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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文档是深证信互联网行情服务系统客户端网关（MDC）的用户手册，主要介绍行情

系统用户客户端网关的安装、配置、运行和维护等方面的操作功能。

1.1.定义

名称 说明

AMD 深证信极速行情系统

MDS Market Data Service，行情数据分发服务端

MDC Market Data Client，行情客户端网关

CFS Configuration File Server，登录鉴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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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软件概述

2.1.软件的结构

登录鉴权服务

CFS

行情服务端

MDS
行情服务端

MDS
行情服务端

MDS

行情客户端 MDC

daemon

mc

行情应用系统 1

行情应用系统 2

行情应用系统 n

行情客户端 MDC

daemon

mc

行情应用系统 1

行情应用系统 2

行情应用系统 n

图 1 用户客户端

MDC 用户客户端对外负责与深证信服务器建立连接，获取行情数据；对内向客户应用

系统提供数据接口；

通过 MDC 客户端，深交所行情互联网接入服务对客户提供多种数据及不同接入方式，

如下。

行情内容 接口格式

深市 L1 Binary

API（Binary）

DBF

沪市 L1 API

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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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证指数

2.2.支持的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 说明

Windows Windows 2008 及以上 64 位系统

Linux Redhat/CentOS 6.7/7.2 及以上 64 位系统

2.3.浏览器

MDC 的配置及监控通过浏览器实现。为了更好的使用体验，建议使用 chrome 浏览器。

（其他浏览器可能存在未知的兼容性问题）

3. MDC 安装

3.1.Linux 版 MDC 客户端安装

3.1.1. 解压 MDC 客户端安装包

将安装包上传到服务器用户目录，解压安装包。

此步骤及后续安装步骤中所有命令请在同一个用户下执行，否则可能引起系统报

“Operation not permitted”的错误。

解压命令如下：

$tar -zxvf install_AMD_szsi_mdc_gcc-4.8.5_RedHat-7.2_V1.2.2.190818-

rc1.5_20190817-193338.tar.gz

解压后，有以下三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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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修改 MDC 客户端安装配置

进入安装包路劲，修改配置文件 install.json，命令如下：

$ vim install.json

配置文件如下所示：

{

"RunDir": "../",

"LocalIp": "0.0.0.0",

"MDCInstanceName": "MDC_1_1_1",

"CFSInfo":

[{

"ip": "0.0.0.0",

"port":0000 ,

},

{

"ip": "0.0.0.0",

"port":0000 ,

}],

"MDCUser": "user",

"MDCPassword": "password"

}

红色标记是需要修改的配置项:

（1）RunDir，请填写 MDC 客户端安装的路径。

（2）LocalIP，请填写 MDC 客户端安装所在服务器的本机 IP（网络属性中展示的 IP）。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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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C 客户端是通过公网与服务端进行连接，则需提前在网络层面做好本机 IP 与公网 IP 的映

射即可。

（3）MDCInstanceName，请填写 MDC 实例的名称，也可不修改，采用默认名称。

（4）CFSInfo 下，需将两组 ip 和 port 改成有效值，如只有一组或多组，可自行将[]内的

内容进行增加和删除,{}为一组。

（5）MDCUser，填写分配的 MDC 用户名。

（6）MDCPassword，填写 MDC 用户名对应的密码。

3.1.3. 安装 MDC 客户端

在安装包的解压目录下，执行命令如下：

./install

执行命令后，最后一行出现“Finish Init!”，说明 MDC 安装成功。否则，请根据报错信息，

对配置文件中的配置项进行修改。

安装后 MDC 程序目录结构如下：

序号 文件/目录名称 说明

1 {RunDir}/MDC/ 该目录下放置的是深交所行情互联网接入服务（二期）接入客户

端程序

2 bin/ 接入客户端程序目录

3 etc/ 配置文件目录

4 lib/ 接入客户端使用的动态库文件目录

5 log/ 日志目录

6 data/ 静态文件目录（默认），可在前端界面修改

7 web/ 接入客户端前端页面目录

8 status.sh 查看接入客户端各组件是否启动的执行脚本

9 revision 接入客户端被打包时用到的文件，使用者无需关注

10 reboot-daemon.sh 启动客户端监控进程的执行脚本

11 stop.sh 停止客户端（整体）的执行脚本

12 reboot-mc.sh 启动客户端 http 服务端的执行脚本

13 start.sh 启动接入客户端（整体）的执行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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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启动 MDC 客户端

