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emoteCall、RemoteCall+mobile pack、 RemoteCall+visual pack是RSUPPORT全球远程支持产品品牌。



PC支持 过程.

應用領域

產品特徵

客戶環境

通过连接代码跟客户快速链接

Support for PC
通过远程共享和控制PC 画面实时解决问题的

PC远程支持解决方案

PC使用客户支持

在线会议、协作、教育

支持多种
浏览器

接受结束后
删除模块

支持PC
窗口方式

重启后维
持会话

公司内部 IT 业务支持 

在系统维护保修 远程表示等

远程支持的OS类型

Mac OS X Windows Linux

获得客户认可后通过鼠标/键盘控制客户PC 远程支持中跟客户实时聊天

利用Drag & Drop传送文件 在客户PC画面可以一边绘图一边描述 可以跟同事共享服务会话并同时支持

Only RemoteCall
搭载业内唯一自主开发的引擎
在低配置系统或网速缓慢情况下也可以
进行流畅的远程支持

Special RemoteCall
支持PC窗口方式
客户在PC中请求远程支持时可以指定特
定窗口的功能

“现在要远程查看客户PC画面吗？”

remote PC代理PC

Drag 



產品特徵

客戶環境

Mobile支持 过程.

應用領域

Support for Mobile
通过远程共享和控制智能机实时解决问题的

Mobile远程支持解决方案

给客户的Mobile 支持App
下载页面发送短信

安装App的客户输入
连接代码进行连接

客服在聊天窗口中请求
共享客户手机画面

客服远程共享并控
制客户手机画面

支持Mobile 通信公司客户

支持智能办公业务

支持智能机制造商客户

解决业务用智能机问题

自动连接
3G & Wi-Fi

支持电话
号码连接

支持
3G & Wi-Fi, 

USB 

支持Mobile
窗口方式

iOS Android

远程支持的终端机OS类型

Only RemoteCall
业内唯一4重完美安全保护
认证、会话连接、客服权限控制的3重安全
保护再加上数据中心24小时访问总共4重保护

Special RemoteCall
支持Mobile窗口方式
客户利用Mobile请求远程
支持时可以指定特定窗口
的功能

 实时共享iOS 画面 共享 iOS  Web浏览器

“智能机真麻烦啊!” “说的是iPhone吗?”



產品特徵

客戶環境

现场支持支持 过程.

應用領域

Support for Video
通过远程共享智能机相机视频可以直接
查看现场解决问题的远程支持解决方案

检修处职员利用
RemoteCall+visual pack

远程拍摄交通事故

客服利用RemoteCall+visual pack
实时共享拍摄视频，

确认后描述客户疑问及发送图片

客户远程连接
RemoteCall+visual pack

拍摄问题状况

客服利用RemoteCall+visual pack
实时共享拍摄视频，

确认后向客户描述操作法及解决法

支持洗衣机、冰箱等家电用户

确认保险公司事故现场及处理状况

支持患者诊断及急救

建设公司的现场确认等

提供拍摄
位置指导

远程
on/off
视频

远程切换
相机方向

视频画
质调整

在共享视
频上绘图

预约支持时
上传文件

iOS Android

共享视频的终端机OS

Only RemoteCall
便利的综合代理程序
客服可以使用便利的综合代理程序许可
登录方式，登录后点击‘开始’按钮等候服务！

Special RemoteCall
预约支持时上传文件
客户利用Mobile请求远程支
持时可以提前上传视频或图
片的功能

支持家电,保险公司,建设公司,患者诊断等

“想要了解事故车辆状态吗？”“洗衣机突然不转了?”

Case 1 Case 2



远程市场占有率亚洲第一No.1 No.1

No.5

远程市场占有率日本第一

远程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五

全球6,000余家客户公司

100名以上专门研究人员

远程支持的稳定性与提供服务的公司的技术力和基础建设有关。
RSUPPORT公司就是非常值得信任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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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2年 (日本 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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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名 R&D 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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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teCall可以针对贵公司的使用环境利用多种方法来提供服务。 

进入方式

对象客户

许可

硬盘

OS 许可

DB 许可

定制化

系统安装

维护保修

网络

中小企业 

1年許可

无需  

无需 

无需 

不可

无需 

合同期免费 (包含升级) 

RSUPPORT网络

所需时间按月或年租赁使用
费用最低

支持大规模客户的大型企业、公共机关、金融机关等 

永久许可

单独购买

Windows 2003 / 2008 / 2012 Server

Maria DB, MS-SQL, ORACLE, MY-SQL

可能(选项) 

单个安装

购买一年后免费，以后续签 

客户公司网络

在自己公司内安装服务器构建环境最优化

中小企业、大学、政府等 

永久许可

需要购买软硬件一体 

无需 (Embedded OS, Linux [Cent OS 6.5])

无需 (自主搭载,使用Maria DB ) 

不可

单个安装

购买一年后免费，以后续签

客户公司网络

软硬件一体以低廉费用搭建服务器 

在全球15个edge构建中继服务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提供高品质的远程支持服务
Web服务器 / DB服务器 / 中继服务器 / 会话服务器由国家间双重构成不间断的网络构成

RSUPPORT的远程支持与众不同. 不需要比较.

©2014 RSUPPORT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RSUPPORT, RemoteCall, RemoteCall + mobile pack, RemoteCall + visual pack and other product names are or may be registered trademarks in Korea and/or other countries.
The information herein is for informational purposes only and represents the current view of RSUPPORT Co., Ltd. as of the date of this presentation.

USA 
333 Sylvan Avenue Suite 110, 
Englewood Cliffs, NJ 07632, USA
Phone : +1 (888) 348-6330
Fax : +1 (888) 348-6340
Tech : support.us@rsupport.com
Sales : sales.us@rsupport.com
Info : info.us@rsupport.com

China
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38号
现代汽车大厦2203室I-101
电话 : +86-10-8256-1810、+86-10-82563716
传真 : +86-10-8441-7505
支持咨询 : support.cn@rsupport.com
业务咨询 : sales.cn@rsupport.com
销售咨询 : info.cn@rsupport.com

Korea 
138-827 서울특별시 송파구 위례성대로 10
(방이동 44-5) 에스타워 11~15층

TEL : +82-70-7011-3900
FAX : +82-2-479-4429
기술문의 : support.kr@rsupport.com
구매문의 : sales.kr@rsupport.com
기타문의 : info.kr@rsupport.com

Japan 
〒105-0001 東京都港区虎ノ門1-2-20 
第3虎ノ門電気ビル
TEL : +81-3-3539-5761
FAX : +81-3-3539-5762
お問い合わせ : support.jp@rsupport.com
Sales : sales.jp@rsupport.com
Info : info.jp@rsuppor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