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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钢联，证

券代码：300226）2000年成立以来，逐步打造了以大数据为

基础的网络综合资讯、上下游行业研究、专家团队咨询、电

商交易平台、智能化云仓储、信息化物流、供应链金融为一

体的互联网大宗商品闭环生态圈，并形成了以钢铁、矿石、

煤焦为主体的黑色产业龙头，兼顾有色金属，能源化工，农

产品等多元化产品领域的集团产业链。 

　　上海钢联现已成为国内领先的从事钢铁行业及其他大宗

商品行业信息和电子商务增值服务的互联网平台综合服务运

营商。

l公司概述



版本概述

我的钢铁手机版 是我的钢铁网（www.mysteel.com）移动终端的应用软件。

我的钢铁手机版 v4.8.4版软件于2019年3月正式上线，可全面支持iPhone(iOS9.0以上)、

Android（4.4以上）操作系统。

我的钢铁手机版 用户可借助智能手机上网快速获取我的钢铁网同步的信息：价格、资讯、短信、

供求、期货、热点、高端报告等信息。

  全新布局操作更便捷      各大品种精准定制      及时资讯把握市场新动态

  短信免费订阅无上限      轻松掌握全国钢价      发布供求海量资源随心选 

android 4.4以上系统 iOS 9.0以上系统

l新版本概述



l客户端-新版本变化

可定制排序黑色、有色、农产

品、建筑材料、能源化工五大

产业，首页可切换产业查看

1

全新主页集合钢铁和原料所有

品种内容

2

可以收到定制的行情更新推送

提醒

3

界面再优化，可以搜索内容和

支持筛选条件多选

4

品种定制 黑色金属

行情定制推送 快讯优化



1、首次安装引导选择感兴趣的产业，包括：

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农产品、建筑材料、能源化工

2、启动APP首页默认显示综合

3、左右滑动切换首页展示的的产业内容

4、点击右上角定制图标，可修改定制刚兴趣的产业，

和调整在首页显示的排序

品种定制l客户端-新版本变化



1、点击定制图标后，点击我的定制下的产业进入首页

查看该产业内容，点击更多产业中的产业进行定制该

产业到我的定制中

2、点击左上角编辑按钮进入编辑状态，点击我的定制

下的产业进行取消定制，长按拖动我定制的产业可进

行排序，点击更多产业中的产业进行定制该产业到我

的定制中

点击查看

点击定制

取消定制

长按拖动排序

品种定制l客户端-新版本变化



1、全新黑色金属主页，集合黑色金属资讯内容。

2、上排饼图：黑色金属的5个特色栏目，包括价
格、资讯、钢厂、库存、调研

3、下派饼图：热门品种建筑钢材、铁矿石、煤焦、
废钢

4、点击“全品种”弹框展示黑色金属其它所有品
种，点击品种查看具体该品种内容

黑色金属l客户端-新版本变化



1、点击“修改/删除定制”可按照品名规格定制
价格行情

2、可点击“查看全部”“查看已定制”切换查看
该表单所有规格价格，或已定制的规格价格

3、已定制的行情有更新，推送提醒即时查看最新
行情变动

行情定制推送l客户端-新版本变化



1、首页增加快讯入口，最新快讯更明显

2、快讯支持按品种、类别进行筛选

3、快讯支持添加图片、原文链接或相关文章

4、快讯支持分享图片形式分享，分享入口更
明显

快讯优化l客户端-新版本变化



1.0系列 3.0系列

4.0系列2.0系列

2010年11月9日，版本1.0分别在苹果系统、
安卓系统两个手机系统平台上线。
进行了8次优化迭代

2014年7月14日，版本2.0更新上线，做了产品
服务的调整，做了用户使用优化。
进行了4次优化迭代

2016年6月18日，版本4.0更新，新
增多个特定板块，全新界面
目前已经进行了20次优化迭代

          我的钢铁手机版用户可借助智能手机上网快速获取我的钢铁网同步的信息：价格、资讯、短信、供求、快讯、热点、高端报告等信息。

l迭代历程

2015年7月20日，版本3.0更新，新增个
性定制所关注的品种，可添加到首页。
进行了6次优化迭代



l核心功能

我的钢铁手机版核心功能

最全面的钢材、有色金属、炉料、农产品等大宗商品市场价格。
第一时间从全国当地市场采集，保证实时更新、权威真实~

价格行情

行业资讯

行情推送

丰富优质的资讯文章、权威深刻的分析报告，带您洞悉市场，发
现商机！

丰富信息一键定制；行情、调价、调查统计信息即时推送，绝不
错过！



l基础功能介绍

01
04

02
03

期货

同步上期所、大商所、郑商所权威数

据，行情、资讯、分析报告应有尽有。

其他功能

更有快评、报告、会议、微谈

多样功能版块，等你来体验！

供求现货

产经日历

财经事件、产业数据实时更新。

