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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使用 

欢迎选择国泰君安外汇！GTJAFX MT4 客户端是国泰君安外汇在线交易系统的一部分。 

此终端软件安装在投资者的电脑上，具有如下功能： 

 

� 获得实时的外汇报价； 

� 便捷的交易指令； 

� 明晰的仓位监控和管理； 

� 功能强大的技术分析； 

� 支持创建智能交易系统、用户自定义技术指标和 MQL 4 语言脚本； 

� 自动交易策略的测试和优化。 

 

 

此程序能在 Microsoft Windows 98/ME/2000/XP/2003/7 下运行，硬件需求由操作系统本身

的要求决定。 

 

 

 

 
开始使用      

 

 

 

 

 

    



1.1.1.1. 开始使用开始使用开始使用开始使用    

1.11.11.11.1    终端终端终端终端下载与下载与下载与下载与安装安装安装安装    

客户终端需下载并安装相应的程序。下载地址为

http://files.metaquotes.net/2909/mt4/gtjas4setup.exe 

下载完成后打开安装文件，按照提示选择目录进行安装，注意安装过程须保持互联

网的连接。终端安装完成后将会自行运作。 

 

 

 

1.21.21.21.2    终端开始终端开始终端开始终端开始    

程序安装完成后，客户端的程序会在"开始"菜单中创建， 程序的快捷方式会添加

显示在桌面上以方便客户端的使用。 

 

   

打开客户端后，在主菜单“文件”中选择登陆，然后输入您的交易账号和密码，将



「服务器」的设定改为 “GTJAS-Main”,这是代表您选择登入真的帐户。确认完成

后按“登录”。 完成首次登录后，系统会自动储存客户的登录数据，如客户没有
更改密码，以后便无需再次输入。 

 

 
 

1.1.1.1.3333    更改密码更改密码更改密码更改密码    

我们建议客户于第一次登陆平台时更改主密码，之后定期进行更改。点击菜单"工

具" 上的 “选项”，在弹出窗口的“服务器”页面中，点击“变更”即可进行即可

进入密码修改窗口。 

 
 
 
 
 
 
 
 
 
 
 
 
 
 

在变更密码窗口中输入现有的密码，选择“变更主密码”，然后输入两次新密码，

即可完成密码的更改。 

 
 
 

 

 

 

 

 

 

 

 

 

 

 

 



 

 

 

 

 

 

 

1.1.1.1.4444    自动更新自动更新自动更新自动更新    

当计算机连接到服务器时，终端开始自行检验程序新版本。如果发现新版本， "

自动更新" 窗口会自动弹出，客户端开始下载更新。按"开始" 按钮即可下载更新

这些文件。窗口中能够查看更新进程和下载进度。下载更新完成后，终端的新版本

将会自动安装并重启。 

 
注注注注意意意意::::  

� 如果没有联接服务器，更新不会开启。 

� 当更新时，智能交易，指示器和脚本将会被客户终端输入数据所覆盖。 

    



2.2.2.2. 使用界面使用界面使用界面使用界面    

用户终端界面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 AAAA 主菜单主菜单主菜单主菜单    

主菜单包含用户终端能操作的所有指令和功能。主菜单包含以下几个模块："文件

", "查看", "插入", "图表", "工具", "窗口", "帮助".  

    

 

� BBBB 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    

终端软件包含四种类型的工具栏： "常规", "图表", "画线分析",和 "属性"。 这些工

具栏与主菜单中的一些指令和功能相同。另外，这些工具栏可以根据需要灵活调整。 

 

    

    

    

    



    

� CCCC 市场报价市场报价市场报价市场报价    

这个窗口显示可以交易的金融品种。用户也可以通过这个窗口的指令操作交易头寸

和图表。.  

