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ION Trader for iPhone

苹果智能手机

交易指南



1. 点触苹果手机 App Store .

2. 输入关键词 lion trader  后，搜索。

3.搜索结果显示出来后，请点触

LION Trading…

4.点触 INSTALL .

5.下载结束后，在苹果手机上将会显示
LION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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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



1.点触 LION 图标。

2.输入 用户名 和 密码 。

3.点触账户类型右侧的 ∨，选择您的交易账户的类型后，
点触 登陆 。

*在点触 登陆 之前，可以移动 保存用户名 右侧的滑动开关。
使之由 O 变化为 I ，再次登陆时，用户名会自动显示，无
需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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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



点触视屏右上角的 菜单 ，即可打开主菜单。

从主菜单，您可以打开以下主要视屏：

· 价格

· 账户

· 订单

· 仓位

· 记录

· 交易产品

· 图表

· 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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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



点触 菜单 ，选择 价格 ，进入价格视屏。

点触货币右侧的 详细 > 按钮，可以查看该货币的
详细信息和一个简单图表。

在价格视屏，您可以查看您选定的相关货币的实时
买入和卖出价格。

点触 卖出价 或 买入价 ，您可以建立新的市价单
或订单。

在此可以查看：

· 当前卖出价和买入价
· 当日最高价和最低价
· 当日价格变化（按点数显示）和涨跌幅度（按百分比显示）
· 点值
· 图表
您可以点触图表上方的时间轴，变更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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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触 详细 > 按钮，进入交易产品详细视屏。

点触 卖出价或 买入价可以建立市价单或订单。

点触 菜单 ，打开主菜单。

点触 价格 ，回到价格视屏。

菜单

价格

交易产品详细



点触 菜单 ，选择 账户 ，进入账户视屏。

在此可以查看：

· 账户号码
· 使用/可用保证金
· 当前余额
· 当前损益

在此您可以设定一个固定的值DA(lots)为交易默认值，
在买卖某个特定的货币时，默认该交易手数。

您也可以根据可用保证金的比例设定交易默认值。
交易时，系统会按您的可用保证金和必要保证金自
动生成一个交易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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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触 变更 按钮，可以修改交易量默认值。

选择并点触左边的圆形按钮之后，在右侧输入相关
的数字，点触 完成 。

点触 取消 ，可以放弃设定、关闭交易量初始值的
修改屏。

在此可以查看账户的详细资料：

· 账户号码
· 使用/可用保证金
· 当前余额
· 当前损益
· 保证金使用
· 当前净值
· 净值水平% (已用保证金相对于净值的比值) 
· 未结算仓位的手数
· 交易量默认值

点触 > 按钮，进入账户详细视屏。

菜单 - 账户

查看账户

变更交易量默认值



点触 菜单 ，选择 订单 ，进入订单视屏。

在此可以查看：

· 交易产品
· 买入/卖出
· 订单数量
· 订单类型
· 订单价格
· 市场临近值 (显示点数)

显示订单的详细资料，您可以删除或修改订单。

在此可以查看：

· 交易产品
· 买入/卖出
· 订单建立的时间
· 仓位的号码和价格
(如果这是一个对现有仓位的止损或限价结算订单的话) 

· 订单的号码和价格
· 订单数量
· 订单类型
· 市场临近值 (显示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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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触 > 按钮，进入订单详细视屏。

点触 取消 / 编辑按钮，删除或修改订单(P18) 。

菜单 - 订单

查看订单状态

查看订单详细



点触 菜单 ，选择 仓位 ，进入仓位视屏。

显示您持有的所有仓位的一览，根据订单号码排列。

在此可以查看：

· 交易产品
· 买入/卖出
· 仓位数量
· 仓位建立时间
· 仓位建立价格
· 净损益

显示仓位的详细资料，您可以对仓位进行止损/限价设定，或
对仓位进行结算、锁仓。

在此可以查看：

· 交易产品
· 买入/卖出
· 仓位数量
· 仓位建立时间
· 仓位建立价格和当前价格
· 毛损益和净损益
·止损/跟踪止损/限价订单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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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触 > 按钮，进入仓位详细视屏。

