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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概要 – 适用于大型客服中心的远程服务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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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人性化客服及提高服务效率的工具 

现有的远程接入工具 + 排队 + 分配  客户服务效果增强 

现有方式 

客户 客服人员 

全新的方式 

客户 客服人员 

RemoteCall v4.0 

电话沟通后进行远程服务 
客服人员同客户通话后开始远程服务 

电话通话为基础 
利用呼叫排队系统、呼叫分配系统

提供高效率的服务 

呼叫排队系统、呼叫分配系统的运用大大
减少了客户等候的时间，而且使得客服人
员可以更加有效的提供服务 

排队系统 
请求分配系统 

等候客户增加 -> 放弃咨询 
呼叫频繁 -> 客户不满增加 

预约等待 -> 等候客户减少 
呼叫分配 -> 客户不满降低 



1.  RemoteHelp是什么? 

2.  RemoteHelp的特点及优点 

3. 非ActiveX方式的客户服务 

4.  主要功能 

5.  友好的界面 

6.  多种接入方式 

7.   Sales Function 

8.  在线销售的主要功能 

9.  在线销售Flow 

II. 产品介绍 - Remote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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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客服中心的专业远程服务系统 

1. RemoteHelp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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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moteHelp通过互联网构建在线HelpDesk，区分初级客服和专业级客服并进行工作分配的实
时客服解决方案。 
    客户通过Web发出的在线服务申请直接分配给客服人员，然后通过Web交谈和远程接入的方式
获取基于Web的实时远程服务。  



远程 
服务 

排队系统+ 请求分配系统 

专业的远程服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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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RemoteCall v4.0产品是客服人员同客户进行一对一的电话通话后才可提供服务的工具，而
现在已升级为在电话连接之前就可以为客户提供服务的系统。 

排队系统 请求分配系统 

在排队系统中管理 
客户的服务请求 

把客户的服务请求自动分配给
空闲客服人员的管理模式 



荣获专利的远程接入技术 

2. RemoteHelp的特点及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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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捷、简便、稳定(客户咨询时无需安装客户端软件，支持各种客户环境) 
 
 采用个人隐私保护技术(安全性高、客户可放心咨询) 
 
 网页式咨询方式(客户通过网页进行咨询)——简单、容易 
 
 无需另外安装客户端，借助浏览器即可进行交谈 
 
 客服人员同客户之间进行交互式屏幕共享 
 
 针对客户需求提供定制化咨询(划分咨询群组并作出相应分配) 
 
 客服应用最大化(自动分配服务申请、客服状态设定、服务时间管理) 



大型客服中心专业化远程服务的解决方案 

2. RemoteHelp的特点及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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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Live Chat同客户在线交谈 
 
 客户的服务申请依据队列管理功能自动分配给空闲状态的客服人员 

 
 空闲状态的客服人员接受客户的服务申请开始提供服务 

 
 通过视频及语音的方式可进行面对面的网页式对话 

 
 可区分初级客服、专业级客服人员的群组管理功能 

 
 构建在线HelpDesk，客服人员无需始终守候在既定的工作位置。可以在不 
    
   同地点进行远程工作 



RemoteHelp连接 

1秒以内 连接 

3. 非ActiveX方式的客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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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RemtoeCall v4.0 

非ActiveX方式，完全借助浏览器建立连接 

ActiveX安装提示 

安装ActiveX 后 
进行远程服务 



全新的客户访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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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客户 

客服人员 

服务中 

离开 

空闲中 

申请服务预约 

客户咨询 

 直接访问Web页面 

 提供选择权给客户 

 分析客户需求 

 客户自选客服人员 

 最优化配置客服的应用 



在线咨询预约 

预约客户的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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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客服人员 

排队系统 

请求分配系统 

预约等候中 

为预约客户预
约提供服务 

预约客户 

咨询申请 



客服人员的服务等候及安排 服务等候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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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咨询窗口 

由呼叫分配系统自 
动分配给客服人员 

客服人员 
客户 交谈 

咨询申请 

远程连接在网页中即时建立，并自动分配给空闲状态的客服人员 
客服人员可变更当前的状态，同时可以接受或拒绝所分配到的呼叫 

客服人员登录 
服务等候中 



交谈窗口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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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 客服人员 