在安装目录/MDC 目录下，启动命令如下：

./start.sh

执行脚本成功后，使用“ps -ef | grep mdc”命令查看 MDC 客户端进程，若存在以下两个

进程，则说明 MDC 启动成功。

3.2.Windows 版 MDC 客户端安装

3.2.1. 解压 MDC 客户端安装包

将 MDC 安装包例如：AMD_szsi_mdc_msvc-14.0_Windows_V1.2.5.190818-

rc1.5_20190817-193021.zip 上传到 windows 服务器安装目录下，右键解压安装包并更改解

压目录名称（由于原目录名称较长，不修改可能会导致后续步骤报错）。

解压后安装包中包含文件如下：

3.2.2. 修改 MDC 客户端安装配置

配置文件在解压包目录下，名称为 install.json，使用编辑工具打开配置文件，内容

如下：

配置文件如下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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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Dir": "../",

"LocalIp": "0.0.0.0",

"MDCInstanceName": "MDC_1_1_1",

"CFSInfo":

[{

"ip": "0.0.0.0",

"port":0000 ,

},

{

"ip": "0.0.0.0",

"port":0000 ,

}],

"MDCUser": "user",

"MDCPassword": "password"

}

红色标记是需要修改的配置项:

（1）RunDir，请填写 MDC 客户端安装的路径,不能包含中文。如果输入绝对路径，由于

Windows 系统直接复制的路径中包含的“\”程序无法读取，所以需要将每个“\”改为“\\”

或“/”。

（2）LocalIP，请填写 MDC 客户端安装所在服务器的本机 IP（网络属性中展示的 IP）。若

MDC 客户端是通过公网与服务端进行连接，则需提前在网络层面做好本机 IP 与公网 IP 的映

射即可。

（3）MDCInstanceName，请填写 MDC 实例的名称，也可不修改，采用默认名称。

（4）CFSInfo 下，需将两组 ip 和 port 改成有效值，如只有一组或多组，可自行将[]内的

内容进行增加和删除,{}为一组。

（5）MDCUser，填写分配的 MDC 用户名。

（6）MDCPassword，填写 MDC 用户名对应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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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安装 MDC 客户端

在安装包的解压目录下，找到 install.exe，双击执行后，最后一行出现“Please input any

key to finished!”，说明 MDC 安装成功。否则，请根据报错信息，对配置文件中的配置项

进行修改。

安装后 MDC 程序目录结构如下：

序号 文件/目录名称 说明

1 {RunDir}\MDC\ 该目录下放置的是深交所行情互联网接入服务（二期）接入客户端程序

2 bin\ 接入客户端程序目录

3 etc\ 配置文件目录

4 tools\ 预留目录，存放客户端需要使用的工具

5 web\ 接入客户端前端页面目录

8 data\ 静态文件目录（默认），可在前端界面修改

9 log\ 日志目录

10 run-all.bat 启动接入客户端（整体）的执行脚本

11 run-deamon.bat 启动客户端监控进程的执行脚本

12 run-mc.bat 启动客户端 http 服务端的执行脚本

3.2.4. 启动 MDC 客户端

进入 MDC 的安装目录/MDC 目录下，找到 run-all.bat 脚本，双击该脚本

出现如上图所示信息，说明启动成功

注意:首次启动可能报错，如果报“计算机中丢失 VCRUNTIME140.dll....”，先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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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C/tools 目录下的程序

