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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观看当今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件时，可以肯定
地说世界正在发生着变化。全球许多国家的中央银
行现在正在挣扎着解决因多年错误的金融政策和 
FIAT 货币不断贬值而导致的大规模通货膨胀。 

事实是，每天 FIAT 货币持续贬值，而其流通量可
能会越来越受到限制。 

最终，实物货币将完全消失。 

许多人认为，随着在线购物成为首选购物方式，
数字货币正在缓慢但必定会取代实物货币。 

尊敬的用户，



我们相信，到 2021 年商店将开始拒绝接受实物
货币。使那些无法获得替代货币的人们无法购

买商品和服务来维持家庭生活。    

全世界大多数人终于开始意识到我们的收入已
不再安全。至少可以说，明天我们醒来发现银
行账户由于错误而被封禁，或者发现我们精心
计算的存款价值已大幅下降，这样的想法可谓

相当清醒。 

不过，就目前而言，一切都保持不变，我们意
识到不可能完全停止使用实物货币，因为仍需

要使用某些版本的 FIAT 货币来支付某些账单。 



对于许多人来说，答案既简单又具革命性：将部分或全部资产兑换
为加密货币！

然后在需要时，可轻松将所需金额兑换为所需的任何货币！ 

当然，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个想法似乎有些牵强，甚至是疯狂的。
 
但请记住，例如比特币 (BTC) 在 2020 年 1 月/2 月的价格为每枚 
7000-8000 欧元，现在其价值已超过每枚 30000 欧元，而且还在
不断上涨！这意味着，如果您在 2020 年初将欧元或 FIAT 兑换为 
BTC，则您的资本至少会增加 500%！  更不用说以太坊 (ETH) 在
过去 12 个月中其价值和使用率也大幅上升。 

那么解决方案是什么？



但是每天，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适应新的金融格局。 

将资产存储在加密货币中已不再是秘密，而是确实必要。  

随着消费者对区块链和加密货币的信心持续增高，越来越多的员工、
企业家、顾问、律师、医生、线上和线下店铺及供应商可能需要以加密货币付款，
因为他们已经开始转向使用加密货币。 

最终，是否将血汗钱兑换为加密货币的决定完全取决于您。 

但是我们坚信，这是目前确保您不仅能跟踪记录资产，而且保值增值的最佳方法。 

最初，可能只想从一小部分资产开始，但如果决定全部投入，请放心无论出于任何
原因，无论何时需要使用 FIAT 货币，都可简单地将加密货币兑换为所需金额的欧
元，然后使用我们易于遵循的分步指南进行提现。



例如，
假设您每月赚取     2000 欧元薪水 ,      然后从 2020 年 1 月开始将其全部兑换为

比特币
(BTC) 或 以太坊

(ETH)

如果能够将薪水保持为加密货币，而仅在必要时兑换为欧元，您会注意到每个月（甚至每天）薪水余额可
能都会增加。而且，您无需购买或交易单个虚拟币！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意识到加密货币的安全性和灵活性，
其价值也在不断增长！

加密货币不再像过去那样被视为是投机性质的禁果。 

许多大型上市公司已将其大量资产兑换为加密货币，不仅用于保值，
而且还有升值潜力。 



例如，
仅在 2020 年，
以 Fidelity Insurance Corp 和 Grayscale 投资为首的十家上市公司
就已经兑换和/或建议其股东将其一部分资产兑换为加密货币，

     总额达到 60 亿美元。

Fidelity Corp 拥有价值 3.3 万亿美
元的资产投资组合，这意味着如果
只有 5% 的投资者兑换为 BTC，

            也将使比特币资本增加

   1650 亿美元。 



如今，对于精明的商人或女性来说，
兑换为加密货币已不再是风险，而更多是义务。 

特别是如果我们看看美元和其他法定货币的疯狂印
制是如何持续破坏着全球的货币市场。 

现在是时候精打细算，了解使用加密货币的好处。 

每当您拒绝将至少部分资产兑换为加密货币时，
都错过了取得更高财务安全性的机会。 

不要再浪费时间！



对于那些希望深入了解加密货币世界的人士来说，
可以查看 Trastra 或  crypto.com, ，这些网站提供
了更多开设加密货币借记帐户的选项，使您的过渡
更加轻松。 

现在，我们有责任掌握自己未来的财务。 

如果我们要继续生存，
就必须保护自己的资产和生计。 

而且我们相信，投资加密货币如同任何其他投资一
样，即使存在风险，也会为您增加资本，管理资产
提供最佳机会，同时也确保 2021 年及以后有稳定
的收入来源以支持家庭。



注册 - KYC - 2FA 身份验证程序 - 存款 - 交易 - 提款

我们提供以下逐步指南，帮助简化在三 (3) 个主要交易所中注册和浏览加密货币的过程。我们强烈建议您
至少注册一 (1) 个交易所作为资产管理的替代方法。

随着您对虚拟货币的使用越来越熟悉和习惯，请在尝试浏览任何虚拟货币交易所时记住这些基本提示。

每个交易所均使用以下协议运行： 

务必按照身份证（护照）上显示的姓名进行注册

始终输入您能够提供地址证明的地址！请严格按照地址证明上的地址输入地址

注册

KYC

1

2



始终将备份代码和密码一起保存在安全地方 - 确保永远不会丢失备份代码！永
远！通过申请 2FA 存款和提款来尽可能保护您的加密帐户。如果丢失电话，
请尽快联系平台的客户服务。