交谈窗口列表 

申请交谈 

接受 



最好的桌面共享设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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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24位真彩色 

网速不受影响 

支持真彩色，无需复杂设置 

 改善VRVD 5.0引擎性能 

 可支持最低64 Kbps的网络 

 在网络状况很差的情况下也可正常使用 

 自动修复网络连接 



改善的媒体播放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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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多媒体及游戏画面 

远程支持 

客户 

 视频播放自然流畅，显示字体柔和 

 完美支持游戏、CAD、Media Player等 

客服人员 



5. 友好的界面- 便捷的客服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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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洁的菜单 



5. 友好的界面 – 交谈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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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页式即时聊天工具的风格 

客服人员登录界面 等待连接界面 在线聊天界面 



6. 多种接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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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代码方式 图标方式 邮件方式 

简捷的客户连接方式 

www.startsupport.com/compa
ny 

www.startsupport.com 

使用有公司名称的接入网页 

向客户邮箱发送接入链接 

168 262 



桌面共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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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面共享、键盘及鼠标控制 

客户 客服人员 

客服人员以与客户共享桌面的方式来为其提供实时解决问题的服务 



服务转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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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交谈、桌面共享（远程服务）时 
向专业级客服人员提出交谈邀请（请求协助） 

客户 

初级客服人员 

首次同客服连接 
初级客服 

请求协助/邀请加入对话 

再次同客服连接 
专业级客服 

专业级客服人员 
(客服经理) 

 构建具有初级与专业级两类客服的分配体系 
 支持多位客服人员共同与客户进行交谈 
 提供高效率服务的客服系统 



支持帐户切换及安全模式下的再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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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用户账户 远程技术支持 
(IT管理员) 

支持桌面共享 

支持安全模式下的再接入 

Windows Log On/Off 支持 

Administration 账户转换支持 

远程切换不同的用户及再接入后为安全模式 

http://www.winsupersite.com/images/reviews/winxp_2462_000b.gif


视频及语音（VoIP）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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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安装客户端软件的网页式交谈 

面对面交谈增强信任感、亲切感 

根据客户表情作出快速应对 

文字、视频加语音(VoIP)的综合交谈方式 

客户 
客服人员 



文件传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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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浏览器的控制界面 

 能够使用文件复制与粘贴的快捷键（Ctrl+C、

Ctrl+V） 

• 与用鼠标移动文件一样便捷的“拖放式”操作 

   文件传输 

支持跨桌面的文件“拖放”式传输 

文件 
传输 

客户 

客服人员 



支持多台显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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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多台显示器客户的远程支持 

 支持全屏及选择显示器画面 

 减少不必要的网络通信量 

全屏模式观看 

1号显示器画面 2号显示器画面 

远程服务 

客服人员 

客户 



屏幕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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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屏模式下自由滚动屏幕 

全屏模式 

客服人员 

客户 

远程服务 

屏幕导航板 

 支持导航平台 

 屏幕滚动方便 



多种沟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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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图 白板 

远程打印机 
远程支持时无需对共享文件进行文件传送， 
可直接在线远程打印 

可在白板上加载画图功能，同时
支持照片、图片等文件的打印 

在共享桌面上采用画图的方式进行说明 
支持各种画图工具并可进行打印 



对客服人员进行最优化配置 

对客服人员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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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定客服群组 
   按照服务类型(一般性交谈、软件故障类咨询、驱动安装类咨询等) 

 
 客服人员状态分类 
   在线、离开、服务中、离线和空闲中 

 
 按群组、能力、客服水平等设定分配群组 
   咨询1组、2组…；窗口工作组、后台工作组；初级客服组、专业级客服组 

 
 按地区设定群组 
   北京地区客服组、香港特区客服组、其他地区客服组等 

 
 对客服中心的工作时间进行管理 
   设定工作日、公休日及节假日的客服时间 



显示客服人员信息和当前的状态 

客服选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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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客户服务过程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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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借助以电话预先告知客户的方式来提供远程服务 

2.    使用网页上的菜单、服务链接进行远程服务 



1. 借助以电话预先告知客户的方式来提供远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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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tartsupport.com  

