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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teCall 是通过远程连接客户的电脑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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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先提出远程支持的概念，作为远程支持的标准软件引领业界。应用 RemoteCall 可以缩短客
户说明问题和客服解决问题的时间，达到同时提升企业的投资回报率（ROI）和客户满意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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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指南的内容可能会根据产品的性能提高或功能改善而随时更新，届时将不予另行通知，敬请谅解。 

 

除本指南中说明的特殊用途以外，世中视远（北京）技术有限公司对市场性及适合性不予以任何保证。 

 

世中视远（北京）技术有限公司对于本手册中包含的疏漏或在本资料的提供、执行及使用过程中所发生的直接、间

接、特殊偶然或必然发生的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使用手册的版权及所有权归世中视远（北京）技术有限公司所有；相关权利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国际著

作权条约保护。在事先未得到世中视远（北京）技术有限公司书面同意下，严禁非法复制、转载本手册中的部分或

全部内容。 

 

本使用手册中使用的他公司所拥有的注册商标及著作权法保护的术语仅作为引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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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说明 
 

术语 说明 

远程支持 
客户的电脑发生问题时客服不用上门，只需通过 Internet 远程连接客户电脑后在原

地为客户提供服务。 

远程控制 在本地电脑上控制异地的电脑 

管理员 管理远程支持设置和客服信息等的人员 

客服(=使用者) 负责与客户沟通和提供远程支持的人员 

客户 接受客服提供的咨询服务和远程支持的人员 

客服端 Agent 客服在给客户提供远程服务时运行的程序 

操作窗口 Viewer 远程支持时，连接客户电脑以进行远程控制操作的程序 

准备连接 为了与客户沟通，客服登录客服端准备与客户连接的状态 

等待连接 为了提供远程服务，客服打开操作窗口等待客户连接的状态 

连接页面 客户为了接受客服的远程支持服务需要进入的网页 

会话 Session 客服和客户已连接的状态 

连接提示窗 客户电脑中显示的表示在远程支持中的提示窗 

连接代码（号码） 为了实现远程连接，客户在连接页面上输入的数字 

控制权 客服在客户同意之下远程控制客户电脑的鼠标和键盘的权限 

认证服务器 客服登录时确认用户名和密码的服务器 

等候服务 客服已登录客服端，等待服务客户的状态 

预约服务 给预约客户提供服务 

窗口 
如同银行服务窗口，每个窗口都部署专业客服，客户可根据需要选择接受服务窗口

的网页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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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emoteCall用户管理后台介绍 
 

 什么是管理后台？ 
管理后台是 RSUPPORT 提供的可以设置和添加 RemoteCall 产品所有功能的管理员专用页面。 

 

 访问方法和使用环境 
访问管理后台的方法如下。 

网址 https://admin.rchelp.cn/ 

账号/ID   购买产品时分销商或本人设置的账号 

密码 购买产品时分销商或本人设置的密码 

 

在如下环境下可以正常使用管理员页面。 

网页浏览器 
Internet Explorer 7.0 以上 

FireFox, Google Chrome, Safari 

其他 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00 以上  

 

 
 

  

https://admin.rchel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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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管理员权限 
管理后台由三个权限组成。 

公司管理员 最高层管理者，除了团队管理员的权限以外还可以设置连接页面，公司选项，查看统计数

据。 

团队管理员 可以替代客服，是公司内团队实际业务管理者。 

一般客服 客服 

 

公司管理员，团队管理员和一般客服的权限各自分开，都可以进入管理页面。但是各权限可以查看的菜单不

同。 

本使用手册以最高权限持有者公司管理员可看到的菜单为准来介绍。 

 

 

 

<公司管理员权限> <团队管理员权限> <一般管理员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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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理后台结构 
管理后台的菜单结构如下。 

 
 

用户管理 

用户 可设置各个客服选项。 

公司 查看/修改登录的公司账户的信息。 

群组 设置用户群组。 

服务工具管理 

服务分类 在服务日志中添加服务类型。 

收藏（URL） 在收藏夹中添加网址。 

快捷信息（PC) 修改电脑远程支持用常用语。 

快捷信息（移动摄像头） 修改视频远程支持用常用语。 

快捷信息（智能机） 修改移动设备远程支持用常用语。 

锁定应用程序（智能机） 给移动设备提供远程支持时限制客服对某个应用程序的权限。 

移动系统日志命令 给移动设备提供远程支持时在设备日志收集中使用特殊命令语。 

安全屏幕应用设置（移动） 解除安卓 APP 中有屏保(Secure 

Video)权限 APP 的屏幕共享限制。（支持 Android OS 4.4 以上） 

iPhone指导图片 给 iPhone 提供远程支持时可以上传图片后使用。 

产品使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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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已登录用户 查看当前已登录客服端的客服。 

当前服务中的会话 查看当前给客户提供服务中的客服。 

用户登录记录（Agent） 查看客服登录客服端的记录。 

客服登录记录（Admin） 客服和管理员登录管理台页面成功/失败的记录。 

设备目录 在管理后台登录设备的序列号并管理 

不同使用者的服务次数 查看各个客服的服务次数。 

服务支持记录 查看给客户提供服务的记录。 

服务支持记录 
管理客户预约服务的记录。 

（窗口连接专用菜单） 

同步服务使用者现况 使用同步服务授权可以查看实时客服端用户。 

下载 可下载提供的文件和程序。 

统计 

服务统计 查看各个时间/日/星期/月/客服/沟通类型/协助时间/运营体系/网页浏览器的

统计数据。 

问卷统计 可以设置统计期间，点击【问卷统计下载】按键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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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户管理 
在用户管理中可以修改购买产品的选项和添加安全选项。

