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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资料的目的是通过提供有关RemoteCall的安全性和性能的技术信息，来客观传达有关产品差异化的技术优势。

 本资料面向从技术人员到产品使用者等广大职务从业人员，以任何人都能轻松理解的“中等”难易度构成。

【本资料的对象】 Engineer----------------------Manager--------------------------User
技术负责人 企业的管理人员 使用产品的用户

(ex. 采购负责人)                            (ex. 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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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teCall远程支持流程

（客户） （客服）

Web/Gateway 
Server

① 首次咨询（有线电话）

② 等待远程支持③ 运行网页/App
和允许远程连接

④ 远程连接

远程支持阶段 详细说明

① 首次咨询（有线电话） 通过电话确认问题  判断是否需要远程支持

② 等待远程支持 需要远程支持时连接远程支持程序  开始等待远程支持

③ 运行网页/App和允许远程连接
电脑：访问远程支持网页 / 手机：访问远程支持App
 输入客服告知的连接代码并同意连接

④ 远程连接 客服与客户通过中继服务器远程连接

RemoteCall是远程访问客户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来诊断和解决问题的企业级远程支持解决方案。

RemoteCall最早提供远程支持的概念，并作为远程支持的标准软件引领业界。

【RemoteCall流程图】

RemoteCall介绍



瞬间即刻回收屏幕控制权

RemoteCall可以在保持远程连接的状态下一秒内一键回收屏幕控制权。而且回收不需要运行某个菜单，仅
需简单操作鼠标或键盘就能实现。不仅如此，操作停止时对方的远程控制权限就会恢复。这样的控制权双
向交换可以在远程支持中根据需要随时使用。

这是通过实时检测远程控制中发生的系统设备操作事件的同时赋予控制权限的RemoteCall的快速反应性来
实现的。

反应性是指系统对用户行为的反应速度相关的属性。一般我们把在意识觉醒状态下感受到的“一瞬间”定
义为0.1秒。如果在屏幕上点击按键，那么必须在0.1秒以内提供已经点击的视觉反馈，才能称为与意识流相
同速度的反应性。通常某个操作如果需要花费比感知瞬间（0.1秒）更长的时间，人们会认为系统有延迟。

RemoteCall可以在这样的感知瞬间内传达事件和赋予控制权限，这属于通过远程连接起来的不同设备之间
发生的反应，意味着实际上的反应速度要更快。

RemoteCall为了提高远程支持中用户感受到的最重要因素-反应性，一直在不断地去除影响反应性的因素并
持续改善引擎的性能。这是区别与单纯表面功能的仅能通过长期技术积累实现的功能。

检测瞬间的快速反应性

客户为了接受远程支持在允许了客服屏幕控制的状态下，会发生需要亲自关闭屏幕中的应用程序窗口，或
者为防止私人对话内容泄露需要立即关闭聊天窗口的情况。

（正在接受远程支持）

正在远程控制的电脑
发生客户需要亲自操作

的暂时性事件

客户在移动
鼠标吗？

客户在运行
键盘输入吗？

客户取得屏幕控制权

客户停止
操作鼠标/键盘了吗？

客服重新取得屏幕控制权

安心远程支持，RemoteCall



（正在接受远程支持）

客户电脑或手机屏幕中
发生显示个人信息的事件

客户想要暂停
屏幕控制吗？

客户想要遮挡
部分共享屏幕

吗？

在被控电脑中
点击“暂停传
送画面”按键
（功能 1）

在手机“快捷
菜单”中运行
“锁定”功能
（功能 2）

把“挡板”
拖放到需要

的位置
（功能 3）

（电脑远程支持）（手机远程支持）

（电脑远程支持）

在接受远程支持的过程中，根据注册各类网络服务会员的程序，会发生需要在共享屏幕上输入身份证号码
等个人信息的情况。

客户在远程支持过程中有权利积极保护自己的信息。此类功能要容易识别，不需要另外的说明可简单运行，
并且要直观地体现出来。为此RemoteCall以直观的用户体验提供客户可以亲自控制的多种方法。

在远程支持进行过程中，客户可以在需要的时候随时亲自一键停止屏幕共享。为了防止电脑共享屏幕内的
详细信息泄露给对方，客户仅需拖动挡板到需要的位置就能遮挡该区域。

以容易识别、操作简单的直观形式呈现功能

点击停止传送画面

重新点击解除停止

“聊天’

“锁定”

“结束”

