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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商品交易所五档行情DataFeed 介绍

在易盛托管机房或通过郑商所专线，可以接收郑州商品交易所五档行情。

郑州商品交易所五档行情的特点：

发布频率：每秒4次
主要行情信息：

• 买一到买五，卖一到卖五的深度行情价格与数量
• 开盘价、最高价、最低价、最新价
• 总成交量、持仓量
• 收盘价、结算价、均价
• 历史最高价、历史最低价
• 涨停价、跌停价
• 委卖总量、委卖总量
• 昨结算价、昨收盘价、昨持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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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方式介绍

TCP API 组播

接入位置 托管机房局域网或交易所专线 托管机房局域网

特点
连接稳定，数据不丢失。
需要通过特定API。

速度快。
公开的二进制描述文档，自主解析。
可能会有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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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P API 使用说明

开发语言：C++

运行环境：

 Windows 32位

 Linux 64位

接口介绍

文件 说明

ZceLevel2ApiStruct.h 登录及详细行情字段定义

ZceLevel2ApiInterface.h API接口

ZceLevel2Api.lib

ZceLevel2Api.dll
Windows动态库

libZceLevel2API.so Linux动态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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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P API 使用说明 接口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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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P API 使用说明 接口介绍-连接与登录

创建API实例

设置行情服务器地址（可设置两个）

连接服务器（同步调用）

登录服务器

接收行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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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P API 使用说明 接口介绍-数据定义



Page  11

TCP API 使用说明 接口介绍-数据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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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P API 使用说明 代码示例

完整代码示例：https://github.com/EsunnyAPI/zcel2api_demo

//创建notify 实例
ZCEL2Quote notify;

//创建ZCEL2QuotClient实例
IZCEL2QuoteClient* pZCEL2QuoteClient = CreateZCEL2QuotClient(&notify);

if(NULL == pZCEL2QuoteClient)

{

cerr << "ZCEL2API创建失败" <<endl;

return -1;

}

//查看版本信息
cout << "ZCEL2API Version:" << pZCEL2QuoteClient->GetAPIVersion() << endl;

ZCEINT4 iErr = ZCEErrCode_Success;

//设置服务器IP

iErr = pZCEL2QuoteClient->SetService(IP, PORT);

if(ZCEErrCode_Success != iErr)

{

cerr << "SetService Err: "<< iErr << endl;

return -1;

}

//建立连接
iErr = pZCEL2QuoteClient->ConnectService();

if(ZCEErrCode_Success != iErr)

{

cerr << "ConnectService Err"<< endl;

return -1;

}

//登陆
ZCEL2QuotReqLoginField stUserMsg;

memset(&stUserMsg, 0, sizeof(stUserMsg));

strcpy(stUserMsg.UserNo, USERNAME);

strcpy(stUserMsg.Password, PASSWORD);

iErr = pZCEL2QuoteClient->Login(&stUserMsg);

if(ZCEErrCode_Success != iErr)

{

cerr << "Login Err: "<< iErr << endl;

return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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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播接入说明

文档/程序 说明

《易盛极星系统行情组播接入说明》 开发指南，行情组播架构与行情数据的二进制描述。

《组播客户部署指南》 托管机房内组播相关网络设置指南。

《组播转发环境说明》 具体的组播服务地址。

multicast 组播接收测试程序

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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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系统

组播接入说明 组播行情架构

实时行情 恢复行情

备用系统

实时行情 恢复行情

局域网

客户主机

 主、备两套系统

 每套系统有实时、恢复两个行情服务

 客户通过局域网接收组播行情

 主备系统完全独立

实时行情

恢复行情

盘中行情变化合约的全文行情

定时推送所有合约的全文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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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播接入说明 数据定义-数据包结构

 每个 Package 可能有多个 Message， Message 个数在 Package Head 中定义，
Package Head 中的 Package Size 不包括 Package Head 的长度。

