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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APOD 、接入点、终端类型 
按需接入点（APOD）旨在让用户创建配置型彭博接入点（您的电脑安装的彭博软件），无需彭博客户

代表的协助。   

根据具体的连接类型（彭博路由器或互联网），将要求不同的验证方法。 

APOD 
 按需接入点（Access Point On Demand，简称APOD）让您可以独立创建配置型彭博接入

点，而无需与彭博联系。

 对一台与彭博提供的路由器/电路（也称“专用IP”）有连接的电脑，APOD可以被快速建立而无

需验证（如用户名/密码或B-Unit屏幕同步），并根据预设获授权的交易功能。

如果彭博路由器被不止1家公司共享，将会要求用一个彭博登录名来创建APOD（请见第10页附

注）。

 至于与彭博路由器无连接（例如互联网连接）的电脑，则要求一个有效的“彭博自由型”登录

名、密码和B-Unit屏幕同步。按照预设，APOD的创建不含交易功能。

 “连接向导”（CONN <Go>）的“接入点”标签页可以用来创建一个独立的彭博按需接入点

（APOD）。

接入点 

 彭博接入点是彭博软件的免费安装，仅限于彭博自由型用户使用，并要求在安装前向彭博提出

申请。这可能要求、也可能不要求签署一份合约，取决于进入交易功能的需要而定。

http://intnyweb05.adprd.bloomberg.com:8080/confluence/display/BDIC/Bloomberg+Any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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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有用信息 

 欲审核电脑是否符合推荐的支持彭博软件和硬件的规格，请至www.bloombergsoftware.com
查阅必要的文件和其他技术规格（滚动至文件、PC 要求部分）。

中国大陆用户请至https://www.bloombergchina.com/support/software-updates/。

 检查您的桌面是否有彭博图标。( 请见图3)
如果您的电脑桌面上没有彭博图标，请进到下一步软件下载。

如果有，请双击该图标。如果彭博应用程序已经启动，彭博服务会启用，您就可以进行登录。如果
彭博应用程序未启动，您需要重新设立APOD。

 彭博自由型的用户可以在多个电脑上创建 APOD。

 每个工作站/电脑只能有一个APOD/接入点。

 彭博APOD/接入点设有自动到期。

如果久未登录，序列号将会在下列时间范围内自动到期，而您则需要设立新的APOD/接入点。自

动到期

30天 = 互联网连接

60天 = 路由器连接/专用IP

 我们鼓励非彭博自由型的用户与其客户代表联系转换至彭博自由型，从而享用这一服务的优越性。

 彭博软件基于Windows，不支持Macs。如果MAC运行的是Windows操作系统，即可安装彭博软
件。

http://www.bloombergsoftware.com/
https://www.bloombergchina.com/support/software-up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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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关于软件安装的详细说明，请查阅http://www.bloombergsoftware.com网站Documentation（文件）

部分的“Software Installation Guide”（软件安装指南）。 

中国大陆用户请至https://www.bloombergchina.com/support/software-updates/网站

的“Documents”（文件）部分。 

按需接入点创建步骤

步骤1： 

从彭博网站下载彭博专业软件的最新版本：http://www.bloombergsoftware.com, 中国大陆用户请

至https://www.bloombergchina.com/support/software-updates/。 
请点击写有“新安装”(New Installation)的选项。 
我们建议您将应用程序保存至您的电脑桌面，然后运行应用程序以完成安装。 

http://www.bloombergsoftware.com/
https://www.bloombergchina.com/support/software-updates/
http://www.bloombergsoftware.com/
http://www.bloomberg.com/professional/documentation/
https://www.bloombergchina.com/support/software-up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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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步骤3： 
选择“退出”（Exit），下列彭博图标将会显示在您的桌面上。 

图3 

按需接入点创建步骤 
步骤2： 
在安装向导的各步骤中点击“接受”（Accept）和“OK”（使用预设设定），直至下列屏幕显示。此为确

认彭博软件已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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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按需接入点创建步骤 

步骤4： 
双击彭博图标，“连接向导”窗口将会自动启动到“序号”标签页。一旦安装后，“连接向导”窗口也可以从

彭博应用程序键入CONN<GO>来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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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a. 

b. 

检查您的“连接简介”部分，确认您的彭博连接方式是正确的。专用IP或互联网。 如
果需要更改，请确保点击“确认”以保存设定。 

如果您的工作站使用代理服务器，您就需要在“设定”标签页中勾选“通过  SOCKS 5 
代理服务器连接”，输入代理服务器的IP地址，并点击确认”以保存设定。 完成之后，请进到步骤6。 

c. 如果您的工作站没有通过代理服务器连接，请保留默认设定并转到步骤6。

按需接入点创建步骤 
步骤5： 
选择“设定”标签页，下列屏幕将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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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 

