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甲 DRM 安卓端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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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装 

1. 复制 http://d.6short.com/27uf 链接到手机浏览器打开 

 
 

2. 在打开的页面，点击“下载安装”，安装完成后在手机桌面会出现“金甲 DRM”图

标 

 

 

http://d.6short.com/27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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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登录 

1. 点击打开金甲 DRM 程序 

 
提示：需要勾选“同意许可协议和隐私策略”才能登录账户 

     

2. 勾选同意许可协议和隐私策略后，点击“账号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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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这里可以通过已注册的账号进行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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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登录界面右上方的“注册”选项，可以注册新账号。填写好账号密码后，点击

“确定”按钮，即可完成账号注册 

 

 

5. 勾选同意许可协议和隐私策略后，点击“微信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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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会弹出“金甲 DRM 申请使用”的提示。点击“同意”即可完成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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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勾选同意许可协议和隐私策略后，点击“试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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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可以直接通过试用账号登录 D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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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好友 

1. 在好友界面，可以通过搜索框搜索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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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输入关键字后，点击搜索查找相关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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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用户后面的“添加”按钮，会弹出“是否添加为好友”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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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是”即可添加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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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好友界面也可以看到刚刚添加的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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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点击好友，可以查看好友信息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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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点击右上角“…”，可以编辑好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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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此界面可以设置好友“备注名”、“删除好友”操作（勾选“禁止 TA 加我为好友”

并删除后，改好友将无法再加我为好友）。 

 
 

四、群组 

1. 在好友界面或者群组界面，点击右上角的“+”可以创建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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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填写群组名称以及勾选群组成员后，点击“确定”按钮，即可创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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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群组界面，点击其中一个群组 

 

 

4. 可以查看群组成员 

 

 

5. 点击右上角“…”，可以编辑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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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已选好友里，点击好友可以移除好友；点击未选好友可以添加好友。在这里还可

以修改群组名称 

 
7. 在群组界面，选中群组向左滑，可以删除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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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档 

1. 点开“文档”界面，可以查看已授权的文档 

 
 

2. 点击其中一个文档，可以查看文档的日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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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日志信息，可以查看“文档授权信息” 

 

 

4. 点击“编辑文档权限”，可以修改文档的使用期限、编辑权限、打印权限、内容拷贝

权限、截屏权限；在“好友列表里”里，点击已选好友可以移除好友，点击未选好

友可以添加好友 



金甲电子文档外发权限管理软件         风奥科技 专业 专注 创新 共赢  

027-87878858                         武汉市洪山区软件新城三期              

027-87409509                         D2 栋健康智谷 11 楼 001                 

  | 21 

www.fasoft.cn 

 

 

 

5. 完成修改后，点击“授权”按钮即可完成重新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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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文档信息窗口也会有日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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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文档界面，点击文档后面的“删除”选项 

 
 

8. 会弹出“删除文件将会使文档授权信息失效，是否继续？”的提示，点“是”即可

删除该文件及授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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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我的 

1. 点开“我”的界面，可以查看我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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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该界面可以修改“备注名”和“手机号”修改好，点击“保存信息”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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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关注风奥“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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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以直接转到微信上，关注风奥科技公众号 

 
 

5. 点击“隐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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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可以查看“金甲数字版权管理软件（金甲 DRM）隐私政策” 

 
 

7. 点击“意见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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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会转到武汉市风奥科技官网 

 
 

9. 点击“退出登录” 

 

 

10. 会弹出“是否退出登录”的提示，点击“是”即可退出当前登录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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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查看授权文件 

1. 当收到有好友授权文件时，手机会收到推送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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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打开金甲 DRM 也有对应好友的角标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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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该好友后会显示记录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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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到微信上打开该好友发过来的相关授权文件，直接点开文件会显示“文件预览失败，

请用其他应用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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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击右上角“…”，选择“其他应用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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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选择“金甲 DRM”后，点击“仅一次” 

 
 

7. 文件就正常显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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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浏览其他授权文件也和此文件打开方法一样



 

 

联系我们 
 

  

 

 

 

公司电话：027-87878858 

公司网址：www.fasoft.cn 

公司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花山街道高新区花

山大道软件新城三期 D2 栋健康智谷 11 楼 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