4. MDC 配置

通过 IP（MDC 所在服务器的本地 IP）和 9000 端口(以 http://10.0.0.11:9000 为例)可

以访问 MDC 客户端 Web 端页面，登录界面如下：

登录客户端管理界面的用户名和密码初始化为 admin/123456。登录进入系统后，可以

修改密码。

登录进入系统后，可以点击右上角的 图标来修改密码，新密码的长度必须为 8-16

个字符，且密码必须包含数字，字母和特殊字符。如下图所示：



深交所行情互联网接入服务（二期）

第 13 页 共 30 页

修改密码后，也可以点击右上角的 图标点击“重置密码”按钮来重置密码，点击确

认后，登录的密码将被重置为 123456。

4.1.启用/停用 MDC 实例

注：使用 install.exe 方式安装的 MDC，可直接启动实例。若需修改配置，则参考下面

说明.

完成 CFS 服务配置、MDC 实例的信息配置，以及 MDC 实例下对应的各行情源配置后，点

击【配置】页面左侧边栏上，MDC 实例标签上的开关按钮，即可切换启用/停用状态。请注

意，只有 MDC 处于停用状态时，才能对 MDC 实例、流行情源、文件行情源、静态文件的配置

进行修改。

启用 MDC 实例后，MDC 实例在未跟上游建立连接前，状态图标会显示为红色，并提示与

上游连接失败，等 MDC 实例与上游成功建立连接后，状态图标会变为蓝色，此时可至【监控】

页面查看各项监控指标。如果状态图标一直是红色，且提示了具体的报错，请根据“常见问

题与解答”中相关条目来进行分析应对。如果当前处于非工作时间段，则状态图标会变成黄

色。

4.2.配置 CFS 服务

进入配置界面，在界面上方检查上游 CFS 服务的 IP 地址和端口，该 IP 地址和端口是

MDC 连接深证信服务端所需要的 IP 地址和端口，由 CFS 组件提供该连接服务。可以配置多

个 CFS 服务，CFS 配置信息由深证信提供。当配置多个 CFS 服务后，MDC 会选择其中的一个

CFS 服务连接上游。当该 CFS 服务出现故障时，将会自动切换到另外一个 CFS 服务。如下图

所示：



深交所行情互联网接入服务（二期）

第 14 页 共 30 页

如需新增/修改/删除 CFS 配置信息，点击最右侧的【配置】按钮，进入操作弹窗界面，

如下图所示：

4.3.修改 MDC 实例

登录进入系统后，若 MDC 未启用，可以修改 MDC 实例。点击 MDC 实例标签上的修改图标，

可以进行如下配置项的修改。

【可用服务器】：默认值，不可修改。当进入 MDC 的工作时间段内，守护进程将会自动启动

该 MDC 实例。且在工作时间段内，若 MDC 实例异常停止工作或者退出，守护进程会重启该

MDC 直至成功启动。

【MDC 实例名】：不能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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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C 状态】：不能修改，展示当前状态为启用/停用。

【上游 CFS 服务】：只展示，不可修改。如需修改需要到配置页面上方进行修改。

【工作时间段】：默认工作时间段为 8:00-18:00。可以进行修改。

【用户名】：该 MDC 实例连接深证信服务端所使用的用户名，由深证信提供。

【密码】：和用户名相对应，用于连接时的校验。

当 MDC 处于停用状态时，点击删除图标，可以删除成功。如果 MDC 处于启用状态时，不

允许删除该实例。

4.4.配置行情源

该功能是配置为下游 VSS/API 提供相应的行情源/静态文件。

当新增 MDC 成功后，会自动展示系统所支持的所有的流行情/文件行情/静态文件（但不

是所有的行情源/静态文件该 MDC 都有权限进行接收和下发），且默认均为启用状态。

当 MDC 实例为启用状态时，无法修改配置。若需要修改配置，需先将 MDC 实例停用。

选中单个行情源/静态文件时，可以点击“修改”按钮；选中多个流行情源/静态文件时

（必须为同类型），“修改”按钮变为“批量修改”按钮，可以对多条记录的共性字段进行

修改。

1. 配置流行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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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该流行情源对应的市场。

