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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ail簡介 

G-Email 概述 

Genaro 的第一個加密郵箱系統，也稱為「可驗證加密數據交互」（VEDI）系統。該系統應用了

區塊鏈和分布式存儲技術以實現去中心化，用戶能夠僅通過地址或域名來發送加密的電子郵件

和數據。 

 

 

 

 

使用流程 

1 下載安裝 

下載並安裝 G-Box 客戶端後,打開 G-Email。 

（請認准 Genaro 官方唯一下載地址） 

 

Mac 版客戶端下載地址： 

https://genaro-release.oss-cn-hangzhou.aliyuncs.com/gbox-1.0.0.dmg 

Windows 版客戶端下載地址： 

https://genaro-release.oss-cn-hangzhou.aliyuncs.com/gbox-1.0.0.exe 

 

 
 

https://genaro-release.oss-cn-hangzhou.aliyuncs.com/gbox-1.0.0.dmg
https://genaro-release.oss-cn-hangzhou.aliyuncs.com/gbox-1.0.0.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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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創建／導入錢包 

2.1 新用戶創建錢包 

創建新的密鑰（助記詞），生成錢包。 

 

 

 

第一步生成 12 位助記詞並仔細記下安全保存；第二步確認備份好助記詞後，再次輸入 12 位

助記詞確認，點擊“確認”後錢包成功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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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設置錢包密碼，該密碼作為當前錢包的支付密碼需牢記；第四步確認錢包資訊，生成錢

包。 

 

重要提示： 

作為去中心化應用，您的密鑰（助記詞 ）不存儲在 Genaro 程式和任何伺服器中，一旦丟失

將無法找回。請牢記並備份初次登錄的密鑰（助記詞）。您的數字資產，存儲的檔都歸為其錢

包目錄下，若密鑰丟失，則此密鑰下進行的操作、存儲檔與錢包資產都將丟失。 

備份密鑰（助記詞）時， 一定要注意三點: 

a. 盡可能採用物理介質保存, 例如用筆抄在紙上等, 盡可能不要放在聯網的設備裏。 

b. 多次驗證備份的助記詞是否正確。將備份後的助記詞妥善保管, 做好防盜防丟措施 

 

 

2.2 導入原有錢包 

如果您之前創建過，基於 Genaro 主網的，Genaro 專屬錢包，可以直接通過導入密鑰（助記詞）

或者錢包的 Json 檔的方式導入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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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導入助記詞導入錢包： 

第一步選擇導入錢包的方式，通過密鑰（12 位助記詞）導入；第二步輸入您的助記詞； 

 

 

 

第三步設置並牢記錢包密碼；第四步確認錢包地址資訊，導入錢包成功。 

 

 

或者通過導入錢包 Json 檔導入錢包 

第一步點擊導入錢包 Json 檔按鈕；第二步上傳您的錢包 Json 文件； 

 

 

第三步輸入您的錢包密碼；第四步確認資訊後導入錢包成功。 

 

特別注意：這裏需要注意的是用密鑰（助記詞）導入錢包，可以重新設置密碼。 而通過

Json 檔導入錢包，需要輸入該 Json 檔錢包的原有密碼才能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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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購買空間／購買流量 

3.1 購買空間 

在使用 Genaro 郵箱功能之前，需先購買存儲空間。 

 

首先點擊「空間管理」，輸入錢包密碼，進入空間管理頁面。點擊「購買空間」按鈕，然後輸

入需要購買的存儲空間容量與期限。 點擊「下一步」，確認購買信息無誤後，輸入錢包支付密

碼，點擊「確認購買」。  

 

購買成功後重復以上操作再購買一個新存儲空間，以便後續使用發件箱與收件箱功能。 

 

 

 

3.2 購買流量 

存儲空間購買成功後還需購買下載流量以便在簽收郵件與下載附件時使用。點擊「購買流量」，

輸入需要購買的下載流量。點擊「下一步」。 

 

確認購買信息無誤後，輸入錢包密碼，點擊「確認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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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點擊雲郵箱界面右上角的「購買空間」與「購買流量」按鈕進行存儲空間的購買操作。 

 

