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ETA TRADER 4
使用指南

苹果移动设备

iPhone 5S / iPhone 5 iPhone 6 iPhone 6 Plus iPad / iPad Mini

Meta Trader 4 适用于绝大部分苹果移动设备
此版本使用指南展示如何在苹果移动设备上使用 Meta Trader 4



下载平台

点击“ GET ” 进行下载

打开“ App Store” 搜索 “Meta Trader 4”

Meta Trader 4 是网上交易行业中最流行的交易平台之一。 内置市
场图表包含专业分析。 客户可自由下买，卖，止损，止盈单。 使用Meta 
Trader 4 移动App， 你可以随时交易差价合约产品。



完成下载可能需要几秒的时间。

欢迎界面之后将跳至登陆选项

点击 “ Login to an existing account ”

接下来， 您将被导入服务器搜索

登陆



在服务器搜索页面， 在搜索框请输入 “ Bacera ” 请您在列表内选择合适的服务器 （如果您将在百汇有限
公司的模拟账户交易， 请选择 Bacera-DEMO； 如果您将
在百汇有限公司的真实账户交易， 请选择 Bacera-REAL）

无论是模拟账户还是真实账户， 您的账户登陆和密码将会在账户
申请成功后通过电邮的方式发送到您的电子邮箱。 
本使用指南， 我们使用的是模拟账户。

账户和密码



交易 / 开仓

一旦您登陆到您的账户，将被默认导至您可以观察外汇市
场的报价页面。  我们之后会介绍如何在该页面添加更多
差价合约产品。 首先我们先了解 “ 交易功能 。”

点击您想交易的货币对。在此范例中，我们选择了
AUD/CAD。 一旦您点击了货币对，一个指令窗口将会跳出
来。 点击“ Trade ”

选择手数 “ – ” 减或加“ + ”

“ – ” 减 “ + ” 加

一旦您选定您需买入或卖出的产品，MT4允许您编辑交易的手数
（Lot Size）和设置止损（Stop Loss）,止盈（Take Profit）和误差
（Deviation）。



点击这里便可以编辑 “手数”

设置止损点

设置止盈点

设置误差

如果您不确定如何设置止损
或止盈或其他，只用点击“not 
set”（不设置）。MT4会生成一
个就目前价钱来看，相对合理
的点供您使用。当然，您可以
在关闭交易之前任何时间选
择设置这些点。

您在设置完交易情况之后，您可以通过点击“Sell（
卖）”“Buy（买）”开始交易。在本范例中，我们选择

“Buy（买）”。

完成，我们成功买入两手AUDCAD。

开始交易

编辑“ 手数，止损，止盈，误差 ”



点击切换到“Advanced（高级的）”，可以让您在不用点
击单一货币对的情况下看到更多的信息，例如点差，最
低，最高。

点击右上方“+”可以允许您在观察列表中添加更多产品。

点击左上方铅笔头的图表可以删除您不希望在查看列表
中看见的差价合约产品。

使用“Advanced”

从产品观察表中删除产品

添加更多产品



关闭交易 / 平仓
点击屏幕下方指示条中的“Trade”。 您可以在这里看到您所有开立的交易。此范例中，我们

将要关闭我们几分钟前买的 AUDCAD。

点击出现扩展信息。

扩展信息样式

由右到左滑动屏幕
会出现选项。



点击铅笔图标

接着，您将看到一个确认页显
示着您交易关闭时的价格点。

点击屏幕下方的“History(交易历史)”。

您可以查看您交易历史记录的详细信息包括您的总余额
和所得利润。

MT4可以在“history”里显示您关闭的每笔交易的利润。

点击 “Close”



图表
点击“Chart”, 您会发现整个颜色主题立刻发生变化。

根据默认设置，图表使用的是黑色背景的烛柱图。您可以
按照您的偏好设置您的颜色主题。

激活“对准线”，一个十字线会出
现。您可以用手指移动这条线对
准市场某个特定时间点。

您可以添加多种元素到您的图
表，例如Bull Power Moving 
Average（牛市力量移动平均线）

，或Force Index（强力指数指标）
等等。

您可添加对象至图表帮助您分
析。 *利用图形化对象分析市场
属于高级技术分析。

使用图形化对象分析市场不能保
证利润。*

1.使用两个手指放大或缩小来观
察市场不同的时间段。

2.或，点击时间参考框架选择。

Time Frame 对照表

缩小放大

*我们会在稍后章节介绍如何使
用每一个功能。我们先从初级开
始。

Add Objects

Aim Elements

MT4 Time Frame

M1 1分钟 4小时

1天

1周

1个月

5分钟

15分钟

30分钟

1小时

M5

M15

M30

H1

H4

D1

W1

MN



点击“+”激活。之后，您可以在图表任何位置点击查看您需了解
的具体市场趋势。 按住&拖动使十字线在图上移动。

按住和拖动使十字线在图上移动。

Aim

回到报价界面。点击您想观察该图表的产品。然后，点击图表。

点击界面底部的“Quotes（报价）”

切换到不同的产品



点击对象的标志，您将会进入到对象界面。有多种对象工具可供您
使用。此范例中，我们使用箭头工具来讲解。

一旦您选定对象，该对象会在您的图表中出现。这意味着您可以在
您的图表上任何位置画箭头。

如果您希望删除该对象工具，

只需在该对象工具选项上滑动，点击“Delete(删除)”

使用图像化的对象

按住然后拖拽

放开



添加元素

软件包含多种元素可以添加至表格，帮助您分析市场动向以及做
决定。

每个元素都可以定制。您可以定制颜色，水平，阶段等等。在此范例
中，我们选择了Bull  Power (牛市力量)。我们可以将指数的颜色
变为“Green(绿色)”以区别图表中其他元素指数。

如果您想删除一种元素，只用点击元素的图像，滑动&删除您希望
移除即可。



主界面

指示窗

* 左图例为牛市力量

在“Setting（设置）”中有多种图表主题供您选择。图表默认主题
为烛柱图。您可在“Setting（设置）”中换成“Line(线型)”或“Bar(
条型)”。

指示是一个简化的，具体的图表。

条型 线型



设置

交易账户允许您登出您现在的账户，或切换到其他账户。

以上内容为MT4苹果移动设备的使用指南

您可以在messages接收所有的信息。

您可以在charts 编辑图表的颜色方案，风格等等。

百汇有限公司发送给您的所有邮件您可以在Mailbox查看。

MT4 提供一些相关的市场新闻和文章供客户使用。

免责声明

Meta Trader 4 在苹果移动设备上的使用指南只用于展示给BCR

有限公司的客户Meta Trader 4的功能。

Meta Trader 4 在苹果移动设备上的使用指南没有包含任何关于

差价合约交易建议性的信息。

风险披露

差价合约交易需承担一定风险而且不一定适合所有投资者。在您决定与BCR合作进行差价合约交易之前，请慎重考虑

您的投资目标， 财务状况，投资需求和经验水平。我们建议您需求独立金融专业意见，而且您确保在交易之前已充分

了解该投资可能涉及的风险。

BCR是Bacera Co Pty Ltd的商标。BCR, ACN 130 877 137, AFS 执照号码328794。

公司地址: Suite 802, Level 8, 99 Mount Street North Sydney, NSW 2060 Australia | 电话: +61.2.8459.8050 | 传真:+61.2.8088.74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