    

    
    

� DDDD 数据窗口数据窗口数据窗口数据窗口    

这个窗口显示报价数据，技术分析指标和交易系统的数值。    

    

� EEEE 导航导航导航导航    

导航窗口显示包括帐户，技术指标，智能交易系统，自定义指标和脚本，"导航"

窗口能够帮助快速的管理这些对象。 

    

� FFFF 终端终端终端终端 

终端窗口是一个多功能窗口，包含新闻，帐户历史，警报，邮箱，日志等标签页。

此外， 终端窗口还可以帮助我们去打开和修改不同的定单和管理交易头寸。 

 

� 交易标签交易标签交易标签交易标签 — 显示当前账户的仓位和挂单信息，以及账户的可用资金和保证金状

态； 

� 历史账户标签历史账户标签历史账户标签历史账户标签 —所有历史交易的信息会在这里公开。 用户可以自行选择显示的时

间范围； 

� 新闻标签新闻标签新闻标签新闻标签 — 标签内含有引入的新闻。如果尚未有新闻，这个标签页不会被显示； 

� 警报标签警报标签警报标签警报标签 — 可以设置和查看多样的警报。 所有在交易业务内执行的信息会被警

报系统查验； 

� 邮箱标签邮箱标签邮箱标签邮箱标签 — 所有由终端进入的信息会保存到邮箱内。 电子邮件也是从这里发出

的； 

� 智能交易标签智能交易标签智能交易标签智能交易标签 — 附加在交易上的所有功能信息，包括开仓/平仓， 修改定单，交

易的自身信息等等都会在这里显示； 

� 日志标签日志标签日志标签日志标签 — 标签中包含有关交易人员所有动作的信息和客户终端。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终端" 窗口内的一些标签可能不存在。这表示此时标签为空。例如， "智能交易"

标签会隐藏直到从 MQL4 程序进入信息。 



    

    

� GGGG 图表图表图表图表 

价格图表是数据分析的基础。除了动态的报价以外，图表包含不同类型的分析方法：

画线分析， 技术分析和用户自定义指标，文字标签和图形对象。 

 

� HHHH 状态栏状态栏状态栏状态栏     

终端上的状态栏显示额外的信息。状态栏中有一个指示器显示连接服务器的状态，

同时显示当前的模板和图表夹 名字及命令提示和报价数值。 

 

3.3.3.3. 交易交易交易交易    

金融市场最基本和最简单的获利是低买高卖。金融市场中完整的交易活动是通过成功的

买卖业务完成的。 这就需要打开，修改和关闭交易订单。 

 

 

 

 

 
交易— 下单      

 

 

 

 

 

3.13.13.13.1    建立仓位建立仓位建立仓位建立仓位    

客户终端为执行交易可以准备和发出交易指令，并且可以监控和管理开仓头寸。 

 

以上是欧元兑美元的即时报价，报价框显示了报价时间和当前的价位，卖出价为

1.28537，買入價為 1.28583。投资者如果想进行欧元兑美元相关的交易，可以直接

在相关货币对报价上右击鼠标，在出现的菜单中选择“新订单”。此外，用户也可

以直接在相关图表、终端窗口或者菜单的工具项中选择“新订单”（如下图）。按下

工具条中的  、按 F9， 或在 "市场报价"窗口双击标志均可进行开仓操作。 



   

 

选择新订单后便会进入开仓确认窗口，左边是所选货币对的当前价格图表，右上方可以

选择交易的商品种类，交易量以及交易种类。 

客户终端包括两种类型的开仓定单：市价单, 挂单交易。 

� 市价单市价单市价单市价单 

市价单是以现价买入或卖出金融品种的定单。买入是以卖方叫价（卖出价）成交， 卖

出是以买方出价（买入价）成交。在确认窗口中，单击红色或蓝色的按钮，即可市

价卖出或买入相关货币对。 

 
 