 
 

 修改公司信息 
 点击公司菜单 

 在公司信息和负责人信息项目中修改后点击保存客服公司信息。 

 公司选项信息 

z 主要设置：记录数据设置为不保存，则不保存协助记录。 

记录数据保存期限可设置（6 个月/12 个月），默认为 12 个月。 

z 密码安全等级：密码安全等级分为弱，中，强，生成新账户后修改密码时生效。   

9 弱：6~24 字以内 / 英文或数字 

9 中： 8~24 字以内 / 英文，数字混合使用/ 不可连续使用 3 个以上数字（例如：

111,333） 

9 强：8~24 字以内 / 英文大写，小写，数字，特殊符号混合使用/不可连续使用 3 个以上

数字（例如：111,333） 

* 请注意：密码安全等级设置在登录用户管理后台及客服端时生效。 

z 设置密码有效期：设置密码有效期（30 天，60 天，90 天），如超过有效期，按照设置的密

码强度层级需要修改密码。 

z 设置登录失败时（密码错误）账户冻结：密码错误 5 次时禁止登录，管理员可以初始化密码并

且修改密码后重新登录。 

z 登录冻结期设置：勾选登录冻结期设置后设置时间，如果登录失败 5 次，则设置的时间内登录

会被一直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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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群组信息 
 点击群组菜单。 

 在群组详细信息中修改后点击保存。 

• 请参考：外部绑定群组用户名是与为了对接其他系统（客服公司 CRM）账户而需要的识别人员。 

 

 修改客服信息 
修改客服的基本信息。 

 点击用户菜单。  

 选择要修改信息的用户名 ID。 

 在用户详细信息中修改后点击保存。 

 用户详细信息 

z 用户名 ID：已登录的用户名 ID 无法修改。  

z 修改密码：修改密码。 

z 权限：  

9 客服公司管理员：可以修改客服公司的信息，以及管理团队和客服。 

9 群组管理员：设置该团队的选项及管理客服。 

9 客服：设置客服自己的选项，并可以登录客服端。 

z 客服名（姓），客服名（名）：输入客服的姓名。 

z 客服名（读音）：输入客服名的读音。 

z 昵称：输入客服的昵称。 

z 电话/手机号码：输入电话/手机号码。只允许输入数字，“-”，最多可输入 13 个字。  

z 电子邮箱：输入客服的电子邮箱地址。仅允许输入电子邮箱形式。 

z 是否接收邮件：设置是否接收总部的更新信息及相关内容。 

  

 修改客服密码 
修改客服登录客服端时使用的密码。 

① 点击用户菜单。 

② 选择要修改密码的用户名 ID。  

③ 点击修改密码按键。  

④ 要修改的新密码请按照在公司选项信息中设置的密码安全等级来输入。 

⑤ 在各个输入框中输入新密码后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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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客服功能选项 
① 点击用户菜单。 

② 选择要修改选项的用户名 ID。 

③ 参考下表勾选或取消勾选基本提供的功能，然后点击保存来保存设置。 

 

【Viewer（客服操作窗口）功能设置】 
 PC 远程支持   窗口型远程支持   Android 远程支持   iOS 远程支持   视频远程支持   Android SDK   iOS SDK  

 网页版远程支持 

分 类 功能名称 说 明 

 

鼠标控制 

/ / /  

选择是否使用鼠标控制 

鼠标 

/ / /  

选择是否使用键盘控制 

鼠标键盘控制 

自动启动 

/  

选择远程控制连接时自动启动控制客户鼠标和键盘 

同时控制 

/ 

勾选同步控制可允许主控和和被控端同时控制鼠标（主控端的鼠标控

制不受限制） 

光标指针 

/ /  
选择是否使用光标指针功能 

Ctrl+Alt+DEL 传送 

/  
选择是否使用 Ctrl+Alt+DEL 传送功能 

绘图 

/ / / / / /  

选择是否使用绘图功能 

截屏 

/ / /  

选择是否使用截屏功能 

传送网址（URL） 

/ / /  

选择是否使用网址（URL）传送功能 

传送文件 

/ /  

选择是否使用传送文件功能 

拖拽传送文件 

/  

选择是否使用拖拽传送文件功能 

剪贴板 

/ /  

选择是否使用剪贴板功能能 

剪贴板自动同步 

/ /  

使用剪贴板功能时，选择自动传送或手动传送  

共享客服桌面 

/  

选择是否使用共享客服桌面功能 

文字聊天（应用聊天）  给电脑提供远程支持时选择是否使用聊天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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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聊天 

/ /  

选择是否使用语音聊天功能 

声音共享 

/  

选择是否使用声音共享功能 

程序共享 

/  
选择是否使用程序共享功能 

画面录像（客户）  

/  
选择是否在客户客户电脑中保存录像文件 

画面录像（客服） 

/  
选择是否使用录像功能 

画面录像（客服） 

 
选择是否使用录像功能 

录像文件保存路径  

/ / /  
选择录像文件的保存路径 

在远程控制同意窗口中保存录

像文件的说明 

/  

选择在客户连接页面远程支持同意部分是否添加录像同意文字 

远程会话转交 

/ / /  
选择远程控制时是否使用会话移交功能 

远程会话共享 

/  
选择远程控制时是否使用会话共享功能 

远程重启连接 

/  
选择是否使用远程重启功能 

使用管理员账户重新连接 

/  

客户方用没有权限的账户连接时，选择是否使用用管理员账户重新连

接的功能 

安全模式下重新连接 

/ 
选择重启电脑后可否用安全模式连接 

使用收藏 

/ / / / 
选择是否使用收藏夹功能 

查看系统信息 

/  

选择是否使用客户系统信息查询功能 

查看进程信息 

/  

选择是否使用客户系统进程查询 

远程打印 /  选择是否使用远程打印功能 

连接前预览 

/  
选择是否使用远程连接中预览客户桌面的功能 

鼠标追踪 

/  
选择是否使用鼠标追踪功能（鼠标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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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图模式 

