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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注册及登录

1.注册

手机浏览器地址栏输入m.bigtangle.xyz，

点击左上角三横“三”显示菜单



点击“欢迎注册”进入注册页面

点击“手机号注册”进入手机号注册页面，

输入手机号后，点击“发送验证码”按钮，
在验证码处输入短信里的验证码，
输入“密码”后点击“注册”按钮
完成手机号注册。



2.登录

点击左上角三横“三”显示菜单后，点击“登录”，

点击“手机登录”进入其页面



输入注册时的手机号和密码,

点击“登录”按钮。



二、查询余额

点击“余额”菜单，进入其页面

点击“按钮”便可以查询当前账户的
余额（含注册奖励、邀请奖励等）。



三、充值清单

点击“充值清单”菜单，进入其页面，

在页面里可以看到充值账单的
明细记录（含注册奖励、邀请奖励等）



四、钥匙

点击“钥匙”菜单，进入其页面，

在页面里，可以点击“下载”下载钱包文件，
点击“钥匙表”显示当前钱包的钥匙地址等信息，
点击“设置密码”为钱包设置密码，
点击“添加钥匙到钱包”将新钥匙加入钱包



五、银行

点击“银行”菜单，进入其页面

1.银行卡

选择“新建银行卡”



输入相关信息后，点击“保存”按钮。

设置支付密码

点击“支付密码”链接

点击”验证码“按钮，验证码会发送到注册的手机或邮箱，分别输入在手机短信或邮箱收
到的验证码及自己的 支付密码 后，点击”保存“按钮。



六、提现

点击“提现”菜单，进入其页面，

点击“添加”，进入其添加页面

输入相关信息后，点击“提现”按钮。



七、安装手机应用

通过地址：https://bigtangle.oss-cn-beijing.aliyuncs.com/download/app-release.apk 下载
apk文件，使用手机进行安装

设置应用权限

即可完成安装

https://bigtangle.oss-cn-beijing.aliyuncs.com/download/app-release.apk下载apk
https://bigtangle.oss-cn-beijing.aliyuncs.com/download/app-release.apk下载apk


八、更新手机应用

当系统需要更新应用时，
会在启动时提示用户更新用户，如图：

点击“下载”按钮，
系统会自动下载安装包，
下载完成后，
根据系统提示进行安装使用



九、导入钱包钥匙

1.注册
APP 安装后，进入主界面

点击“注册”，进入注册界面

必须点击“同意”，否则不能进行下一步操作，点击“同意”后输入用户名及密码



新用户，在输入用户名及密码后，点击“注册”；
在主界面选择”密钥“选项卡

”加载密钥“是重新登录用



输入在我们大网平台m.bigtangle.xyz 注册的用户名和密码，点击”确定“已重新登录APP。
”添加钥匙“是可以把需要的密钥加载进来。

输入私钥后，点击”确定“。
”新建钥匙“增多钱包地址用。
”导入钥匙“手工登录用。
”备份到文件“是将钥匙数据备份到本地手机文件，以便以后恢复数据。
在主界面选择“身份证”选项卡，进入认证结果查询界面



点击“实人认证”按钮，进入实人认证界面

输入用户名、密码及大网钱包的密码（如果已加密钱包）后，点击“实人认证”按钮开始进



入实人认证流程。





必须点击“返回”按钮完成签名



十、充值人民币

打开地址https://m.bigtangle.xyz/
并通过用户注册用户名和密码进行登录；
注意：充值大网币现在只能通过手机浏览器进行充值，
手机 app暂不支持充值功能
点击左侧菜单“充值“按钮

打开充值界面，
录入当前兑换的人民币，
点击下方“充值“按钮，
即可跳到打开微信应用进行支付

https://m.bigtangle.net/


充值完成后微信支付显示“支付成功“，
点击下方“完成”按钮，
即可跳会大网系统

查看当前支付完成，后人民币通证数量



十一、出售人民币订单

打开 app应用，点击市场按钮，
选择“订单”选项卡，
选择“状态”为“卖”，
并且选择通证: 人民币@bigtangle，
输入出售的价格及数量，
及可下通证交易订单；

发布完成后，点击“市场”按钮，
并选择“搜索”选项卡，
及可看到刚才发布“人民币”订单信息；



十二、购买人民币

打开 app应用，点击市场按钮，
选择“订单”选项卡，
选择“状态”为“买”，
并且选择通证为“人民币@bigtangle”通证，
输入出售的价格及数量，
即可下通证交易订单；

