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unos Pulse 
Google Android 版
Junos Pulse 可讓您從 Google Android™ 手持裝置存取受保
護的網路資源。Junos Pulse Mobile Security 可保護您的手
持裝置免於遭受特洛伊木馬程式與破壞程式等間諜軟體和病
毒的攻擊，並包含可降低裝置遺失與遭竊風險的工具。

Junos Pulse 支援 Google Android 1.6、2.1 與 2.2。

安裝 Junos Pulse
您可從 Android 軟體市集取得 Pulse 用戶端。安裝 Pulse 後
會出現 Pulse 圖示。

新增連線

您可以為所連接的每個不同網路新增一個連線。若要定義
連線：

1. 啟動 Pulse。

2. 選擇 Connections ( 連線 )。

3. 選擇 Add Connection ( 新增連線 ) 並指定連線屬性。

Connection name ( 連線名稱 )：一個描述性名稱。

URL：管理員提供的 Web 位址。

Uses Certificate ( 使用認證 )：如果管理員已提供您數
位認證 ( 通常是透過電子郵件附件或 SMS)，請選擇此
核取方塊。如果您未使用認證，則必須在連線時提供使
用者名稱與密碼。

Certificate Path ( 認證路徑 )：如果您已選擇 Uses 
Certificate ( 使用認證 ) 核取方塊，則可使用此方塊。
選擇 Pick ( 選擇 ) 以瀏覽至認證檔案。

Key Path ( 金鑰路徑 )：如果您已選擇 Uses 
Certificate ( 使用認證 ) 核取方塊，則可使用此方塊。
輸入管理員提供的網路金鑰。

4. 選擇 Create Connection ( 建立連線 )。

連線

Pulse 會使用裝置的 3G、4G 或 WiFi 連線功能，對受保護
的網路建立已驗證的連線。若要連線：

1. 啟動 Pulse。

2. 選擇 Connect ( 連線 )。

使用 Pulse
注意： 您可使用的功能取決於管理員組態存取與安全性設定
的方式。

Pulse 包含下列功能：

Connections ( 連線 )：讓您新增、編輯與移除網路連線。

Intranet ( 內部網路 )：提供管理員所組態的 Web 連結。

Email ( 電子郵件 )：啟動電子郵件應用程式。

Security ( 安全性 )：提供 Pulse Mobile Security 功能的存
取權限。

Status ( 狀態 )：讓您檢視、刪除與以電子郵件寄送 Pulse 日
誌檔，您在進行疑難排解操作時可能需要這麼做。日誌檔會
顯示所有安全性事件，例如，病毒掃描時間與發現的病毒。

About ( 關於 )：Pulse 軟體的相關版本資訊。

檢視連線狀態

您目前連線的狀態會出現在 Pulse 視窗底部的狀態列中。圖
示會指出連線是活動狀態或非活動狀態。

狀態列也會顯示目前會話的剩餘天數、時數、分鐘數及秒數。

註冊 Pulse Mobile Security
Pulse Mobile Security 是 Pulse 的選用功能。您必須註冊 
Pulse Mobile Security 才能存取安全性功能。您不需要有活
動中的 Pulse 連線即可註冊 Pulse Mobile Security。若要註
冊 Pulse Mobile Security：

1. 啟動 Pulse。

2. 選擇 Security ( 安全性 )。

3. 您可以選擇性地輸入 Email ( 電子郵件 ) 位址和 
Password ( 密碼 )。( 此時不會用到電子郵件與密碼
資訊。)

4. 指定管理員提供的 License Code ( 授權碼 )。您裝置的
電話號碼會出現在電話號碼 方塊中。( 電話號碼必須包
含國碼。例如，若在美國，則 16175551234 或 
+16175551234 都是正確的。)

5. 按一下 Register ( 註冊 )。

註冊後，安全性按鈕可讓您檢視與管理安全性設定。

連線為活動狀態 連線為非活動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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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 Pulse Mobile Security
註冊 Pulse Mobile Security 後，請使用 Security ( 安全性 ) 
按鈕開啟 Security ( 安全性 ) 畫面，以在其中使用下列 
Pulse Mobile Security 功能：