特別注意： 

1 由於“空間管理”、“云邮箱”內的資訊為本地加密資訊，所以初次登陸時，需要輸入您的錢

包密碼進行簽名驗證才能解鎖打開。 

2 “購買空間”“購買流量”為 Genaro 公鏈的特殊交易，需要支付一定的燃料費（又稱 gas

費），用於 Genaro 節點記賬獎勵，並且交易發出後無法撤回。 

3 gas 的價格以 Gan 為單位。1GNX = 109 Gan。您可以自行填寫 gas 價格，或者默認系統的最

適應值。節點會優先打包 gas 費更高的交易，如果用戶轉賬時支付的 gas 費過低，那麼該筆交

易可能不會被打包成功，造成交易失敗。 

 

4 使用 G-Email 雲郵箱功能 

4.1 設置收件箱與發件箱 

選中新購買的存儲空間，分別點擊「設置收件箱」與「設置發件箱」，發件箱與收件箱設置成

功後開始使用 G-Email 雲郵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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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注意： 

只有空存儲空間可以設置為發件箱與收件箱，使用雲郵箱功能。如果您購買的存儲空間已經存

儲了文件，請轉移該郵箱內的郵件，或重新購買存儲空間，將重新購買 的存儲空間「設置為

發件箱」或「設置為收件箱」。 

 

4.2 發送郵件 

雙擊進入發件箱，點擊右上角「發送郵件」按鈕，在彈出框內輸入收件地址、郵箱標題與郵件

內容，也可添加附件，待附件上傳成功後，郵件內容確定無誤後點擊「下一步」，輸入錢包密

碼發送郵件。 

 

 

特別注意： 

1. 包括附件的郵件總大小不能超過發件箱的剩餘容量，否則郵件將無法發送成功。 

2. 發送郵件不會使用購買的流量，但您所發送的郵件將被記錄在 Genaro Network 區塊中，需

要花費一定的 gas 費用於節點礦工打包記賬。 

 

4.3 查收郵件 

點擊左上角「雲郵箱」返回至郵箱主頁，雙擊「收件箱」進入。 

可以查看到郵件接收列表，點擊「簽收」按鈕，確認郵件標題與附件無誤後點擊「下一步」，

將郵件簽收至該錢包下的收件箱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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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郵件，可以下載附件至本地，下載附件會使用流量容量。 

 

 

 

特別注意： 

1. 若郵件大小超過郵箱剩餘容量，則會導致郵件無法簽收，請先至空間管理界面中進行「收

件箱」擴容。 

2. 若簽收後，無法查看郵件查看，可能是收件箱流量不足，可根據提示直接「購買流量」，或

到「空間管理」界面中購買流量。 

 

5 查看上傳下載記錄  

查看正在進行中與已完成任務 

在任務列表中，打開下拉菜單，點擊「進行中」，查看正在上傳或下載的任務。 

點擊「已完成」，查看所有已經完成的上傳、下載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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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管理存儲空間／下載流量 

在“空間管理”頁面，可以購買存儲空間和購買下載流量。也可以查看我的存儲空間和下載流

量的詳細資訊。可以查看我所有購買的空間總容量，已使用的空間以及所購買的空間的期限。

也可以查看我購買過的流量總和，以及已經使用的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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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資產管理   

7.1 查看我的資產 

在我的錢包頁面可以即時查看自己當前錢包裏的錢包餘額。也可以通過右上角切換錢包來查看

其他錢包的資產，包括錢包餘額、存儲空間、流量和存儲的文件資料。 

 
 

 

7.2 收款與轉賬 

點擊“收款”可查看當前帳戶的收款地址，可以掃碼充值或複製此錢包地址。 

點擊“轉賬”可向其他用戶錢包地址進行資產轉移，需輸入收款地址，金額，燃料價格以及燃料

上線，點擊“確認”並輸入錢包支付密碼後確認轉賬。 

 

 

重要提示： 

1 由於區塊鏈轉賬是不可撤銷，不可更改，無法追回，所以請確認轉賬交易的收款地址正確無

誤，因操作失誤導致的資金糾紛與 Genaro 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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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查看轉賬交易記錄 

發起轉賬交易指令後，可在交易記錄裏查看當前交易資訊。並即時顯示當前交易狀態。也可以

通過篩選，查看轉賬交易記錄。 

正在打包中 

 

 

轉賬不成功 

 
 

在左側下拉菜單，篩選，查看轉出、購買空間、購買流量的交易記錄。 

 

 