【输出行情源】：该行情源 ID。

【启用状态】：是否向下游启用该流行情源。

【IP 地址】：该 MDC 提供该行情源所对应的 IP 地址，即为 MDC 本身的 IP 地址。默认为

127.0.0.1，如下游 VSS 或 API，不与 MDC 在同一台机器，则需改成服务器的本机 IP。

【实时端口】：提供该流行情源的实时端口。

【重传端口】：提供该流行情源的重传端口。

【校验方式】：当下游为 VSS 接入时，选择“VSS”的校验方式，并进行相应的配置；当下

游为 API 接入时，选择“API”的校验方式，并进行相应的配置。

【SenderCompID:TargetCompID/PWD:限制次数】：对应“VSS 校验模式”时，展示为

“SenderCompID/TargetCompID/限制次数”；对应“API 校验模式”时，展示为

“SenderCompID/PWD/限制次数”。SenderCompID 和 TargetCompID，请输入英文字母。

备注提示：

1. 限制次数的总数，是由 MDC 实例运行时所用的 MDC 用户决定，此上限数由服务端为 MDC

用户设置，所以配置限制次数时，请注意各流行情源的限制次数总数不要超过服务端为 MDC

用户设置的各流行情源的最大连接数，否则启用 MDC 后，总次数超出最大连接数的部分并不

会生效。

2. SenderCompID 和 TargetCompID，在输入配置中没有限制，但为免引起不必要的异常，请

输入时，采用英文字母大小写、数字、英文特殊字符的任意组合，不超过 20 位。

选中单个流行情源，点击“修改”按钮，展示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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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多个流行情源，点击“批量修改”按钮，展示界面如下：

2. 配置文件行情源

【市场】：该文件行情源对应的市场。

【输出文件行情】：该文件行情源 ID。

【启用状态】：是否对下游 VSS/API 启用该文件行情源。

【文件落地目录】：该文件行情的落地目录。此列所填写的目录不能与静态文件的“文件落

地目录”任一值相同。为避免升级/回退时程序运行目录变更导致的文件落地目录变更，请

配置为非程序运行目录下的绝对路径。（请配置成与静态文件目录不一致，以避免交易所下

发静态文件中也包含行情文件时，重名文件相互覆盖的情况。）

选中单个文件行情源，点击“修改”按钮，展示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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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多个文件行情源，点击“批量修改”按钮，展示界面如下：

3. 配置静态文件

【市场】：静态文件所对应的市场。

【静态文件 ID】：展示相关静态文件 ID。

【启用状态】：是否对下游 VSS/API 启用该静态文件。

【文件落地目录】该静态文件的落地目录。（请配置成与文件行情的“文件落地目录”不一

致，以避免交易所下发静态文件中也包含行情文件时，重名文件相互覆盖的情况。）

【文件归档目录】设置该文件归档目录，当系统重启时将会自动归档。此列所填写的目录不

能与“文件落地目录”任一值相同。

备注：为避免静态文件落地目录/归档目录因数据积累占用空间，请定期对此两类目录进行

数据清理。

选中单个静态文件，点击“修改”按钮，展示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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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多个静态文件，点击“批量修改”按钮，展示界面如下：

5. MDC 监控

对于非首次安装的 MDC，登录进入 MDC 客户端 Web 端页面后，会自动跳入监控界面。

在 MDC 监控中，会监控在 MDC 配置中向下启用的流行情，文件行情和静态文件行情。同

时，也能监控到该 MDC 向下提供的流行情/文件行情/静态文件上游服务端是否给了该 MDC

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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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流行情监控