使用于电话客服中心 

客服中心电话号码 

告知客户使用URL来远程连接，
接入后即可提供远程服务 

远程服务 400-XXX-XXXX 



2.使用网页上的菜单、服务链接进行远程服务 

31 

点击“远程服务”的链接 选择“桌面共享服务”菜单栏 

点击相应的功能菜单接受远程服务 点击相应的标题链接接受远程服务 

使用于网络客服中心 

客服中心电话 远程服务 
400-XXX-XXXX 



IV. 应用的系统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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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支持环境 

应用环境的范围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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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 
(一次性Agent) 

客服人员 
(Viewer) 

Windows Windows 

Windows 

Mobile 

Mac OS X 

Linux 

Mac OS X 



V. 产品应用效果 

34 

1. Carbonless Support 

2. RemoteHelp使用前后的效果比较   

3. 远程服务的经济效益 

4. 远程服务的客户满意度 

5. 远程服务各项功能的喜好度 

6. 远程服务应用的分类 



1. Carbonless Support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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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nless Support 

    无碳支持 (Carbonless Support) 作为Rsupport公司特有的标

识，显示出公司愿意积极参与和支持日益成为全世界关注焦点的

环境保护活动——“绿色成长”。 

    企业通过使用Rsupport的无碳支持(Carbonless Support) 系

列产品，可以改善现有的运营和远程支持服务方式，这样不仅可

实现无碳化远程服务，而且经营成本也会因此而大幅降低。 

每人每年将减少约4,620 kg 
的CO2排放 

减少CO2的排放  

每人每年将可为企业减少
2000多万韩元的业务支出，

运营成本降低 

经济效益 



2. RemoteHelp使用前后的效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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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获得投资回报 (Return on Investments) 

0

20

40

60

80

100

使用前

使用后

* 提高服务质量，充分为客户考虑 

 迅速解决企业在客户服务中遇到的难题 

 提高客服人员的服务效率和处理成功率 

 迅速的客户回应体系提高服务质量和竞争力 

 迅速的客户回应体系提高客户满意度，提升企业形象和信誉度 

 有效防止客户流失并不断提高客户对企业的忠诚度 



3. 远程服务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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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ServiceXRG 

低 

高 

采
用
远
程
服
务 

服务所需费用 高 低 

远程服务费用 

采用远程服务的频率 

远程服务的费用节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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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满意的客户服务 4.远程服务的客户满意度 

令人满意的客户服务 

78%

62%

61%

54%

42%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提高支持能力

节约服务费用

一次拨打成功

过程中培训

客户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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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Rsupport内部调查，2007年4月 

5. 远程服务各项功能的喜好度 

5.0%

10.0%

13.8%

23.1%

28.4%

33.2%

68.3%

74.6%

78.7%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报告书

分析

发布

会话录制

协助功能

聊天功能

内部…

传送

桌面控制

来源: Rsupport内部调查，2007年4月 

第1位远程控制操作、第2位文件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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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远程服务应用的分类 

初
用
者 

熟
练
者 

用
户
熟
练
程
度 

服务的复杂程度 低 高 

传递知识 专业分析/解决 

指导/效率化 确认/解决问题 

同客户协作时 
 转达复杂知识 
 通过沟通、协作确定方案 

专业化处理 
 专业分析 
 专家协助 
 专业工具  
 
* 传送文件，分工解决 

 程序安装 
 设置程序环境 
 使用方法指导 
 提供远程支持工具 

 解决初用者的问题 
 提供远程支持工具 

根据服务复杂程度和用户水平区分不同的远程服务 

来源: ServiceX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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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应用领域及案例 

1. RemoteHelp 的应用领域 

2. 应用领域举例 – 企业的 IT 

HelpDesk 

3. 应用领域举例 – 金融行业实例 

4. 使用后的各方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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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emoteHelp的应用领域 

应用可覆盖全球所有领域的咨询工具 

CRM / ERP / GW 领域 

政府机关/ 军队相关领域 

E-learning 教育产业领域 

金融 / 证券公司 

软件制造商和供应商 

CAD 相关领域 

安全防护软件制造商和供应商 
 

MP3、 PDA、Mobile制造商和供应商 

硬件、PC 制造商 

制造产业领域 
合

作
 

API 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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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用领域举例-企业的IT HelpDesk 