免费发布供求信息，实时匹配供求双

方资源，行业企业名录，一键搜索,

找货卖货从未如此高效！



首页上导航是综合、和五大产业版块入口，可进行定制

首页下导航栏是我们五大特色功能版块的入口

1、下方是热点推荐文章列表。

2、右下角点击“我的”进入个人中心

3、首页顶部搜索栏，输入关键字可搜索相关文章

4、首页中部展示我的钢铁行情在线，可免费查阅到全国钢价

首页 



价格 

切
换
品
种
、
城
市

查
看
全
部
和
已
定
制
行
情

手机版传统版块，点击进入可查看所

有品种报价



经典规格走势图

品种、城市、
时间筛选

按规格定制

行情列表

返
回
上
一
级
目
录

价格涨跌

品名、规格、材质、
产地筛选

查看详细的分析、
汇总等信息

价格
操作详解

新增单条价格
走势图

分享



短信中心整合Mysteel.com现有的短信息，可以不限条数定制，并享受同步推送

的服务。

短信中心提供我的订制、我的短信和短信订制三个版块。

短信中心短信内容可分享至各大社交平台。

短信-短信订制提供可直接“订制”的按钮，点击后进入我的短信版块。

短信-我的短信可查看我订制过的最新短信。

短信-我的订制可查看我订制过的短信套餐，点击右上角编辑进行排序等操作。

短信 



短信
操作详解

点击“短信”跳转 点击“短信标题”跳转



短信
操作详解

苹果版:向左滑点击“删除”退订
安卓版:长按短信标题退订

按住右侧图标拖动排序
点“全部已读”去除红点未读提示



点击搜索栏进入搜索 点击“订制”成功订制

短信
操作详解



选择“我的短信”，查看“我”订制过的最新短信

短信
操作详解



期货中心同步上海期货交易所（上期所）、大连商品交易所（大商所）、郑州商

品交易所（郑商所）的期货信息，栏目分别设置为上期所、大商所和郑商所。

期货中心的主界面上显示不同的合约价格行情，分析、资讯、机构。上期所显示

的合约分别为螺纹钢、线材、热轧、有色金属；大商所显示的合约分别为铁矿石、

焦炭和焦煤、农产品。郑商所显示的合约分别为农产品、动力煤、硅铁。

期货中心的行情采用分屏显示，即除了合约名是固定的列以外，其它的字段分两

页显示，界面向左滑动即可。

期货中心的行情展示的字段分别有合约名、最新价、涨跌（%）、成交量、今日

开盘、持仓量、昨日结算等7个。

期货 



个
人
信
息

我的版块包括个人信息、我的VIP权限、

我的收藏、消息通知、设置、我的订单、

抵用券、积分、工具、帮助与反馈、联

系人、邀请好友、积分商城、开通/续费

权限、我的客服专员

我的 

点击主页右上角图标进入“我的”



点击“设置”进入 设置包括：

账号安全及绑定；

正文字号； 

清除缓存 ；

开启网络优化；

摇一摇反馈开关；

软件评价； 

版本更新； 

关于我们；

隐私政策

登录/退出

我的
设置
操作详解

点“账号安全及绑定”后
点“修改密码”



点击“开通/续费权限”进入 点击“添加品种”、结算后进入

我的
开通VIP  

权限
操作详解



苹果IOS系统

安卓系统

苹果手机用户，可以在App store内搜索
“我的钢铁”下载安装。

安卓手机用户，客户可在多个不同的应用商店搜索“我的钢
铁”下载安装，安卓主流应用商店已全部覆盖，都能下载到
喔~

01
OPTION

02
OPTION备注：

（1）链接下载地址：

www.steelphone.com/xz
（2）二维码下载地址：

识别二维码
立即下载体验



1.首次安装手机版的用户，需要注册并登录，登录后系统默认记住密码，下次

将直接登录。

2.登录成功后，自动跳转至主页。

3.支持微信绑定注册和微信快速登录

新用户注意：

u只支持中国大陆的手机号码。

u绑定手机终端提供服务，一个账号只能同时登陆一部手机。

注册



点击立即注册 输入手机号码进入下一步

注册
操作详解

输入所有信息后点击完成注册



我的钢铁手机版收费标准
会员权限 标准年费（元/部/年）

全品种 1200

单个品种 300
不锈钢 600

工程项目 500

标准优惠政策如下

（1）同时购买5份VIP权限，总价可优惠至¥3000；

（2）同一用户一次购买10年权限，总价可优惠至¥3600。

单品种包括：

【黑色】

不锈钢、 带钢、 废钢、 钢管、 钢坯、 硅钢

结构钢、工业线材、冷轧、 热轧、煤焦、

 耐材、 生铁、 特钢其他、 铁合金

铁矿石、 涂镀、 型钢、  中板

【有色】

铝、 镍、铬、 铅锌、 铜

【化工】

粗苯、 甲醇、 硫酸铵、 煤焦油

【农产品】

油脂粕类、 小麦类、 玉米类、棉花类

【水泥混凝土】

水泥、混凝土、工程项目

Ps：
1、用户在下载安装注册成功后，会先获得15天的试用权限；
2、单个品种年费不含不锈钢、工程项目。
3、购买不锈钢，赠送镍、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