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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UPPORT – 安全白皮书

• 背景：RSUPPORT对“安全”的观点
-远程服务，越方便就要越安全

• 技术安全：检查安全隐患和实施保护对策
-认证及接入
-数据保护
-网络安全

• 物质安全：数据中心的运营和管理
-阻挡外部侵入
-安全的服务器运营

• 管理安全：安全体系的树立和运营
-保护个人隐私
-遵守安全基本标准

• 结论：选择远程服务的标准是“安全”
-超越安全基本标准的“安全定制”

• 附录
1. RSUPPORT远程服务的强大安全设置
2. RSUPPORT的服务器安全指南
3. 术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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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 RSUPPORT对“安全”的观点

远程服务，越方便就要越安全

RSUPPORT作为远程技术专业企业，从2002年起开始提供远程协助，远程控制，远程视频会议等专
业的B2B/B2C远程服务。这些远程服务的基本目标在于让处于不同环境的各行各业的企业客户能够更
加方便的运用有线和无线连接的IT服务以及各种设备。

为了达到此目标RSUPPORT追求的“方便”包含以下四个因素。

1. 容易： 不管是谁，处于怎样的环境都可以通过简单的步骤实现远程连接。
2. 快速： 实现远程连接的时间短，连接后的远程控制速度快。
3. 稳定：不管在全球的哪个地方，在什么样的网络环境下都能保持流畅的远程连接。
4. 安全：通过远程连接发送和接收的信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应该得到安全的保护。

以上四个因素中的前三点可能在其他公司的服务中也找得到。但是要满足第四点“安全”，需要过硬
的技术实力、组织上的支持，还有严格的物质管理，因此是最难具备的因素。可以说区分远程服务品
质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如何处理快速容易且稳定地收发到的数据，即“有多安全”。

RSUPPORT具备提供包含以上四个因素的远程服务的过硬的技术实力和基础设施，在服务的每个阶段
都考虑到安全性，技术/物质/管理方面都树立和适用着无缝可击的安全对策。

技术安全
- 检查安全隐患和实施保护对策

认证和接入

RSUPPORT的远程协助认证中使用的连接代码是六位随机数字，随机生成的连接代码与客服连接时仅
使用一次，有效防止他人的连接。而且所有远程协助会话都不在远程连接页面显示其他使用者的远程
协助列表。

远程协助系统的管理员（例如客服中心的管理员）可以限制使用者（比如客服）的网络或者设备的位
置。管理员在管理后台设置排除某个特定IP、IP组或Mac地址，则使用者只能在允许的地方登录远程
客服端进行远程协助。管理员还可以给使用者根据等级授权直接控制或间接控制权限。间接控制权限
的使用者无法直接控制鼠标/键盘，可以通过光标和绘图工具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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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外部公司（比如外部服务提供商）要远程访问公司内部系统，为了安全性可以赋予一次性连接权
限。这样情况下，授权后外部公司在指定时间内只能连接一次，且所有远程作业日志都会被保存。此
外还有通过OTP，短信，邮件的二次验证，使安全更加有保障。

数据保护

如果连接信息不做加密处理以纯文本（plain text）传送，有直接暴露给黑客的危险。为了安全的数据
传输，应该在当地通过第一层加密对要传输的数据做安全处理。RSUPPORT所有远程会话中传输的数
据都在End-To-End中进行256-bit AES (Advanced Encryption Standard)₁压缩加密后传输。

远程协助之前需要客户同意赋予客服控制权限，只有在得到客户同意后桌面共享和远程协助才可以进
行。在远程协助会话途中客户也可以随时收回赋予客服的鼠标和键盘控制权。客服要进行传输文件，
画面录像/保存/截图等功能时，同样需要得到客户的同意，客户的数据得以安全保护。不仅如此，远
程协助结束后客户电脑中的所有远程协助模块都会被自动删除。

远程协助和远程控制时的聊天记录和文件传输记录都会被保存为日志，并传送至服务器安全保管。

Rsupport – 安全白皮书

网络安全

RSUPPORT的安全服务器使用SSL网络服务器认证书。远程协助会话连接时，提供强大的2048-bit
SSL (Secure Sockets Layer)₂加密化通信。用SSL网络服务器提供对PC和服务器之间传输的所有数据
的加密通信，就算在黑客的恶意攻击下也可以安全传输数据。

RSUPPORT在访问远程服务网站时通过HTTPS通信提供安全的网络访问，远程协助网络服务器不在外
部可以接入的页面保存重要数据。云端PC和服务器适用最新补丁程序，为了防止信息/请求/应答等会
话中的重新传送攻击建立了对策并在实施中。

物质安全
- 数据中心的运营和管理

防止外部人员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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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UPPORT以全球数据中心为基础打造了RSUPPORT专用网格布局，并在此基础上运营和管理服务。
目前RSUPPORT的代理服务器位于中国、日本、韩国、欧洲（荷兰、爱尔兰）、澳洲、巴西、美国、
新加坡等8个国家的15个地区。各个数据中心24小时X365天运营。

数据中心的出入管制通过人体识别安全系统来管理，由信息安全管理负责人授权仅限接受培训的专属
技术人员出入。出入记录和CCTV录像保存三个月以上，对于专用终端有详细的账户管理和作业日志
保存，拥有更为安全。一般业务网络中使用隔离的专用网络，外部人员无法进入。

安全的服务器运营

RSUPPORT的远程服务使用国际水准的云服务（Amazon，MS Azure）,在安全方面不管受到何种威
胁都可以快速有效地应对。

为了给远程云服务的客户提供稳定的服务，RSUPPORT未雨绸缪，做好了一切准备和对应体系。双重
化服务器构造，就算由于自然灾害导致某个数据中心无法运转，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数据中心提供稳定
服务。

