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虎证券开户指引

方式一、老虎证券官网注册开户：https://www.tigerbrokers.com/accounts

方式二、下载老虎股票 APP后，在 APP里注册，最后一步请填写邀请码： LH888 （字码大写）

下面以方式一老虎证券官网注册为例（三种开户方式步骤类似），介绍开户流程：

打开老虎证券开户页面：https://www.tigerbrokers.com/accounts

点击右侧的“在线开户”

方式二 推荐通过邀请链接开户 https://www.tigerbrokers.com/market/201602?invite=LH888

https://www.tigerbrokers.com/accounts
https://www.tigerbrokers.com/market/201602?invite=LH888
https://www.tigerbrokers.com/accounts


在手机号码栏填入你的中国手机号，然后单击“发送短信验证码”按钮，会跳出一个输入图片

验证码的小页面，输入右侧图片里显示的验证码后，过一会你的手机就会收到老虎证券发来的

短信验证码，将收到的短信验证码输入到下面一栏即可。

“请输入密码”栏里，这里的密码是让你自己设置登录交易软件的密码，最好是设置一个既有

字母又有数字的密码，密码需要输入两遍，请确保两遍输入是完全一致的。



如果你的开户页面里有邀请码这一栏，请填写 LH888 （字母都需大写）这个邀请码，填写

这个邀请码的好处是可以免去每月 10美元的账户管理费，而且以后有美股相关的问题，也都可
以通过微信（微信号： ，也可以通过扫描下方二维码添加我的微信）咨询我。

填好页面上内容后，就可以点击右侧的“立即注册”

13603718422

LH888



填写资料页的第一行填入你的中文全名；第二行分别输入拼音姓和名；第三行则是输入身份证

号码，第四行是输入你的常用邮箱（如果你同时有 QQ邮箱和 126、163邮箱，那么最好是用
126或 163邮箱）；家庭成员个数按实际情况填写即可，下面一行是婚姻状况，再下一行是工作
状况，这里要说明的是，如果你目前是自由职业、无业或退休状态，都请选“受雇”，然后在下

面的工作单位信息栏里填写你上一份工作或退休前的公司信息。

如果你目前是在金融行业（例如证券公司、期货公司）里工作或者在政府部门里工作，工作详

细内容我会建议你填写你亲戚朋友的工作信息，不然开户审核起来会很麻烦（有可能会征求你

所在单位的意见后才能给你开户）。

选好行业类型、填好公司名、选好省市县区，然后填写具体公司地址（地址请尽量详细）。



填好工作信息后点击右侧的“继续”，进去下一个填表页面：

根据你的实际情况选择净资产和净收入，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总资产是一定要大于净资产和

净流动资产的，大小关系搞错的话开户审核会变慢。



投资目标的话也根据您的实际情况选择即可，是可以多选的。交易经验这里，交易年数最好选

1年或以上，每年的交易次数也最好选大于 100次，知识水平选丰富，如果交易年数和次数选
太少的话，开户完成后有可能无法交易某些金融产品。美股经验这里根据你的实际情况选择即

可。

点击右侧的“继续”进入下一个页面：

客户协议页面的话没有需要更改的地方，你只需大致查看即可。然后点击右侧的“继续”进入

下一个页面：



最后一个页面是上传证件页面，点击右侧的这两个虚线框体，就可以上传身份证的正反面照片，

需要注意的是，身份证是需要放在签有你亲笔签名的白纸上拍照的（身份证不要盖住亲笔签名），

而且正反面都要放在有签名的白纸上拍。

成功上传身份证的正反面照片后（尽量拍的清晰，不要反光，放在有亲笔签名的白纸上拍照），

就可以点击右侧的“继续”了：



最后你会看到如下页面：

这说明你已经成功提交了开户申请，就等老虎证券那边审核你提交的开户资料了。点击“个人

中心”可以进入你的个人中心页面：

等你的账户通过审核后（一般需要 3~4个工作日），你会收到老虎证券发给你的开户成功短信，
然后你就可以入金了；如果 4个工作日后（剔除双休日、假日），你还是没有收到任何信息，请



