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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支持
RemoteCall
应用介绍书
本文档以介绍RemoteCall应用方式为主，

RemoteCall的功能、优势等产品详细内容可以在

“产品介绍书”中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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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RemoteCall的理由 • 金融圈

• 网络服务

• 公共机构

• 家教/保险公司

• 移动通讯公司/智能手机制
造商

• 移动APP开发商

• 汽车保险公司

• 家电制造商

节省处理时间
和费用（提高ROI）

Index

应用标准 应用效果 应用建议 应用案例

• 选择适合企业需求的应用方式

• 云平台租用方式（ASP）

- 简介

- 产品

- 优势

- 运行体系

- 应用

- 简介和产品

- 优势

- 运行体系

• 企业内部部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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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标准

选择企业远程支持 需要考虑的因素

RemoteCall满足所有
选择远程支持的决策因素

选择RemoteCall的理由

稳定

可操作

跨平台

性能

安全

声誉

经验

远程支持中连接不能卡顿和中断。

没有IT专业知识也要能轻松使用。

远程支持的对象和环境不能有限制。

远程连接和控制的速度要快捷。

安全管理和隐私保护要无缝可击。

要在市场上已经通过验证的产品。

产品要有能提高工作竞争力的技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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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效果

一起边看
边确认

更准确地
确认问题

节省处理时间
和费用

(提高ROI)

提高工作生产力

更快速
解决问题

把集中力放在
更有价值的业务

不用亲自到现场
用远程解决 提高处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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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企业系统优化定制和部署

企业内部部署方式
即买即用时间可选择

云平台租用方式

选择适合企业需求的应用方式

应用方式

公司内部IT人员和场所有限

想用当前资产（员工电脑、网络等）
带来最大效果

市场变化性大或者经营系统经常变化

想在最快的时间内以最少的费用
开始远程支持

不想过多考虑软件和硬件的复杂内容

想灵活管理远程支持人员和
运营技术支持体系

想在维持内部安全设置和系统的情况下部署

想要在内部部署服务器并亲自控制和监控

使用中的部分遗留(legacy)软件有授权限制
或有排他的依赖性

想要分离使用工作网络和远程支持用互联网

需要部署多名员工可以日常进行远程支持工作
的稳定系统

想要在部署系统后没有附加费用
可以灵活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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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部署服务器和系统的云平台租用产品，即买即用

类别 RemoteCall云平台租用

应用方式 按需以年为单位租用（初期费用低）

授权 按需选择账号数量和时间购买

硬件 不需要

定制 不提供（但可以设置管理员选项来定制业务体系）

安装系统 不需要

运维和更新 合约期间免费提供

网络 使用RSUPPORT代理服务器网络

应用方式

云平台租用：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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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teCall标准版 RemoteCall专业版 RemoteCall企业版 RemoteCall移动版 RemoteCall视频版

• 桌面共享

• 鼠标键盘控制

• 多显示屏

• 画图光标指针

• 客户桌面录像

• Ctrl+ Alt + Del 传送

• 连接结束时删除模块

• 基本管理功能

客服信息管理

分群组分配客服

• 安全功能

-客户同意：

实现同意, 控制中同意,录像同意等

- 连接结束时模块自动删除登

• 剪切板同步/URL传送

• 多会话（多连接）：3个会

话

• 收发文件 (300MB)

• 截屏/反向桌面共享和控制

• 语音/文字聊天

• 重启重连

• 支持Drag & Drop / Copy & 

Paste 

• 远程打印

• 安全功能

- 使用连接密码

-允许连接IP管理等

• 共享和转发远程会话

• 多会话（多连接）：5个会

员

• 收发文件 (1,000MB)

• 声音共享/程序

• 客服桌面录像

• 高级管理功能：服务日志

• 安全功能

-共享和转发会话是客户同意

0-桌面录像同意等

• 移动设备屏幕共享

(Android / iOS)

• 移动设备屏幕控制

(Android) / hardkey控制

• 锁屏

• 系统信息/进程信息管理，

APP信息确认

• 客户方移动设备快捷菜

单等

• 实时传送摄像头拍摄画

面

• 传送画面保存和录像

• 开关闪光灯

• 切换前后摄像头

• 调整传送画面画质

• 传送中画面画图

• 手动聚焦等

应用方式

云平台租用：简介

电脑远程支持：
享用必备功能的经济选择

电脑远程支持：
享用常用功能的合理选择

电脑远程支持：享用最多
功能的最完美客户支持

移动设备远程支持
+ 包含电脑远程支持

视频远程协助
共享智能手机摄像头画面

包含所有企业版功能包含所有标准版功能 包含所有专业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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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短时间内开始使用
购买后只需简单登录就能开始使用RemoteCall远程支持服务。

