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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础用户指南将有助于您熟悉瑞讯MT4终端，并展示如何使
用各种基本功能。

如需更多信息，请发送电子邮件至fo r e x . s u p p o r t @
swissquote.ch或致电+41 44 825 87 88联系我们。您也可
以通过在线交谈或请求回电与我们联系，详见我们的联系方
式网页：http://cn.swissquote.com/fx/support/forex-
customer-support。

说明：按照简单的使用指南步骤在您的电脑上下载、设置和
安装瑞讯MT4终端。

1.1 打开电脑浏览器并访问以下链接，找到终端的最新版
本：http://cn.swissquote.com/fx/forex-account-login

1.2 点击“MetaTrader 4”下方的下载按钮

1.3 将会下载文件“swissquote4setup.exe”。

1.4 点击下载的文件。

1.5 将显示如下窗口。点击“运行”开始安装。

1.6 基于您的Window操作系统，可能会出现下面的窗口。如
果出现，点击“是”。

1.7 阅读所有的许可协议条款和条件之后，需要点击“是
的，我同意……”框，然后点击“下一步”继续安装。

1. 
下载瑞讯MT4

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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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将显示安装进程。一旦安装完成，你可以点击“完成”并关
闭窗口。

2.1 瑞讯MT4终端将在安装完成后自动运行(打开窗口需要等
待几秒钟)。接下来，您可以双击电脑桌面的MT4终端图标启
动程序。

2.2 如果您已经获取了登录信息，只需简单的选择正确的交
易服务器地址。如果您尚未获得登录信息，请从下面列表中
选择“Swissquote-Demo”，然后点击“下一步”。 

2.3 您现在可以选择一个现有交易账户或创建一个模拟甚至
真实账户。然后点击“下一步”。

2. 
启动瑞讯MT4

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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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如果您选择开立一个账户，接下来将会出现一个表格。
完整填写表格。记住选择“我同意订阅新闻简报”之后继续
下一步。一旦完成，点击“下一步”。

2.5 接下来的屏幕显示您的登录名和密码(请安全保存)。选
择“保存账户信息”框。然后点击“结束”。

2.6 请注意：建议您在成功登录之后立即修改密码。请从菜
单选择“工具”，然后选择“选项”并在“服务器”标签点
击“修改”。输入您的原密码，然后输入新密码。完成后点
击“确定”。

终端界面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3.1 主窗口标题——程序标题包括您的账号、程序名称，以
及活跃图表窗口名称和周期(时间段)。

3.2 主菜单——客户终端上可执行的所有指令和功能都收集
在主菜单中。包括：“文件”、“显示”、“插入”、“图
表”、“工具”、“窗口”、“帮助”。更多详情可在“主
菜单”下的“帮助”中查看。

3.3 工具栏——终端中有4个工具栏：“常用”、“图表”
、“画线”、“周期”。

3.4 市场报价——此窗口包括两个标签，一个显示产品代码
列表，另外一个显示即时行情图。此窗口的指令可以控制交
易头寸和图表。更多详情可见于“市场报价”选项下的“帮
助”

3.5 数据窗口——此窗口显示价格、指标以及启用的智能交
易信息。该窗口不能执行任何指令。更多详情可见于“数据
窗口”下的“帮助”。

3.6 导航器——开立账户、智能交易、指标、瑞讯MT4终端用
户界面、瑞讯MT4终端用户指南以及D-CUST-01-EN_V3安装和
脚本均集成在导航窗口。“导航器”有助于迅速的控制这些
功能。更多详情可见于“导航器”下的“帮助”。

3.7 终端——终端是一个多功能窗口，包括交易头寸、新
闻、账户历史、警报、内部邮件、程序日志和智能交易。此
外，“终端”窗口可以交易和修改各类订单并管理交易头
寸。更多详情可见于“终端”下的“帮助”。

选择您希望的货币

选择您希望的存
款金额

选择您希望的杠
杆水平

选择“外汇”

3. 
瑞讯MT4终端

用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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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测试——此窗口用于测试智能交易。除了测试和查看各
类报告之外，还可以在这里优化智能交易参数。更多详情可
见于“测试”下的“帮助”。