� 挂单交易挂单交易挂单交易挂单交易 

挂单交易是在未来以固定价格买入或卖出金融品种的一种定单。在未来的价格等于

设定的价格水平时， 此定单类型用于建立交易头寸。挂单交易包括四种类型：  

1. 限价买单限价买单限价买单限价买单 (Buy Limit) —在未来的卖方"叫价"（卖出价）等于指定水平时

买入。而且当前市场价格水平高于挂单交易设定的 价格；  

2. 止损买单止损买单止损买单止损买单 (Buy Stop) — 在未来的卖方"叫价"（卖出价）等于指定水平时

买入。而且当前市场价格水平低于挂单交易设定的价格；  

3. 限价卖单限价卖单限价卖单限价卖单 (Sell Limit) — 在未来的买方"出价"（买入价）等于指定水平时

卖出。而且当前市场价格水平低于挂单交易设定 的价格；  



4. 止损卖单止损卖单止损卖单止损卖单 (Sell Stop) — 在未来的买方"出价"（买入价）等于指定水平时

卖出。而且当前市场价格水平高于挂单交易设定的价格。  

挂单交易中可以同时设定止损和获利定单。在挂单交易触发成交后，它的止损和获

利将会自动生效。 

若要进行挂单，需在开仓窗口中的交易类型中选择“挂单交易”，在随后出现的"挂

单交易"区域输入如下指令，然后点击红色的“下单”按钮，即可完成操作： 

� 类型类型类型类型 —设定挂单交易类型: Buy Limit, Buy Stop, Sell Limit,或 Sell Stop； 

� 价位价位价位价位 —设定触发单子的成交价位。 

� 期限期限期限期限 —设定定单的有效期限。如果在设定的时间内没有触发成交，该挂单将会被

自动删除。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 挂单价必须和目前市场价相差至少 5个点子 

� 挂单默认是一直有效，手动设置的有效期不能少于 10 分钟； 

 

 

 

 
交易 —止损和限价      

 

 

 

 

 

设定止损和限价单设定止损和限价单设定止损和限价单设定止损和限价单    

止损和限价单主要是让交易系统能够在用户预设的价位自动执行平仓指令，从而无

需长时间留意交易平台且能把交易风险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 

� 止损止损止损止损 

止损定单用于在金融品种价格开始向无盈利方向运行时使亏损最小化。如果价位达

到设定的价位线，将会自动触发止损关闭仓位。在设定止损定单之后，图表窗口会

显示定单价格水平的标记； 

� 获利获利获利获利 

获利定单是为了在金融品种价格达到预期水平之后进行获利了结。定单可以与市价



单和挂单一起交予经纪公司执行。 同样这类定单也可以进行修改或删除。既然这样，

您除了要填写获利栏目以外，其他的操作和止损定单一样。  

 

当前仓位的修改是附在 止损 和 赢利 的基础上的。修改仓位，可以使用 "修改或删除

定单" 或者在 "终端" 窗口 开仓的"止损" 和 "赢利"双击鼠标左键 在设定新的止损和赢利

的价值后按"修改"。 

改变止损和赢利的价值，需进入相应的区域。 进入当前价位的定单，在"水平"中设定要

求的价值按"复制"。 如果这个区域的价值为零，最小离差将由经济人设定。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在 "止损"和 "赢利"区域的价值为零意味着这些定单并未设置止损或获利位。 

追踪追踪追踪追踪止损止损止损止损    

又称作移动止损，是一个特殊的止损指令。在投资者的仓位盈利时，止损的价位会跟着

盈利的方向一起移动，而每次移动的距离就是所设置的追踪止损的距离。这可以在市场方向

有利于投资者的情形下保证部分已经获得的利润。 

设置移动止损，需要在下方 "终端"窗口的交易页面中右击想要设置的仓位，然后在弹出

菜单中选择“追踪止损”。 然后 ，在菜单的下一级列表中选择需要的止损水平位与当前价

位的差额。 追踪止损位设置中的 1点代表 0.00001（日元相关货币对为 0.001）。每个仓位仅

可以设定一个移动止损。在同一级菜单里，禁止移动止损可以将其设定为"无" 。如果选择"

全删"，所有开仓交易和挂单交易的移动止损都将被停止。 

设定移动止损完成后，终端平台会开始不断检测仓位赢利。 当赢利点数等于或高于设

定的点数时，该仓位将自动产生一个止损单。如果汇价朝着有利方向创出新高，止损点会每

升到设定的点数抬高一次。当汇价回落时，止损位不会变化，触及就会平仓。在每一个止损

定单修改后，记录将会写在 终端日志内。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1. 移动止损是在客户端内运行，不是在服务器上(像止损或赢利)。所以在终端关闭后，移动

止损将暂停生效。 这种情况下，只有止损水平位会启动。  



2. 如价位自开仓起一直跟仓位相反，移动止损将一直不会被启动 

平仓平仓平仓平仓    

除了通过设定止损或者限价平仓之外，投资者可以选择在平台上以市价即时手动平仓。

在"终端 —交易"窗口中，右击相关的仓位选择“平仓”，或者直接在这个仓位处双击鼠标左

键，均可弹出平仓窗口。确认相关交易信息无误后，点击黄色的“平仓于市价”按钮即可完

成平仓操作。 

 

