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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汇阁 MT4 多账户管理系统帮助手册

官网：www.haofx.net

微信：yunshao886

微信扫码免费试用

http://www.haofx.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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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1、好汇阁所推出的所有软件是在 MT4 程序之上二次开发程序，受主程序版本

更新等诸多因素影响，不保证与所有平台的主程序完全兼容。

2、所有软件仅供测试学习之用，使用者请匆使用软件进行代客理财、融资等行

为的使用，否则自行承担法律责任与好汇阁无关。

3、好汇阁提供的所有软件皆经过测试，使用无误后进行发布，但不保证百分之

百没有 BUG，请使用者自行观察运行情况，如出现 BUG，造成损失，使用者自行

承担。

1.软件简介

1.1 MT4 跨平台多帐户云跟单管理系统

MT4 跨平台多帐户云跟单管理系统是国际先进的跨平台多账号本地跟单管理系统！支持全球

所有的 MT4 交易软件的经纪商。不需要经纪商开放任何权限，不需要 API 接口，不需要 EA

插件，不需要打开 MT4 终端，可以在本地电脑跟单，专业团队建议用云主机。

2.软件功能

2.1 三大特色

2.1.1 跨平台 – 支持全球所有使用 MT4 交易软件的经纪商。

2.1.2 极速跟单 – 毫秒级跟单（比市面上同类软件都快）。

2.1.3 多种跟单模式 – 可设置跟单方向，跟单类型、跟单倍数等。

2.2 六大领先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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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无需 EA 插件 – 提高跟单效率。

2.2.2 无需打开 MT4 终端 – 加快跟单速度。

2.2.3 无需 API 接口 - 降低经纪商的服务器安全风险。

2.2.4 多账号登陆支持 – 同时支持数百上千个账号登陆。

2.2.5 无掉单漏单 – 降低跟单交易风险，通过实盘检验，真正做到无掉单漏单。

2.2.6 支持分批平仓 - 资金和手数模式支持多次分批平仓，固定手数模式不支持。

2.3 适用场景

2.3.1 多账号管理

适合需要管理多个平台，多个 MT4 账号的经纪商，操盘手，交易员，让你只需操作少量账

号，达到管理所有账户的目的，大大减少工作量。

2.3.2 突破禁止跑 EA 的平台

部分券商平台限制 MT4 账号跑 EA，可通过注册模拟账号或者其他平台账号进行跑 EA，然

后通过本系统进行跟单。

3.软件安装步骤

3.1 安装环境

a. Window7 及以下版本系统需要.net framework 4.7.2 下载地址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63262

双击“MT4API 跟单”打开程序：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63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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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软件使用教程

4.1 平台设置

4.1.1 获取 srv 文件

1.打开你的 MT4 客户端

2.在菜单上点击【文件】-> 【打开数据文件夹】(或者通过快捷键【ALT+F】，然后按【D】）

3. 检查子目录.\config\下扩展名为.srv 的服务器地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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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券商平台添加

点击添加，选择刚才找到的 srv 文件

加成功后，将在列表中显示，点击删除可删除对应平台。注意：如果选择平台 srv 服务器文

件，对应绑定的喊单和跟单账号也会同时删除。

4.2 喊单账号

4.2.1 喊单账号，即发布交易信号的源账号。

在【喊单】的选项里，点击【添加】，选择喊单 MT4 账号平台，填写用于喊单的 MT4 交易账

号及密码（密码可以是交易密码也可以是观摩密码/只读密码）；密码是交易密码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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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自动定时修改喊单账号的查看密码，如果平台禁止修改，则无法修改，也无需启动该功

能；也可以对账号进行浮亏/浮盈比例的风控，或者对浮亏/浮盈的金额进行风控。

4.3 跟单账号

4.3.1 跟单账号，即依据喊单账号进行交易的子账号

4.3.2 在【跟单账号】选项卡，用户可以添加/修改跟单账号信息。 1) 点击【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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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密码不能是投资人密码（观摩密码/只读密码）。