（功能 1） （功能 2） （功能 3）

给客户提供停止屏幕共享和遮挡部分共享屏幕的权限

安心远程支持，RemoteCall

※ 挡板(Blinder)
- 以客户遮挡的屏幕传送，客
服不能随意解除遮挡
- 以模糊处理的方式遮挡屏幕，
客服虽然无法看清屏幕上的
信息，但可以识别客户屏幕
上的操作，不影响技术支持
服务质量。



连接过程的无缝安全保障

用于远程支持认证的连接代码为仅能使用一次的随机6位数字。该代码仅用于一次性远程支持，第三者无法
任意连接。

Web/Gateway 
Server

DB Server

RemoteCall客服电脑客户设备

256-bit AES 数据加密

SHA-2 / 2048-bit SSL 加密通信

远程支持连接代码安全

除了提供以客户为中心的控制权的差异化功能，RemoteCall在设计远程支持系统架构时还优先考虑了“技
术安全“。

256位AES (Advanced Encryption Standard)

: 由NIST(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于2001年制定的电子数据加密规范，
目前已被美国政府和世界多国采用，以保护机密
数据和信息。256位密匙意味着2256或1.1 x 1077

的组合是可能的。也就是说，有78位可能的组合。
在地球上任何一台超级计算机都不能将之破解。

SHA-2和2048位加密
: 保护浏览器和网络服务器之间传送的所有重要
数据，是目前上市的加密技术中最强大的，几乎
不可能被黑客入侵。基于SHA-2的SHA-256比S
HA-1相比更具有安全性保障。

※ 远程支持时的加密对象数据
: 屏幕共享数据、键盘/鼠标控制数据、文字聊天
数据、文件收发数据、其他根据远程支持时使用
的功能创建的数据等

远程支持模块的电子签名和代码签名安全

RemoteCall发布的所有软件都是经过Verisign认证的电子签名（Digital Sign）
或代码签名（Code Singing），无法随意更改和更新。

数据加密和网络安全

使用256位AES端对端加密的第一重数据安全过程后，在创建远程支持会话时，通过2048位SSL加密通信的
第二重安全过程维护通道安全。

对于包含连接代码的链接的安全管理
: 使用RemoteCall主控窗口的剪贴板功能给客户
发送包含连接代码的网页链接时，如果与实际连
接的客服组相异，则链接无法再次使用。

安全的远程支持，RemoteCall



清除远程支持过程中的安全威胁

RemoteCall远程支持不能作为后台任务执行。在进行远程支持时，被控设备右下角会一直显示“远程支持
中”字样，客户可以明确知道自己处于远程支持中。

禁用隐藏模式（Stealth Mode）

RemoteCall仅在客户知道自己处于远程支持中并且同意控制的情况下开始远程支持。并且让管理员控制可
以远程支持的连接权限，加强了“管理层面的安全”。

控制客服电脑的IP或MAC地址连接的设置

如果管理员设置并添加允许访问的指定IP、IP组或MAC地址，则客服只能在允许的位置登录RemoteCall客
服端。

远程支持历史日志（History Logging）

远程支持中所有的收发记录都会以日志保存并传送到服务器进行安全管理。远程支持日志可以让您管理服务
历史记录，并在日后发生问题或纷争时将其作为参考资料使用。

为了开始远程支持，需要客户事先同意屏幕共享和支持。在发生收发文件或删除文件、录屏截屏等对被控
设备有重要更改的远程控制事件时，需要获得客户另外的同意。所有的客户同意都只能由客户确认。

远程支持时需要用户同意
禁止客服关闭提示窗
: 远程支持中就算是客服有控制权的状态下，客
服不能关闭在运行需要客户同意的功能时显示的
请求客户同意的弹窗。

可以删除为获取远程支持下载的运行模块

远程支持结束后，客户电脑中下载的远程支持专用模块可自动删除。

用无法篡改的一次性文件远程连接
: 如果任意更改文件名，该文件将不能再次使用。

安全的远程支持，RemoteCall



多方面努力确保高可用性(HA, High Availability)

RemoteCall在全球15个边缘部署了中继服务器，以确保世界各地的无缝连接。这为每个国家或地区的用户
提供了最稳定的远程支持服务，并通过在网络速度方面最近的边缘缓存静态或动态内容来实现更快的服务。

RemoteCall的web服务器、DB服务器、中继服务器、会话服务器在每个国家都进行了部署，并且是冗余的，
以便在发生故障时使用其他国家/地区的服务器。RemoteCall的服务器冗余根据地区特点适当采用负载均衡
（Load Balance）和失效转移（Failover），最大程度地提高了性能。