修改或删除挂单修改或删除挂单修改或删除挂单修改或删除挂单    

如果市场形势有所变化，有时需删除或者修改挂单交易。在"终端 —交易" 窗口，用户

可以右击欲操作的挂单，选择 "修改或删除定单"或者直接对相应的挂单双击鼠标左键， 将

会打开管理定单的窗口。点击黄色的删除按钮即可取消该挂单。当挂单交易已删除，相应的

记录会在"终端 —账户历史" 窗口显示。在“修改订单”下的栏中填入想要修改的数值，再

按下蓝色的“修改”按钮即可完成挂单的修改。

 



    

4.4.4.4. 客户端设定客户端设定客户端设定客户端设定    

语言选择语言选择语言选择语言选择    

MT4 的用户界面支持多达 32 种不同的语言，包括简体和繁体中文，英文、日文等主要

语言。用户只需在主菜单中选择"显示— Languages"，即可选择需要的显示语言，其中"Chinese 

(Simplified)" 为简体中文。 

商品列表商品列表商品列表商品列表和属性和属性和属性和属性    

国泰君安外汇的交易产品包括 7种主要货币兑美元以及它们互相的交叉盘，加上离岸人

民币共 29种。一些投资者可能只集中于交易某几对货币，MT4 平台则支持对于“市场报价”

窗口中的货币显示进行调整，可以进行的操作有： 

� 显示显示显示显示////隐藏隐藏隐藏隐藏    部分或全部货币对部分或全部货币对部分或全部货币对部分或全部货币对 

对于不常用到的货币对可以选择隐藏，隐藏后的

货币对将不再于市场报价和开仓选择列表中出

现。“市场报价”窗口中，右击想要隐藏的货币

对，选择“隐藏”，或者选择“商品列表”，在随

后出现的列表窗口中选择隐藏或者显示某个货

币对； 

� 调整显示顺序调整显示顺序调整显示顺序调整显示顺序 

如果要手动调整货币对的显示顺序，右击市场报

价栏，在弹出的菜单中取消“自动排列”项的选

择，然后便可以在市场报价窗口中自由鼠标拖动

安排顺序。开仓时货币选择列表中的顺序也会因

此而改变； 

� 管理商品组合方案管理商品组合方案管理商品组合方案管理商品组合方案 

用户可以将自定义的商品显示方案保存，以便在

更改方案后重新调出这些设置。右击“市场报价”

窗口，在“自定商品组合”一项中，用户可以保

存现有的方案，或者删除、读取其他的方案； 

 

 

� 查看商品属性查看商品属性查看商品属性查看商品属性投资者可以查看交易商

品的详细属性，包括合约大小、过夜利

息等。右击“市场报价”任意处，选择

“商品列表”，在弹出的窗口中选中想

要查看的货币，点击右方的属性，即可

显示商品的合约细则； 



 

 

 

5.5.5.5. 图表设定图表设定图表设定图表设定    

建立新图表建立新图表建立新图表建立新图表    

图表是一种能够显示不同时间内价格变化的直观工具。 MT4 支持同时打开多达九十九

个图表。 

设置一个新的图表可以选择菜单中的"文件— 新图表" 目录执行， 或者选择"窗口—新

窗口"目录 执行， 也可以直接按下工具条中的 ，功效相同。更直观的方法可以在“市

场报价”窗口中右击想要建立图表的货币对，选择“图表窗口”即可。  

图表属性图表属性图表属性图表属性    

执行主菜单 "图表 — 属性..." 目录可以显示图表的属性窗口 ,也可以通过图表的右键

菜单选择“属性”或者直接按 F8键来显示。 在此窗口中还可以自定义图表颜色：  

 