直接联系老虎证券的官方客服热线 4000588588询问你目前的账户审核状态，很有可能是你开户
时所填的信息或上传的身份证照片有问题，造成了开户缓慢。

老虎证券入金指引

老虎证券的底层交易通道是美国盈透证券提供的，所以入金也是入到盈透证券。

开户审核通过后，你登陆老虎证券官网的个人中心页面（用户名是你的手机号，密码就是你前

面自己设置的那个密码），点击左侧的“存入资金”，就会看到如下页面：

先不用填写汇款通知部分，下拉页面到第二部分“网银转账入金指引”：



这里显示的信息就是你进行入金时所需要用到的所有信息了。

这里我需要说明几点基本的注意事项，首先，如果不是对外贸易需要等特殊情况，人民币目前

是无法跨境汇款的，所以只要是操作境外的金融产品（美股、港股、外盘期货等），正规的入金

渠道其实只能是使用外币（美元、港币等现汇）进行汇款，如果你接触到一家“境外交易商”

号称支持人民币出入金的话，那么你要特别小心了，因为这类支持人民币出入金的平台很可能

是不正规的黑平台（自己架设交易平台和你进行对赌）。

第二点，正规的境外经纪商一般只会允许同名银行账户出入金（特殊情况下可以允许使用直系

亲属的银行账户出入金），因为这是境外监管机构对经纪商在反洗钱方面的基本要求。所以你在

出入金时，记得一定要使用自己名下的银行账户。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入金指引页面上所显示的信息：

首先是汇款人信息部分，“汇款人姓名”这里显示的是你的拼音名，你如果使用的是自己名下银

行账户的网银进行电汇，那么汇款人这一栏一般是默认填写你自己的名字的。

“汇款人地址”的话，填写前面你开户填表是所填写的居住地址即可，但最好是精确到门牌号，

因为有些银行的网银要求有点严格，会要求你所填写的汇款人地址足够详细才行。

接下来是收款人信息部分：



“收款人姓名”一般是填 IB，IB其实是老虎证券底层交易通道提供商美国盈透证券公司英文名
字 Interactive Brokers的缩写。特别提示：我一般建议大家把收款人姓名的 IB写成 In Bro, In Bor
或 In Brok，这样的话会更像人名些，也就更加容易汇款，具体为什么要这么写我下面会说明。

“收款人账户”前面的 8位数字大家都是一样的，U开头后面的 7位数字就各不相同了；U开
头的这串数字其实是大家在老虎证券底层交易通道提供商美国盈透证券那里的账户编号。你在

电汇时，一定要把这个收款人银行账户号码写全，不要漏了 U开头后面的那 7位数字，如果漏
掉，那么你的汇款是会被退回的，因为盈透证券那边无法确认这边款项来自于哪个客户。

“收款人国家/地区”是 United States, 也就是美国，有些网银里的是显示为 USA或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收款人所在城市”为 Greenwich, 这个其实也是盈透证券所在的美国城市：康涅狄格州的格林
尼治。

“收款人地址”是 One Pickwick Plaza, Greenwich, CT 06830, United States. 其中 CT是康涅狄格州
的英文缩写，06830是邮编号码，United States是美国国名，Greenwich是城市名，One Pickwick
Plaza是具体的地址。

接下来是“收款人开户银行”信息，收款银行所在城市是 NEW YORK（美国纽约）；收款银行 SWIFT
代码是 CITIUS33（如果你的网银要求填写 11位的 SWIFT CODE，那就填 CITIUS33XXX）；收款行



ABA清算号码（Routing Number）这个号码的话大部分网银在进行电汇时是不用填写的，一般只
有美国本土银行或部分香港银行的网银才需要填写这个号码。收款银行全称是 Citibank, N.A(New
York Branch)也就是花旗银行纽约分行。收款行地址为：111 Wall St, New York, NY, United States. 其
中 United States是美国国名，NY是纽约州缩写，New York是纽约市，111 Wall St是具体地址，
也就是华尔街 111号。