4.3.3 在【跟单后缀】选项卡，如果跟单账号的货币对有后缀，比如 pro，则直接添加 pro

4.3.4 在【跟单注释】选项卡，可以填写自己的联系方式或者其他，用来广告宣传，会在每

笔跟单账号的单子的注释里看到。但只能用英文字符，比如：wx:yunshao886，如果有其他

字符，会显示成乱码。

跟单方向：

正跟：与喊单账户的交易方向相同

反跟：与喊单账户的交易方向相反跟单类型：

多空跟单：跟随所有的交易信号，包括多单与空单

只跟多单：只跟随多单交易信号

只跟空单：只跟随空单交易信号

跟单模式：

资金比例：喊单交易手数 * 跟单账户余额 / 喊单账户余额 * 模式参数 = 跟单交易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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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数比例：喊单交易手数 * 模式参数 = 跟单交易手数

固定手数：模式参数 = 跟单交易手数

自定义：喊单交易手数 * 跟单账户余额 /（1000 / 模式参数） = 跟单交易手数

手数取余：如果计算手数数位多于小数点后两位，则进行取余四舍五入 - 计算后手数是

0.025 则四舍五入最后为 0.03；

最小值：计算后手数是 0.025，则最小值最后为 0.02；

喊单手数小于：当喊单手数小于设置值时不跟单（0 为不生效）

喊单手数大于：当喊单手数大于设置值不跟单（0 为不生效）

净值低于$：当跟单账户净值低于设置值不跟单（0 为不生效）

净值高于$: 当跟单账户净值高于设置值不跟单（0 为 不生效）

预付款比例低于%: 当跟单账户预付款比例低于设置值不跟单（0 为不生效）

预付款比例高于%: 当跟单账户预付款比例高于设置值不跟单（0 为 不生效）

盈利高于全部强平$: 当跟单订单盈利(美元)大于设置值时全部强平（0 为 不生效，小于 1

为具体比例，大于 1为具体金额）

亏损高于全部强平$: 当跟单订单亏损(美元)大于设置值时全部强平（0 为 不生效，小于 1

为具体比例，大于 1为具体金额）

注：以上两个全部强平参数，适用于该跟单账号的全部持仓订单，包括已跟随的订单和自己

手动开仓的订单，如设置为 0.2，则盈利或者浮亏达到 20%则全部强平；如设置为 200，则

则盈利或者浮亏达到 200 美金则全部强平。

持仓手数高于: 当跟单当前持仓总手数大于设置值时不跟单（0 为 不生效）

持单数高于: 当跟单当前持仓总订单数大于设置值时不跟单（0 为 不生效）

不跟时间段: 在设置的时间段内不会开新仓，平仓不受影响。（本地时间）

价格更优: 当前价格与喊单价格点差大于设置值时跟单，即买单，只有价格更低时才跟，卖

单，只有价格更高时才跟。

补单价格更优: 配合【系统设置】中的【补单】开启后生效，只针对正向跟单生效，反向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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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无效。且只针对自动补单，强制补单无效。

按报价的点数设置：买单：喊单价格– 跟单买价 > 设置值跟单；卖单：跟单卖价– 喊单

价格 >设置值跟单

同步止盈止损：选择则为同步喊单帐户的止盈止损设置，否则则不同步止羸止损。

喊单注释匹配：匹配喊单单据注释，规则使用正则表达式。

4.4 强制补单

打开“强制补单”开关，选择需要强制补单的账号，按点击“强制补单”，即可补单。

4.5 特殊品种

精确匹配是为了解决同一个交易品种在不同的券商平台显示名称不一样，导致无法跟单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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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将喊单账户所属平台的交易品种与跟单账户所属的平台的交易品种对应起来。精确匹配