通过此窗口可以自定义常规图表属性。“常用”属性页提供的选项有：  

� 离线离线离线离线图表图表图表图表 — 切换图表到离线模式. 选中这个选项将不能接收新的实时报价，也不

能用新的价格数据画图。 取消此选项后就能接收和画出新的价格数据。 打开离线

图表模式 "文件— 脱机图表" 目录 , 此选项将自动选中； 



� 前景图表前景图表前景图表前景图表 — 放置图表数据价格于 "前景". 如果这个功能开启, 所有的分析对象

都放于其后. 此选项也可以通过主 "图表 — 图表前置"来实现； 

� 平移图表平移图表平移图表平移图表 — 允许/禁止从窗口的右侧移动图表.图表同样可以通过移动鼠标执行完

成 。选择 "图表" 工具或者选择"图表— 图表平移" 目录 功能相同； 

� 图表自动滚动图表自动滚动图表自动滚动图表自动滚动    — 允许/禁止当收到新的报价时图表向左滚动. 如果选择这个选项, 

图表将会显现出最近的情况。在图表工具条上选择 "图表" 工具或者是选择 "图

表 — 自动滚动" 目录 功能相同； 

� 固定比例固定比例固定比例固定比例 1111：：：：1111 — 固定比例 "1：1" ( 一点子相当于一根图棒). 

� 固定比例固定比例固定比例固定比例 — 固定图表比例。如果比例没有固定, 终端中的所有图表缺省为自动缩

放比例， 选中此选项将不再自动缩放比例而是固定比例，此时 "最大固定比例"和"

最小固定比例" 被激活； 

� 柱状图柱状图柱状图柱状图    — 显示图表为柱状图表； 

� 蜡烛图蜡烛图蜡烛图蜡烛图 — 显示图表为蜡烛状图表；    

� 曲线图曲线图曲线图曲线图 —显示图表为用收盘价连接起来的虚线； 

� 显示开盘价显示开盘价显示开盘价显示开盘价，，，，收盘价收盘价收盘价收盘价，，，，最高价最高价最高价最高价，，，，最低价最低价最低价最低价    ———— 显示/隐藏 OHLC 价格线. 如果这个功

能被开启,添加的数据将会在窗口的左上方显现. 价格会以下方式被记录: OPEN, 

HIGH, LOW and CLOSE (OHLC) —开盘价，收盘价，最高价和最低价； 

� 显示卖出价线图显示卖出价线图显示卖出价线图显示卖出价线图    — 显示/隐藏最近的卖出价线图。平台默认仅仅能够显示买入价。

命令执行后, 添加的水平线将会显现在图表里； 

� 显示时间区间显示时间区间显示时间区间显示时间区间 — 显示/隐藏时间区间。时间和日期会精确地显示在图表内。从 1

分钟到 1小时图用天来区隔；4小时图用周来区隔；日线图用月来区 隔；周线图和

月线图用年来区隔。同样也可以通过“程序选项”来实现相同的操作. 

� 显示网格显示网格显示网格显示网格 —显示/隐藏图表窗口的网格。选择执行这个命令，可以选择选项 "图表

" 目录完成, 或者按 快捷键 Ctrl+G 功能相同； 

� 显示成交量显示成交量显示成交量显示成交量 — 在窗口的低端显示/隐藏成交量。 

选择执行这个命令，可以选择选项 "图表" 目录 完成, 或者按快捷键 Ctrl+L； 

� 显示对象说明显示对象说明显示对象说明显示对象说明 — 显示/隐藏图表中的对象说明. 如果这个选项开启， 在可用到的

图表上会有相应的说明, 它们将会直观的显现在图表上； 

 



    

图表控制图表控制图表控制图表控制    

� 图表类型图表类型图表类型图表类型 

终端提供三种类型的金融工具图表，可以在工具栏中直接按下相关的按钮选择： 

1. 柱状图  

2. 蜡烛图  

3. 曲线图  

� 改变时段改变时段改变时段改变时段 

此客户终端支持九种不同的数据时段，从分钟到月.在进行技术分析指标和画线分析

时，大量的图表时间周期是必要的. 

您可以在工具条上选择需要的"时段" ， 在"图表" 工具条选择 , "图表 — 时段

"目录, 或在图表窗口内执行完成. 

 

� 保存图表保存图表保存图表保存图表 

在终端内允许以文件格式"CSV", "PRN",和"HTM"保存运转图表的历史数据.  

用同样的方法去保存, 选择执行 "文件— 保存" 目录 完成 或者是按快捷键 Ctrl + 

S.另外, 图表可以以 BMP 或 GIF 图片的格式保存 . 需选择选项 "文件—作为图片

保存..." 目录 完成.也可以在图表窗口内直接保存，功能相同. 

 

� 打印图表打印图表打印图表打印图表     

打印彩色图表, 需在图表设置中选择"彩色打印" , 然后 选择执行 "文件 — 打印..." 