这个收款银行账户是仅支持美元的，你不能汇其他币种，另外你使用网银兑换美元时，记得是

购现汇而不是购现钞，现钞是纸质美元，你出国旅游购物时才用的到。

费用承担方式一般都是选 SHA共同承担。

接下来我再来说明一下为什么建议大家把 IB改写成 In Bro或 In Brok

中国目前的外汇管制，对境内个人银行账户汇给境外公司账户（例如境外证券公司的公司账户）

的汇款管得很严，如果你让银行知道你这笔资金是汇给境外公司账户的，那么除非这个境外公

司账户是学校或医院，不然国内银行是不会让你汇出的；但对于汇给境外个人账户的款项，国

内银行不会进行拦截或拒绝。

所以如果你想顺利地使用国内银行网银或柜台电汇给境外券商的公司银行账户，就必须尽量让

银行以为你的境外汇款对象，是个人银行账户而不是公司账户。

如果让国内银行因为你是汇给境外个人账户呢？

你需要在汇款填表是把境外券商的公司名称缩写成类似人名；具体到美国盈透证券，那就是把

Interactive Brokers LLC.进行简化缩写，我一般建议大家缩写成 Inte Brok或 In Bro, In Bor, In Brok
等等都可以，然后如果国内银行工作人员问起来，你就解释说 Inte是名，Brok是姓，而且一口
咬定你的境外汇款对象是个人而不是公司。

有些朋友可能会有疑问：把收款公司名称这样缩写的话，美国花旗银行那边能成功入账么？这

个不必担心，美国银行进行入账时主要核对的是你所填写的银行名称、银行账户号码及 SWIFT
码，收款公司名称的话，只需大致匹配即可，不用做到百分百相符的；所以这样缩写是不会影

响资金入账的，这个我已经试验过很多次，每次都能顺利到账。

我们来总结下：使用国内网银进行汇款时最主要的技巧就是把美国盈透证券的英文公司名称进

行缩写，使其比较像人名，并坚称你这是要汇给某个境外个人账户。并且汇款用途要填写成因

私旅游或个人旅游。

下面我们再来汇总下使用国内网银美元入金时需要填写的信息：

收款人信息：

收款人姓名：填写盈透证券的公司名缩写，例如 In Bro或 In Brok等均可
收款人账户：40806826+你 U开头的账户编号，详见入金指引。
收款人国家/地区：United States（美国）



收款人所在城市：Greenwich（格林尼治市）
收款人地址：One Pickwick Plaza, Greenwich, CT 06830 USA（这个地址也就是盈透证券美国总部
的地址，USA是美国，06830是邮编，CT是州名，Greenwich是城市名，One Pickwick Plaza是具
体街道地址）

收款人开户银行信息：

银行所在国家/地区：United States（美国）
银行所在城市：NEW YORK（纽约市）
SWIFT CODE：CITIUS33（如必须填写 11 位代码，后面全部用大写字母 XXX 补充，也就是
CITIUS33XXX）
ABA清算号码：021000089（也就是 Routing Number，但这个清算代码一般国内网银不要求填写）
收款人开户银行全称：Citibank, N.A.(New York Branch)（美国花旗银行纽约分行）
收款行地址：111 Wall St, New York, NY, United States（美国花旗银行纽约分行的地址，美国纽约
华尔街）

即使我们将盈透证券的公司名伪装成个人姓名，有些审核严格的国内银行还是可能不让我们汇

出，例如国内的招商银行。国内每家银行的外汇管制严格程度是不一样的，有些银行严格，有

些银行相对宽松，我们只能去找那些相对宽松的银行才可能汇款成功。

目前我比较推荐使用的是光大银行的“出国+”卡（出国加卡）或“出国金融专属卡”，对于光
大银行“出国+”卡的持有者来说，通过光大银行网银境外汇款，可以享受免除 150元电报费的
优惠，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汇款成本；而且使用“出国+”卡进行电汇，到账速度快，成功的
概率相当高。

其次我推荐的就是建设银行，使用建设银行进行电汇，最快可以达到 3分钟到账，成功率也比
较高。

其他例如民生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其实都是有机会成功汇出的，唯

一可以确定不能成功汇出的，有刚才提到的招商银行和兴业银行。

相比较来说，规模越小的银行，一般成功汇出的几率越大，例如民生、光大、中信等，成功概

率就比中国银行、农业银行等要高些。工商银行本来成功汇出的概率也比较高，手续费相对较

低，但最近听说好多朋友使用工商银行进行电汇，都被工行给退回来了。

另外，最近有些国内银行减免了境外汇款相关费用，大家也可以考虑这些银行：

民生银行：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现汇免手续费、电报费。

农业银行：个人网银免手续费

交通银行：2016年 12月 31日前个人网银免电报费

记者了解到：部分银行在境外汇款方面退出了“免费大餐”。去年 12月份，民生银行客户通过
其手机银行、网上银行使用现汇进行汇款，免付手续费和电报费；如果使用外币现钞进行汇款，