* 员工1000名/ 1天 70次的服务请求/ 客服部门员工 5名  运作远程支持HelpDesk 高效运作系统 

每天可解决大量的紧急求助 

求助事项 

构建无需现场指导和出差的HelpDesk平台 

 病毒 
 恶意插件 

 Windows故障 
 远程教育 
 软件的安装、发布 
 安装打印驱动 

 提供关于IT设备方面的技术支持 
 处理电脑故障 
 处理网络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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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服务和远程服务的各需时间(分钟)  

 减少再次服务的次数 

 提高服务的效率 

 提升服务品质 

 提高客户满意度 

 增大机会成本 

3. 应用领域举例-金融行业实例 

客服中心：客服人员80名 

工作业绩：平均每月处理75000个服务请求 

平均每个请求的处理时间： 11分钟以内 

电话服务和远程服务的各需时间(分钟)  

远程支持 
11.2 % 

(增加处理8500个) 

缩短服务时间 

~ 15 ~ 30 ~ 55 55이상

전화지원

원격지원

85% 

40% 

电话服务 

远程服务 

以上 

 减少再次服务的次数 

 提高服务的效率 

 提升服务品质 

 提高客户满意度 

 增大机会成本 



4. 使用后的各方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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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以上内容是使用网上银行的一般客户的服务效果。根据W银行的客户满意中心经理提供的资料整理制作。 

软件疑问

认证

疑问

3

一般

疑问

4. 使用后的各方评价 

出处：以上内容是使用网上银行的一般客户的服务效果。根据W银行的客户满意中心经理提供的资料整理制作。 

 客户：“竟然还有这种服务方式？太感谢了！”  

 经理：“反响很好，一些疑难问题也能解决。提供网上咨询服务时是非常需要的。” 

 中心负责人：“大大提升了客户的满意度。非常值得推荐。” 

安全、热情的客户服务 

  90% 以上的客户非常满意 

   “不需要详细说明情况” 

   “知道后立即就开始解决” 

   “十分方便” 

   “服务很棒” 

 优质的客户服务是保证顾客忠诚度的重要因素 

 服务人员和客户双方都感到满意  



46 

VII.与其他同类产品相比较所具有的优势 
 

1. 快速、安全的服务 

2. 与VNC比较 –技术 

3. 与VNC比较 – CAD支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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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限设置、放心功能 
 AES 数据加密 
 SSL加密通信 

 设置在5个国家的全球性服务器 
 支持双机模式 

安全技术 

网络连

接技术 

服务器中

转技术 

1.快速、安全的服务（Fast, Secure Service） 

 权限设置、放心功能 
 AES 数据加密 
 SSL加密通信 

 设置在5个国家的全球性服务器 
 支持双机模式 

 无需另外变更设置 
 支持FW及其他安全类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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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NC 技术 2. 与VNC比较 — 技术 

压缩传送 

高速传送 

 

Application 

OS 

Video Driver 

Graphic Adapter 

VNC Application 

 

      OS 

 Video Driver 

Graphic Adapter 

RemoteHelp 

VRVD 

VS RSUPPORT VNC 

• 桌面共享 
• 键盘控制 
• 鼠标控制 

快 

 慢 

明显快于VNC的远程控制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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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与VNC比较 — CAD支持能力  

VNC中显示的共享画面 RemoteHelp中显示的共享画面 

 共享画面实时流畅 

 适合仿真模拟 

 可以共享建筑设计制图等高分辨率画面 

 画面共享时存在断层现象 

 仿真模拟困难 

 难以进行分辨率要求高的作业 

画面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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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安全性 

1. 安全性亮点 

2. 提供安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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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性亮点 

SSL 
客户 客服人员 

采用SSL加密通信及AES 256 位数据加密 

完美支持防火墙、代理服务器等现有的一切安全类设备 
使用80、443端口进行通信，无需变更网络设置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en/8/8e/VeriSign.s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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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供安全功能 

  远程服务会话日志的记录及查询功能 

  提供网页式管理平台 

 对客服人员对其权限(所有功能选项化)进行集中管理和配置 

 远程操作权限限制 

关键的远程操作须经过用户的允许、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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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选择最好的产品。 

其他公司的远程服务产品 

请选择最好的产品 

远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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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产品与客户展示 

1. 产品种类 

2. RSUPPORT的产品系列 

3. RSUPPORT 客户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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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种类 