/  

选择是否使用远程连接不流畅时把客户电脑的截图每隔 5 秒传送给客

服电脑的功能 

移动 

专用 

智能机 Rooting 信息  选择是否使用移动设备 Root 信息的查看功能 

智能机快捷设置  选择是否使用快捷设置功能 

智能机聊天  选择是否使用聊天功能 

智能机消息 /  选择是否使用消息传送功能 

移动系统日志信息  选择是否使用移动设备系统日志信息的查看功能 

移动系统日志命令语  选择是否使用移动系统日志命令语 

智能机服务记录信息 

/  

选择是否使用移动设备服务记录信息功能 

移动设备应用程序  给移动设备提供远程支持时，可以确认和删除设备的应用程序信息 

连接操作窗口时 

自动弹出聊天窗口  

连接移动设备时，连接同时运行聊天窗口。 

图片传送（PC）  远程 iPhone 时，传送客服电脑上的图片。 

图片传送（服务器）  远程 iPhone 时，传送登录在服务器上的图片。 

使用自动重新连接 / /  会话中断时设置定时自动重新连接。 

传送文字  SDK 专用选项，选择是否使用文字传送功能 

视频 

远程 

支持 

专用 

放大/缩小画面  视频远程支持时选择是否使用调整画面比例功能 

旋转  视频远程支持时选择是否使用屏幕旋转功能 

闪光灯  视频远程支持时选择是否使用闪光灯功能 

调整画质  视频远程支持时选择是否使用画质调整功能 

调整焦距  视频远程支持时选择是否使用聚焦调整功能 

话筒  视频远程支持时选择是否使用扬声器功能 

前置后置摄像头切换  视频远程支持时选择是否使用前后置摄像头功能 

照片/视频模式切换  视频远程支持时选择是否使用切换照片模式，视频模式 

位置信息  视频远程支持时选择是否使用位置信息功能 

画面传输模式  视频远程支持时把首次连接模式设置为照片模式或视频模式。 

截屏  视频远程支持时选择是否使用截屏功能 

图片模式解析  

照片模式中设置拍照时传送的图片分辨率。 

默认(640*480) – 640*480 /高分辨率- 

移动设备中输出支持的分辨率中最高的分辨率 

服务数据传送 / / /  选择是否使用各别管理服务记录的功能  

服务数据传送 URL  

/ / /  
输入网址以分开管理服务记录输入网址 

服务数据详细项目 

/ / /  
选择服务数据详细项目。（点击选择） 

支持 Linux(64bit)  选择是否支持 Linux(64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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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功能设置】 

分 类 功能名称 说 明 

通用 

聊天远程控制按钮  选择聊天中是否使用远程支持功能 

聊天会话共享  选择聊天中是否使用会话共享和传送功能 

使用传送文件聊天（客服端）

 
选择是否使用文件传送功能 

使用传送文件聊天（客户端）

 
选择是否使用客户的文件传送功能 

结束聊天时保存对话记录（客

服端）  

选择是否保存聊天内容 

*请参考【4.12 把聊天内容保存至服务器】 

结束聊天时保存对话记录（客

户端）  
选择是否让客户保存聊天内容 

 

【设置代理程序】（客服端设置） 

分类 功能名称 说 明 

共同 

代理程序收藏夹（网址） 

/ / /  
选择是否使用网址收藏夹功能 

代理程序聊天快捷信息(PC) 

/  
选择给电脑提供远程支持时是否使用聊天快捷信息功能 

使用 RemoteView  

/ / / /  
选择是否使用客服端中的 RemoteView 对接 

客服端强制结束连接 / /

/ /  
同一个账户登录客服端时，选择是否使用强制关闭功能 

代理用户状态 

/ / / /  
选择是否显示输入该群组有登录权限的用户现况 

使用 Feedback / / / /

 
选择是否使用客服端中的反馈功能 

Remotecall Lounge(ASP

专用) 

/ / / /  

用设置的账户登录客服端时，选择是否使用 RemoteCall Lounge

（游戏） 

P2P 使用 / / / /  与客户远程连接时选择是否使用 P2P 连接 

直接输入法 

/ /  
选择是否使用客服亲自输入号码的反方向输入方式。 

设备注册 / /  使用反方向输入方式时，在管理台添加设置选择是否使用管理功能 

移动 

专用 

客服端聊天快捷信息（移动

设置） /  
给移动设置提供远程支持时，选择聊天常用语的使用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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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远

程支持

专用 

客服端快捷信息（视频）  视频远程支持时选择是否使用聊天常用语 

 

【安全设置】 

分 类 功能名称 说 明 

 

 

 

 