只需支付“钞转汇”手续费，其他两项费用均免费。此外，农行针对个人通过网银办理境外汇

款免收手续费；交行在 2016年 12月 31日前，免收个人网银境外汇款电报费。

关于使用各家网银进行美元电汇入金的细节，老虎证券在官网入金指引页面下有介绍：

具体链接：

建行网银电汇说明：https://www.tigerbrokers.com/fee/ccb
光大银行网银电汇说明：https://www.tigerbrokers.com/fee/ceb
中国银行网银电汇说明：https://www.tigerbrokers.com/fee/boc
农行网银电汇说明：https://www.tigerbrokers.com/fee/abc
招商银行香港一卡通（内附办卡教程）电汇说明：https://www.tigerbrokers.com/fee/cmbhk

等你使用网银成功汇出款项后，就可以去前面那个“汇款通知”栏填写汇款信息，通知老虎证

券客服人员查看款项是否到账了，如果是用国内光大银行出国+卡、建设银行网银、中行网银汇
款的话，一般最快 3分钟或当日几个小时就能到账，如果是民生银行，最快日内能到账，如果
是其他银行网银汇款，则一般需要 1到 2个工作左右才能到账（具体到账速度取决于国内银行
效率）：

https://www.tigerbrokers.com/fee/ccb
https://www.tigerbrokers.com/fee/ceb
https://www.tigerbrokers.com/fee/boc
https://www.tigerbrokers.com/fee/abc
https://www.tigerbrokers.com/fee/cmbhk


由于受限于国内的外汇管制，每人每年等值 5万美元的额度限制，并且在汇款过程中，需要伪
装成汇给个人账户，通过国内银行向境外转账，存在着一些转账失败、被退回的可能性，浪费

时间和精力。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种能彻底解决出入金难题的办法，那就是办一张境外个人银

行账户（这个境外银行账户必须设在没有外汇管制的国家或地区）；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中国

的外汇管制对汇给境外个人银行账户的款项不会进行拦截，所以如果我们的外汇是先汇到我们

设在境外的个人银行账户，再从这个境外银行账户直接汇款给境外券商，就不会遇到被国内银

行拒绝的情况了。

这个境外银行账户必须是你本人名下的，因为只要是正规的境外券商，都会要求你的出入金必

须是通过你自己名下的银行账户进行。

对于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来说，最容易办理的境外银行账户，就是香港银行账户了（香港是没

有外汇管制的）；很多国内银行在香港拥有分行（例如招行、工行、建行等），所以这些银行的

一些国内分行网点是可以替你申请香港银行账户的，也就是说你在国内就能申请办理一个香港

银行账户。

等你有了一个香港个人银行账户（当然，有条件去国外旅游的话，也可以顺便办个其他国家的

银行账户，但请注意，一定要问清楚该国是否有外汇管制政策），你就不必缩写盈透证券的公司

名去伪装成给境外个人账户汇款了，而是可以光明正大地使用香港银行网银给盈透证券汇款。

你使用国内银行账户给自己的香港个人银行账户汇款也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还能让你的朋友、