 Message 的具体类型由 Message Head 中的 MsgType 指定，
MessageSize 不包括 Message Head 的长度。

 单个Message不会跨越两个Pac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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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播接入说明 数据定义-Package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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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播接入说明 数据定义-Message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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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播接入说明 数据定义-详细行情消息定义

详细行情消息定义，参见：

《易盛极星系统行情组播接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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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播接入说明 数据定义-特别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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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播接入说明 代码示例

int m_socket;

struct sockaddr_in m_localaddr;

struct ip_mreq m_mreq;  

// Create socket

m_socket = socket (AF_INET, SOCK_DGRAM, 0); 

if (m_socket < 0)

{          

return -1;

} 

// Set reuse

int reuse = 1;

if (-1 == setsockopt(m_socket, SOL_SOCKET, SO_REUSEADDR, (char*)&reuse, sizeof (reuse))) {

return -2;

}

// Bind

int socklen = sizeof (struct sockaddr_in); 

memset (&m_localaddr, 0, socklen); 

m_localaddr.sin_family = AF_INET;

m_localaddr.sin_port = htons (groupPort); // localPort == groupPort

#ifdef linux

inet_pton(AF_INET, groupIP.c_str(), &m_localaddr.sin_addr);  // linux, groupIP

#else

inet_pton(AF_INET, localIP.c_str(), &m_localaddr.sin_addr);  // windows, localIP

#endif

if (bind(m_socket, (struct sockaddr *) &m_localaddr,sizeof (struct sockaddr_in)) == -1)

{      

return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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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播接入说明 代码示例

// Init mreq

memset(&m_mreq, 0, sizeof (m_mreq));

inet_pton(AF_INET, groupIP.c_str(), &m_mreq.imr_multiaddr.s_addr);

if (0 != localIP.compare("0.0.0.0"))

{

inet_pton(AF_INET, localIP.c_str(), &m_mreq.imr_interface.s_addr);

}

//Join Group

setsockopt(m_socket, IPPROTO_IP, IP_ADD_MEMBERSHIP, (char*)&m_mreq, sizeof (m_mreq));

// Leave Group

setsockopt(m_socket, IPPROTO_IP, IP_DROP_MEMBERSHIP, (char*)&m_mreq, sizeof (m_mr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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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播接入说明 网络部署与验证

位置：主机必须在托管机房局域网内

网卡：万兆多模光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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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播接入说明 网络部署与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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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确认是否丢包

怀疑组播行情出现丢包时，建议检查以下两点，进行确认：

1）确认对行情包的解析是否有遗漏。
每个Package中可能有多个Message。

2）确认包序号是否连续
Package的Header中，有SeqNum，记为包序号。
MsgCount 表示该Package中Message的个数。

包序号严格递增，定时重置。

包序号增长规则为：

SeqNum[N+1] = SeqNum[N] + MsgCount [N]

SeqNum MsgCount

10052 1

10053 3

10056 2

10058 1

10059 2

10061 2



Page  27

常见问题

会员系统（不管是易盛还是CTP）连接ZCE行情前置的时候，交易所根据接入时间进行切片。

哪个连接先取到刚刚成交的变化是随机的。

不可能出现一个连接始终比另一个连接更早取到行情。

行情快照时间戳

0.000          0.250          0.500          0.750          1.000         1.250         1.500          1.750          2.000  2.250  

0.100          0.350          0.600          0.850          1.100         1.350         1.600          1.850          2.100  2.350  

time

连接A

连接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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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由于ZCE推送的Level2行情分两部分推送，第一部分是成交信息和1档行情，第二部分是订单簿（1-5档）。

在这以下三个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会出现时间戳相同的行情有两次的情况：

 1.成交量有变化

 2.一档行情无变化

 3.深度（2-5档）行情有变化

这种情况目前无法避免。

相同的时间戳出现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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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易盛官网：http://www.esunny.com.cn/

启明星API开发者交流QQ群：253509842

http://www.esunny.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