嵌入的网页就会通过专用IP（若检测到彭博路由器）或通过互联网（若未检测到彭博路由器）与彭博通

讯。在此过程中,“OK”按钮为非活跃状，可能长达15秒钟才完成。如果您通过专用IP连接，请继续进到

步骤7。如果您通过互联网连接，请转至步骤8。 

按需接入点创建步骤 

步骤6： 
选择“接入点”标签页，以下窗口就会出现： 

 关于交易产品（交易）功能的重要消息： 

 如果在探测到彭博路由器的情况下，APOD在创建时就会带有交易产品功能。

 如果在没有检测到彭博路由器的情况下，APOD在创建时就不会带有交易产品功
能。

 关于交易产品的授权请参见本文件末尾的APOD管理员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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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按需接入点创建步骤 
步骤7: 
当鉴定专用IP连接之后，系统将完成APOD的安装而无需验证。 关于交易产品功能的重要消息： 

 如果在探测到彭博路由器的情况
下，

APOD在创建时就会带有交易产品功能。 

 (APOD)在创建时就不会带有交易产品功如果在没有检测到路由器的情况下，按需接入点

能。 

 关于交易产品的授权请参见本文
件末尾的

APOD管理员部分。 

通过专用IP联机的重要注意事项： 

 如果APOD 检测到与彭博路由器相关的多个公司，系统会要求输入用户登录名。此登录名

可以为客户号码下所列任何登录名。不需要用B -Unit进行登录验证。这是为了能让APOD
以创建者的登录名在同一账户进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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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步骤9: 
用户然后会看到有三个选项的提示指令： 

1) 选项1：进行B-Unit屏幕同步操作并输入B-Unit代码（如图9所示）

2) 选项2：如果闪动图标不出现，用户可以选择Click here “If the B-Unit Flasher does not 
display”并与闪动方框进行同步（如图10所示）。

3) 选项3：如果用户没有B-Unit或者遇到B-Unit有技术故障，他们可以选择Click here “if you are 
unable to get the B-Unit code”（如图11所示）

  图9   图10     图11 

按需接入点创建步骤 

步骤8: 
当建立一个互联网的连接点后，彭博自由型用户用已登记过B - Uni t输入他们的登录名/密码， 
然后选择“登录”(Log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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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如果用户此时不能使用所显示的电话号码，请选择“如果不能通过上面的号码联系到您，请点击这里”，这

样将允许用户要求您回电，并生成一个含有参考号码记录单以便彭博客服代表跟进联系。（请见图13与

14） 

按需接入点创建步骤 

通过点击图11所示四选项中的任何一项，用户可以发送一条手机短信或自动语音电话验证以继续进行AP 
OD的设立（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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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 

图14 

按需接入点创建步骤 

如果用户可以接收手机短信或自动语音电话，他们应该在下图所示的黄色栏目中输入发送给他们的代码

（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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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此刻，用户将被要求使用其登录名、密码以及B-Unit像平常一样登录到彭博 

按需接入点创建步骤 

如果您申请了回电（图12），当参考号码生成后彭博代表将会与您联系。点击“点击此处返回APOD登

录页面”链接以设立APOD。  
输入验证代码后（在2分钟内），下列彭博窗口将会出现。 
选择“OK”进行连接并启动彭博应用程序（见图 15）。  

关于添加您的移动电话号码进行自我验证的重要提示

 欲更新您档案中的手机号码以便利用SMS短信或IVR验证功能，请与全球客户服务人员联

系，或运行CTOC<GO>以要求给您回电。

 全球客服联系号码列表可通过输入GCSN<GO>来查找，或在

www.bloombergchina.com 网页下方“联系我们”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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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测试 - 演示安装 

对正在为用户创建一个APOD的技术人员来说，您可以使用演示安装程序以测试下列彭博功能。 

1) 软件更新

2) 键盘测试

3) PDF下载

4) 彭博视频/音频

5) 彭博API
6) 彭博智能客户端

7) 网站访问

8) 打印

从1-彭博窗口，请按Esc键，请输入：“TOUR INSTALL”并按<Enter>键 
系统将会以TOURINST作为用户名来登录。演示安装的语言选项页会显示，请选择语言以继

续。 

请手动运行每一个步骤。 

测试过程中所要求的任何功能都将在2-彭博屏幕上运行。 
如果一个测试失败，请更正该问题并重新测试，直至每个测试都已进行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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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解答

问：我从哪里下载“彭博专业服务”软件? 

答：请从www.bloombergsoftware.com下载“Terminal - New Installation”（终端-新安装）文件 。 中国

大陆用户，请至https://www.bloombergchina.com/support/software-updates/。 

问：我如何安装软件? 

答：请查阅http://www.bloombergsoftware.com网站Documentation（文件）部分的“Software Installa 
tion Guide”（软件安装指南）。 
中国大陆用户，请至https://www.bloombergchina.com/support/software-updates/网站

的“Document”（文件）部分。 

问：我创建了APOD，但它不能连接怎么办? 

答：请查阅https://data.bloomberglp.com/professional/sites/4/Transport_Security_Specification_61.pdf 
（文件）部分的“传输与安全技术规范”（Transport and Security Specifications）。 中国大陆用户，请

至 https://www.bbhub.io/software/sites/2/2016/06/Transport_Security_Specification _6 
1.pdf 网站的“Document”（文件）部分。

问：是否有故障检测的常见问题解答页面? 

