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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篇文章的目的在于指导：

1、比特股 X钱包的下载和安装：Windows 版本比特股 X钱包

2、第一次使用：注册帐号以及钱包界面简介

3、转帐交易：用 TITAN 完成第一笔交易

4、市场操作：买入/卖出 BitUSD（或其他比特资产），或是做空 BitUSD（或其

他比特资产）

目前官方仅提供Windows 版本以及Mac OSX 版本的安装包，Linux 用户需要自

行编译。在安装阶段，使用Windows 版本的安装图文教程，但是在安装完成之

后不同版本之间（不同操作系统，GUI 或网页钱包）的操作其实都相同（GUI

其实就是网页钱包嵌入内建浏览器），因此在这里使用网页版钱包进行教程编写。



一、比特股 X钱包的下载和安装

1）下载链接

要找到比特股 X钱包的安装包，你只需要使用浏览器访问：

https://github.com/dacsunlimited/bitsharesx/releases

这个链接是负责发布钱包的 DACSunlimited 发布的所有比特股 X钱包版本的页

面，最上面的就是最新版：

https://github.com/dacsunlimited/bitsharesx/releases


可以看到目前比特股 X钱包最新版本是 0.4.13 版，再往下拉就可以看到下载链

接：

点击你要下载的版本连接，windows 版是：

Mac 版是：



2）安装钱包

下载完成之后，执行安装程序：

一路选Next 就会完成，完成后请先不要直接运行（把Run 的勾选取消）：



完成之后，会在桌面出现比特股 X钱包的图标，点击鼠标右键，选取”属性”：

为了提高兼容性，请在”兼容性”页面勾选以兼容模式执行，并选用Windows XP

（Service Pack 3），按下确定后离开：



3）运行钱包

这时候你就可以用鼠标左键双击桌面的比特股 X钱包图标并运行：

一开始会出现客户端用户协议，勾选下方以同意：



如果你是全新安装，钱包会先提示你创建新钱包的密码，这个密码是将来你每次

重新打开钱包时都会需要输入的，所以请牢记密码：

重新打开钱包，你必须输入创建钱包的密码，同时下方会出现钱包的版本号：



到这里比特股 X钱包的安装基本完成，你可以开始使用钱包。第一次使用时会

提示需要注册帐号。你也可以先取消之后再注册新帐号，但是在完成之前无法进

行资金的操作。



二、第一次使用：注册帐号以及钱包界面简介

1）创建钱包

比特股 X钱包的图形界面其实有网页版以及GUI 版，GUI 版其实就是把网页版

嵌入到独立程序当中，所以两者差别不大，用户可以自行选择。以下的教程就是

用网页版完成，但是在GUI 版本当中是完全一样的。

第一次打开钱包界面，会出现客户端用户协议，勾选下方以同意



然后就会提示设置钱包密码，这个密码是你每一次打开钱包都需要输入的（第一

次设置需要重复输入两次），完成之后点击下方的”创建钱包”：



2）建立账户

第一次使用时，由于钱包内还没有帐号，所以会先提示你建立账户：



和比特币不同的是，由于比特股X采用 TITAN 机制（基于名称的隐匿交易）。简

单的说，TITAN 可以让你不需要像比特币钱包里使用很长的地址做交易，而是

人性化的帐号名称。TITAN 详细的介绍可以看这里：

http://wiki.bitshares.org/index.php/%E5%9F%BA%E4%BA%8E%E5%90%8D

%E7%A7%B0%E7%9A%84%E9%9A%90%E5%8C%BF%E4%BA%A4%E6

%98%93(TITAN)

为了建立你的 TITAN 账户，你必须先输入你想要的账户名称，但是如果这个账

户名已经有人注册了，钱包会显示如下错误：



如果你选了一个还没有人用过的账户名，钱包就会创建成功并进入这个账户的页

面，但是右上角会显示尚未注册：



3）注册账户

每个账户名的注册需要花费 0.5 BTSX（每笔转帐也需要 0.5 BTSX 的手续费），

因此你需要请有 BTSX 的人发给你，或是上比特股论坛，Overthetop 和 libaisan

版友很热心地愿意提供大家注册的费用。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在这个阶段你还不

能够使用你的账户名称来转帐，因此你必须给愿意帮你的人你的地址，位在你的

帐号页面的”秘钥”分页：

里面可以看到”账户公钥“：

BTSX7MM7jyHueX2vGRZoDLyUtpDzMRM8No3chgZk9jgNJtdRwobF1q，这就

是你注册所需的地址



在获取了钱包账户地址之后，你可以把这个地址发给愿意汇款给你 BTSX 的人。

如果你想要请版友Overthetop 或 libaisan 帮你，你可以访问：

https://bitsharestalk.org/index.php?topic=6437.0

https://bitsharestalk.org/index.php?topic=8045.0



你可以在此贴回复，请附上你的地址以及感谢：



4）同步数据

由于你的钱包账户才刚刚启动, 区块纪录必须完成同步才能够进行交易 (直到

下方状态列变成绿色):



如果有网络状况发生, 导致你无法同步:

你可以尝试到”控制台”, 逐一执行以下命令以添加节点, 并等待同步完成:

network_add_node "95.85.33.16:8764" add

network_add_node "107.170.124.49:1700" add

network_add_node "192.99.246.148:1776" add

network_add_node "66.85.182.148:54001" add

network_add_node "192.241.213.154:44206" add

network_add_node "42.96.186.61:46205" add



5）完成注册

获得注册所需 BTSX 之后，你就可以点击右上角的”注册”进行支付：

完成之后就会显示注册日期：



请注意到：每个账户都有个对应的机器人头像，那其实是”图形化的检查码”，即

使十分相似的账户名称都会不同，可以避免将资金误发送给名称相似的错误对

象：

因此请记清楚你要汇款对象的账户名称，同时机器人图案可以帮助你判断。



6）概况

注册成功之后，在开始进行交易之前，我们可以先熟悉一下比特股 X钱包的界

面。第一个分页“概况”是信息总览页面，会显示最近的交易：



7）我的账户

“我的账户”则是钱包内的帐户，会显示所有已注册和未注册的账户名：



8）目录

“目录”中有四个分页，“收藏” 表示你设置的默认收藏帐号，“未注册”是比特股 X区

块链上面的未注册帐号，“注册”是比特股 X区块链上面的已注册帐号，“比特资产”

则是系统内已发行的资产。



如下图所示，如果你有经常需要汇款的帐户，可以在 “注册”中先选取该帐号的

字首（m），然后搜寻该帐号名称(metalallen），然后在帐户左边点选”星星”：

之后，该帐号就会加入到收藏页面中：



9）受托人

如下图，“受托人”分页中则是依据DPOS 机制负责轮流产生区块的受托人帐号列

表。“每区块受托人最高收入 1.77318 BTSX” 表示每个区块受托人的收入最大值

（1.77318 BTSX）。“活跃受托人平均支付率 82.79 %” 则表示现任受托人对手续

费的平均保留率（82.79%），也可以从此换算出手续费的平均销毁率（17.21%）。

页面的左边是目前选票排名前 101 位的现任受托人，右边则是候补受托人，如

果你有想要投票的对象，则可以找出他的帐号并点选他的”投票支持”图标（大拇

指向上），这样一来，在你下次转帐时就会同时投票给对方：



10）区块浏览

“区块浏览”分页中，上方”待处理交易”显示正等待处理的交易，“区块浏览”则是区

块浏览器，点击左方的”高度”会出现区块的详细资讯：



11）设置

“设置”界面中，“钱包自动锁定时间（秒）”让你可以设定闲置多少秒就锁定钱包

（1776 秒），之后再次进入钱包需要输入密码。“交易手续费（BTSX）”可自行设

定每笔交易费用（0.5 BTSX），“自动补全转账接受账号”会让你在输入收款人时自

动补全名称以节省时间。



12）控制台

“控制台”让你可以输入命令行来执行所有功能，默认下方会是所有命令列表。如

果你不明白一个命令的用途，可以用 help <命令名称>：



13）帮助

帮助界面中，其中的”有效地账户名”提到有效的帐号名称的命名规则：

帐号名称只能有小写的英文、数字、点（dot）和破折号（dash）。名称必须以英

文开始，并且不能以破折号结束。帐号中以“。”分隔的字元必须是有效的名称。

不能有连续的“。”，“。”也不能在名称的开始或结束。

“网络问题”中提到：如果下方横条显示”注意”，表示当下受托人参与率低于 80%，“严

重网络问题”则表示当下受托人参与率低于 60%。受托人参与率低时可能会发生区

块链分叉。

“版本信息”则显示当前的钱包版本号，以及其他技术性信息。



三、转帐交易：用 TITAN 完成第一笔交易

在注册完成之后，你就可以享受 TITAN 带来的好处。比如你要汇款的话，以下

图为例。你可以在付款帐号中的”转账”分页，分别输入你要汇款的金额以及单位

（如 1 BTSX），收款帐号（如 domenster），以及备忘信息（如工作酬劳）：

由于 domenster 已经注册，你不需要再使用他的地址，直接输入他的帐号，同

时确认他的机器人头像正确，就可以点击送出确认汇款。



收 到 款 项 后 ， 在 domenster 帐 号 页 面 下 方 会 出 现 收 款 纪 录 ：

由于比特股 X采用DPOS机制，目前来说一般转帐会在 10 秒之内完成。



四、市场操作：买入/卖出 BitUSD，或是做空 BitUSD

目前比特股 X钱包内的 BitUSD 市场已经开启，BitCNY 市场也即将启动。要进

入市场界面，请使用比特股 X钱包当中的市场分页，并搜寻”BitUSD”：

第一个就是 BitUSD：BTSX 市场，点击进入。



进入 BitUSD：BTSX 市场之后，就会看到十分接近一般外部交易所的页面，上

方会显示你的交易对（BitUSD：BTSX），你的帐号的 BitUSD 余额，BTSX 余额，

再往下则是喂价中间价（26.4022 BTSX/BitUSD），1 小时均价（26.4022

BTSX/BitUSD ）， 买 盘 深 度 （ 19,908,947.73238 BTSX ）， 卖 盘 深 度

（19,908,947.73238 BTSX）等等信息。曲线图中则是买一（Highest Bid，绿色），

卖一（Lowest Ask，橙色），以及移动平均值（Moving Average，蓝色）。中间

的三个分页则可以让你进行买入 BitUSD，卖出 BitUSD，以及做空 BitUSD 的操

作，其右方则是你当前的挂单情况：



再往下拉则可以看到买盘(绿色）/卖盘(深咖啡色）&做空(浅咖啡色）(放在一起）

的列表以及图形：



如果我要卖出 BitUSD, 我可以在”卖出 BitUSD”填写我的数量以及价位, 完成后

按下卖出 BitUSD按钮：



你的挂单会出现在右边，按下确认键：

确认之后挂单就完成，等待系统匹配。另外，卖出和做空都是在市场中个别的分

页进行同样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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