通用 

使用代理程序文件记录 /

/ / / / /  
选择是否生成程序日志文件 

代理自动注销控制 

/ / / / / /  
如果在设置的时间内没有进行远程支持，则客服端自动退出登录 

代理自动注销时间 

/ / / / / /  
选择自动退出时间（在 1, 3, 5, 10, 15, 30, 60 分钟中选择） 

事前同意书 

/  

远程连接时向客户显示确认是否连接的信息提示窗 

*请参考【4.8 连接时向客户确认连接同意】 

控制中同意书 

/  

勾选此选项时，在远程支持中请求控制权，收发文件时显示同意确认

书 

禁止控制客户端提示窗口 

/  

选择是否控制客户方的信息提示窗 

*请参考【4.16 由客服控制远程支持中出现的同意确认信息】 

会话密码 

/  

可以选择会话密码自动/固定， 

设置为固定时，可以输入密码设置。 

删除模块 

/  

选择是否删除远程支持模块 

*请参考【4.15结束连接后删除客户电脑中的运行模块】 

远程会话转交，共享时客户

自动接受 /  
移交会话时，选择在是否使用不经客户同意自动接受功能 

画面录像同意条款 

/ / /  
录制电脑桌面时，取得客户的同意。 

画面保存同意条款 

/ / / /  
录制电脑桌面时，取得客户的同意。 

使用允许 IP 访问  

/ / / / / /  

以 IP 地址来限制某 ID 的使用权限 

*请参考【4.9 用 IP, MAC地址限制客服】 

使用允许 MAC 访问 

/ / / / / /  

以 MAC 地址来限制 ID 的使用权限 

*请参考【4.1.9 用 IP,MAC地址来限制客服】 

Blinder（客户） /  选择是否使用限制客服在操作窗口中看到客户电脑中特定领域的功能 

是否自动运行屏蔽区 /  

选择是否自动运行屏蔽区功能 

- 自动运行：远程支持连接时屏蔽区自动运行 

- 客服运行：远程支持连接后，通过菜单运行屏蔽区 

智能机事前同意书 

/ /  

给移动设备提供远程支持时，在客户的移动设备屏幕中显示同意询问

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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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设

备专用 

锁定智能机画面  勾选时远程支持中显示锁屏图标 

智能机传送文件同意书  勾选时远程支持中会显示文件传输的同意询问窗。 

截图同意  
勾选时给 iPhone 提供远程支持时，如果点击 iPhone 的截图菜单则会

显示是否同意共享图片的询问窗。 

锁定智能机应用程序  勾选时禁止访问特定应用程序 

类型  使用锁定应用程序功能时，选择锁定类型 

取消屏幕保护设置  
选择是否解除安卓 APP 中有屏幕保护(Secure Video)权限的 APP 的屏

幕共享限制。 

视频 

远程支

持专用 

位置信息获取同意条款  勾选时，请求提供位置信息时客户移动设备会显示同意询问窗。 

 

• 请参考：各个选项中可能会有无法修改的选项。如果群组选项中该功能设置为全部使用或不使用，则无法修改选

项。 

 

 批量修改客服功能选项 
批量修改多个客服的功能选项，不用各个客服单独多次设置。 

 点击用户管理-群组  

 参考下表修改要一次性修改的选项的状态值，然后点击群组选项信息。 

全部使用 所有客服强制使用该功能  

不适用 所有客服强制不使用该功能 

用户设置 单个客服可以设置是否使用该功能  

 

• 请参考：1)有某些功能无法选择“用户设置”，出现无法修改状态的选项是因为您购买的产品没有该

功能的使用权限。请向服务管理者咨询。  

2) 大部分选项都在【4.5 修改客服功能选项】中有介绍，但不排除有无法在用户选项中设置的选

项。请参考下表确认只能在群组选项中修改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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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开始和结束设置】 

分 类 功能名称 说 明 

共同 

到期说明 

/ / / / / /  

操作窗口的等待画面中显示账户的有效期 

邮件发送连接页面信息 

/  

把远程连接的方法用电子邮件发送给客户的功能 

*请参考【4.10 远程连接时用电子邮件发送连接方法】 

复制链接和 APP 安装信息

到剪贴板 

/ / / / /  

聊天或者操作窗口等待画面中把连接网址保存在剪贴板 

使用服务日志 

/ / / / /  

远程协助中或者结束后可以保存协助记录的功能 

*请参考【4.14 远程协助结束后填写服务内容】 

使用服务日志 

 

远程支持中或者结束后启用可以保存服务记录的功能 

远程支持结束说明 

/  

远程支持结束后在客户浏览器中打开显示客户名称和服务时间等的网页。 

客户设置结束弹出窗口 

/  

设置远程支持结束后客户电脑中要打开的网址 

*请参考【4.13 连接结束后在客户电脑中弹出特定网页】 

结束页面弹出尺寸 

/  

设置结束弹窗的大小  

* 目前不支持该选项 

移动 

专用 

使用 SMS 传送 Web 安

装信息 / / / / /  

用短信发送给客户 APP 安装方法，来进行远程支持的功能 

*请参考【4.11 给客户发送 APP 安装方法短信】 

SMS 发信号码 

/ / / / /  

发送短信时，可以设置显示在客户手机的发信号码。 

 

SMS 发送内容 

/ / /  

发送短信时，设置显示在客户手机的短信内容。 

*请参考【4.11 短信发送 APP 安装方法】 

SMS 发送内容 

/ /  

发送短信时，设置显示在客户手机的短信内容。 

SMS 服务器 ID 

/ / / / /  

选择发送短信的服务器。（中国/其他国家） 

同时接收智能机系统、画

面信息 /  

发送短信时，设置显示在客户手机的短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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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会话密码（密码） 
图标连接方式是客户连接时不用键盘输入，直接点击就能远程连接的非常方便的方式。但是已连接

的客户和原定要连接的客户很有可能不是同一个人。 

如果使用会话密码，客户在点击图标以后还需要输入 4 位密码，这样就可以无误差与想要连接的

客户进行远程连接。 

 

 

 

 

【使用会话密码前的连接步骤】 

 

 

 

 

【使用会话密码后的连接步骤】 

 

 

 点击用户管理-群组 

 安全设置-会话密码设置为全部使用/用户设置，然后保存 

 点击用户管理-用户 

 点击要设置的用户名 ID 

 用户选项-勾选安全设置的会话密码后，选择自动密码或者固定密码 

 