点触 完成 ，进入结算仓位的视屏(P19)。

点触 止损 / 限价 ，进入设定止损/限价的视屏(P17)。

点触 锁仓 ，进入对锁仓位的视屏(P20)。

点触 Summary（概要）按钮，可以查看根据货币分类的仓位
的信息。

菜单 - 仓位

查看现有的仓位

查看仓位详细



点触 菜单 ，选择 记录 ，进入记录视屏。

显示您已结算的所有仓位的一览，根据结算时间排列。

在此可以查看：

· 交易产品
· 买入/卖出
· 仓位数量
· 仓位结算时间
· 仓位结算价格
· 净损益

在此显示已结算仓位的详细资料。

在此可以查看：

· 仓位号码和交易账户
· 交易产品
· 买入/卖出
· 仓位数量
· 仓位建立和结算时间
· 仓位建立和结算价格
· 毛损益和净损益
· 仓位结算原因

10

点触 > 按钮，进入结算仓位视屏。

点触 记录 ，返回纪录视屏。

菜单 - 纪录

查看交易历史记录

查看结算仓位



当您横放手机时，您可以左右移动图表。

您可以使用手机的缩小放大功能， 缩小或放大图表。

横放手机的话，可以横向查看图表。竖立手机的话，可以竖向
查看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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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触 买入 / 卖出 ，对该图表所显示的货币建立新的买入/卖
出仓位或订单。

点触 指标 ，在图表上设定分析指标。

点触 图表设定 ，返回图表视屏，重新选择货币和时间。

通过滑动滚柱从中选择货币和时间。

选择图表类型 (蜡烛图、棒图、线状图)。

点触 完成 ，打开一个新的图表。

菜单 - 图表

打开图表

点触 菜单 ，选择 图表 ，进入设置图表视屏。

查看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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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触 完成 ，即可完成指标设定，返回指标一览视屏。

点触 取消 ，放弃对指标的设定，返回指标一览。

点触图表一览左上角的图表，即可在图表上查看所选并设定
的指标。

点触指标名左侧的 。打勾指，显示指标。没有打勾指，不
显示指标。

点触指标名右侧的 > 按钮，可以对指标进行设定。

在此显示指标一览，您可以选择并在图表上设定指标。

指标右侧的括弧内的数字是该指标的当前设置。

您最多可以在图表上设置2个指标，在图表下设置1个指标。

指标设定视屏:

在此可以对指标的时间区间、颜色等进行设定。

菜单 - 图表

设定指标

点触 菜单 ，选择 图表 ，选择 指标 ，
打开指标设置图表视屏。



使用搜索栏以及 可以查找某个交易货币。

点触交易货币的右侧的框，打勾为打开该交易货币，取消打勾
为收藏该交易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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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可以打开或收藏交易货币。

如果交易货币没有显示的话，请点触 打开文件夹。

如果您收藏了交易货币*，该货币将不显示在您的交易平台上。

*如果您持有相关交易货币的仓位或订单的话，您将无法收藏该货币。

*对交易货币的收藏和打开会同步到您的其他的交易平台：
Android/iPad, LION Trader/LION Web Trader(下载版/网络版)交易平台
等。

菜单 - 交易产品

点触 菜单 ，选择 交易产品 ，
对交易货币进行打开或收藏的设定。

搜索交易货币

打开或收藏交易货币



点触 菜单 ，选择 设定 ，进入设定视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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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损默认值：
在此可以设定止损订单的默认设定值（点数）。

限价默认值：
在此可以设定限价订单的默认设定值（点数）。

订单排序：
在此可以选择订单一览，按市场接近或时间顺序排列。

记录：
在此可以设定显示于纪录视屏上的结算仓位的条数。

菜单 - 设定

设定



建立新的卖出仓位，请点触价格/交易
产品视屏上的 卖出价 ，或点触图表视
屏上的 卖出 按钮。

价格: 由于是市价单，显示当前市场价格。

Lots(交易手数): 可以通过点触 ▼/▲增减、或点触数字直接输
入您希望交易的数量。1手(Lot)为1000交易货币。

(如何设定预设止损和预设限价，请参阅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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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触 完成 ，发送交易指令。

点触 取消 或 价格 ，放弃当前交易指令，返回价格视屏。

点触菜单 按钮，打开主菜单。

建立新的买入仓位，请点触价格/交易
产品视屏上的 买入价 ，或点触图表
视屏上的 买入 按钮。

选择 市价单 。

交易 - 建立新仓位(市价单)

在当前市场价格建立新仓位



建立新的卖出新建订单，请点触价格/交易
产品视屏上的 卖出价 ，或点触图表视屏
上的 卖出 按钮。

止损价格/限价价格: 可以通过点触 ▼/▲增减、或点触数字直
接输入您希望预设的订单价格。订单价格必须符合左侧的价格
设定范围。

Lots(交易手数): 可以通过点触 ▼/▲增减、或点触数字直接
输入您希望交易的数量。1手(Lot)为1000交易货币。

(如何设定预设止损和预设限价，请参阅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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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触 完成 ，发送交易指令。

