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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安卓市场 或
App Store 下载并
安装 MT4

安卓 Android 苹果 ios



② 打开MT4后即显示新账户界面, 
如右边图所示

在系统倒数完结前, 点选
【登录一个已有账户】即可
进入第三个步骤

如点选错误, 可轻点左上角
的【<】符号返回上一页

安卓 Android 苹果 ios



如未能在系统倒数前点选账户, 
系统会自动生成一个模拟账户

安卓系统需点击画面右上角的【+】
号, 再重新进入上页界面登录

苹果系统需点选底部热键的【设
置】, 进入设置界面后点选【交易
账户】

进入账户界面后, 再点击右上角
的【+】号, 重新进入上页界面登
录

安卓 Android

苹果 ios



③ 在 栏
键入 starship 后, 即可看
见本公司的注册商标

点击 即进入

账户密码输入界面

在输入框中分别键入登录账
号 和 密码, 即可启动MT4移
动平台

安卓
Android

苹果
ios



④ 安卓系统成功登入后即可看
见如左图的界面:

客户名称、账户号码、账户
余额等会显示在首页

苹果系统成功登入后会直接
看到行情版面

安卓 Android 苹果 ios



各平台的选项功能简介

点选最右上角 的选项, 可以更改个人密码 或 删除账户 (如模拟账户)

更改后的新密码会即时生效

删除账户功能只在安卓移动平台内不再显示该户口, 并不表示登记资料会被删
除 (苹果系统没有这个功能)

客户仍可正常登入计算机版平台。如有需要, 客户亦可点选【+】重新添加回
账户

这个图标功能是计算机平台的双重密码认证 本司暂不开放相关功能

安卓 Android



点选最左上角 的选项,  则会
弹出延伸功能列表 (如右图所示),   
可进行各类买卖/平仓、查看交易纪
录、系统设置等操作

苹果系统可在底部热键的【设置】
选项内找到相关功能

这个图标功能是计算机平台
的双重密码认证 本司暂不开放相关
功能

安卓 Android 苹果 ios



行情: 落盘三步曲

点击【行情】会进入右边图1 所示的产品报
价界面, 可以查看到各产品的实时报价

点击其中一项交易产品 (如 LLG) 即可开启
快速功能列表, 如右边图2 所示

点选【新交易】后即进入如右边图3 所示的
下单操作界面

1 2 3

安卓
Android

苹果
ios

1 2 3



下单操作界面简介: 安卓

界面左上角可看见现时下单操作的交易产品

点选右上角 可快速切换其他产品 (如 LLS, LKG)以进行下单买卖

点选 一栏可进行挂单交易等指令

如:买入限价、卖出限价、买入止损、卖出止损的操作,如右图所示



下单操作界面简介: 安卓

这一栏 表示下单手数, 黑色显示的数字 (如

1) 即表示将会下1手 买/ 卖单 落市场

如想减少落盘手数, 可点左手边的 -1 / -0.1 , 即会减去相应手数,

反之想增加落盘手数,可点右手边的 +0.1 / +1 即可

例如点了一下+1, 中间黑色的数字即会变成2, 亦即表示将会落2手的 买

/ 卖单

*注意: 本司初期每次可落盘最低手数为1手 及 最高为10手, 若超出范围, 系统会自己设定成最低 / 最

高手数



下单操作界面简介: 安卓

第三排显示的是交易产品的实时报价:
左边的是卖出价 (BID) 右边的是买入价 (ASK)

第四排是设置本张单成交后的止损 或 止盈价:

左边是设定止损价 右边是设定止盈价

*注意: 止损/ 止盈盘的设定价格价均必须与市价相差200 点或以上, 否则系
统是无法落盘成交的 (如LLG: 即止损/ 止盈价与市价最少要相差2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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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损/止盈价设置例子
下图所示左边的止损框设了低于市价水平的1220.00做止损价, 右边则设了1230.00的止盈价, 
系统会自动识别为多单下盘; 反之则会被自动识别为空单下盘

如设了与市价水平相差少于300点子的止损 或 止盈盘, 系统是无法落盘成交

被识别为多单 被识别为空单 无法交易



下单操作界面简介: 安卓

第五排【偏差】是指允许落盘时的成交价格与市价可相差多少

以LLG为例: 如设300, 即允许成交价格可与市价相差300点 (即3元
的价差)

市况平稳时一般很少使用, 设成0即可

最后, 线型图会提供一个简略的实时图表功能以供价格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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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没有止盈/ 止损等限价盘设置 及 需立刻按
市价买入/ 卖出时, 可直接在下单操作界面点
选最下边的 SELL (做空单) 或 BUY (做多单)
来快速落盘成交

苹果系统的 SELL 或 BUY 会显示在中间

点击后, 如当时的市价没有出现重大偏差, 即
会连续出现右面所示的两幅图后, 系统会自动
跳至交易页面, 下单交易即告完成

落盘指令: 即时执行



落盘指令: 买入限价

即预先设定的产品价格, 当市价达到默认价格
时, 系统会自动买入相关产品

点击买入限价栏一下即切换到设定界面,以LLG
为例, 依次显示为

1.手数

2.产品报价 (卖出价 买入价)

