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购买以太（ETH）
MLT

步骤1 注册一个钱包
如果您要接收和发送以太坊，您需要注册以太坊在线钱包 «我的以太坊钱包»。
如何使用 «我的以太坊钱包»（推荐）

我们建议投资者使用在线钱包«我的以太坊钱包»。 通过使用«我的以太坊钱
包»，您可以访问您的钱包并可以发送和接收硬币。 因为这个应用程序是一
个以太坊扩展它可以用于MLT令牌和以前的ETH购买。

创建新的钱包
为了注册«我的以太坊钱包»，请访问www.myetherwallet.com。输入密码。 该密码会加密您的
私钥。 这不会成为生成密钥的种子。 您将需要此密码+您的私钥才能解锁您的钱包。

Create new wallet
Enter a password
Do not forget to save this password

创建新的钱包
输入密码
不要忘记保存这个密码

保存您的密钥库文件
将您的密钥库文件保存在安全的地方。 不要失去它！ 如果你失去它，它就无法恢复。 不要
分享！ 如果您在恶意/钓鱼网站上使用此文件，您的资金将被盗取。做一个备份！ 确保它像
一天可能值得的数百万美元一样。

Save your keystore file

保存你的密钥库文件

Download keystore file (UTC/JSON)

下载密钥库文件（UTC / JSON）

Do not lose it! It cannot be recovered if you
lose it

不要失去它！ 如果你失去它，它就无法恢复

Do not share it! Your funds will be stolen if
you use this file on a malicious/phishing site

不要分享！ 如果您在恶意/钓鱼网站上使用
此文件，您的资金将被盗取

Make a backup! Secure it like the millions of
dollars it may one day be worth

做一个备份！ 确保它像一天可能值得的数百
万美元一样

I understand. Continue

我明白。 继续

保存您的私钥
保存您的私钥。 不要失去它！ 如果你失去它，它就无法恢复。 不要共享如果您在恶意/钓鱼网
站上使用此文件，您的资金将被盗取。做一个备份。确保它像一天可能值得的数百万美元一样。

Save your private key

保存你的私钥

Print paper wallet

打印纸钱包

Do not lose it! It cannot be recovered if you
lose it

不要失去它！ 如果你失去它，它就无法恢复

Do not share it! Your funds will be stolen if
you use this file on a malicious/phishing site

不要分享！ 如果您在恶意/钓鱼网站上使用此
文件，您的资金将被盗取

Make a backup! Secure it like the millions of
dollars it may one day be worth

做一个备份！ 确保它像一天可能值得的数百
万美元一样

Save your address

保存你的地址

解锁您的钱包以查看您的地址
选择«密钥库/ JSON文件»点。 并按«选择钱包文件»按钮，并从您的电脑中选择密钥库文件。

Unlock your wallet to see your address

解锁您的钱包以查看您的地址

Your address can also be known as you
Account# or your Public key. It is what
your share with people so they can send you
Ether of Tokens. Find the colorful address
icon. Make sure it matches your paper
wallet & whenever you enter your address
somewhere.

您的地址也可以称为您的账号＃或您的公
钥。 这是你与人分享的东西，所以他们可
以寄给你以太币的代币。 找到丰富多彩的
地址图标。 确保它与您的纸质钱包相匹
配，并且每当您在某处输入您的地址时。

How would you like to access your wallet?

您想如何访问您的钱包？

MetaMask/Mist

MetaMask/Mist

Ledger Wallet

总帐钱包

TREZOR

TREZOR

Digital Bitbox

数字Bitbox

Keystone/ JSON File

Keystone / JSON文件

Mnemonic Phrase

助记符词组

Private Key

私钥

Parity Phrase

奇偶短语

Select your wallet file

选择你的钱包文件

This is not a recommended way to access
your wallet

这不是推荐的方式来访问您的钱包

Entering your private key on a website
dangerous. If our website is compromised
or you accidentally visit a different website,
your funds will be stolen. Please consider:

在网站上输入您的私钥很危险。 如果我们
的网站遭到入侵或您不小心访问了其他网
站，您的资金将被盗用。 请考虑：

MetaMask or A Hardware Wallet or
Running MEW Offline & Locally

MetaMask或硬件钱包或在本地离线运行
MEW

Learning How to Protect Yourself and Your
Funds

学习如何保护自己和你的资金

If you must, please double-check the
URL&SSL cert. It should say…..&……in
your URL bar.

如果您必须，请仔细检查URL和SSL证书。
它应该说...＆......在你的URL栏中。

Select wallet file…..

选择钱包文件... ..

输入密码.

Select wallet file….

选择钱包文件...。

Your wallet is encrypted. Good! Please enter
the password.

您的钱包已加密。 好！ 请输入密码。

Password

密码

帐户
向下滚动页面查看钱包数据。
您现在已经成功创建了«我的以太坊钱包»帐户，并准备好开始使用它

Your address

你的地址

Keystore File (UTC/JSON Recommended –
Encrypted)

密钥库文件（推荐使用UTC / JSON - 加密）

Download

下载

Private Key (unencrypted)

私钥（未加密）

Print Paper Wallet

打印纸币

Account address

帐户地址

Account balance

账户余额

Transaction history (ETH, Tokens)

交易历史（ETH，令牌）

Learn more about protecting your funds

详细了解保护您的资金

Token balances

令牌余额

How to see your tokens

如何查看您的令牌

You can also view your balances on ….or

您还可以在... .或者。。。上查看余额

Show all tokens

显示所有令牌

Add custom token

添加自定义令牌

Equivalent Values

等价值

These are only the equivalent values for ETH,
not tokens. Sorry!

这些只是ETH的等价值，而不是令牌。 抱歉!

步骤2 购买并发送ETH到钱包
现在访问像coinbase.com，cex.io（最快的方式，但佣金很高），coinmama.com，
bitpanda.com indacoin.com或其他网上卖家。 通过信用卡或银行转账购买ETH，并将其发送
到您以前创建的钱夹的以太坊地址。 如果您位于美国，最舒服的方式是直接在MetaMask购
买E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