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安裝 Internet Security for Android 

1. 開啟 Google Play Store 應用程式。 
2. 尋找「Kaspersky Mobile Antivirus: Web Security & AppLock」，點選【安

裝】以開始安裝程序。 

 

  



3. 在「安裝完成」畫面，點選【開啟】以執行程式。 

 

  



4. 在「To Work Properly, the app needs access to these system features」，

點選【NEXT】繼續。 

 
  



5.  在歡迎畫面，細閱「End User License Agreement」、「Products and Services 
Privacy Policy」及「Kaspersky Security Network Statement」。若您接受當中的

條款，點選【Next】進行程式安裝。若不接受條款，請退出安裝程式。 

 

  



6. 點選【SKIP】進行程式啟動。 

 

Kaspersky Internet Security for Android 的安裝已完成。 

  



啟動完整 Internet Security for Android 版本 

啟動完整版本: 

1. 在應用程式主版面中，點選 →【 Free version】。 

  

  



2. 在「License & Account」點選【ACTIVATE PREMIUM VERSION】。 

 
3. 點選【I HAVE A LICENSE】。 

 



4. 點選【ENTER THE ACTIVATION CODE】。 

 
5. 在「輸入啟動碼」之空格內輸入產品光碟上之產品啟動碼。(啟動碼為大楷英

文字母及數字組成) 輸入完成後，請按【NEXT】繼續。 

 
  



6. 成功啟動後，授權天數的詳細資訊會在畫面顯示。點選【OK】完成整個安裝

及啟動程序。 

 

Kaspersky Internet Security for Android 已成功啟動完整版。 

  



登入我的卡巴斯基帳戶:  
1. 在應用程式主版面中，點選 →【SIGN IN TO MY KASPERSKY】。 

  

2. 在「Sign in to My Kaspersky」示窗中，如果已擁有我的卡巴斯基帳戶，輸入電

子郵件及密碼，點選【SIGN IN】。 

 
  



o 如果沒有我的卡巴斯基帳戶   

點選【 CREATE ACCOUNT】。 

 

  



輸入電子郵件及密碼。 

如果同意接收卡巴斯基實驗室新資訊及優惠資料，請點選方格

【✓】，以同意接收卡巴斯基實驗室新資訊。點選【CREATE 
ACCOUNT】。 

 

  



若要完全完成登記，請在電子郵件箱啟動帳戶。 

在「ACCOUNT VERIFICATION」電子郵件，點擊【VERIFY 
ACCOUNT】。 

 

在「Your account is verified」視窗中，點擊【Sign in】。 

 



 

在「Sign in to My Kaspersky」視窗中，輸入電子郵件及密碼，點

擊【Sign in】。 

 

在「Select your country and language」視窗中，選擇「Country」
【Hong Kong】及「Language」【繁體中文】，點擊【Done】。 

 



 

我的卡巴斯基帳戶已經完全啟動。 

 

我的卡巴斯基帳戶已建立。 



如何手動更新資料庫 

手動更新病毒資料庫，在程式主介面上按【Update】。 

 

  



如何排程資料庫更新 

只能在應用程式的高級版本中設置排程 

1. 在「Kaspersky Internet Security for Android」主視窗中，按 →【Real-
Time Protection】 →【Update】。 

 

  



2. 點擊【Schedule】 並選擇一個選項。  
o Weekly: 資料庫將在您選擇的日期和時間每周自動更新一次。  
o Daily: 資料庫將在您選擇的時間每天自動更新一次。 
o Turned off: 資料庫不會自動更新。您必須手動執行資料庫更新。 

 

3. 要指定更新數據庫的日期（僅限每週更新），點撃【Start day】 並選擇

日子。 
4. 要指定更新數據庫的時間（僅限每日和每週更新），點擊【Start time】 

並設定時間。 

 

  