最佳连接性: 构建全球中继服务器和实现服务器冗余

RemoteCall远程支持保证随时随地稳定的远程连接。RemoteCall的所有功能都以远程连接为基础运行，因
此对恶劣的网络环境中的连接也竭尽全力保证稳定。

稳定的远程支持，RemoteCall

RemoteCall无法控制的各种环境原因可能会导致与中继服务器的连接不畅。RemoteCall并没有将这些环境
因素定义为不可避免的例外，而是重新建立每个情况的错误代码，分析每种症状的错误代码，按类型分类
后，根据不同症状进行了补丁程序。这为我们带来了高达99%的业界最高连接水平。

尽管如此，对于其余1%无法正常远程控制客户电脑的情况，可以通过截屏模式共享客户电脑屏幕。在无法
实时共享的情况下，以屏幕截图模式连接时，客户电脑屏幕截图将每5秒发送一次到客服的主控窗口上。

RemoteCall已尽最大努力在任何环境中实现远程支持，并通过如上述多方面的努力确保产品的高可用性，
将异常降至最低。

尽最大努力：按不同错误代码应用补丁和截屏模式

RemoteCall服务器的实时冗余结构
- 负载均衡（Load Balance）: 通过多台服务器

并行处理任务，以此分散各服务器负荷的Acti
ve-Active方式。

- 失效转移（Failover） : 为了应对一个服务器
发生故障的情况而准备另一个服务器的备份
操作模式。

※ 如果引入RemoteCall私有部署方案，可以以
RemoteCall服务器运营经验为基础，对客户公
司的服务器进行冗余运营。

【RemoteCall中继服务器连接失败分析】

（出处：世中视远，2017年）

연결환경오류 설치오류

실행오류 H/W오류

分析连接错误类型应用补丁
收集和分析由系统环境中的原因导致的连接错误，
并应用各个补丁程序以最大此限度减少错误的概
率。

连接系统错误

运行错误

安装错误

硬件错误



通过实时监控管理系统稳定性

RemoteCall针对各地认证服务器/ 更新服务器/ 会话服务器/ 网关服务器， 24X7运行系统监控程序 。 据此
当服务器发生故障时，可以通过短信和电子邮件实时通知RemoteCall系统管理者，并立即确认是否实际切
换到备用服务器。 除了通过失效转移（Failover）的系统运营外，还配备了对其的监控体系，具备了就连
暂时的中断网络都不允许的严格系统管理体系。

RemoteCall通过服务器冗余和截屏模式正在尽最大努力提供不间断的服务。而且对这些系统严密监控，以
快速应对突发情况。

稳定的远程支持，RemoteCall

实时确认故障发生和响应情况的服务器监控系统

自动应对网络切换
: 电脑的网络暂时中断或手机Wi-Fi/LTE网络之间
发生转换时,无需手动操作即可自动重新连接。
这是基于快速反应性的RemoteCall独家不间断
远程支持基础架构。

RemoteCall服务器

RemoteCall监控系统



革新远程控制方式本身的高端技术实力

在Windows操作系统中首先向视频驱动程序发送信号,以表达自己操作系统中变化的窗口。 因此，最快感知
变化的窗口区域并传送该区域的方法是以虚拟方式制作视频驱动器来直接接收信号。无需等待从窗口发送
到视频驱动程序的信号，直接接收该信号并直接发送到被控位置，就可以以最快最小的数据包观看被控设
备的屏幕。 真正体现这种原理的就是VRVD(Virtual Remote Video Driver)。

从内核级（Kernel Level）直接获取屏幕变化的虚拟远程视频驱动程序（VRVD）

远程支持的核心功能远程控制是在被控设备上快速识别已变化的屏幕并将其显示在远程支持主控窗口上的
技术。 RemoteCall为此独家自研开发了的视频驱动程序。

独家技术实力，RemoteCall

类别
VNC(Virtual Network Computing)

或其他公司远程控制软件
VRVD

(Virtual Remote Video Driver)

屏幕变化
传送方式

用Hooking或轮询（Polling）方式获取全屏的方式
 由于要获取全屏，数据传输量增多，CPU占有率
非常高。

将虚拟远程视频驱动程序插入操作系统，只获取
已变化的屏幕的方式
以最小数据包量传输，可以在CPU占有率最小
化的状态下进行远程支持，在系统配置较低的环
境下也能顺利进行远程支持。

运行基础

用户模式（User mode）： Application的区域
仅限访问User Address Space
※ 在用户模式中只有经过内核模式才鞥呢接近系统资
源。

内核模式（Kernel mode）：操作系统相关程序
和设备驱动程序区域
可以访问所有Address Space
※ 内核模式驱动程序允许CPU执行所有必要的命
令而无需等待。