 
 

 远程连接时向客户请求连接同意 
远程连接之前征得客户的同意，使不懂远程支持的客户也能正确认识远程连接并且正常连接。 

 

 

 

 

 

 

等待 

连接 

访问 

连接页面 

点击图标 成功连接 

等待 

连接 

访问连接

页面 

点击图标 输入会话

密码 

成功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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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连接同意之前的连接步骤】 

 

 

 

【使用连接同意以后的连接步骤】 

 点击用户管理-群组 

 安全设置-事前同意设置为全部使用/客服设置 

 点击用户管理-用户 

 输入要设置的用户名 ID 

 勾选事前同意后保存 

 

 
【控制电脑时的同意提示】 

 

                     
【给移动设备提供远程支持时的同意提示】    【视频远程支持时的同意提示】 

 

 用IP, MAC地址允许客服访问 
一般情况下只要是有网络的地方，随时随地都可以使用购买的 RemoteCall 产品。但也可以用 IP 地

址和 MAC 地址来允许客服在特定区域运营服务。 

 

 

等待连接 打开连接页面 点击图标 连接成功 

等待连接 打开连接页面 点击图标 
远程连接 

同意 
连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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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 2 楼 

(192.168.100.100) 

办公室 5 楼 

(192.168.100.200) 

家 

(10.10.10.100) 

一般使用 

 
可以使用 可以使用 可以使用 

仅允许办公室 2楼

的 IP访问 
可以使用 不能使用 不能使用 

【允许 IP地址的例子】 

 

4.9.1 给所有客服设置同一允许访问区域 

 点击用户管理-群组。 

 移动至安全设置-使用允许 IP 访问/使用允许 MAC 访问 

 如果想要使用 IP 来限制，把使用允许 IP 访问（专用 IP 或注册 IP）的状态值改为全部使

用，要使用 MAC 地址来限制，则把使用允许 MAC 访问的状态值改为全部使用。 

 在 IP，MAC 输入栏中输入 IP 或者 MAC 地址后点击添加。 

 点击保存，保存设置。 

 
 

4.9.2 给客服设置不同的允许访问区域 

 点击用户管理-群组。 

 移动至安全设置-使用允许 IP 访问/使用允许 MAC 访问。 

 如果想要使用 IP 来限制，把使用允许 IP 访问（专用 IP 或注册 IP）的状态值改为用户设

置，要使用 MAC 地址来限制，则把使用允许 MAC 访问的状态值改为用户设置。 

 点击用户管理-用户。 

 选择要限制/允许访问的 ID。 

 移动至安全设置。 

 要使用 IP 来限制/允许访问，勾选使用允许 IP 访问（专用 IP 或注册 IP），要使用 MAC 地

址来限制/允许访问就勾选使用允许 MAC 访问。 

 在 IP，MAC 输入栏中输入 IP 或者 MAC 地址后点击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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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 MAC 时不要输入符号，要连在一起输入。 

 点击保存，保存设置。 

 

 
 

 远程连接时用E-mail发送连接方法 
远程连接时一般情况下需要口头告知客户连接页面网址和连接代码或图标号码。但是如果知道客户

的电子邮箱地址，可以使用邮件发送连接页面信息功能来给客户发邮件告知连接方法。 

 

 

 

 

【email发送连接信息使用前】  【email发送连接信息使用后】 

 

• 请参考：没有安装一般邮件客户端的客服无法使用电子邮箱引导连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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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方法电子邮件】 

 

 点击用户管理-群组。 

 移动至群组详细信息-设置开始、结束服务。 

 邮件发送连接页面信息选项的状态改为全部使用后，点击保存，保存设置。 

 

 发送客户端APP安装方法短信来提供远程支持 
为了远程支持的顺利进行，给客户的手机发短信告知客户端 APP 下载地址。 

 

 

 

【短信发送 APP下载地址功能使用前】  【短信发送 AP下载地址功能使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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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地址短信-（左）远程移动设备/（右）远程摄像头】 

 

 点击用户管理-群组。 

 跳转至群组详细信息-设置开始、结束服务。 

 使用 SMS 发送 Web 安装信息的状态改为全部使用后，输入默认使用的短信内容后点击保存，保存

设置。 

* m.rchelp.cn 下载移动远程支持客户端 APP。 

* v.rchelp.cn 下载视频远程支持客户端 APP。 

 

 把聊天内容保存至服务器 
与客户的聊天内容默认不保存。选择选项信息的对话记录保存，可以保存至服务器，并且一次性管理

与不同客户的沟通内容。 

 对话内容未保存时 对话内容保存时 

版本 Standard Professional 以上 

聊天 支持 支持 

自动保存 不支持 不支持 

数据保存位置 不支持 RSUPPORT 的服务器  

数据流失可能性 有 无 

与远程连接的网关节点 不支持 支持 

在管理员页面中查看 不支持 支持 

【保存对话内容时的优势】 

 点击用户管理-群组。 

 移动至聊天功能设置。 

 结束聊天时保存对话记录（客服端）改为全部使用，然后点击保存，保存设置。 

 点击产品使用管理>服务支持记录列表中的查看，可以通过服务支持记录详细页面下方的支持日志查

看保存的聊天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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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结束后在客户电脑显示特定网页 
远程支持结束后，除了有关连接结束的提示网页，还可以使用跳窗功能在客户电脑中自动运行某个特

定网页。 

 