如何手動執行掃描 

1. 在應用程式的主介面中, 按【Scan】並選擇掃描範圍。  
o Quick scan: 僅掃描設備上安裝的應用程序。我們建議您每當安裝

新應用程式時 
o 執行快速掃描。 
o Full scan: 掃描整個設備及其記憶卡。我們建議您每周至少運行一

次完整掃描，以確保您的個人數據安全。 
o Folder scan: 掃描位於設備的內置儲存或記憶卡中的特定文件或

文件夾。 

 

  



2. 如選擇【Folder scan】，請尋找要掃描的文件或文件夾。點擊 。 

                 

  



3. 在應用程式的主介面中，您可以監視掃描的進度。要提前停止掃描，請

點按【Stop scan】。 
4. 掃描完成後，將出現一個包含結果的視窗。 點按【OK】。 

 

  



如何設置掃描排程 

您只能在應用程式的高級版本中設置掃描排程。 

1. 在「Kaspersky Internet Security for Android」的主介面中，         

點擊  → 【Real-Time Protection】 →【Scan】。 

 

  



2. 點撃【Schedule】，然後選擇設備的系統掃描排程。 
o Weekly: 掃描將在您指定的日期和時間每周自動執行一次 
o Daily: 掃描將在您指定的時間每天自動執行一次。 
o Turned off: 不執行自動掃描程序。 
o After update: 掃描將在資料庫更新後自動執行。 默認情況下設

置此選項。 

 

3. 指定執行掃描的日期 (僅適用於每週掃描), 點撃 Start day 並選擇日期。 
4. 指定執行掃描的時間 (僅適用於每日和每週掃描), 點撃 Start time 並選

擇時間。 
  



如何在 Call & Text Filter 中建立黑名單 

1. 在應用程式的主介面中，按  → 【Call & Text Filter】。 

 

 

  



2. 如果您是第一次啟用 Call & Text Filter，在屏幕上點擊【NEXT】。或選擇

列表並按【ADD】。 

 

3. 在 Block incoming 視窗中，選擇要阻止的內容： 
o Text messages 
o Calls 
o Calls and text messages 

  



4. 輸入電話號碼的空格中，點擊右面的圖標以新增電話號碼。  

 

  



5. 從通話和短信列表中選擇一個號碼，然後點按【SAVE】。 

 

  



如果選擇 Block incoming text messages, 您可以阻止來自某個號碼的訊息，並攔

截包含特定字眼的訊息。要攔截包含特定字眼的訊息，在 With text 欄上輸入

特定字眼的文本。 

在列表中要變更或刪除，點選要變更的項目並選擇操作。更改項目後, 按
【Save】。  

 

  



如何在 Call & Text Filter 設定攔截規則 

可以使用以下攔截規則: 

• Filtering is off: 應用程式不會攔截通話或訊息。 
• Blocked contacts: 從黑名單的號碼中攔截來電和訊息。已默認攔截規

則。 
當選擇此攔截規則, Block non-numeric numbers 是自動啟用。攔截含特

定字眼的來電及訊息.。 
• Allowed contacts: 應用程式僅允許白名單中的聯絡號碼的通話和訊息。 

當選擇此規則, Allow contacts是自動啟用。允許電話簿中的號碼的來電和

短信。 
• Standard filtering: 應用程式的過濾名單同時應用在來電及訊息上。 收到

來電或訊息的號碼不在任何名單時，Call & Text Filter 會提示您阻止或允

許它, 以及將其添加到黑名單或白名單內。  
當選擇此規則, Allow contacts 和 Block non-numeric numbers都是自動啟

用. 

