*跌停板*/ 

 ZCEUINT4 TotalBidLot;  /*委买总量*/ 

 ZCEUINT4 TotalAskLot;  /*委卖总量*/ 

 ZCECHAR  TimeStamp[24];  //时间：如 2014-02-03 13:23:45 

}; 

说明：当 Level2API 收到发送端发来的行情时会主动回调该函数。 

注意事项：函数不能长期阻塞。阻塞该函数就会阻塞接收线程。 

 

 收取组合行情 

Virtual void ZCEL2QUOTE_CALL OnRecvCmbQuote(const 

ZCEL2QuotCMBQuotField& snapshot); 

参数：snapshot 接收的包含组合行情信息结构的结构。 

组合行情结构定义如下： 

struct ZCEL2QuotCMBQuotField 

{ 

 ZCEBYTE  CmbType;    /*组合类型 1 -- 跨期, 2 -- 跨品种*/ 

 ZCECHAR ContractID[50];  /*合约编码*/ 

 ZCEFLOAT BidPrice;    /*买入价格*/ 

 ZCEFLOAT AskPrice;    /*卖出价*/ 

 ZCEUINT4 BidLot;     /*买入数量*/ 

 ZCEUINT4 AskLot;     /*卖出数量*/ 

 ZCEUINT4 VolBidLot;    /*总买入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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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CEUINT4 VolAskLot;    /*总卖出数量*/ 

 ZCECHAR  TimeStamp[24];   //时间：如 2008-02-03 13:23:45 

}; 

说明：当 Level2API 收到组合行情时回调该函数。 

注意事项：函数不能长期阻塞。阻塞该函数就会阻塞接收线程。 

2.3 接口函数 

 郑商所深度行情接口函数相对简单，只有如下两个函数组成。一个用于创建

行情接口对象，一个用于释放创建的行情接口对象。 

 创建行情接口对象 

ZCEL2QUOTE_API IZCEL2QuoteClient* ZCEL2QUOTE_CALL 

CreateZCEL2QuotClient(IZCEL2QuoteNotify * notify); 

功能：创建一个 IZCEL2QuoteClient 接口的实际类对象，并返回接口对象的指针。 

参数：IZCEL2QuoteNotify* notify 是指定创建的 IZCEQuotClient 接口子类对象

的指针。该参数不能为空。 

返回值：函数执行成功返回 IZCEL2QuoteClient 接口对象指针。失败则返回空指

针。 

注意事项：参数必须是 IZCEL2QuoteNotify 子类对象指针。并且不能为空。 

 

 释放接口对象 

ZCEL2QUOTE_API void ZCEL2QUOTE_CALL 

DelZCEL2QuotClient(IZCEL2QuoteClient* APIclient); 

功能：释放使用上述 CreateZCEL2QuotClient()函数生成的 IZCEL2QuoteClient 接

口对象。 

参数：APIclient 是 IZCEL2QuoteClient 对象指针。 

注意事项：参数必须是上述的 CreateZCEL2QuotClient 函数返回的非空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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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样例 

 Level2API 使用简单，主要包括两大部分。第一是 IZCEL2QuoteNotify 接口

的实现，第二是 IZCEL2QuoteClient 接口对象的生成和使用。大致如下过程： 

 从 IZCEL2QuoteNotify 派生子类 

 生成 IZCEL2QuoteClient 接口对象 

 使用 IZCEL2QuoteClient 接口的方法进行业务操作 

 设置服务地址 

 连接服务 

 登录深度行情服务 

 接收行情推送 

 退出登录 

 删除各个接口对象 

 退出应用 

下面是使用接口的一个大致样例。（只是演示如何使用接口，不考虑具体应用） 

//从 IZCEQuotNotify 派生事件回调类 

class EventNotify: public IZCEL2QuoteNotify 

{ 

public: 

 //重写各个接口函数 

 void ZCEL2QUOTE_CALL OnRspLogin(const ZCEL2QuotRspLoginField& 

loginMsg) 

 { 

  if(loginMsg->ErrorCode==0) 

{ 

   cout<<"登录成功！"<<endl; 

  } 

  else 

   cout<<"登录失败！"<<en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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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oid ZCEL2QUOTE_CALL OnRecvQuote(const ZCEL2QuotSnapshotField& 

snapshot) 

 { 

  cout<<"收到行情数据"; 

  cout<<snapshot.HighPrice; 

  ... //其他处理 

 } 

 void ZCEL2QUOTE_CALL OnRecvCmbQuote(const 

ZCEL2QuotCMBQuotField& snapshot) 

 { 

  cout<<"收到组合行情"; 

  cout<<snapshot.ContractID; 

  ... //其他处理 

 } 

 void ZCEL2QUOTE_CALL OnConnectClose() 

 { 

  cout<<"链路连接断开"; 

  //用户可以在这个回调中标志位为断开状态，不要直接在本回调中续连 

 } 

}; 

IZCEL2QuoteClient* QClient; //将对象指针定义为全局变量，为了在上面类中访

问。 

//在主函数中 

int main() 

{ 

 EventNotify * EN=new EventNotify();   //必须先创建事件对象，下面要用到 

 QClient = CreateZCEL2QuotClient(EN);  //创建行情接口对象 

 if(!QClient) return;   //创建不成功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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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Client->SetService("196.168.255.44",2222);   //设置服务 

 

 if(QClient->ConnectService()!=0) return;   //连接服务 

 

 struct ZCEL2QuotReqLoginField LF; 

 sprintf(LF.UserNo,"000001"); 

 sprintf(LF.Password,"123456"); 

 if(QClient->Login(&LF)!=0) return;     //登录 

  

 // 根据登录回调选择相应的动作等待或者做其他操作 

 ...... 

 QClient->Logout(&LoutF);   //退出登录 

 Return 0; 

} 

4，附件 

4.1，错误码 

错误码 意义 

0 成功 

1 连接服务器失败 

2 启动数据接收失败 

3 登录结构指针为空 

4 初始化网络环境失败 

5 不能设置更多的服务器地址 

6 未设置服务地址 

7 服务器连接关闭 

8 链路协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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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数据发送失败,可能连接未建立 

10 登录失败，用户名或密码错误 

11 登录失败，超出最大允许登陆数 

12 连接已经存在或者正在连接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