使用您在支持加密货币的银行中开设的帐户。确保您的银行允许转账至加密货
币平台。您的银行帐户持有人姓名必须与平台注册姓名相同。

您随时可以取消订单。只要您的订单尚未完成，
您就有权取消订单并退还您的货币。 

对于 FIAT： 确保您的银行不会拒绝您从加密货币平台进行的入账转账。

对于加密货币： 在单击 THE TRANSACTION（交易）上的 CONFIRM
（确认）之前，请始终验证收件人地址。对于正确输入地址，您负全责。

2FA

存款

交易

提款

3

4

5

6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访问交易所的 FAQ 部分以获取有关交易的更多详细信息。
祝您浏览愉快！谢谢。



BITTREX
GLOBAL



注册
01

02

访问 https://global.bittrex.com

点击右上角的 SIGN Up（注册），
输入您的电子邮件并选择强密码（至少 12 个字符）

-  如果您是个人，请选择 PERSONAL（个人）
-  如果您是公司，请选择 CORPORATE（公司）
  （此过程将花费更长时间）



您将转到 KYC 页面：对于地址，
请仅输入您能够提供地址证明 (!!) 的地址

检查您的邮箱（收件箱和垃圾邮件），
然后单击 VERIFY EMAIL（验证电子邮件）
以确认您的电子邮件地址。

03

04



KYC
如果您想稍后进行 KYC，在最佳时间访问
https://global.bittrex.com
，然后单击右上角的（登录）开始使用帐户：
进入内部后，单击 ACCOUNT - IDENTITY 
VERIFICATION（帐户 - 身份验证）。

05



06 此过程需要您拍摄政府官方身份证明照片和自
拍照（面部照片）以验证您的身份。 
注意：强烈建议使用护照作为身份证明。
图像可能由您的设备相机捕获或从文件上传。



如果您使用的是没有摄像头的计算机，
请选择 Switch to mobile?（切换到移动设备？）继续在移动设备上进行。 

选择最适合您的选项（电子邮件、QR 码、复制链接）继续在移动设备上进行身份验证。

使用移动设备完成此过程时，请确保网页打开。

按照相同过程上传自拍照（面部照片）。创建新照片，请勿使用身份证中的同一照片或使用专业照片。
提交后，系统将需要几分钟来处理您的信息、身份证明和照片。

如果您的验证获得批准，将引导您
返回身份验证屏幕。



自拍照问题：用户必须使用新的“自拍照”才能完成验证。如果您的计算机
上没有相机，请选择签发国家和身份证明类型。下一页将提示您提交身份
证明，可选择 Switch to mobile?（切换到移动设备？）并选择最适合您的
选项（电子邮件、QR 码、复制链接）继续在移动设备上进行。通过提交
自拍照，用户可避免遇到身份验证延迟的主要原因。

使用移动设备时，请确保网页打开。注意：
Chrome 是我们最受支持的浏览器。

正确的文档类型/照片：用户应确保选择正确的文档类型/照片，并按照有
关何时及如何上传文档的说明进行操作。例如，如果用户正在上传护照，
图片未捕获全部护照图像，则系统可能会拒绝该文件。指示用户对相应身
份证明的正面和背面拍照。 

身份证明不可读：如果身份证明不可读或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验证为合法颁
发的政府身份证明，则用户将无法通过验证，并且无法访问 Bittrex Global 
交易平台。

验证提示 



政府身份证明上的非拉丁字符：某些国家颁发的政府身份证明包含不可读的拉丁字
符集。对于这些身份证明，Bittrex Global 通常通过手动干预执行其他步骤来验证身
份证明信息。为确保及时核实，请使用国际护照，因为这些文件支持拉丁字符。

请勿启动多个支持需求进行身份证明验证：
如果为同一身份证明验证问题提交多个问题，则用户可能会遇到流程延迟。

身份验证后，您可通过双因素身份验证来保护帐户，从而提高提款限额。 

-  身份验证帐户（无 2FA）：
   经过验证的帐户目前每天可以提取 1（或等值）个 BTC。

-  身份验证帐户（有 2FA）：
   启用 2FA 的身份验证帐户每天可以提取 100（或等值）个 BTC。通过验证后，
   请确保从设置中启用 2Fa，以将限额增加到最大 100 BTC。 

-  未验证的帐户无法提款。



Bittrex Global 帐户启用 2FA 逐步说明： 

2FA



备份您的安全密钥
将安全密钥保存在安全的地方非常重要。
重置 2FA 需要启动支持需求，最多可能需要 7 天才能解决。 

使用以下逐步说明在 Bittrex Global 帐户上禁用 2FA：
出于多种原因，您可能需要从帐户中删除 2FA。例如，您的手机可能已丢失，
需要恢复出厂设置或您正在升级设备。由于只能在您信任的设备上访问此代码，
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您需要在设备更改之前从帐户中删除 2FA。

