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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注册登录 

1.1 注册 

➢ 如何注册？ 

第一次打开 APP 点击启动页下【注册】按钮或在登录页面点击【注册】按钮，跳转

到注册页面。填写国家区号及手机号，点击【获取验证码】，我们后台会发送一条验

证码到该手机号。填写验证码然后设置登录密码重复填写登录密码以便加深记忆，

然后点击【下一步】跳转到认证页面。填写姓名、选择国家、选择证件类型、填写

证件号码，最后点击【提交】注册成功。 

         

1.2 登录 

➢ 如何登录？ 



第一次打开 APP 点击启动页下【注册】按钮或打开 APP 之后直接跳转到登录页

面，然后输入账号(手机号)和密码点击【登录】按钮。 

 

1.3 忘记密码 

➢ 忘记密码怎么办？ 

登录页面上点击【忘记密码】跳转到验证身份页面输入注册手机号，点

击【获取验证码】系统会给你注册时用的手机号发送一条验证码，输入

该验证码之后点击【下一步】跳转到设置密码页面，输入新密码后点击

【提交】按钮即可更改密码。 



 

2 扫描二维码支付 

➢ 我怎么进行扫码支付？ 

APP 首页点击【扫码付】按钮进入扫码付页面，然后用手机扫描对方二维

码。 



            

二维码识别成功后会跳转到付款页面，在付款页面上输入需要支付的金额后

点击【支付】按钮输入支付密码完成支付。你也可以在添加留言处添加留

言，以便以后对账的时候可以想起这笔钱的去向和原因。(注：支付币种和金

额都可以由收款方设置)。 



 

3 二维码收款 

➢ 我怎么向对方展示我的收款二维码？ 

APP 首页点击【收款码】按钮进入收款码页面。  

       



➢ 我怎么设置我的收款码？ 

收款码页面点击【设置金额】按钮进入设置收款码设置页面，选择收款币

种，设置收款金额。设置完成之后点击【完成】按钮返回收款码页面即可。  

 

 

4 提现 

4.1 提现到银行卡账户 

➢ 设置提现银行卡 



或在钱包页面点击【银行卡】进入银行卡页面，然后点击【添加银行卡】进

入添加银行卡页面选择开户银行、输入持卡人、卡号、开户银行之后点击

【完成】按钮即可。 

 

➢ 我怎么把 Huione Pay 钱包里的钱提现到我的银行卡账户？ 

APP 首页点击【提现】按钮进入提现页面，选择“提现到银行卡”进入。在

提现页面你可以选择你要提现的币种、要提现的银行卡、提现方式和金额，

完成之后点击确定输入支付密码，等待 Huione Pay 给您完成提现操作，您

可以登录 Huione Pay 提现界面通过账单实时查询提现进度。 



 

4.2 全球提现 

➢ 我怎么使用全球提现？ 

现金提现支持在全球各国家提取所在国法币。在提现页面点击【全球提现】

进入全球提现页面，然后添加地址、选择送达时间、币种、金额、点击提交

输入支付密码即可。 



 

 

➢ 我怎么查看我所在的地区是否可以使用全球提现功能和能提现什么币

种？ 

在全球提现页面点击【全球可提现国家和币种】，可以查看到所支持的国家

及币种。 

 

➢ 我怎么查看我正在进行中的全球提现订单状态？ 

在全球提现页面点击【账单】按钮进入我的账单页面，然后点击正在进行中的

订单即可查看订单状态。全球提现业务状态包括：订单处理中（汇旺调度订



单），待收款（提现货币已送出，送到后请注意出示订单界面二维码，以便送

款人确认您的身份）、已收款（您已收到提现现金）。 

 

4.3 提现到支付宝 

➢ 我怎么把 Huione Pay APP 上的钱转到我的支付宝上？ 

首页点击【提现】进入支付宝充值页面，然后选择支付宝账户和充值金额点

击【提现】按钮输入支付密码即可。需要注意的是，支付宝充值仅支持人民

币(CNY)。 



 

4.3.1 添加支付宝账户 

➢ 我怎么在 Huione Pay APP 上添加我的支付宝账户？ 

在支付宝充值页面点击【选择支付宝账户】进入选择支付宝账户选择页面，

然后点击【添加支付宝账户】进入添加支付宝账户页面，输入你要添加的支

付宝账户姓名即可。 



 

 

4.4 数字货币提币 

➢ Huione Pay 目前支持哪些数字货币? 

Huione Pay 目前支持 BTC、HOC（汇旺币）。 

 

➢ 数字货币如何从 Huione  Pay 钱包提现? 