目录 完成, 在图表窗口内直接选择打印,功能相同. 按  "常规" 工具 或者快捷键

Ctrl+P. 如果 "彩色打印" 已丧失, 或者是没有彩印设备, 图表将会以黑白形式打出. 

 

� 缩放图表缩放图表缩放图表缩放图表 

图表能被缩放，这样就可以增减同时显示在屏幕上柱状图的数目。 

可以在 "图表" 工具条使用 /  操作, 或者使用快捷键"+"/"-", 或者在右键菜单

中选择 "放大"/"缩小". 

此外, 你还可以在图表设置窗口中通过图表设置窗口 "固定比例"来设置缩放最大最

小值。 The "固定比例 1：1" 也可以通过同样的设置成 "1：1"。 

 

� 滚动滚动滚动滚动，，，，自动滚动和图表平移自动滚动和图表平移自动滚动和图表平移自动滚动和图表平移 

滚动就是左右移动图表中的价格数据。 平台中可以通过鼠标拖动图表或转动鼠标滚

轮来实现图表的滚动。如果图表的等级已固定, 它能够自由的成垂直线滚动.  

 



“自动滚动”能一直跟踪最新柱状图。无论当前屏幕显示的是什么区域，自动滚动

将会移动图表让你看到最新的柱状图。 可以在工具条上选择 "图表" 工具 或者

是 "图表 — 自动滚动" 目录 完成. 

"平移图表" “图表平移”功能键能从屏幕的右端移动最新的柱状图，图表平移能够

用鼠标在尺寸 10%到%50%的窗口内水平移动. 平移图表可以在工具条上选择 "

图表" 工具 或者是 "图表— 平移图表"目录 完成. 

� 使用模板使用模板使用模板使用模板 

模板记录了图表窗口的特性和利用的元素。 它保存了图表类型、时段、缩放比例信

息和画线分析的设置、 技术指标和自定义技术指标信息。模板能方便的将不同的图

表快速调整到同一类型。 

要调出模板控制菜单，可以选择"图表 — 模板" 目录 完成。 在图表窗口选择右键

菜单“模板” "图表" 工具条. "保存模板..." 目录执行会储存一个新的模板, 即可以

选择 "R 取消模板 quot;R— t 删除现有的模板 

更多细节在 "模板和数据图表" 设置. 

� 使用数据图表使用数据图表使用数据图表使用数据图表 

数据图表呈现一种简洁的工作图表。当数据图表被储存，每个带有属性的图表将会

在特定的位置找到。 

在目录中控制数据图表选择打开"文件— 数据图表" 目录 执行， 按 "常规" 工

具条, 或点击鼠标在显示条上执行完成。 

更多细节参考 "时段和数据图表" 部分。 

� 数据更新数据更新数据更新数据更新 

如果有任何错误 "漏洞" 出现在图表中，数据必须更新. 命令更新数据, 需选择选项 

"图表 — 恢复" 目录 完成或图表窗口的相同名称. 待所有命令执行后, 遗漏的条

将会自动从服务器上下载，并在图表中画出。 

� 删除图表删除图表删除图表删除图表 

删除图表可以通过点击 "文件 — 关闭"目录 执行或者使用 Ctrl+F4. 另外, 窗口删

除的模板将会储存，如果"保存删除图表到再次打开." 这可能在 用户终端设置窗口

内. 这些模式在将来会得到充分的应用. 所以, 如果图表在偶然间被删除 , 还可以

将其还原. 还原图表需点击 "文件 — 打开删除" 目录执行 ，然后再列表中选取. 

然后, 在删除窗口内选取恢复全部属性和完整图表. 