3.9 即时图——即时图是数据分析的基础，位于“市场报
价”窗口。图形中除了买入和卖出价格(在“交易符号”栏目
选择金融产品)之外，还可以通过在图形中右击下单。

3.10 状态栏——让更多的信息实现可视化，状态栏用于终端
窗口。状态栏包括服务器连接状况、模板和配置文件名称，

以及命令提示符和报价数据。以及命令提示符和報價數據。

4.1  在市场报价窗口，双击希望交易的货币对。

4.2 将显示如下图的“订单”窗口。输入手数并确认货币对
正确，然后选择“卖”(红色按钮)或“买”(蓝色按钮)。

选择“买”或
者“卖”

确认货币对正确

手数

4.3 下一个“订单”窗口确认您刚才的下单。该窗口显示交
易时的即时图。买入价(买价)为蓝色，卖出价(卖价)为红
色。点击“确定”继续或点击“打印”可将近期订单打印。

4. 
如何下单

主菜单
工具栏

数据窗口

市场报价

导航器 即时图

常用窗口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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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您可以在“终端”窗口点击“交易”标签直接修改订
单。

5.2 在您希望修改的交易数字上面右击鼠标。

在您希望修改的
订单数字上面右
击鼠标。

5.3 将显示下方的弹出窗口。选择“修改或删除订单”。

5. 
如何修改订单

4.4 如果您在“终端”窗口点击“交易”标签，将显示您的
交易记录。您可以双击一个交易选择“平仓”。

4.5 之后会出现“订单”窗口，与下面的类似。点击黄色框
即可平仓。

不要再次点击“买”或“卖”。这会新建一笔交易！

双击这里平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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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接下来将显示如下窗口。即可对您的订单部分进行修
改。届时“修改”按钮将会变成粉红色。点击该按钮确认改
动。

6.1 在市场报价窗口选定的货币对上双击鼠标。

6.2 将显示“订单”窗口。接下来在“交易类型栏目”选

6. 
如何挂单

在選定的貨幣
對上雙擊鼠
標。

择“挂单交易”。

6.3 届时“订单”窗口将显示“挂单交易”栏目。在“类
型”下拉菜单中选择挂单种类。

6.4 您可以选择以下几种“挂单”类型：

a) 止损买单——一旦未来的“买入价”触及预设值，此
类订单将执行。当挂单成交时，当前价格水平低于下单价
格。通常情况下，如果预测汇价在达到某个价格之后会继
续上涨时，会使用此类挂单。

在这里选择“挂
单交易”

在这里选择“挂
单交易”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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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限价买单——一旦未来的“买入价”触及预设值，此
类订单将执行。当挂单成交时，当前价格水平高于下单
价格。通常情况下，如果预测汇价跌至某个价格之后会反
弹，会使用此类订单。

c) 限价卖单——一旦未来的“卖出价”触及预设值，此
类订单会执行。当挂单成交时，当前价格水平低于下单价
格。通常情况下，如果预测汇价上涨至某个价格之后会再
次下跌，会使用此类订单。

d) 止损卖单——如果未来的“卖出价”触及预设值，此
类订单会执行。当订单成交时，当前价格水平高于下单价
格。通常情况下，如果预测汇价触及某个价格之后会继续
下跌，会使用此类订单。

6.5 在执行订单之前，填好“挂单”的几个栏目：“符
号”——确认货币正确；“手数”——交易手数；“止损
价”——定义您的止损水平；“获利价”——定义您的追踪
止损水平；“价格”——进场价格；“截止日期”——如有
必要，输入您希望订单失效的日期。选择“下单”完成订
单。

设置追踪止损

确认您的“挂
单”

确认货币正确

手数

添加止损

进场价

订单到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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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一旦您设置好“挂单”，将出现“下单”确认窗口。点
击“确定”关闭窗口。

7.1 在“终端”窗口所选订单的“交易订单号”上右击鼠
标。

7.2 将显示弹出窗口。选择“追踪止损”。

7.3 接下来选择所希望的“点数”

点击“确定”

7. 
如何增加追踪

止损

7.4 一旦选定点数值，“追踪止损”将会适用于所选订单的
S/L“止损”栏目——(见下个屏幕)。一旦市场价格移动15个
点，“止损”将变为进场价格，之后随着盈利扩大会不断提
高。当市场价格回撤至最新的止损价格，订单将自动平仓。

附注：
我们强烈建议您阅读瑞讯MT4终端中的用户指南。仅需点击“
帮助”菜单并选择“帮助主题”。或使用“帮助”菜单的“
搜索”功能，获取平台的全面讲解。

请注意：只有在获得至少15点的盈利之后才能输入“追踪止
损”。

可在“终端”
窗口的交易标
签中查看止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