  



如何變更 Call & Text Filter 的攔截規則 

1. 在應用程式主介面中，按  → 【Call & Text Filter】。 

 
  



2. 點擊【Filter rules】。 

 

  



3. 按【Filter rules】並在列表中選擇規則。 

 

您可以手動啟用或禁用 Allowed contacts 和 Block non-numeric numbers 功
能。 

 



如何在安裝應用程式後設定 Anti-Theft 

1. 在應用程式的主介面中，點選  →【Anti-Theft】。 

2. 按【NEXT】。 

 
  



3. 如在安裝應用程式時沒有登入「我的卡巴斯基」帳戶，請登入「我的卡

巴斯基」。 
4. 允許應用程式所需的權限。 

 
  



5. 按【SET UP CODE】。 

 

6. 建立及輸入「secret code」。 
7. 允許應用程式進階權限, 按【NEXT】 →【ACTIVATE】。 

 



8. 按【DONE】。 

 

9. 按【Commands to receive】選擇設備接收遠程的管理指令, 並選

【Save】。 我們建議您選擇所有可用的命令。  



如何啟用鎖定並定位指令 

1. 在應用程式的主介面中, 點選  →【Anti-Theft】。 

2. 輸入 secret code. 

 

3. 按【Commands to receive】。 
4. 啟用【Lock & Locate】。 
5. 選【Save】。 

 

鎖 定 並 定 位 功能已啟用。  

 



如何從我的卡巴斯基發送鎖定並定位指令 

1. 登入我的卡巴斯基。 
2. 進入【裝置】項目。 

 

  



3. 在裝置設備的畫面上，點擊【鎖定、定位或管理 】。 

4.  點擊【指令】，並選【鎖定並定位 】。 

 

  



5. 選【鎖定並定位 】→【確認 】。 

  

您的設備將被鎖定。 

您可以找到設備的坐標： 

• 在 My Kaspersky 中的竊盗防護歷史記錄。 
• 訊息會發送到註冊時所設定的電子郵箱。 

  

  



如何啟用資料抹除 

1. 在應用程式的主介面中, 選  →【Anti-Theft】。 

2. 輸入 secret code。 

 

  



3. 點選【Receive commands】。 
4. 啟用【Data Wipe】。 
5. 按【Save】。 

 

資料抺除功能已啟用。  

  



如何從我的卡巴斯基發送資料抹除指令  

1. 登入我的卡巴斯基。 
2. 進入【裝置】項目。 

 

  



3. 在裝置設備的畫面上，點擊【鎖定、定位或管理 】。 

4.  點 擊【指令】， 並 選【資料抺除】。

 

5. 在設備中選擇需要刪除的數據，然後點擊【抺除資料】。 

 

資料已 從您的設備中刪除。 



如何啟用警示音警報指令 

1. 在應用程式的主介面中, 選  →【Anti-Theft】。 

2. 輸入 secret code. 

 

  



3. 點選【Commands to receive】。 
4. 啟用【Alarm】。 
5. 按【Save】。 

 

警示音警報功能已啟用。  

  



如何從我的卡巴斯基發送警示音警報指令 

1. 登入我的卡巴斯基。 
2. 進入【裝置】項目。 

 

  



3. 在裝置設備的畫面上，點擊【鎖定、定位或管理 】。 
4. 點擊【指令】，並選【警示音警報】。 

 

5. 點擊【啟用 警示音警報】 →【確認】。 

  

Kaspersky Internet Security for Android 將鎖定設備並開啟警報。



如何啟用拍攝臉部快照  

3. 在應用程式的主介面中, 選  →【Anti-Theft】。 

4. 輸入 secret code. 

 

  



6. 點選【Receive commands】。 
7. 啟用【Data Wipe】。 
8. 按【Save】。 

 

拍攝臉部快照功能已啟用。  

 

  



如何從 My Kaspersky 發送拍攝臉部快照指令 

1. 登入我的卡巴斯基。 
2. 進入【裝置】項目。 

 

  



3. 在裝置設備的畫面上，點擊【鎖定、定位或管理 】。 
4. 點擊【指令】，並選【拍攝臉部快照】。 

 

5. 點擊【拍攝臉部快照】 →【確認】。 

  

 



Kaspersky Internet Security for Android 將鎖定設備並使用前置攝像頭拍攝一些照

片。.  

設備中的照片將出現在我的卡巴斯基中，在竊盗防護歴史記錄中的拍攝臉部快

照項目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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