详细资料>> 

适合贵公司的产品类型是什么？ 

ASP Subscription 

租用型 

以年为单位的使用权 

中小型企业 

Server 

构建型 

永久使用权 

大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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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UPPORT的产品系列 

在线虚拟帮助平台 在线销售工具 在线远程服务工具 

个人版远程计算机控制工
具 

嵌入主流聊天工具 软、硬件一体型远程服务解
决方案 

提供API开发接口 



3. RSUPPORT客户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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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全球4000余家企业的远程支持服务 

http://images.google.co.kr/imgres?imgurl=http://mylogo.incruit.com/2008/02/%EB%AF%B8%EB%9E%98%EC%97%90%EC%85%8B%EC%A6%9D%EA%B6%8C.jpg&imgrefurl=http://job.incruit.com/jobdb_info/jobpost.asp?job=2008061701121&h=395&w=784&sz=61&hl=ko&start=23&sig2=8WmBgAij-k4BinIk1St6Tg&um=1&usg=__gllIOrqZeqIAm3Hi3O7OuvGK0Rc=&tbnid=4Mfgq4m0CSqB8M:&tbnh=72&tbnw=143&ei=-bD0SKLPH42C7QO3w4HADg&prev=/images?q=%EB%AF%B8%EB%9E%98%EC%97%90%EC%85%8B&start=21&ndsp=21&um=1&complete=1&hl=ko&lr=&newwindow=1&sa=N
http://www.spo.go.kr/
http://www.mnd.go.kr/
http://imagesearch.naver.com/search.naver?where=idetail&rev=4&query=%C7%CF%B3%AA%B7%CE%C5%DA%B7%B9%C4%DE(%C1%D6)&from=image&ac=-1&sort=0&res_fr=0&res_to=0&merge=0&spq=1&start=5&a=pho_l&f=nx&r=5&u=http://cafe.naver.com/hana999/172
http://images.google.co.kr/imgres?imgurl=http://fl0wer.net/files/us_army.png&imgrefurl=http://www.tz-uk.com/forum/viewtopic.php?f=11&t=38680&h=380&w=286&sz=35&hl=ko&start=9&sig2=K-Kt3GI7Y7U0qv3Ayneveg&um=1&usg=__vZ47-L7AMNCTJKxkOuOB8wZBqPg=&tbnid=TAXQw_-oiV3rMM:&tbnh=123&tbnw=93&ei=o6_0SKTnCIfy7APls5W2Dg&prev=/images?q=us+army&um=1&complete=1&hl=ko&lr=&newwindow=1
http://images.google.co.kr/imgres?imgurl=https://www.pcsnyny.com/shopping_cart/images/744px-Fujitsu_logo_svg.png&imgrefurl=https://www.pcsnyny.com/shopping_cart/index.php?cPath=68&osCsid=4ngnee8lu0u3aoeh84sgoke104&h=376&w=744&sz=21&hl=ko&start=1&sig2=_A6Mt53g8L_RymUCRsmZHw&um=1&usg=__JB3LV-HrK6sV7numXYECI28lWp0=&tbnid=uNrLrfsYLWCkDM:&tbnh=71&tbnw=141&ei=XrD0SKa2J42u6gOBg_G0Dg&prev=/images?q=FUJITSU&um=1&complete=1&hl=ko&lr=&newwindow=1
http://images.google.co.kr/imgres?imgurl=http://vger.kernel.org/netconf2006-ntt-logo.jpg&imgrefurl=http://vger.kernel.org/netconf2006.html&h=277&w=794&sz=84&hl=ko&start=1&sig2=vdTJrigLAk2O1e3jvkpWrQ&um=1&usg=___J_FhOhIuwT54AmdDSmyggA29WE=&tbnid=juF8jqzqKwh0jM:&tbnh=50&tbnw=143&ei=erD0SM3vH4387APh2Zi2Dg&prev=/images?q=NTT&um=1&complete=1&hl=ko&lr=&newwindo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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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UPPORT 
 

产品信息 
http://www.rsupport.com 

 
销售咨询 

sales.cn@rsupport.com  
010-82561810 

 
合作咨询 

mkt.cn@rsupport.com 
010-82561810 

 
关于RemoteHelp产品的详细信息请查看 

http://www.rsupport.com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