流行情指深市的 Binary 行情、沪市 API 行情。

【市场】：该流行情对应的市场。

【ID】：该流行情对应的行情源 ID。

【权限状态】：当前登录的 MDC 用户是否具有该流行情源权限（即 AMD 是否分配了该行情源

权限给当前登录的 MDC 用户）。

【刷新时间】: 该行情源的刷新时间。

【接收正确/错误消息数】：该行情源从上游接收正确和错误的消息数。

【分发正确/失败消息数】：该行情源向下分发正确和失败的消息数。

【MDC 实例名】：显示该 MDC 实例名。

【工作时间段】：显示的设置的该 MDC 工作时间段。

【最近连接时间】：显示此行情源最近一次与上游建立连接的时间。

【MDC 用户】：显示该 MDC 使用的向上连接的用户名。

【守护进程 IP 地址】：显示对应的守护进程 IP。如果该 MDC 在其工作时间段内异常停止或

退出，会由守护进程自动拉起该 MDC。

【下游连接总数】：显示有多少个下游 VSS/API 连接上来消费该行情源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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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流行情监控中每行的 > ，将展示消费此行情源的下游 VSS/API 的监控信息：

【连接 ID】： TCP 的连接 ID， 当 VSS/API 连接上 MDC 后，会显示连接 ID。

【IP 地址/端口】：显示 VSS/API 的 IP 地址和端口。

【连接类型】:展示连接上来的是 VSS 还是 API。

【Sender Comp ID】：展示连接上来的 VSS/API 的 sender component ID

【Target Comp ID】 : 展示连接上来的 VSS/API 的 target comp id，如果选择的校验方式

是“API”，则 Target Comp ID 展示为空。

【分发正确/失败消息数】: 展示流行情由 MDC 向 VSS/API 分发的正确和失败消息数。

【上线时间】：展示这个连接的上线时间。

5.2.文件行情监控

文件行情包括深市 DBF 行情、沪市 TXT 行情。

【市场】：该文件行情源对应的市场。

【文件 ID】：该文件行情源对应的 ID。

【权限状态】：当前登录的 MDC 用户是否具有该文件行情源权限（即 AMD 是否分配了该行情

源权限给当前登录的 MDC 用户）。

【刷新时间】：该文件行情源的刷新时间。

【文件刷新次数/失败次数】：刷新次数和失败次数。

【文件落地目录】：在 MDC 客户端中，文件行情会落地到本地，为文件行情源落地到 MDC

的本地路径。

【MDC 实例名】：该 MDC 的实例名。

5.3.静态文件监控

【市场】：该静态文件对应的市场

【静态文件 ID】：静态文件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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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状态】：当前登录的 MDC 用户是否具有该静态文件权限（即 AMD 是否分配了该静态文

件权限给当前登录的 MDC 用户）。

【刷新时间】：静态文件刷新时间

【文件刷新次数/失败次数】：静态文件刷新次数和失败次数

【文件落地目录】：静态文件落地到本地的路径。

【MDC 实例名】：该 MDC 的实例名。

6. 版本管理

1. MDC 提供自动升级，自动回退功能。该 MDC 有最新的升级包时，MDC 将会收到最新安装包

到达的推送，如下图所示，点击该推送小的【升级】可跳转到版本管理界面。

2. 只允许升级到最新的版本。

3. 只允许回退到上一次版本。

6.1.升级

1. 在 MDC 升级回退界面，显示所有到达的 MDC 安装包记录，只有最新到达的升级包才能进

行升级。

2. 默认按照安装包版本降序排列。

1. 进入版本管理界面，手动选择是否下载最新安装包，当下载最新安装包时，提示下载

占用流量提示，对应的提示为【下载 MDC 安装包将占用网络带宽，请避开业务高峰时段】，

当选择【确定】的时候下载，当选择【取消】的时候取消下载。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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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下载成功后，下载按钮消失，出现升级按钮（升级按钮永远是出现下载成功后）。当

下载失败，界面返回【安装包下载失败，请重新获取安装包】，下载不会消失，可继续下载。

3. 选中安装包点击升级，系统会检查当前时间是否在工作时间段内，如果是，则进行提

示【MDC 正处于工作时间段内，是否继续进行升级操作？】确定则继续，取消则退出该升

级操作。

4. 点击升级按钮时，将会弹出【系统升级后将自动重启，是否继续升级？】确定则继续，

取消则退出该升级操作。

5. 如果此安装包是强制升级安装包，则进行提示【此安装包为强制升级，升级后不能回

退，是否继续进行升级操作？】确定则继续，取消则退出该升级操作。

6. 继续升级过程，该升级将会保证之前的配置不会丢失，当升级成功后提示“此次升级

成功，系统将于 5S 后退出重启。”MDC 系统退出，重新展示登录界面，登录后进入 MDC

版本管理界面可以看到最新的 MDC 版本和安装时间，状态等字段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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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回退