运行方式

GDI(Graphic Device Interface) 方式 DGI方式：DDI(Device Driver Interface) 方式+ 
应用先进算法的GDI方式
※ 为提高兼容性，支持两种方式（自动更改为符
合情况的控制模式）

性能
- 持续确认屏幕变化的区域导致CPU和存储器使用

量过高
- 非压缩方式：网络传输量大

- 直接访问视频卡的帧缓冲存储器，CPU减少40
%以上，速度提高30%以上+支持高速复合压缩方
式

用户模式和内核模式组件之间的通信
(出处：微软)

远程控制方式
- DDI(Device Driver Interface): 设备驱动程序

接口，以内核模式驱动程序开发，使其工作
方式类似视频驱动程序的方式

- GDI(Graphic Device Interface): 图形设备接
口，在用户模式驱动器中处理窗口消息的方
式，显示器根据操作系统发送到视频驱动程
序的命令显示后，在应用程序中感知的方式



实现差异化性能的独家基础技术

在内核模式下，所有地址区域都可以访问。安装在内核上运行的模块时必须小心，因为对某些部分的不当
编码或恶意攻击可能会严重影响系统稳定性。在这种环境中，构建与真实视频驱动程序相同的接口是非常
具有挑战性的，并且需要与所有视频驱动程序兼容，因此只有使用先进的技术才能做到这一点。

使用需要保证稳定性的内核模式（kernel Mode）的技术实力

远程支持过程中综合应用多种领域的技术。RemoteCall中隐藏着有关远程支持视频传输方式、高速压缩、
视频和音频综合储存等的与众不同的基础技术。

独家技术实力，RemoteCall

RemoteCall的语音-视频集成存储技术
: 使用“视频通话”的方式进行非面对面实名验
证的RemoteCall的非面对面身份验证解决方案
（RemoteCall Face）的最大特点是，它可以分
开传输语音和视频。连接客户和客服时，语音通
过一般运营商的语音网络传送到金融公司的内部
CTI，而视频经过压缩、加密，并通过互联网传
输到RemoteCall视频服务器。因此，需要技术
来集成和存储分开传输的语音和视频。 RemoteCall的压缩方式确保即使是最小的文字也能清晰地传送。并且它只压缩和传输来自被控屏幕中变化

的屏幕，因此可以快速发送非常少量的数据。

实现改进的高速压缩方式

对于使用RemoteCall的非面对面身份验证，必须进行muxing，即同步（sync）存储单独传输的语音和视
频。为此，RemoteCall会比较语音和图像数据的时间长度，设置切入点和切出点，删除和合并不必要的开
始和结束数据，并将其保存为专用加密文件。

语音和视频的时间检查自动化muxing技术

【RemoteCall的语音和视频muxing方式】

视频通话区间

语音区间



远程支持过程看起来相似并不意味着底层技术都是相同的。后来者和类似产品虽然可以模仿RemoteCall的
表面，但他们无法复制构成该产品的基础技术。专业远程技术公司世中视远的底层基础技术扮演着Remote
Call的卓越性能和各种功能的驱动引擎和润滑剂的角色。在贵司部署RemoteCall，创建最稳定、安全和安心
的远程支持环境！

RemoteCall

稳定

技术

实力

安全

安心

RemoteCall，有这些不同

瞬间即刻回收屏幕控制权
检测瞬间的快速反应性

给客户提供停止屏幕共享和遮挡部分
共享屏幕的权限
以容易识别、操作简单的直观形式呈
现功能

革新远程控制方式本身的高端技术实力
从内核级直接获取屏幕变化的虚拟远程视频驱
动程序（VRVD）

实现差异化性能的独家基础技术
- 使用需要保证稳定性的内核模式的技术实力
- 实现改进的高速压缩方式
- 语音和视频的时间检查自动化muxing技术

连接过程的无缝安全保障
- 远程支持连接代码安全
- 远程支持模块的电子签名和代码签名安全
- 数据加密和网络安全

清除远程支持过程中的安全威胁
- 禁用隐藏模式
- 远程支持时需要用户同意
- 控制客服电脑的IP或MAC地址连接的设置
- 远程支持历史日志（History Logging）
- 可以删除为获取远程支持下载的运行模块

多方面的努力确保高可用性（HA，High Availability）
- 最佳连接性: 构建全球中继服务器和实现服务器冗余
- 尽最大努力：按不同错误代码应用补丁和截屏模式

通过实时监控管理系统稳定性
- 实时确认故障发生和响应情况的服务器监控系统

拥有一流远程支持技术的Remote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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