管理安全
- 安全体系的树立和运营

保护个人隐私

RSUPPORT遵守隐私保护相关法规。不仅严格遵守不同国家的相关法律，对于国家之间的个人隐私数
据传输更加严格遵守个人隐私保护法。

RSUPPORT将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的管理部门分开运营，每年修订信息保护政策/指南并根据年度计
划实行，对于信息安全公司内部制定相关规则并执行。

实施关于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管理的义务培训，对信息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每年实施两次专业培训（公
司内部培训，外部讲师培训，外部培训等）。对于一般员工也定期进行提高安全意识的培训，信息管
理业务的从业人员只雇佣正式员工，把内部攻击可能性降到最低。

所有的信息系统设备（服务器、云PC等）都由管理人员和资产数据库管理，持有记录由管理人员另外
管理。

RSUPPORT的员工登录信息系统时必须使用ID和密码进行认证，规定和遵守密码设置条件（英文和数
字的组合及位数等）及密码修改频度等规则。根据接入的使用者的等级，可以限制权限和资源（硬盘
空间、内存量、宽带等）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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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安全标准

RSUPPORT遵守个人隐私保护的国内外安全标准，并实行以下行动。

• 遵守国家安全技术研究所（NSRI）安全指南
RSUPPORT的所有远程产品都遵守国家安全技术研究所（NSRI）的软件更新体系安全指南，所有模
块都基于电子签名仅更新认证的信息。

• 提供密码多反向加密
使用个人隐私保护法相关建议案中提到的 基于SHA-2的SHA-256安全散列算法₃ 。

• 遵守安全编码指南（Secure Coding Guide）
遵守政府提供的安全编码指南实施开发和研究，对相关网络安全威胁树立对策和预防策略并贯彻实施。

• 对应10大网络安全威胁（OWASP）
对每年发表的10大网络隐患作出应对，去除相应隐患，并通过各种检查工具做到万无一失。

结论
- 选择远程服务的标准是“安全”

超越安全标准的“安全定制”

RSUPPORT通过在技术、物质、管理层面彻底的安全管理使得客户可以使用最方便和安全的远程服务。

RSUPPORT向外严格适用本公司的安全准则，同时也根据客户的需求定制安全环境。要使用嵌入服务
器的远程服务的情况，如果客户公司的原加密方式和RSUPPORT的安全标准不符合，会将客户公司的
原加密方式高度化，加强加密标准后提供服务。管理后台账户的ID生成规则和可访问的IP设置，密码
规则修改，经由DMZ区间₄的Proxy访问内部网络服务器的方式可以加强网络安全。

安全无法在一两天里改善和完成。只有同时具备持续的投资，组织支撑和国际水准的物质环境才能有
无缝可击的安全。RSUPPORT对为客户提供安全的服务从不吝啬投资。如今安全水平已经成为选择远
程服务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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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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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UPPORT远程服务强大的安全设置：RemoteCall

• 有关个人隐私保护的安全设置
在管理后台可以勾选客服的选项来设置有关个人隐私保护的事项。

• 安全等级管理
在管理后台可以设置记录保管周期，密码等级，登录失败时禁止登录。
- 密码的安全等级可以在弱、中、高中调整。
- 密码使用期限可以指定为30天、60天、90天。
- 登录失败时可以设置1分钟~60分钟的禁止登录。

• 锁定移动应用程序使用
在管理后台添加远程协助移动设备时的运行或者无法运行的APP，设置允许清单（White List）或锁
定清单（Black List） (图. Black List 设置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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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UPPORT远程服务强大的安全设置：RemoteView

• 远程控制时远程端锁屏功能
远程控制时使用“远程锁屏”功能可以打开或关闭远程端的画面。

• 使用OTP, SMS, E-mail的双重认证
生成仅能连接一次的One Time密匙进行远程控制时，可以使用OTP、短信、邮件进行双重认证。双重认
证在用户名和密码泄露的情况也可以杜绝未授权的使用者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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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Rsupport - Security white paper

RSUPPORT的服务器安全指南

RSUPPORT为了达到服务器最低安全水准，定义了运营服务器需要的检查项目和对策方案，并以此为基础
长期自检，保证服务器的稳定和安全。

• Window服务器安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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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ux服务器安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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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SQL安全指南

• SQL Server安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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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说明

• AES (Advanced Encryption Standard)₁
高级加密标准（ AES, Advanced Encryption Standard ）是2001年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
ST）发布的加密标准，在加密/符号过过程中使用同一个密匙的对称密匙算法。提供比之前的DES
（Data Encryption Standard），3DES更加安全的加密。

• SSL (Secure Sockets Layer)₂
安全套接层（SSL）是把在云和服务器之间的数据加密，就算中途被黑客截取数据内容也不会泄露。S
SL在应用程序和TCP/IP之间运作，提供数据机密，服务器认证和信息完整性。

• 以SHA-2为基础的SHA-256 散列算法₃
SHA（Secure Hash Algorithm, 安全散列算法） 函数为相互关联的密码学散列函数的集合 。这些函
数由美国国家安全局（NSA）与1993年初次设计，被指定为美国国家标准。其中以SHA-2为基础的S
HA-256是使用32bit word的散列函数，比SHA-1和SHA-0更难被攻击。

• DMZ区间₄
隔离区（Demilitarized Zone）。为了保护内部资源在内部网和外部网之间禁止访问的缓冲区。

附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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