远程支持

结束提示 

使用 使用 未使用 未使用 

设置结束跳窗 使用 未使用 使用 未使用 

协助结束后客户

电脑的状态 

显示结束提示和

指定网页 

仅显示结束提示 仅显示指定网页 无任何显示 

【服务结束后客户电脑的状态】 

 点击用户管理-群组。 

 移动至详细群组-设置开始、结束服务。 

 把远程支持结束提示改为全部使用。 

 把客户设置结束弹出窗口改为全部使用后，在网址输入栏中输入包含 http://(https://)的网址。 

 点击保存，保存设置。 

 远程支持结束时会显示结束提示和设置的结束弹窗。 

 

        

 
 

 
【结束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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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程支持结束后填写服务内容 
远程支持结束后可以填写协助客户的服务内容，勾选服务日志和使用服务分类功能可以进行更方便的

管理。 

 点击用户管理-群组。 

 跳转至群组选项信息-设置开始、结束服务。 

 使用服务日志修改为选填或者必填后，点击保存，保存设置。 

 填写选择则不填写服务内容也可以关掉填写窗口，必填是必须要填写客户名和服务内容才能关掉

填写窗口。 

 
 

• 请参考：添加服务分类管理服务记录更方便。可以参考【5.1 服务分类】 

 

 连接结束后删除客户电脑上的运行模块 
与客户的远程连接结束后，可以使用删除模块功能自动卸载客户电脑中的远程模块。 

 点击用户管理-群组。 

 移动至安全设置。 

 删除模块改为全部使用后点击保存保存设置。 

 

 由客服控制远程支持中显示的确认同意提示 
远程连接时处于安全考虑，在客户电脑会弹出多种信息提示窗来询问客户的同意。当客户不在位置或

者客户不太懂电脑的情况，每次要取得客户同意可能会导致远程协助无法顺利进行。 

使用禁止控制客户提示窗功能，让客服可以点击客户电脑中弹出的信息窗口的确认/取消按键，实现更

快度高效的客户支持。 

 点击用户管理-群组。 

 移动至安全设置。 

 禁止控制客户端提示窗口改为不使用后点击保存，保存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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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页面 
在连接页面菜单中，可以修改远程支持时客户访问的连接页面的相关网页设置。 

 
 

用户管理-公司-连接页面信息，或者通过详细群组页面上方的连接页面按键可以进入连接页面设置页

面。 

连接页面只允许公司管理员权限的账户访问。 

根据设计的类型分为标准连接页面，模板，用户设计设置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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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1 标准连接页面 

 
标准连接页面是默认提供的页面类型，不提供专用的访问链接，以改善型 EXE（高速）-连接代

码方式连接。 

z 基本信息设置 

时间区：设置窗口方式中使用的 UTC 标准时间区 

SSL 连接：设置连接页面是否使用 

个人信息保护：设置是否使用连接页面的个人信息保护功能 

【使用个人信息保护功能时】 

9 客服端上不显示详细服务记录的客服信息，以及客户电脑名/IP 地址/Mac 地址。 

9 管理员页面不显示客服服务记录详细页面的用户信息及客户信息。 

9 给移动设备提供远程支持时，不显示聊天栏的 MSISDN / IMEI。 

使用夏时制：设置是否使用夏时制和期间。 

z 连接页面设置 

提供连接页面的客户方模块类型，横幅图片和连接标签 

z 使用群组 

显示使用当前连接页面的群组 

 

4.17.2 连接页面设置 

根据连接方式分为连接代码，图标，窗口型。 

z 设置连接代码方式的连接页面 

使用连接代码与客服连接的连接页面。 

A. 设置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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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支持语言 

可在中文（简体，繁体），英文，日文，韩文，西班牙语，法语，葡萄牙语中选

择 

A.2 默认语言 

设置客户选择不支持的语言时显示的默认语言。 

B. 连接页面设置 

B.1 连接页面设置 

连接页面选项：设置是否显示连接页面 

设置是否显示如下红框领域 

 
 

类别 内容 

① 使用浏览器连接帮助功能 
显示在页面上方，具体显示当前浏览器信息和连接帮助

及下次不再打开该提示。 

② 显示屏幕阅读器设置 显示屏幕阅读器环境设置提示链接。 

③ 图标方式中显示连接代码 
在图标方式中显示连接代码输入框。 

仅在图标方式中显示。 

④ 使用添加收藏 显示 windows 添加收藏功能。 

⑦ 使用连接程序下载功能 显示无需连接页面可使用的连接程序下载链接。 

⑧ 使用客户名输入 显示客户名字输入栏。 

 

B.2 客户方模块类型 

类别 内容 

EXE方式 
作为最普遍使用的方式，在链接页面下载一次性文件并

安装。支持所有浏览器。 

安装型方式 
输入连接代码之前自动更新所有模块，输入连接代码后

不再下载新的模块。 

改善型 EXE（高速）方式 比原来 EXE 方式速度更快的 EXE 方式 

 

① 

④ ⑤ 

⑦ 

⑥ 

 

 

 

② 

⑧ 



 

  
31 

Copyright © 2001~2020 世中视远（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www.rsupport.cn 

 

B.3 设计模板: 提供 6 种样式模板和 9 种颜色 

改善型 EXE（高速）方式提供 7 种设计模板 

 

C. 设置模板 

9 可用语言：设置模板仅可用某特定语言。 

9 使用用户设计：勾选项目可修改为自定义文字或图片。 

9 使用所有语言：将设置的模板适用于所有语言。 

9 通用图片：修改商标（logo），官网网址（商标链接），标题，主图。 

9 连接页面初始画面：修改提示标题，提示内容，联系方式，客户名输入标签。 

9 远程支持中画面：修改提示标题，提示内容。 

9 连接结束画面：修改提示标题，提示内容。 

 