8 錢包管理   

在我的錢包頁面，點擊「管理錢包」，可進行修「改錢包名稱」「刪除錢包」「修改錢包支付密

碼」」導出為 JSON 文件操作」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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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備份我的錢包 

在錢包管理頁面，可以點擊“導出錢包為 Json 文件”，備份錢包。備份錢包需要輸入備份錢包

的密碼。請牢記該錢包的密碼，如果忘記密碼，該備份錢包的 Json 文件則無法打開。 

 

8.2 修改我的密碼，重置密碼 

在管理錢包裏，點擊“修改密碼“可以修改我的錢包密碼，和”重置我的密碼“。修改密碼需

要知道您的當前錢包密碼。如果忘記錢包密碼，可以在修改密碼裏，通過導入錢包助記詞”重

置錢包密碼“。如果忘記助記詞，則無法找回密碼。 所以一定要保存好您的助記詞。 

 

 

8.3 刪除錢包 

在管理錢包頁面可以通過輸入錢包密碼，刪除錢包。在刪除錢包前，請確認已經安全備份錢包密鑰。否

則將永久刪除，無法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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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其他 

9.1 更新版本 

點擊右上角錢包名或錢包圖示，下拉菜單處，點擊“關於”，可以產看當前版本。 

當新版本發佈時，點擊“更新版本”，會自動更新最新版本的 GenaroEden 客戶端。 

 

 

9.2 切換語言設置 

點擊右上角錢包名或錢包圖示，下拉菜單處，點擊“幫助”，選擇需要的語言。暫時只支持中

文和英文。 

 

 

9.3 幫助 

點擊右上角錢包名或錢包圖示，下拉菜單處，點擊“幫助”，可以查看 Eden 和 Sharer 的使用

說明。如有問題，也可以發送郵件給 Genaro 客服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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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計費方式 

定價 

購買存儲空間花費： 0.015 GNX／GB/月        購買流量花費： 0.05 GNX GB/下載 

按量計費：先付費方式。根據您的實際使用情況，先行購買相應容量和時長的存儲空間，

购买的存储空间可以设置为“收件箱”、“发件箱”，进行收、发邮件的操作。也可以直接上

傳您的文件，使用存储功能的使用。 購買流量也採用先購買，後按實際下載使用流量多少，

扣除的方式計費。上傳檔使用的是本地帶寬，不會消耗購買的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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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1 忘記登陸 G-Email 客戶端創建錢包時生成的秘鑰會導致什麼後果？ 

作為去中心化應用，您的密鑰（助記詞 ）不存儲在 Genaro 錢包程式和我們的伺服器中，

一旦丟失將無法找回。請牢記並備份初次登錄的密鑰（助記詞）。您的數字資產，存儲的檔

都歸為其錢包目錄下，若密鑰丟失，則與此密鑰對應的錢包、此密鑰下進行的操作、存儲

檔與錢包資產都將丟失。 

所以建議您可以採用雙保險的方式，保存好您的“密鑰（助記詞）”，同時備份好您的“錢

包 Json 檔+密碼”，來確保您的錢包不會丟失。密鑰（助記詞）可以直接找回錢包以及該錢

包管理的檔資產。“錢包的 Json 檔+錢包密碼”也可以找回您的錢包和該錢包內的資產。 

   

2 發送郵件是否收費？ 

使用 G-Email 發送郵件是免費的，發送郵件僅佔用您發件箱的存儲容量。但您所發送的郵件

將被記錄在 GenaroNerwork 區塊中，需要花費少量的 gas 費用於節點礦工打包記賬。 

 

3 使用 G-Email 發送郵件是否安全隱私？ 

G-Email 是一款加密郵箱，也稱為「可驗證加密數據交互」（VEDI）系統。該系統應用了區

塊鏈和分布式存儲技術以實現去中心化，用戶能夠僅通過地址或域名來發送加密的電子郵

件與文件，保證了 G-Email 用戶的信息安全與隱私。 

 