 

技术技术技术技术图表图表图表图表    

技术分析主要是根據過去的股價資料，嘗試運用各項圖形及量化指標，分析過去的趨

勢，並藉以預測未來的走勢。GTJA MT4 平台内建提供多达 50 种的技术指标模板图形，涵

盖各类趋势指标、震荡指标、强度指标、比尔威廉指标等。 

 

投资者可以通过菜单栏“插入—技术指标”中，选择需要的技术指标， 



画线分析画线分析画线分析画线分析    

画线分析是在价格和技术指标图表中画上线条和几何图形。包括支撑/阻力线、趋势线、

斐波纳奇、江恩和安德鲁分叉线等等。  

 

在软件终端，画线分析组合在"插入" 菜单 和 "画线分析"工具条 中。 应用对象需选择

按工具条按钮或者菜单执行。 

 

 

模板模板模板模板    

模板是一组能应用到其他图表的图表窗口属性。除了金融品种和时段，所有的图表属性

都能存储在模板 里。包括：  

� 图表类型和颜色； 

� 颜色示意图； 

� 图表比例； 

� 显示或隐藏开高低收线； 

� 智能交易系统及其参数； 

� 自定义指标和技术分析指标及其设置； 

� 画线分析； 

� 数据间隔 

当模板覆盖图表时，模板里的设置将会应用到图表的基本数据中（金融品种和时段）。

比如，你可以创建一个包括 MACD、 RSI和移动 平均线指标的模板，然后将其应用到其他

图表，这样，不同的金融品种和时段的图表窗口就会有相同的外观。  

这些模板以 TPL 的文件格式存储在模板文件夹下。模板一旦被创建，它就可以无限制的

被使用多次。在安装终端软件的过程中会创 建一个常规模板 DEFAULT.TPL，以后，可以在

图表活动窗口的属性中改变这个模板。  

为了创建一个新模板，你可以选择主菜单" 图表 — 模板— 保存模板..."，也可以图表

右键菜单里选择相同的 命令或者在 "图表"工具条里选择 按钮。 这样，基于图表活动

窗口里信息的一个新模板就会被创建。要改变已存的模板也可以执行 上述操作，选择一个

已经存在的模板，只是要换一个新的文件名。从模板控制菜单中选择需要的模板文件可以覆



盖在图表窗口。 选择主菜单"图表 —模板 —删除模板"删除选择的模板。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模板"DEFAULT.TPL"不能被删除。  

6.6.6.6. 自动交易自动交易自动交易自动交易    

为了能够在金融市场更多有成效的工作，需要建立完善的交易系统.由于人类带有情感，

所以以手动的方式控制交易系统非常困难. 自动交易系统弥补了这点不足. 

MetaQuotes Language 4, MetaEditor 和 范畴测试工具 建立在终端内. 运用以下这些方法

可以创建: 

� 专家顾问专家顾问专家顾问专家顾问 — 自动交易系统允许分析和交易活动完全自动化 ; 

� 客户指示器客户指示器客户指示器客户指示器 — 独立描绘 技术指示器 是对价格变更分析的预知; 

� 脚本脚本脚本脚本 — 在请求时程序只运行一次. 

 

 

 

 
自动交易— MQL 4      

 

 

 

 

 

MetaQuotes Language 4MetaQuotes Language 4MetaQuotes Language 4MetaQuotes Language 4    

MetaQuotes Language 4 (MQL 4) 是一种客户终端内的程序语言。 可以自动分析和操作交

易。智能交易系统可以以自动的模式进行市场技术性分析。除此之外，智能交易系统还可通

过接收到的信号下单执行交易， 并且监控开仓头寸。所有关于进行技术分析和交易的常规

操作都可以交给智能交易系统执行。 

MQL 4 的句法与 C 语言及其相似。如功能分析报价，管理寸头，显示技术指示器和其

他都包含在 MQL 4 中。 MetaEditor 是内置的编辑器， 用于程序源代码的写入。 MetaQuotes 

Language 包含所有语言构造的描写和功能。 

MQL 4 程序拥有不同的任务和属性： 

� 智能交易智能交易智能交易智能交易 是一种机械交易系统(MTS) 。 它能够在开启警报模式下，独立执行交

易。终端可以历史数据定单中测试交易战略 ，也可以在不同的市场状态发觉交易特

性。 

� 客户指示器客户指示器客户指示器客户指示器 rrrr 是一种特殊的技术指示器。它用于分析价格的变化； 

� 脚本脚本脚本脚本 为执行单一功能而设计。不像智能交易系统， 脚本仅按需求执行一次，而不

是按每笔报价执行。 

 

 

 

 
自动交易— MetaEditor      

 

 

 

 

 