 

z 设置图标方式的连接页面 

用授予客服的号码来连接的方式 

A. 图标号码 

自动号码：客服操作窗口等待连接时图标号码自动分配。 

固定号码：图标号码设置固定。 

用户管理台>用户管理>用户>【客服图标号码】选项中可以设置固定图标号码。 

B. 图片开始号码 

图标号码是自动号码时显示图片开始号码，可设置图标号码的数位。 

1 : 图标号码从 1 开始 / 10 : 图标号码从 10 开始 

 
除此之外的所有功能都与连接代码方式时相同。 

         

z 设置窗口方式的连接页面 

要使用窗口方式连接页面，需要先把授权选项中的“窗口型”设置为使用。 

 

A. 设置基本信息 

A.1 设置基本信息 

连接代码，与图标方式相同 

A.2 设置连接页面 

分配方式 

9 全部：给使用该连接页面群组的所有客服显示通知 

9 窗口：只通知该连接页面的窗口对应的客服 

9 按顺序：当有客户请求窗口咨询时，按照客服登录客服端的时间顺序通知客服。 

窗口信息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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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显示等待时间：客户端画面中显示预计等待时间/设置各客户预计等待时间 

9 请求咨询时使用输入信息（电脑专用）：可以设置咨询时需要的信息由客户输入，也可选

择输入信息。 

9 使用咨询预约：客服无法咨询时设置是否使用预约，并且设置预约咨询时客户输入的信

息。 

9 样式模板：提供 3 种样式模板和 9 种颜色 

A.3 设置可咨询时间 

通过设置可以咨询的时间来设置客服的工作时间。 

设置为咨询时间的时间可以即刻接待客户，此外的时间无法咨询和预约咨询。 

A.4 设置法定节假日 

设置无法咨询的法定节假日。 

输入法定节假日名称后再输入日期。设置每年反复则每年同一天设置为法定节假日。 

 

B. 设置模板 

设置连接页面的模板。  

9 可用语言：设置的模板仅可用某个语言。 

9 可用用户图片：勾选后可以修改为用户自定义文字或图片。 

9 可用于所有语言：把设置的模板适用于所有语言。 

9 通用图片：修改模板的商标，商标链接和抬头图片 

9 连接页面初始画面：修改画面上方的马上咨询文字。 

9 请求远程支持画面：修改请求远程支持时显示的说明文字。 

9 预约远程支持画面：修改预约远程支持时显示的说明文字。 

9 远程支持中画面：修改远程支持中显示画面的提示标题和内容。 

9 远程支持结束画面：修改远程支持结束时显示的画面中的提示标题和内容。 

 

C. 窗口信息设置 

添加窗口：添加要提供服务的窗口。根据添加的窗口数目显示在连接页面中 

窗口设置 

9 窗口名称：修改各个窗口显示的题目 

9 使用智能机专用（不在 PC 中显示）：勾选时仅在移动 APP 中显示窗口 

9 窗口描述：修改说明各个窗口内容的文字 

9 窗口标题标记：修改各个窗口上方显示的图片 

9 预约上限：设置各个窗口最多可接受预约的数量 

9 标题标签（预约专用）：提供可以直接链接至某窗口的源代码。 

9 窗口标题标记：提供可以直接链接至某窗口的图片横幅源代码 

9 用户设置：分配窗口客服 

           分配方式如果是“窗口”则该客服会受到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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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3 用户图片设置 
把客户要求使用的图片文件用 zip 保存并上传至模板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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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服务工具管理 
 服务分类 

在远程支持或者聊天服务中填写服务日志时，添加服务分类，客服如果不选择服务分类则无法保存

服务日志，这样可以以不同类别管理服务日志。 

 

 

 

 
使用服务分类前  使用服务分类后 

 

5.1.1 添加服务类别 
只有群组管理者权限以上的用户才能用以下方法添加服务分类。 

 点击管理员页面>服务工具管理>服务分类 

 点击添加下级类型按键。 

 输入服务分类和备注后点击保存。 

 用和 3 同样的方法添加其他服务类型。 

可以在新添加的服务分类下再添加下级服务分类。 

可以拖放服务分类来修改顺序。（仅同个级别中可能。） 

 收藏夹 
收藏夹是客服事先设置好常用的网页和常用语，以在远程支持中方便使用的功能。 

 收藏夹（链接）-可在管理员页面/客服端中添加，修改，删除 

 快捷信息（PC）-可在管理员页面/客服端中修改 

 快捷信息（智能机）-可在管理员页面/客服端中修改 

 快捷信息（移动摄像头）- 可在管理员页面/客服端中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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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添加收藏夹（链接） 
添加收藏夹后可以设置一次性给所有客服的收藏夹里添加链接。  

客服不能修改和删除管理员添加的链接。 

添加收藏夹的方法如下。 

 点击管理服务工具-收藏（URL） 

 点击添加，输入收藏名和 URL 然后点击保存。 

 可用与 2 相同的方法添加其他收藏。 

 一般客服权限可以在我的设置中添加，修改和删除。 

 
 

 修改快捷信息（电脑/移动/视频远程支持） 
发送聊天时的常用语。 

提供 10 个基本常用语，可以用如下的方法修改提供的常用语。 

 点击服务工具管理-快捷信息。 

 在已登录的常用语中选择要修改的常用语，点击修改修改后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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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客服权限可以在我的设置中添加，修改和删除。 

 