     单击 Disable 2FA（禁用 2FA）按钮。  输入身份验证码，
     然后选择 Disable 2FA（禁用 2FA）。现在将显示有关如何在帐户上启用 2FA 的说明。



交易：

01

02

03

现在，成功通过身份验证后将受到保护，
便可开始交易。

连接您的帐户，然后单击 HOLDINGS（持有）
或 INSTANT BUY AND SELL（立即买卖） 

您可用自己的信用卡购买
（仅接受支持 3D 安全的卡片）

否则，您需要先将资金存入帐户：
如果打算存入 STONS 或其他加密货币，
请选择货币，单击存款并复制钱包地址。

02

03

01



如果打算存入欧元或美元或其他 FIAT（法定货币）
，选择货币符号并单击以存入。例如，对于 EUR：

对于 SEPA 转账：请注意，将仅为您生成唯一
的参考号。从银行转帐时，此参考号必须写入 
REASON/MOTIF（原因/主题）。如果您写入其他
参考号（您的电子邮件、您的姓名等），则该转账
也不会更快。不要犯错！

对于支持 SEPA 
的欧洲联盟银行以外的 SWIFT 转账：
点击 GET STARTED（开始）



在菜单中，选择最后一个选项：
EUR DEPOSIT （欧元存款）和 WITHDRAWAL 
BANK ACCOUNT（提款银行帐户）：

要启用欧元存款和提款，Bittrex Global 
首先需要批准您的银行帐户。
为此需要填写欧元存款和提款表：

https://bittrexglobal.zendesk.com/hc/en-us/requests/new?ticket_form_id=360000640760

如果您的银行帐户先前已获准使用美元存款和提款，
则可以不执行此步骤（请参阅下文）。
不需要任何初始存款，
但您必须证明自己拥有该银行帐户的控制权



附件要求：银行发出的信件或对帐单显示：

您在银行帐户上的姓名
您的银行 IBAN 或帐号
您的银行 SWIFT/BIC 代码
您的银行名称
您将能够从已批准的银行帐户中存入和提取欧元
您可拥有多个批准的银行帐户
您将需要以表格形式输入所有银行详细信息（IBAN、帐户、SWIFT/BIC 等）

将请求发送到客户服务。添加银行帐户后，您将可以无限制地存入和提取资金！
通过 SEPA 存入欧元并入帐后，您就可通过 SEPA 提取欧元到同一银行帐户。



最低存款：20 欧元

最低提款：10 欧元

电汇和 SEPA 转账没有最大存款或提款限制。

请确保遵循欧元钱包中通过 SEPA 存款的确切说明，例如包括完整的欧元存款代码，不带任何其
他单词或字符。如果您不按照欧元钱包提供的确切说明通过 SEPA 存款，则可能会遇到延迟。

如果您有一个列入白名单的美元电汇银行帐户，并且不需要中介银行或特殊指示，则该帐户也已
列入白名单用于欧元存款和提款。

有用提示：



如果没有在预期时间内收到欧元存款，
请注意，有几个因素可能会影响您的存款入账，例如：

Bittrex Global 账户和存款转账详细信息之间信息存在差异

存款代码错误或转帐不含存款代码
（可在您的欧元钱包中找到）*如果存款属于此类，从我们收到
存款之日起，您将有 14 天的时间申领存款。如果没有申领，
您的存款将由我们的财务部退还至汇款银行。

银行关闭，例如非营业时间（即周末）  

银行放假

问题：



提款：
SEPA 和/或 SWIFT 均可提款



交易：
要开始交易，请单击顶部菜单上的 MARKETS（市场），然后选择一对：



存款费用
Bittrex Global 不收取存款费用。请注意，某些
代币或虚拟币要求我们将您的资金转到另一个
地址，然后才能入账。这意味着虚拟币或代币
的网络将向您收取转账的正常交易费，Bittrex 
Global 无法避免。

提款
Bittrex Global 对于带有内置网络传输费的代币或虚拟
币的提现收取少量费用。通过单击每个代币或虚拟币
的提款窗口上的提款按钮，可以查看网络费用。 

Bittrex Global 向其客户提供业内最低的交易费用。
以下交易费用表基于客户帐户 30 天总交易量提供
适用费率。



客户服务：
请注意，出于安全原因，Mainston 客户服务无法处理与 
Bittrex 用户帐户有关的请求。每个请求都应单独提交给 
Bittrex Global 客户服务。

对于所有客户支持问题，请在 Bittrex Global 
网站上登录到您的帐户，然后在此处提交支持需求： 
https://bittrexglobal.zendesk.com/hc/en-us/requests/new .

客户还可通过官方的 Bittrex Global 
电报频道与 Bittrex 联系：
https://t.me/s/bittrexglobal

某些用户可能需要有关交易的逐步指南
（买卖、市价单或限价单、订单簿、流动性、数量等）。
为此，您可随时与 Bittrex 客户支持联系，
并彻底阅读 FAQ 部分。建议您先熟悉这一流程，
然后再进行少量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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