点触 取消 或 价格 ，放弃当前交易指令，返回价格视屏。

点触 菜单 按钮，打开主菜单。

建立新的买入新建订单，请点触价格/交易
产品视屏上的 买入价 ，或点触图表视屏
上的 买入 按钮。

选择 订单 。

交易 - 订单

新建止损订单/限价订单

新建止损订单和限价订单指，在当前市场价格以外的价格预设订单。
止损时，当市场价格达到预设价格以上时，以市场价成立买单；当市场价格达到指定价格以下
时，以市场价成立卖单。
限价时，当市场价格达到订单价格时，在预设价格成立新的仓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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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预设止损 /预设限价右侧的滑动开关，使之由 O 变化为 I 。

有3种方法可以预设止损/限价的价格：
· 预设价格
· 预设点数距离
· 预设预计损益
当您对其中一种方式进行设定后，另外2种价格设定方式会自动更新。

可以通过点触 ▼/▲ 增减、或点触数字直接输入您希望预设的订单价格。

您还可以在 跟踪止损 上打勾后，设定跟踪止损的点数。

预设价格时，订单价格必须符合左侧的价格设定范围。

点触完成 ，发送交易指令。

对于新建订单，也可以按上述方法对该订单预设止损或限价。

交易 - 预设止损/限价

新建仓位的同时预设止损/限价（IF Done, IF OCO）



点触编辑 。

移动预设止损/预设限价右侧的滑动开关。使之由 O 变化为 I ，

在编辑订单视屏，有3种方法可以预设止损/限价的价格：
· 预设价格Rate
· 预设点数距离
· 预设预计损益
当您对其中一种方式进行设定后，另外2种价格设定方式会自动更新。

可以通过点触 ▼/▲ 增减、或点触数字直接输入您希望预设的订单价格。

预设价格时，订单价格必须符合左侧的价格设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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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触 完成，发送交易指令。

点触 取消 或 订单详细 ，放弃对当前仓位进行止损/限价设定，返回订单详细视屏。

点触 菜单 按钮，打开主菜单。

点触 取消 的话，可以删除本订单，返回订单一览。

交易 - 对现有仓位或订单预设止损/限价

对现有订单预设止损/限价

点触 菜单 ，点触 订单 ，选择打算设定止损/限价的订单后 ，打开 订单详细 视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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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触 完成 ，发送结算交易指令。

点触 取消 ，放弃仓位的结算，返回仓位信息视屏。

点触 菜单 按钮，打开主菜单。

点触 菜单 ，选择 仓位 ，
进入仓位视屏。

选择希望结算的仓位。

在仓位信息视屏，点触结算按钮：

交易量可以通过点触 ▼/▲增减、或点触数字直接输入您希望
结算的仓位的手数(Lot数)。

如果您持有对锁仓位的话，您可以点触结算锁单，即可同时结
算对锁着的仓位。

交易 - 结算仓位(市价单)

按当前市场价结算仓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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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触 完成 ，发送锁仓交易指令。

点触 取消 ，放弃仓位的结算，返回仓位视屏。

点触 菜单 按钮，打开主菜单。

在仓位信息视屏，点触锁仓：

交易量: 可以通过点触 ▼/▲增减、或点触数字直接输入您希望
锁定的仓位的手数(Lot数)。

点触 菜单 ，选择 仓位 ，
进入仓位视屏。

选择您希望锁定的仓位。

交易 - 锁仓

锁仓



如果您遗失了密码：

点触登陆视屏上的忘了密码？。

您的密码将被重设，新的密码将通过电子邮件通知您。

请注意，邮件将发送到您在我们公司登记的电子邮件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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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状态栏，可以确定以下信息：

1. 系统连接状态
(绿色 = 连接状态; 灰色 = 连接中断状态)

2. 时间
请留意: 通过下载版交易平台和网络版交易平台，
您可以设定时区。
在苹果手机应用平台上，您无法变更时区。

3. 帮助按钮
点触帮助 按钮，您可以阅读有关当前视屏的解说。

4. 退出按钮
点触 ，退出交易平台。

遗失密码

状态栏



1. 弹出信息
当有活动时，将会立即弹出相关的信息显示。包括：

· 当交易人交易时的相关信息
例如：新建仓位保证金不足、

订单的价格输入超出许可范围等。
· 发生强行砍仓
· 系统连接中断
· 交易被拒

这类信息以弹出信息的形式出现在当前视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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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息栏
这类信息将发送到苹果手机上，在手机的提示栏中显示信息条
数(红底白字圆圈)，并累积在提示屏中。

有2种类型的信息显示供参考：

点触 取消 保留所有信息，关闭信息窗口。

点触 完成 ，删除本条信息，关闭信息窗口。

点触 下一步 ，删除本条信息，查看下一条信息。

系统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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