 管理应用程序锁（移动） 
给客户提供远程支持时，可以限制客服打开含有客户隐私的特定应用程序。客服无法修改和删除管理

员添加的应用程序目录。  

可以用以下方法添加要限制访问的应用程序。 

 点击服务工具管理-锁定应用程序（智能机） 

 点击添加，输入数据包题目和数据包名称后点击保存，登录应用程序。 

 可用 2 的方法添加其他应用程序。 

 可以点击添加的应用程序进行修改和删除。 

添加的应用程序根据服务工具管理>安全设置的锁定应用程序（智能机）中的类型（许可/锁定）来设

置允许和锁定。 

例如）设置为锁定时，禁止访问添加类型为锁定的应用程序。 

      设置为许可时，只禁止访问添加类型为许可以外的应用程序。 

 
 

 添加移动系统日志命令语 
给客户移动设备提供远程支持时，在检索系统日志信息时可以事先登录和使用默认命令语以外的命

令语。 

 

 设置屏幕安全APP（移动） 
给客户提供远程支持时，客服操作窗口中可以解除有屏保权限 APP 的屏幕共享限制。客服无法修改

和删除管理员添加的应用程序目录。 

可以用如下方法添加要解除屏幕保护的应用程序。 

 点击服务工具管理-安全屏幕应用设置（移动） 

 点击添加，输入数据包题目和数据包名称然后点击保存，添加应用程序。 

 用与 2 相同的方法添加其他的应用程序。 

 可以点击已添加的应用程序修改和删除。 

可在群组>安全设置的【安全屏幕内容设置】中设置是否使用添加的应用程序。屏幕保护 APP 设置功

能仅支持 Android OS 4.4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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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hone提示图片（移动） 
给客户 iPhone 提供远程支持时，可以事先登录常用的图片，不用每次在电脑中查找，方便使用。 

 点击服务工具管理-iPhone 指导图片。 

 点击添加，查找图片并添加图片说明后点击保存上传图片。 

 用与 2 相同的方法可以添加 10 个图片。 

 可以点击添加的图片进行修改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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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产品使用管理 
在产品使用管理中可以检索使用记录。 

 确认当前登录客服 
在当前登录的客服菜单中可以查看当前时已登录状态的客服清单。 

 点击产品使用管理-当前登录的用户。 

 点击查看客服电脑的信息，强制结束按键可以退出该客服的登录。 

 
 

 确认当前服务中的客服 
可以即时查看等候或是正在给客户提供服务中的客服。 

点击查看按键查看客服信息和客户信息。 

 
 

 确认客服的登录记录 
查看客服登录和退出客服端的记录。 

可以通过如下的方法查看。 

 点击产品使用管理的用户登录历史（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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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参考：1) 选择日期后点击搜索则搜索结果仅为该期限内结果。  

2) 点击 Excel 导出，可以下载画面中显示的数据。 

 

 点击查看可以查看该记录的详细信息。 

 
 

 确认管理后台的访问记录 
可以查看管理台页面成功登录和失败的记录。可以用如下的方法查看。 

 点击产品使用管理的用户登录历史（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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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参考：1) 选择日期后点击搜索则搜索结果仅为该期限内结果。  

2) 点击 Excel 导出，可以下载画面中显示的数据。 

 

 确认各个客服的服务次数 
可以在不同使用者的服务次数中确认客服服务客户的次数。 

 点击产品使用管理的不同使用者的服务次数。 

 点击查看服务支持记录，移动至服务支持记录菜单。 

 
 

 服务支持记录 
可以查看客服服务的详细内容。 

 点击产品使用管理的服务支持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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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搜索结果的查看，可查看详细内容。

 
 

 
 

• 请参考：1) 选择日期后点击搜索则搜索结果仅为该期限内结果。  

2) 点击 Excel 导出，可以下载画面中显示的数据 

 

 预约支持记录 
使用窗口连接页面，可以查看客户预约服务的处理记录。 

 点击产品使用管理的预约支持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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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搜索结果的查看，可查看详细内容。 

 
 

 同时服务用户现况 
使用多用户授权的情况，菜单中会添加同步服务使用者现况。 

可以查看已签约的授权中的用户数和现在服务中的用户数。 

 
用户有限授权需根据购买的账号数使用客服端，多用户授权根据签约的授权数量使用客服端。即多用

户授权中账号数可能会比签约的授权多。 

 

 下载 
可下载公司提供的文件和程序。用户使用手册和安装程序可以在 RemoteCall 官网上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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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统计 
在统计中可以检索服务统计记录。 

 服务统计 
以服务支持记录为基础，在服务统计中可以查看多种统计数据。 

• 请参考：统计菜单仅限有公司管理者权限的账户查看。 

 
 

 可以按照不同的时间，日期，星期，月，客服，服务类别，服务时间，操作系统，浏览器来查看

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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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组组合数据中可以查看选择的群组的统计数据，勾选搜索全部群组可以查看全体群组的统计数

据。 

 点击 Excel 导出按键可以下载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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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ea 

05544 서울시 송파구 위례성대로 10  

(방이동, S타워 10~15층) 

전화  +82-70-7011-3900  

팩스  +82-2-479-4429 

기술 문의 : support.kr@rsupport.com 

구매 문의 : sales.kr@rsupport.com 

기타 문의 : info.kr@rsupport.com 

Japan 

〒105-0001 東京都港区虎ノ門 1-2-20 

第 3虎の門電気ビル 7階 

購入前のご相談：03-6273-3871 

テクニカルサポート：03-6273-3872 

一般のお問い合わせ：support.jp@rsupport.com  

購入のお問い合わせ： sales.jp@rsupport.com 

 

China 

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 6号方恒国

际 A座 2708 

咨询电话 : +86-10-8256-1810 

联系邮箱 : co-china@rsupport.com 

 

您可以访问 RemoteCall 官网和世中视远（北京）有限公司官网，获得更多信息 
https://www.remotecall.cn 
https://www.rsuppor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