4 檔存儲的費用是如何計算？ 

購買存儲空間花費： 0.015 GNX GB/月        購買流量花費： 0.05 GNX GB/下載 

按量計費：先付費方式。根據您的實際使用情況，先行購買相應容量和時長的存儲空間，

然後上傳存儲您的檔。 購買流量也採用先購買，後按實際下載使用流量多少扣除的方式計

費。上傳檔使用的是本地帶寬，不會消耗購買的流量 

即:假設您在 G-Email 客戶端中購買了 10GB 的存儲空間為期 3 個月，同時購買了 200GB 的

下載流量，則購買空間需要：0.015*10*3=0.45 GNX  購買流量花費： 0.05*200=10GNX 



 G-Email © Genaro Network  17 

這三個月中可以在該存儲空間內上傳 10GB 的檔。每次下載 1GB 的檔，可以下載 200 次。 

 

5 購買空間／購買流量為何要花費 gas？ 

購買空間／購買流量為 Genaro 公有鏈的兩個特殊交易。所有的交易都將被節點礦工記錄

在 Genaro 公有鏈區塊中。所以要花費一些 GNX 支付 gas 費，用於礦工的獎勵。 

 

6 怎麼查看消費記錄？ 

點擊“我的錢包”，交易記錄裏查看當前交易資訊。並即時顯示當前交易狀態。也可以通

過篩選，查看轉賬，購買空間，購買流量的交易記錄。 

 

7 錢包支付密碼忘記怎麼辦？ 

若您忘記由 G-Email 客戶端所創建的錢包密碼，則可以點擊 G-Email 客戶端右上角的“log 

out”退出當前帳戶，並輸入正確的助記詞後重新登陸。此時由 G-Email 客戶端所創建的錢

包其錢包密碼將會被重置為此帳戶的登錄密碼。 

 

8 使用 G-Email 上傳下載遇到速度慢、失敗、下載路徑無效，怎麼辦？ 

1）G-Email 上傳下載速度均未做任何限速，原則上速度取決於您的當前帶寬大小； 

2）中斷失敗情況可能是由於您的網路不穩定，請您先檢查網路； 

3) 下載路徑無效，請您檢查下載到的位置是否為有效的下載路徑，若該路徑不存在請您修

改下載路徑。 

 

9 我購買的發件箱與收件箱期限不夠了該怎麼辦？發件箱和收件箱內的記錄會

消失麼？  

當收件箱與發件箱的容量到期時，可進入「空間管理」界面，選中收件箱與發件箱進行期

限擴容。擴容成功後，發件箱與收件箱的功能恢復使用。在主網上線後的第一年內，如果

用戶購買的存儲空間使用到期，系統將不會刪除您存儲的雲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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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下載文件時，顯示流量不夠了怎麼辦？  

如果流量不夠，可以再次購買，會直接累加到總流量中。 

 

11 轉賬交易為什麼會不成功？ 

若如果轉賬不成功，有三種情況： 

a 可能是 的 gas 值設置過低造成轉賬不成功。 

b 也可能是網路原因，導致錢包區塊不同步造成。 

c 錯誤的交易指令，比如您的餘額不足，或者您轉帳的錢包地址是錯誤地址。 

 

12 轉賬失敗，是否扣取了礦工費？ 

只要該交易被節點打包過，就會消耗 gas， 但是由於打包失敗, 或者區塊驗證失敗 

(包括 Gas 費用不足、調用錯誤合約方法等)，會導致 gas 費消耗，以及退回轉賬金額。 

 

13 現在是否支持存放其他的 ERC-20 Token。轉入其他的 ERC-20 Token 怎麼

辦？怎麼取回來？ 

主鏈上線後，最新版 G-Box 中的錢包只能存放真實的 GNX。 

在版本迭代中會考慮開發實現多錢包支持，和跨鏈交易。 

注：在官網公佈支持其他 Token 前，請勿將其他 token 轉入 Genaro 專屬錢包中。造成 token

丟失，自行承擔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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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地址與聯繫我們 

下載 G-Email 

想感受更私密、安全、高效的邮件體驗？立即下載 G-Email，開啟您的私人加密邮箱！ 

   

 

聯繫我們 

| 若您在使用 Genaro 產品時遇到任何問題或建議歡迎聯繫我們：eden@genaro.network 

 

 

mailto:eden@genaro.network
https://genaro-release.oss-cn-hangzhou.aliyuncs.com/gbox-1.0.0.dmg
http://genaro-release.oss-cn-hangzhou.aliyuncs.com/gbox-1.0.0.exe
http://genaro-release.oss-cn-hangzhou.aliyuncs.com/gbox-linux-1.0.0.tar.x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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