答：有。请查阅http://www.bloombergsoftware.com/faq/网站的“FAQ”（常见问题解答）部分。 
中国大陆用户，请至http://www.blpprofessional.com/faq/。 

问：我是一名技术人员，但没有登录名。有没有测试登录可让我用来测试软件? 

答：有的。在1-彭博窗口，请按 Esc键并输入“Tour Install”，然后按<Enter>键，这样可帮您测试 “彭博

专业服务”的一些功能，包括软件更新、键盘的类型、彭博视频/音频、API、智能客户端、网站接入及

打印。 

http://www.bloombergsoftware.com/
https://www.bloombergchina.com/support/software-updates/
http://www.bloombergsoftware.com/
http://www.bloomberg.com/professional/documentation/
https://www.bloombergchina.com/support/software-updates/
https://data.bloomberglp.com/professional/sites/4/Transport_Security_Specification_61.pdf
https://www.bbhub.io/software/sites/2/2016/06/Transport_Security_Specification_61.pdf
https://www.bbhub.io/software/sites/2/2016/06/Transport_Security_Specification_61.pdf
https://www.bbhub.io/software/sites/2/2016/06/Transport_Security_Specification_61.pdf
http://www.bloombergsoftware.com/faq
http://www.blpprofessional.com/faq/
https://data.bloomberglp.com/professional/sites/4/Transport_Security_Specification_6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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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OD管理员 

接入按需接入点（APOD<Go>）是一个功能，允许授权的管理员在其公司或账户内启动并关闭所有

APOD、接入点及移动设备的交易产品/交易系统功能。 
您公司的监管官员将需要与彭博公司联系以指定授权的APOD管理员；该（这些）用户还必须同样是 
彭博自由型用户。 

经授权后，APOD管理员需要以电子方式接受APOD协议条款（每名APOD管理员只需在最初接入时接

受一次）。接受条款后，管理员将被授权更新APOD接入交易产品功能的使用权限。 

APOD管理员可以从任何彭博终端运行APOD<GO>功能。 

APOD主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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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OD管理员 

1) APOD I<GO> 显示您已建立的APOD

此选项/页面显示所有由运行APOD I的用户建立的APOD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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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OD管理员 

2) APOD F<GO> 显示由您公司的用户创建的接入点

此选项/页面显示所有公司号码中不同账户所创建的APOD、接入点及移动设备的列

表

 TP（最右边的列） 表示交易系统功能（ Transactional Products）。 
Y = 是，表示已启动交易产品（交易系统功能）。

N = 否，表示未启动交易产品（交易系统功能）。

 Conn（连接类型）

RTR = 路由器/专用IP(PIP)连接

INET = 互联网连接

 Show
All = 显示所有APOD及移动设备

APOD = 由用户创建的终端序列号，不含彭博订单号

Access Point = 由用户创建的终端序列号，含彭博订单号

Mobile Device = 通过移动设备（iPad）接入彭博终端

3) APOD SN <GO> 按终端序号查找接入点

按序列号检索APOD/接入点。

序列号在按下“取消/退出”键后显示于任何彭博屏幕的左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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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OD管理员

4) APOD SID <GO> 按终端SID查找接入点

按SID查找APOD/接入点。

SID号码在按下“取消/退出”键后显示于任何彭博屏幕的右下方或SID报告中

5) APOD D <GO> 查阅APOD设定步骤相关文章

以用户预设的语言设定打开该文件的链接。

6) APOD AL <GO> 显示您公司的APOD管理员

 这会显示所有APOD管理员列表，他们都已获授权以启用/停用APOD/接入点的交易产品/交

易系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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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OD管理员 

7) APOD M <GO> 按ID查找移动设备

按移动ID（以“M”打头）检索移动设备。

移动ID（也称为MDID）位于iPad上彭博自由型（Bloomberg Anywhere）应用的信息说明部

分。

8) APOD N<GO> 管理APOD通知

在此页面，APOD管理员可以选择在有互联网连接创建APOD时，接收通知。通知频率可以在“立
即” 至“每日”间调整，并可设定一个接收通知的首选时间。



22 

APOD管理员 

9) APOD U<GO> 授权/停止您公司的用户使用交易产品

APOD管理员可以按用户授权使用交易产品功能，在该用户通过生物识别登录的任何已配置终端

上进行均可。

同时也可以在用户跳过生物特征验证登录时授权其使用交易产品功能。

选择或查询用户，然后下列屏幕会显示： 

选项1)“Allow Trans. Products”（允许交易产品） 授权用户使用交易产品功能，无论用户所登录的

终端是否已授权使用交易产品功能。 

选项2)“Allow Override Trans. Products”（允许覆写登录启用交易产品）在用户跳过生物特征验

证登录时授用户使用交易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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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OD管理员

当您找到您想更新的序号-SID号码后，如何启用/停用APOD的交易产品/交易系统功能呢？ 

 点击95 <GO>允许或封锁交易产品/交易系统功能。下列屏幕会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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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OD管理员

 点击96 <GO>查阅所有对APOD的交易产品/交易系统功能进行变更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