Huione Pay 钱包内数字货币允许提币到其他钱包地址。提现界面选择

“提现数字货币”，输入您要提现的金额及地址提交申请，Huione 

Pay 将替您完成转账操作（说明：提币到账时间受外部因素制约到账时



间可能较长，请及时检查，如有疑问请联系汇旺客服；平台服务费为

Huione Pay 收取的提现手续费用） 

 

5 话费充值 

➢ 我怎么在 Huione Pay 上给我的手机充话费？ 

在 APP 首页点击【话费充值】按钮进入话费充值页面，然后输入你要充值的

手机号、选择要充值的金额点击【充值】输入支付密码即可。 



 

6 转账 

➢ 我怎么在 Huione Pay 上给我的朋友转账？ 

在 APP 首页点击【转账】按钮进入转账第一步页面（输入收款人账号），输

入你朋友的账号后点击【确认转账】进入转账设置页面，然后你可以选择要

转账的币种和金额。完成之后点击【确认转账】按钮输入账号密码。 



  

 

➢ 我怎么确认我输入的账号有没有错误呢？ 

在转账页面，因为我们默认的对方姓名隐藏一位，你可以点击【验证】按

钮，输入隐藏的字符点击确认验证对方是不是你要转账的人。 



 

7 兑汇 

Huione Pay 内兑汇功能支持：Huione Pay 官方兑汇（汇旺支付公司将定期发布

各币种间兑汇的官方汇率，您可以按官方汇率兑汇相应的币种）；交易市场（Huione 

Pay 提供了货币自由交易市场，您可以在交易市场发布货币买卖委托）。 

7.1 官方兑汇 

➢ 我想用汇旺官方兑汇，怎么使用？ 



在 APP 首页点击【兑汇】按钮进入兑汇首页，然后选择汇旺官方兑汇进入兑

汇 页面。选择你要兑出和兑入的币种、兑出币种的金额后点击【兑换】输入

支付密码即可。 

 

 

7.2 交易市场 

➢ 交易市场有哪些功能 

点击首页【兑汇】按钮进入兑汇首页，选择“交易市场”进入货币市场

界面。您将看到 Huione Pay 交易市场功能包括：查看盘口、查看行

情、管理个人历史委托单、查看个人委托单交易记录、以市场价及限价

买卖货币。 



Huione Pay 用户可以在交易市场自由买卖 Huione 发布的各类币种。 

            

 

➢ 交易市场如何收费？ 

Huione Pay 交易市场按 3‰从卖出委托单成交后的收益内收费，买方

无需支付任何费用。 

 

➢ 如何提交买入委托？ 

 点击首页【兑汇】按钮进入二级页面，选择“交易市场”进入货币市场

界面。在盘口、市场分析、历史委托、已成交界面下方中均有【买入】

和【卖出】按钮提供给用户进行买卖操作 

 交易市场买入方式支持：市场价买入、限价买入 



 系统功能说明：您在买入委托单界面所填写的数量为您实际支付的金额，

系统将依据最新行情大致估算能买入商品币种的数量。支付金额不允许

超过您支付币种账户的可用余额。 

 市场价买入：以当前市场上最新卖 1 单价格买入您所需要的货币，盘

口内无卖出委托单时，市价单无法交易，系统将自动取消该委托。 

 限价买入：允许您设置买入价格及委托有效期，提交限价买入委托单后，

系统从盘口低于或等于委托价的卖出单内选择最低价格成交。在委托有

效期内未达成交易，则系统自动取消委托。 

 买入限制：未实名认证的 Huione Pay 用户最高交易量 2000。 

 
 

➢ 如何提交卖出委托？ 



 交易市场卖出方式支持：市场价卖出、限价卖出 

 系统功能说明：卖出界面最上方为您的各币种账户可用余额，卖出界面

所填数量为您计划卖出的币种数量，该数量不允许超过所选账户可用余

额；交易币种为您计划接收的币种。 

 市场价卖出：以当前市场上最新买 1 单价格卖出您的委托货币，当前

盘口内无买入委托单时，市价单无法交易，系统将自动取消委托。 

 限价卖出：允许您设置卖出价格及委托有效期，提交限价卖出委托单后，

系统从盘口低于或等于委托价的买入单内选择最高价格成交。在委托有

效期结束后未达成交易，则系统自动取消委托。 

 卖出限制：未实名认证的 Huione Pay 用户最高交易量 2000 

 



➢ 货币市场的交易规则是什么？ 

 Huione Pay 交易市场采用系统自动撮合方式交易。 

 市价买/卖委托单：市场依据盘口行情 30s 内从最低卖/买委托单内进

行扫货交易，超过 30S 未达成交易则系统自动取消订单。 

 限价买/卖委托单：市场依据用户自定义价格在市场上选择最优价格触

发交易，超过用户自定义的有效期限未达成交易则系统自动取消订

单。 

 

➢ 如何查询及管理我的委托？ 

 查询委托单：交易市场—历史委托，历史委托界面按挂单时间由上往

下排序，显示挂单记录（包括限价单、市价单、挂单数量、成交量、

价格）。 

 取消委托单：交易市场—历史委托，历史委托单界面，委托中的订单

可以通过最右侧“︙”取消。 

 历史委托界面点击【买/卖】、【币种】，系统可按买入、卖出、货币

对条件查询历史挂单。 



 

➢ 如何查询我的成交记录？ 

 进入 交易市场-已成交界面，已成交界面按成交时间（按最新~最早顺

序）显示所有成交记录（包括：交易币种、成交量、成交价格、成交

时间）。 

 已成交界面点击【买/卖】、【币种】，系统可按买入、卖出、交易货

币等条件查询成交记录 



 