MetaEditorMetaEditorMetaEditorMetaEditor    



MetaEditor 是客户终端的一

个组成部分。它能够创建，编

辑， 完 成写入  MetaQuotes 

Language 4 (MQL4)程序的源代

码。 应用到连接交易， 客户

指示器， 脚本 和 DLL's。 

Expert Advisors Wizard 可

以建立在编辑器上帮助快速创

建新 MQL4 程序。新文件将会

自动保存在客户端的信息文件

夹内。 模板用于 MQL4 程序

的创建。随后，开始编写程序

文字。补充信息可以在 MQL4

里找到完整的语言描述并附有

范例。完成写入后，需要在

MetaEditor 里编译。若成功编

译，被创建的程序代码开启 ，

开始检测终端 。 

关于 MetaEditor 的详细信息查看它的帮助文件。 

 

 

 

 
自动交易— 智能交易      

 

 

 

 

 

智能交易智能交易智能交易智能交易    

客户终端的智能交易系统调用使用 MetaQuotes Language 4 (MQL 4) 语言开发的程序，可

以自动分析和操作交易。 智能交易系统可以以自动的模式进行市场技术性分析。除此之外，

智能交易系统还可通过接收到的信号下单执行交易，并且监控开仓头寸。 所有关于进行技

术分析和交易的常规操作都可以交给智能交易系统执行。  

运用智能意味着: 

� 交易的创建交易的创建交易的创建交易的创建 

创建智能交易，与"MetaEditor"是密不可分的。 

� 交易交易交易交易载入载入载入载入 

在应用前必须载入。全部的交易特性在客户终端属性. 另外，每个交易拥有本身的

属性。 

� 交易的开启交易的开启交易的开启交易的开启 

开启智能交易，需使它进入图表。智能交易将会开始执行。  

� 关闭交易关闭交易关闭交易关闭交易 

在交易从图表中删除后，关闭交易。  



 

 

 

 

 
自动交易—脚本      

 

 

 

 

 

ScriptsScriptsScriptsScripts    

脚本是一种由 MetaQuotes Language 4 (MQL 4) 语言编写的程序， 为执行单一功能而设

计。不像智能交易系统，脚本仅按需求执行一次，而不是按每笔报价执行。  

脚本包括以下内容: 

� 脚本的创建脚本的创建脚本的创建脚本的创建 

应用"MetaEditor"创建并编辑脚本。它是由客户终端和 MQL4 程序组成。 

� 脚本的安装脚本的安装脚本的安装脚本的安装 

在应用前须安装脚本。在 客户终端安装窗口安装。 每个脚本都拥有自己的属性。 

� 脚本的开启脚本的开启脚本的开启脚本的开启    

开启脚本，需要附加在图表上。附加之后脚本会立即开始运算。  

� 脚本的删除脚本的删除脚本的删除脚本的删除    

脚本运算完成后可以从图表中删除。  

    

    

    

    

    

    

    

    

    

    

    

    

    

    

    

    

    

    

    

    

    

    

    



7.7.7.7. 其他工具其他工具其他工具其他工具    

历史数据中心历史数据中心历史数据中心历史数据中心    

 

历史数据会以连续不断的形式储存到服务器上。 当建立连接，终端会下载一切所需的

数据。随后, 运用这些数据画出图表 测试和图表利用。 这是存在于终端内的特殊窗口"历

史数据中心" 来管理历史数据。 打开这个窗口需执行 "工具 — 历史中心"目录完成或按 

F2。  

在"历史数据中心"窗口可以变动任何可用的数据。 这样做需选择窗口左部的品种和时

段。信息数据将会被下载以图表形式呈现。 添加档案，需按同名文件，在新窗口内填写完

整所需的信息，按"OK"。 随后，新的将会以历史的基础显现。 按 "编辑" 选项，能够修改

所设定的信息数据。从历史中删除，需选中它按删除即可。 

 

 

 

 

 

 

 

 



8.8.8.8. 技术支持技术支持技术支持技术支持    

用户如果想寻求更详细的说明指引，可以选择菜单“帮助—帮助主题”或者按 F1 键查

询软件附带的帮助文件。如果仍有疑问，欢迎直接向国泰君安外汇电邮或者电话咨询。我们

的联系方式是： 

交易室/客服電話: (852) 2509 9788 

傳真: (852) 2509 4006 

電郵: fx@gtjas.com.hk 

網址: www.gtjas.com.hk/fx.html 

線上咨詢: 外匯交易線上諮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