系统回退流程同系统升级流程。

7. 其他说明

7.1.常见问题与解答

7.1.1. killall 命令不存在

【原因】当前 Linux 系统不支持 killall 命令。

【解决方案】在 root 权限下，安装 psmisc 工具。(参考命令：su root；yum install psmisc)

7.1.2. 添加/修改 MDC 时，守护进程 IP 为空

【原因】可能存在以下几个原因导致：

1. 在 3.2 步骤中，修改 daemon.json 中的 ServerIP 和 LocalIP 时，填写的 IP 值与 MDC 实

例所在服务器的本机 IP 不一致。

2. MDC 实例所在服务器的本机 IP 发生了改变，与 daemon.json 中的 ServerIP 和 LocalIP

不一致。

3. daemon.json 中配置的 ServerPort 冲突。

4. daemon.json 中配置的 ServerPort 与启动脚本中-t 参数中的端口号不一致。

【解决方案】

1. 将 MDC 所在服务器上，手动关闭启动客户端的脚本。（Linux 系统中，执行 MDC 目录下

的 stop.sh 脚本，执行中若报不存在 killall 命令，请看上一条进行处理；Windows 系统中，

关闭 run-all.bat 的命令行窗口即可。)

2. 将 daemon.json 中的 ServerIP 和 LocalIP，修改成正确的 MDC 所在服务器的本机 IP；保

证daemon.json中的 ServerPort与启动脚本中-t参数中的端口号一致，且未被占用。（Linux

系统下的操作参见 2.2 小节；Windows 系统下的操作参见 3.2 小节）

3. 若有 MDC 实例的配置文件存在（/etc 目录下的[$MDC 实例名称$].json 文件，实例名称

为用户在新增 MDC 实例时输入的实例名称），将已存在的 MDC 实例配置文件中的各 Loca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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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为有效的正确值。

4. 启动 MDC。（Linux 系统下的操作参见 2.3 小节；Windows 系统下的操作参见 3.3 小节）

7.1.3. MDC 所在服务器的 IP 将要发生调整，如何处理

参见 4.1.2“添加/修改 MDC 时，守护进程 IP 为空”的解决方案。

7.1.4. 浏览器报错“无法访问网站”

【原理】启动脚本（Linux：start.sh；Windows：run-mc.bat）中的-w 参数中 IP 地址和端

口号代表Web页面的服务端所用的IP和端口，默认配置为0.0.0.0:9000，此处IP为 0.0.0.0

是为了保证当有多张网卡时，可以选用任意有效 IP 发布 Web 服务。一般来说，如果没有修

改启动脚本的默认配置，却发生此报错，很可能是端口号被占用。

【解决方案】保证启动脚本中-w 参数中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正确有效。

7.1.5. 忘记 MDC 的 Web 页面登录密码，如何处理

【原理】Web 页面的登录账号和密码，用密文保存在安装包的“web”目录下的 pass.json

中，出厂时的默认账号密码为 admin/123456。

【解决方案】若修改密码后忘记密码无法登录 Web 页面，可将安装压缩包再次解压，拿未修

改过的 pass.json 覆盖当前程序包“web”目录下的 pass.json，再用 admin/123456 登录。

7.1.6. 文件行情源 SJSXXN.DBF 有权限，但落地目录下却无文件

【原因】SJXXN.DBF 文件的生成，依赖 6 个静态文件：

1. securities_YYYYMMDD.xml

2. cashauctionparams_YYYYMMDD.xml

3. negotiationparams_YYYYMMD.xml

4. securityswitch_YYYYMMDD.xml

5. indexinfo_YYYYMMDD.xml

6. stat_YYYYMMDD.xml

若这 6 个静态文件任一缺失，则 SJXXN.DBF 的生成会发生异常。静态文件缺失，可能是由网

络异常/程序异常/MDC 启用时已错过静态文件下发时间等原因导致的。

【解决方案】检查确认依赖的 6个静态文件是否正常生成。若无，请联系服务端运维人员获

取这 6 个静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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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 启用 MDC 后报错“账号已在其他机器登录”