发布完成后，点击“市场”按钮，
并选择“搜索”选项卡，
及可看到刚才发布“人民币”订单信息



注：系统会通过挖矿进行订单匹配、
跟据当前系统算力，

系统配置会在30秒〜5 分钟之间进行订单匹配，

用户可以自行查看当前订单匹配情况



十三、取消订单

打开 app应用，点击市场按钮，
选择“搜索”选项卡，
选择中“仅自已”，
并点击搜索可以查看当前自己发布订单情况，如下图

选择要取消的订单项，长按弹出确认对话框，
如下图；

点击“确认”按钮，

即可将用户发布订单进行取消。

点击“交易报表”可以查看目前的交易行情，如下图





最优交易

登录后，访问https://m.bigtangle.xyz/wallet/payorder.jsf

参考价是由火币网和币安网的接口计算获得，30秒重新计算, 30秒重新计

算成交时会有少许差异。

费率是 0.1%，

比如购买 1个以太坊 ETH，

需支付人民币 24463.75+24463.75*0.1%=24 488.21元

出售 1个以太坊 ETH，

实际到账人民币 24469.95-24469.95*0.1%=24 445.48元





币安/火币下单

访问https://m.bigtangle.xyz/wallet/marketorder.jsf

输入相关信息，如选择购买或出售，选择币种，输入价格和数量，选择币安或火币后，点
击“保存”按钮。
注，必须保证最小交易总额大于等于 10个 USDT，否则无法提交；费用计算同上面 最佳交
易计算方式；在币安和火币下单，一般不会马上成交，需要等待一些时间。



币安网和大网免费互联互通

大网的免费支付和交易，利用火币网用户和资产。火币网每天交易 20亿美元都

将可以转到大网免费交易。

1.用户下载和导入火币网钥匙。

A.下载币安APP
下载链接 “http://bigtangle.oss-cn-beijing.aliyuncs.com/app/Binance.apk”

B. 导入币安网钥匙

安装币安APP并打开后注册或登录

点击中间“更多”





点击下面”API 管理”

如上图输入标签“bigtangle”后，点击“创建 API”

分别输入手机和邮箱验证码会，点“提交”，所有保存修改操作均需要输入验证码。

点击下面的倒三角▼





分别将APIKEY 和 secret 保存到本地备用后，点击上面“编辑”

如上图所示，输入 IP 地址（81.169.156.203 和 149.129.82.71）后点击“确认”

选上“允许提现”和“允许万向划转”后，点击上面的“保存”。
C. 提币地址

在上面的主界面，点击“充值”



选择“USDT”

选择第一个“Ethereum(ERC20)”这个

将上图所示的钱包地址复制到本地备用。



在主界面选择右下角的“资金”选项卡后，点击“提现”。

选择“USDT”

点击



点击“使用新地址”

币种选择“USDT”，并将管理员的地址“0xf8395101d6361e325ae1e53693408bfb5ba8d7b7”
填入相关输入框。



地址来源选择最下面的“Binance”后点确认。





火币网和大网免费互联互通
大网的免费支付和交易，利用火币网用户和资产。火币网每天交易 20亿美元都

将可以转到大网免费交易。

1.用户下载和导入火币网钥匙。

A.下载火币APP
下载链接 “https://bigtangle.oss-cn-beijing.aliyuncs.com/test/huobi-0.apk”

D. 导入火币网钥匙

安装火币APP并打开后注册或登录

点击左上角的

点击“通用设置”



点击”API 管理”

点击“创建API”

输入备注名，如“bigtangle”后，
将“权限设置”里的三个选项都选上，如“提币”、“交易”，并绑定 IP地址（81.169.156.203 和
149.129.82.71）



点击“确认”

分别输入邮箱和手机接收到的验证码后，点击“确认”
然后将弹出界面内的APIkey 和 secret 密钥复制到自己手机，以备后用。
E. 提币地址

在上面的通用设置界面，点击“提币地址管理”



点击下面“添加地址”

点击上面的“请选择币种”

选择“USDT”

选择“ERC2.0”，并将管理员的地址“0x707a455622fff1ae2f885f24f0c90fd2dbb999c1”填入相关输入框后点击
“保存”。



在主界面选右下角“资产”选项卡，
点击上面“充币”按钮

选择“USDT”币种

点击下面“复制地址”将充币地址复制到本地，以备后用。

2.在大网上火币网免费互转到。



USDT 完全免费，其它的有跨链费用。

绑定设置

浏览器打开“https://m.bigtangle.xyz”后并登录账号

点击左上角“三”后，选择“火币网”菜单
即“https://m.bigtangle.xyz/huobi/userpay.jsf”

点击“火币设置”



将前面复制的火币网APIkey 和 secret 密钥及充币地址分别依次输入到对应的输入框内
点击“保存”
注意，如果不先绑定设置，将无法和火币网互联。
绑定设置一周后，方可进行充值及提现操作。

用户转账到大网管理员账户。完成后，在大网上从管理员账户转账给用户上对

应的通证。

充值

A. 充值
浏览器打开“https://m.bigtangle.xyz”后并登录账号
点击左上角“三”后，选择“火币网”菜单
即“https://m.bigtangle.xyz/huobi/userpay.jsf”

点击“充值”按钮，



输入金额及注释等相关信息后，点击“付款”按钮。
B. 提现
点击“提现”

分别输入金额及注释等相关信息后，点击“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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