选择【喊单账户】【跟单账户】，填写喊单品种和跟单品种例如：喊单做黄金品种名称是 GOLD,

跟单相应的品种是 XAUUSD,喊单品种填写 GOLD,跟单品种填写 XAUUSD

喊单后缀不需要填写，如果跟单有后缀，则需要一同填写，比如跟单为 XAUUSD.a，则跟单

品种为 XAUUSD.a

禁用品种选择【喊单账户】【跟单账户】，填写喊单品种，如禁止跟单品种 USDJPY

启用品种如果为空，代表启用全部，如果不为空，代表只启用列表中的品种，其它品种自动

禁用。如只跟 EURUSD，其他所有品种都不跟单，可设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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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系统设置

断线重连检测频率：新增，删除，断线喊单账号，跟单账号的系统检查频率时间。系统根据

该值每隔多少时间检测一下，是否有新添加了或删除了喊单跟单账号或者断线了吗，然后进

行连接或断开。获取报价尝试次数：跟单或补单时会获取跟单品种的报价，如果获取失败会

根据该值重复获取 N 次，如果都 N 次都获取失败则不跟单。补单：状态：开启则进行补单

检测。检测频率：系统根据该值每隔 N 秒检测是否有漏单。起始时间，结束时间：起始时

间设置为 30（系统默认设置最低 30 秒），结束时间设置为 300。补单检测时会检查喊单账

号距离当前时间 30 秒到 300 秒之前的开仓订单,平仓没有时间限制，如果跟单者没有相应

的订单，则进行补单。

逻辑说明：当跟单账号开仓或平仓，不管成功或失败时，通常经纪商的服务器都是有回复的，

跟单软件等待经纪商服务器回复的超时时间为 60 秒，如果超过 60 秒后，软件还没有收到

服务器的任何回复（帐户断线、网络延迟、经纪商成交订单延迟等原因），软件将视开仓或

平仓失败。如果您启用了补单，那么补单检测会在指定的检测频率时间后，进行补单流程检

测，（补单检测时间设置的越小，那么检测频率越高，消耗的服务器资源也就越高，建议 30-60

秒即可）。那么补单会在超时 60 秒之后，在补单的结束时间之前进行补开仓操作，跟单关

系的修复和补平仓操作不受结束时间限制。 a 修复关系已跟单成功，跟单关系不存在(补关

系) b 补开仓喊单有开仓记录，跟单没有开仓记录，补开仓注：补开仓的时间范围根据自己

可以接受的时间来设置，如 30 秒至 300 秒之间等。因为此期间的交易品种的价格会变化。

c 补平仓喊单有平仓记录，跟单没有平仓记录，补平仓。

输出日志到文件：把日志保存到本地文件中(安装目录\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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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开启“程序启动自动开启跟单”，则开启跟单系统后就自动启动了跟单。

4.7 日志记录

可以查看相关连接记录

4.8 账号可手动平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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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如何喊单账号的密码为只读密码时，喊单的持仓是无法在这里手动平仓的。

4.9 关系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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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报表中心

更新中……

5.若账户不跟单，解决顺序如下

1、跟单账户输入的是否是交易密码，很多人输入的是只读密码

2、品种后缀是否正确，无论是外汇后缀，还是黄金原油指数比特币，品种名称是否匹配正

确，如果品种不一致需要在【特殊品种】时进行匹配。

3、交易量不存在，有的平台最低下 0.1 手，0.01 就无法跟单

4、止损止盈距离现价有要求，有的平台最低要求 10 个大点设置止损止盈，但是喊单账户

下的单子止损就 8 个点，这种情况会被经纪商拒单。解决方案是在系统参数里面，把止损

止盈对勾去掉

5、软件对内存要求不高，但对 CPU 要求高，4 核 CPU 可以处理上百个账户，建议实时查

看服务器或者 VPS 运行情况

6、软件响应速度非常快，而跟单速度取决于经纪商执行速度，跟单软件所在的服务器或者

VPS 与经纪商服务器的连接速度，国内一般在 200ms，来回也就是 0.5 秒以内。高端玩家

可以租经纪商服务器旁边的云主机或 vps，延迟 50ms 以内，如果是多个不同平台，那就把

服务器放在香港，香港服务器的地理位置是比较有优势。最后是经纪商执不执行订单了，也

会有经纪商拒单的情况，这种频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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