【原因 1】

MDC 用户确实重复登录。

【解决方案】

请勿重复登录；若需要多个账号，请联系服务端运维人员开设新账号。

【原因 2】

MDC 实例在启动后因为配置的 IP 无效/端口冲突，导致 MDC 实例不断重启，并与上游 CFS

连接，由于重启的间隔短于 CFS 判断连接超时的间隔，所以在 CFS 看来，此 MDC 用户前一个

连接仍有效的情况下，收到新的连接请求，即返回错误“账号已在其他机器登录”。

日志示例图 1：

日志示例图 2：

【解决方案】

可查询 MDC 实例日志的启动失败原因并进行相应解决。参见 4.1.8 小节。

7.1.8. MDC 日志解读

MDC 实例日志的文件路径：程序启动目录/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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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C 实例日志的文件名称：log_[$MDC 实例名称$]_YYYY-MM-DD.log。

MDC 实例日志中的打印信息关键词解读：

【bind Failed,LocalIP:XX.XX.XX.XX,ListenPort:XXXX】/【通常每个套接字地址(协议/

网络地址/端口)只允许使用一次】

检查此 IP 地址是否有效，端口是否冲突。找到填写此 IP 的位置，将其改为正确的有效值。

【[$行情源 ID$]can’t find a available service,will not start】

行情源找不到可用服务。

【compid is invalid】

下游 VSS/API 连接 MDC 时，所使用的口令验证不通过（SenderCompID/TargetCompID）登录

时所使用的的口令，会在日志中展示，可以跟配置页面进行核对。

【the max connection value】/【no available session】

下游 VSS/API 连接 MDC 时，超过 MDC 的最大连接数。连接数已达上限。登录时所用的 IP&端

口会在日志中展示，可以确认是哪一个 VSS/API 连接失败。

【logon successfully】

下游 VSS/API 连接成功。

【Session Closed】

下游 VSS/API 连接退出。

7.1.9. VSS/API 无法成功连接 MDC，也无报错返回

【原因】由于当前 MDC 与下游 VSS/API 的连接，沿用交易所协议，由于交易所协议本身是不

会对下游登录/连接时的报错进行反馈，所以当下游 VSS/API 连接 MDC 不成功时，需要进行

问题排查。

【解决方案】

1. 检查 VSS/API 中填写的 IP/端口是否与 MDC 中对应的行情源的 IP/地址一致。

2. 到 MDC 实例日志中查看是否登录口令不对/超出连接数限制，导致的连接失败。

7.1.10. 页面报错“配置上游 CFS 服务失败，失败原因:undefined”

【原理】MDC 客户端程序未启动时，在原来停留的已打开的 Web 页面上，会反馈此报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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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Web 页面找不到对应的客户端程序。

【解决方案】查看客户端程序是否正常启动，确认启动步骤正常完成（Linux 系统:2.3 小节；

Windows 系统：3.3 小节）。

7.1.11. MKTDT00.txt 中数据时间异常

【原因 1】此时若为开盘前，未有成交的代码，数据时间的初始值均为 0；开盘后，如有成

交则会更新为最新成交的时间。

【解决方案】无需处理。

【原因 2】上交所的静态文件和文件行情中均有 MKTDT00.txt，但静态文件的 MKTDT00.txt

仅在开盘前的 08:40 下发一次，之后数据不再更新，而文件行情的 MKTDT00.txt 却会一直更

新至盘后。当 MDC 实例中，文件行情的落地目录和静态文件的落地目录为同一个目录时：若

MDC 实例重启或与服务端发生断连，MDC 会重新获取静态文件，此时获取的静态文件

MKTDT00.txt 会覆盖已更新至最新的文件行情 MKTDT00.txt，导致数据异常。

【解决方案】收盘后，将文件行情和静态文件的落地目录配置为两个不同的目录，再重新启

用 MDC 实例。

7.1.12. “Operation not permitted”