 AntiVirus ( 防毒 )：控制防毒活動。

 Monitor and Control ( 監看及控制 )：檢視監看設定。

 Backup ( 備份 )：備份聯絡人。

 Security Settings ( 安全性設定 )：設定掃描間隔。

注意： 您的管理員可啟用或停用用戶端功能。

組態與使用 Pulse AntiVirus
防毒服務會保護您的裝置安全，方法是掃描所有檔
案及安全數位 (SD) 記憶卡，以防止可能已儲存在

記憶卡上的惡意程式感染裝置。若要組態與執行防毒功能：

1. 啟動 Pulse。

2. 選擇 Security ( 安全性 )。

3. 選擇 AntiVirus ( 防毒 ) 並組態下列內容：

Scan Memory Card on Insert ( 記憶卡插入時進行掃
描 )：預設會停用此功能。選擇 Enable ( 啟用 ) 可加以
啟用。

Virus Definitions updated on ( 病毒定義檔更新時
間 )：在您註冊時會載入最新的定義檔，並依管理員設
定的排程進行更新。若要手動更新定義檔，請選擇 
Update Now ( 立即更新 )。

Scan all files and folders for viruses ( 針對所有檔案
與資料夾掃描病毒 )：若要開始完整的系統掃描，請選
擇 Start Now ( 立即開始 )。

Select a file or folder to scan for viruses ( 選擇檔案
或資料夾以掃描病毒 )：可讓您掃描選擇的檔案、資料
夾或安裝的 SD 記憶卡。按一下 Select ( 選擇 ) 以開啟
元件區段畫面，然後選擇掃描目標。

Scan installed applications for spyware ( 針對安裝
的應用程式掃描間諜軟體 )：選擇 Start Now ( 立即開
始 )。

View scan results ( 檢視掃描結果 )：選擇 Open ( 開
啟 ) 以檢視病毒與間諜軟體最新掃描的結果。

使用監看及控制

監看輿控制畫面可讓您檢視安全性設定。若要檢視
安全性設定：

1. 啟動 Pulse。

2. 選擇 Security ( 安全性 )。

3. 選擇 Monitor and Control ( 監看輿控制 )。

監看輿控制畫面會顯示目前作用中的設定，以及日誌檔大小
限制和事件計數限制。如果資料量超過指定上限，則會將有
問題的資料上傳至伺服器。

使用備份與還原

Pulse Mobile Security 會將聯絡人與行事曆日程資
訊備份至中央位置。若要還原資料，您必須聯絡管

理員。管理員將以 SMS 指令的形式啟動還原，該指令會指
示手機聯絡伺服器以擷取您的備份。

若要備份裝置資料：

1. 啟動 Pulse。

2. 選擇 Security ( 安全性 )。

3. 選擇 Backup ( 備份 )。

4. 選擇 Backup Data ( 備份資料 )。

若要還原裝置資料，請聯絡管理員。

使用安全性設定

安全性設定是由管理員所組態，而變更內容會下載
至您的裝置。若要變更安全性設定：

1. 啟動 Pulse。

2. 選擇 Security ( 安全性 )。

3. 選擇 Security Settings ( 安全性設定 )。

Update security settings ( 更新安全性設定 )：您可以
指定裝置聯絡 Pulse Mobile Security 伺服器以要求更新
設定的頻率。若要執行立即更新，請按一下 Update 
Now ( 立即更新 )。

Automatically scan device ( 自動掃描裝置 )：您可以
設定自動掃描之間的間隔。一般而言，此設定是由管理
員組態且您無法加以變更。

使用防竊功能

防竊功能包括遠端鎖定、遠端抹除與 GPS 追蹤。若要啟動
防竊功能，請聯絡管理員。

聯絡技術支援

如有技術上的問題，請聯絡管理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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