8 理财 

➢ 我怎么在 Huione Pay APP 上购买理财产品？ 

在 APP 首页点击【理财】按钮进入理财页面，然后你可以看到现在汇旺支持

的理财产品。你可以直接点击你喜欢的产品进入购买页面，在购买页面选择

支付币种（注意可选择的币种取决于理财产品所支持的币种）和购买金额，

然后点击【确定】输入支付密码提交。 



   

➢ Huione Pay 上有哪些理财产品可供购买？ 

Huione Pay 上理财产品由汇旺支付公司按市场策略发布。 

➢ 如何查询及管理我购买的理财产品？ 

在理财首页，点击页面右上角“持仓”，进入持仓清单界面。在此界

面，您将看到您所购买的理财产品。点击各订单进入详情界面，可通过

界面下方的【撤销】按钮赎回本金（撤销时如果当前未到达理财周期要

求，则不计算收益，请谨慎撤销）。 



  

9 生活缴费 

9.1 水费 

➢ 我怎么在 Huione Pay APP 上交水费？ 

在 APP 首页点击【生活缴费】按钮进入生活缴费页面，然后点击【水费】，

输入你的水费单据号和金额(瑞尔，目前只支持柬埔寨)。系统会自动转成相应

的美元，然后点击【确定】输入支付密码即可。 



 

 

9.2 电费 

➢ 我怎么在 Huione Pay APP 上交电费？ 

➢ 同水费。 

 

10 充值 

➢ 我可以使用充值功能充值那些币种？ 

目前充值功能仅支持汇旺币(HOC)和比特币(BTC)充值，以后会逐步开通其他

币种充值。 



➢ 数字货币如何充值到 Huione Pay 钱包? 

进入 huione Pay App，在 Huione Pay 点击【充值】进入充值页面，选择充值

币种进入充值地址查看界面，直接将币充到这个地址即可。 

  

➢ 如何查看数字货币充值是否到账 Huione Pay 钱包? 

登录 Huione Pay，在钱包检查充值是否到账 



 

11 汇率 

➢ 我怎么在 Huione Pay APP 上查询当日汇率？ 

在首页点击【汇率】按钮进入汇率页面，然后你可以看到美元兑换各个币种

的汇率。当然你也可以输入一个美元数字，查看相应的其他币种数量。注：

目前仅支持美元作为基准货币。 



 

 

12 账单查询 

➢ 我怎么在 Huione Pay APP 上查询我的交易记录？ 

在首页点击【账单】按钮进入我的账单页面，在账单页面上你可以看到你所

有的交易账单，你可以点击左上角【全部类型】和右上角【时间】按钮筛选

查看交易记录。 



 

 

13 钱包 

➢ 我在钱包页面可以做什么？ 

钱包页面是用户所有财产展示的地方，你可以进入这个页面查看自己的财产

余额。财产页面上也放有兑汇、银行卡、汇率三个常用功能入口。 



 

➢ 我的账户是怎么来的？ 

注册 Huione Pay 之后系统会默认开通美元(USD)和人民币(CNY)两个币种账

户，之后在进行其他交易的时候(如：兑汇、货币交易、转账等)会默认添加新

交易币种账户。 

13.1 银行卡 

➢ 银行卡页面是做什么的？ 

银行卡页面是 app 内集中储存银行卡的页面，在有需要到银行卡的时候(例

如：提现到银行卡)就可以调用这里边的银行卡信息。 



 

13.2 个人信息 

➢ 个人信息页面是做什么的？ 

个人信息页面主要用于修改头像、查看个人信息、绑定邮箱等，目前版本暂

不支持修改个人认证信息和手机号。 



 

13.2.1 邮箱 

➢ 为什么需要绑定邮箱？ 

考虑到 Huione Pay 用户多数存在出国在外的情况，而出差的时候原手机卡

可能没有办法使用，但是我们为了用户的安全需要检测异地是否本人登录，

所以我们加上了邮箱，必要的时候可以用邮箱验证用户的身份。 

 



13.3 密码维护 

13.3.1 登录密码维护 

➢ 担心登录密码被人知道了怎么办？ 

你可以在钱包页面点击右上角【设置按钮】进入设置页面，在设置页面选择

【密码维护】【登录密码维护】进入验证页面，你需要通过验证现在使用的

登录密码、手机号或邮箱来确定您的身份，身份确认后即可更改登录密码。 

 

13.3.2 支付密码维护 

➢ 担心支付密码被人知道了怎么办？ 



你可以在钱包页面点击右上角【设置按钮】进入设置页面，在设置页面选择

【密码维护】【支付密码维护】进入验证页面，你需要通过验证现在使用的

支付密码、手机号或邮箱来确定您的身份，身份确认后即可更改支付密码。 

 

 

 



13.4 联系汇旺 

➢ 如何联系汇旺？ 

➢ 在设置页面点击【联系汇旺】即可进入联系汇旺页面拨打客服电话。 

 

 

13.5 意见反馈 

➢ 如何对汇旺进行意见反馈？ 

在设置页面点击【意见反馈】即可进入意见反馈页面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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