【原因】在 Linux 系统里，拷贝安装包、解压安装包、执行./start.sh 的用户需要一致，

否则会报不在当前用户下执行或用户未授权的错误。

【解决方案】使用同一个用户对安装包进行拷贝/移动、解压、执行./start.sh。

7.1.13. MDC 客户端连不上 AMD 服务端时的排查步骤

1、确认 MDC 客户端网络出口 IP 已添加到服务端的连接 IP 白名单中。

2、在 MDC 客户端所在的服务器，执行 telnet IP port 命令。IP 为客户端对外公布的 CFS

的 IP，port 为 CFS 端口。

3、若 MDC 客户端能 telnet 通 CFS，却依旧报无法连接服务端的错误，则服务端可在 CFS 日

志中（log_CFS*_YYYYMMDD.log）搜索相关用户名，查看是否收到用户的登录请求，如若没

有收到登录请求，大概率判断为客户端与服务端的网络不通，可以在服务端和客户端分别用

root 用户使用 tcpdump 命令抓取数据包确认网络问题。

(1) 在 MDC 客户端所在的服务器，执行抓包命令，参考：tcpdump -i [$网卡名$] host

[$CFS—IP 地址$] and port [$CFS-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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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服务端 CFS 所在服务器，执行抓包命令，参考：tcpdump -i [$网卡名$] host [$客

户公网地址$] and port [$CFS-端口$]。

4、如果 CFS 收到了客户端发来的登录请求，可以在 MDS 日志中（log_MDS*_YYYYMMDD.log）

搜索相关用户名找到对应的 IP，确认其是否与客户告知的公网 IP 地址一致。

7.1.14. 使用 JavaAPI 报找不到 libicudata.so.42 的错误

【原因】此报错由运行机器上没有 libicudata.so.42 这个运行库或版本不对导致。

【解决方案】安装 libicudata.so.42 版本。（直接通过 yum install libicu 命令不一定能

解决，因为系统自带的不一定是 42 版本，所以需保证安装的是 42 版本的 libicu 动态库）。

7.1.15. SenderCompID、TargetCompID 配置正确但登录报错

【原因】应用程序上报 SenderCOMPID、TargetCompID、DefaultAppVerID 时，位数不够。（交

易所协议要求上报固定长度的 string 字符串，详见沪深交易所接口文档）

【解决方案】应用程序按照各交易所协议的口令长度要求，进行空格符补位。

7.2.MDC 实例工作状态说明

配置页面左边栏，MDC 实例的最上方，有一个状态图标，展示 MDC 当前的工作状态：

状态图标 对应的 MDC 实例状态 鼠标置于图标，展示的提示信息

灰框灰圆
当前 MDC 实例未启用。 “MDC 实例未启用”

灰框黄心
当前 MDC 实例已启用，但不在工作

时间段内。

“MDC 实例已启用，当前未在工

作时间段”

蓝框蓝√
当前 MDC 实例已启用，在工作时间

段内，且连接上游正常。

“MDC 实例已启动，且连接上游

服务成功！”

红框红×
当前 MDC 实例已启用，在工作时间 “MDC 实例已启用，连接上游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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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内，但连接上游失败。 务失败！【具体原因描述】”

当连接上游服务失败时，展示的【具体原因描述】分为以下几类：

原因描述 对应解决方案

账号密码登录错误。 确认账号、密码是否正确。

账户密码过期。 确认账号、密码是否正确。

账户已在其他机器登录。 参见 7.1.7。

[$IP 地址$]连接服务器失败。 请确认与服务端的网络是否正常。

IP 或 MAC 地址不在白名单。 请确认是否在白名单内的IP/服务器上启用。

异常，请至 MDC 日志查询:[$异常报错内

容$]。

参见 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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