亲属换好外汇后汇到你的香港个人银行账户上，这样你每年能动用的外汇就不止 5万美金了。



国内银行的香港分行里，费率最低的应该是工商银行香港分行（工银亚洲），其次是建行香港分

行，再次是招行香港分行，但如果比较网银的使用便利性，则招行香港分行的香港一卡通是比

较好用的。

在申请香港银行账户时，请一定记得同时申请开通网上银行，并申领电子密码器（也就是类似

国内的网银 U盾）。

目前国内申请香港银行账户的人挺多，所以如果你通过招行、工行、建行的国内网点申请香港

银行账户的话，一般要花一两个月才能真正拿到香港银行卡。

所以如果你是首次入金，那么我建议还是先使用国内网银，用前面提到的把盈透证券公司名进

行缩写、伪装成汇给境外个人账户的技巧，先试着入金；香港银行账户也建议尽早去申请起来，

因为谁也不知这种小技巧是否能一直有效。

老虎证券出金指引

老虎官网的个人中心页面里虽然有“提取资金”页面，但这只是通知老虎证券的客服告知你具

体的出金操作流程。那么具体的出金操作流程是什么样的呢？其实还是需要登录老虎证券的通

道提供商盈透证券的账户管理页面进行操作。



盈透证券的账户管理页面登录网址是：https://www.clientam.com/sso/Login?partnerID=laohuhk

如果上面这个页面无法打开，也可以尝试直接登陆盈透官：https://www.ibkr.com.cn/sso/Login

打开后你会看到这个页面：

有些朋友一定会试着用登陆老虎证券的用户名（也就是手机号）和密码来登陆，但需要和你说

明的是，这里的用户名和密码，跟老虎证券那个用户名和密码是完全不一样的。

登陆盈透证券账户管理页面的用户名其实已经显示在老虎证券官网的个人中心页面里面：

https://www.clientam.com/sso/Login?partnerID=laohuhk
https://www.ibkr.com.cn/sso/Login


“交易账号”下面字母和数字组合的账户名就是你用来登陆盈透证券账户管理页面的用户名。

而密码则相对比较麻烦些，需要你拨打盈透证券上海办事处的客服热线：021-60868586索要。



打通 021-60868586这个电话后，一开始会提示你输入“账户号码的数字部分”，账户号码的数
字部分在老虎证券官网个人中心里的“存入资金”页面里能查询到：

打开老虎证券官网个人中心里的“存入资料”页面，其中“收款人账户里”，字母 U后面的 7
位数字就是“账户号码的数字部分”。

输入“账户号码的数字部分”后，电话里会提示相关选项，先按“3”进入“获取有关账户登录
的相关帮助”，然后再按“1”进入“获取有关密码的相关帮助”。接通人工客服后，人工客服会
先和你核实相关身份信息，确认为账户持有者本人后，你直接和人工客服提出重置你的初始密

码，然后相关密码重置信息会发送到你注册账户时所填写的 E-mail邮箱里了，或者直接记录下
人工客服口述的密码。

取得临时密码后就能登录盈透证券的账户管理页面了：



一般首次登录时是需要去“管理账户”>>“安全”>>“修改密码”里把临时初始密码修改成你
容易记住的密码。

下面我们再来介绍出金步骤：

点击“资金栏”，然后再点击“资金转账”，进入如下页面：



“转账类型：”这里选择“取款”，“币种”这里选择“美元（USD）”，“方法”这里选择“电汇”：

“选择您的电汇类型：”这里选择“银行”：

“银行所在国家”这里，如果你是使用国内银行账户出金，则选择“中国”，如果你是用香港银

行账户出金的话，则选择“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先以使用国内银行账户出金为例，选择“中国”：



“银行账户号码”和“确认账户号码”这两栏输入国内银行卡号或存折号都是可以的，确保填

的是同一个账户号码即可，银行的 SWIFT编码的话，每家国内银行都是不一样的，具体可以到
这个网站上去查询：http://www.swiftcode.cn

以中国银行宁波分行为例：

那么就填入 BKCHCNBJXXX（记得把最后三位 92A用 XXX代替）这个 SWIFT编码即可：

http://www.swiftcode.cn


输入 SWIFT码后界面上会自动跳出代理银行（中间行）信息页面让你选择：

如果输入 SWIFT编码后界面上没有自动跳出代理银行选择页面，那么最好联系你的银行问下代
理银行信息。

点击选中代理银行后，就会显示如下页面：

在“保存的银行信息文件名称”这一栏随意输入个五位数的名称即可，然后点击“继续”。



在下一个页面里你会看到这几个输入栏，用户名是默认填好的，你需要填入你的盈透账户管理

登陆密码（不是老虎证券的的登陆密码），点击“发送验证码”，

然后，你需要登陆注册时填写的 E-mail邮箱里查找“确认号码”

找到并填写“确认号码”后，点击“确认”后继续。



再次回到资金转账页面，填写转账金额：

点击“继续”，然后就会进入下一个确认页面，是和你确认出金的费用（每月首次出金是免费的，

每月第二次和之后要收 10美金费用）
最后有个“您想定期进行这一交易吗？”

如果不想定期出金，就在“您想定期进行这一交易吗？”，就选否。



至此，你就提交好出金申请了，如果所填的银行信息及中间行信息没问题，那么大约 3~4个工
作日后，你就能收到出金款项了。

附言：如果选香港银行卡作为出金的收款行，填写收款银行信息和 swift码后，将会自动出现代
理行信息列表，选花旗银行。过程将会稍微简单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