3.价格设定

4.止损 止盈 设定

5.期限

6.图表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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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入限价的操作说明

在手数一栏输入下单手数

在价格一栏输入默认的买入价格 由于是限价买入
必须与市场的买入价 (ASK) 低于300点以上 才可
成功下单

同样可选择设置止盈 或 止损价 当然亦需与默认
的价位相差300点以上 否则同样不能下单

期限一栏可忽略 注意不能设置任何日期 否则亦不
能下单的 如图2所示

图1 图2



落盘指令: 卖出限价

点击卖出限价即可进入相关设置界面

界面设置布局方法是一样的

唯预设的卖出价 必须与市场的卖出价
(BID)高于300点以上 下单才会成功

否则就无法下单 如右图所示

成功 失败



落盘指令: 买入止损

点击买入止损即可进入相关设置界面

同样设置方法是相同的

唯预设的价位与买入限价指令是相反的 必须与
市场的买入价 (ASK)高于300点以上 下单才会成
功

成功 失败



落盘指令: 卖出止损

点击卖出止损即可进入相关设置界面

方法设置都会前述的相同

唯预设的价位与卖出限价指令是相反的 必须与
市场的卖出价 (BID)低于300点以上 下单才会成
功

失败成功



图表功能简介: 安卓

点选底部的 即可进入图表界面

点击右上排的 可开启十字定位线

点选 可开启分析工具的选择界面

点选 可快速切换至不同产品的图表

点选 可选择不同时段的图表 (5分
钟、15分钟、1小时、1日图等)

点选 则可快速进入至下单界面

图表界面 十字定位线 分析工具界面

快速切换产品 不同时段图表 下单页面切换



分析工具设置

进入分析工具页面后点 即可添加分
析指标 如图1

如点选 Bollinger bands 会进入保力
加通道的参数设置页面

最后点右上角的完成 即可在图表上显
示保力加通道

删除分析指标只需点击右上角的 在
勾选不需要的指标后

再点多一次 指针即会在图表上消失

图1

删除分析指标



交易页面简介: 安卓

点击底部快捷键的 即会进入交易明细页面 可查看持仓
单明细及平仓等

左上角显示的数字代表扣除佣金及存仓费后盈亏

点选这个符号可按不同规则去排序持仓单

同样点选这个图标会快速进入下单页面

点一下持仓单会看到单号、成交日期、浮动盈亏、止盈/上
损价、库存费、手续费等详细讯息

长按持仓单 即会弹出平仓选项 可进行平仓、落新订单、修
改订单 及 开启图表的操作

单击 长按

平仓 修改



历史页面简介: 安卓

点击底部快捷键的 就可进入历史页
面 可查看即日的平仓记录

点击右上角的 可选择不同时期 或
自定义时期以查看固定周期的平仓记录



设置页面可对系统显示调节

可按个人的喜好调整行情页面、图表
页面、信息页面 及 新闻页面的显示
形式

设置页面简介



下单操作界面简介: 苹果

操作界面布局和安卓系统的不太相同 但落盘下
单的方法基本是相同的

点选 会进入产品切换页面

点选 可以扩展出四个不同的落盘指令

1. Buy Limit  = 买入限价
2. Sell Limit = 卖出限价
3. Buy Stop   = 买入止损
4. Sell Stop  = 卖出止损

这栏是手数设定

止损 / 获利 同样需设置与市价相差300点以上

偏差与安卓版的一样可忽略 下方亦有实时缩略
图以供参考

卖出价 BID 买入价 ASK

实时卖出 实时买入

产品切换页面 落盘指令



图表功能简介: 苹果

点选下方【图表】快捷键, 即会进入图表页面

在图表页面内点击左上角的 即可选择不同
时段的图表 (如5分钟图、1小时图、日线图等)

点选 可以调出十字定位线

点选 会进入指标选择页面

添加指标的方法一样, 点击主窗口 / 指标窗
口1会进入选择页面, 然后选择所需指标 (如
Bollinger Bands) 及 调整参数后, 按完成
即可

点选 即会切换至下单界面
指标选择页面

十字定位线不同时段图表选择



交易页面简介: 苹果

点选底部【交易】的快捷键, 即会进入交易明
细的页面, 可查看结余、盈亏、持仓单等的资
料

单击持仓单会显示单号的详细讯息

长按持仓单即会弹出平仓选项

点【平仓】即会进入平仓界面

点 即可平仓

如需修改预设的止损 或 止盈价 则可点【修改】
后进入页面操作 设置完后点

交
易
页
面

平
仓
选
项

平
仓
页
面

修
改
页
面



历史页面简介: 苹果

点选底部的【历史】快捷键可查看特定日子内的平
仓单明细

在顶部可选不同时间段 或 自定义时间段 来翻查某
一时间段内的平仓单明细

亦可键入交易品种 (如LKG) 来筛查固定产品的平仓
单



平台的主要功能已简述完毕

谢谢对本公司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