最大程度减少初期投资费用和节省运营费用
仅需员工的电脑就可以开始远程支持。
根据需要选择时间，无需硬件设备和管理软件的专业运维人员。

快速适用最新更新
通过全球CDN(Contents Delivery Network)即刻更新
给所有客户公司提供使用最新技术的服务

可根据需求和数量灵活运营和扩充
使用电脑远程支持服务中需要添加移动设备远程支持或视频远程支持时，或者需要增加客服的情况，
可以灵活添加购买授权后即刻开始使用

可以灵活应对企业发展
为了企业发展更换了办公室电子设备吗？
不管在哪登录RemoteCall云平台都能和原来一样给客户提供支持。

提供可设置各种选项的管理后台
可以轻松设置各选项的使与否，打造优化的客户支持系统。

应用方式

云平台租用：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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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方式

云平台租用：运行系统

项目
内容

提供支持方（客服电脑） 接受支持方（客户）

PC OS

* 支持Windows 7, 8, 8.1, 10 / 64bit,32bit 
* Mac OS X 10.8 (Mountain Lion)
~ 10.12 (Sierra) / 64bit支持(※ 必须安装Java)
* Linux : N/A

* 支持Windows 7, 8, 8.1, 10 / 64bit,32bit
* 支持Mac OS X 10.8 (Mountain Lion)
~ 10.12 (Sierra) / 64bit (※ 必须安装Java)
* Linux Ubuntu 12.04, 14.04(仅支持LTS) / Mint 13, 17
/ Red hat 6.2~6.5 / CentOS 5.7~6.5

Mobile OS （客服只能使用电脑） • Android 4.0 ~ 7.0.x
• iOS 8.1 ~ 11 

CPU * Win : Pentium 4 2.0 GHz
* Mac : 搭载Intel的Macintosh

* Win : Pentium 4 2.0 GHz
* Mac :搭载Intel的Macintosh
* Linux : 1GHz or Faster

RAM 1GB 以上 1GB以上

HDD 500MB 以上 500MB以上

Display 至少1280 x 720 以上 -

Web Browser （通过客服用客服端程序连接）

* 支持OS (Windows / Mac OS / Linux)
- Google Chrome 40 ~ 59.0.3071.115
- Mozilla Firefox 35 ~ 54.0.1
- Opera 9.0 ~ 46.0.2597.57

* 支持Windows OS
- Microsoft Edge ~ 40.15063.0.0
- Internet Explorer 10 ~ 11

* 支持Mac OS 
- Apple Safari 7.0以上

Network 支持Modem, ADSL, LAN, 公网IP和私网IP（支持无线） 支持Modem, ADSL, LAN, 公网IP和私网IP（支持无线）

Firewall / Proxy * Firewall : Out Bound 80(http) / 443(https) Port Open
* IP及域名添加白名单（另外提供）

* Firewall : Out Bound 80(http) / 443(https) Port Open
* IP及域名添加白名单（另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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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万元

RemoteCall

云平台租用服务

没有初期投资费用

预计每天客服工作量
- 客户咨询350件
- 一个客服最多可处理70件

* ROI换算标准：安全服务商H公司
用于客户支持的RemoteCall应用效
果

需要多少人工成本？ 如 果 应 用 RemoteCall ？ 果然！ROI棒极了！

预计需要5名
客服人员

AHT -71%
处理工作量 +3.4倍

每人可处理件数
增加为238件 RemoteCall应用费用

+1万元

RemoteCall标准版
2个账号为准

一年费用为1万元

用最少的费用开始！

一年总共可节省运营费用

应用方式

云平台租用：应用
提高ROI的云平台租用远程支持系统应用举例

第1步：计算需要人员数 第2步：选择应用方式 第3步：换算RemoteCall的ROI 第4步：应用RemoteCall

+30万元

（以人均年薪6万计算）

初期投资 = 0

2名客服就
足够了！

-18万元

一年节省的人工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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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应用方式

授权

硬件

定制

系统安装

运维

网络

RemoteCall Appliance

• 搭载标准化RemoteCall的硬件一体型解决方案
• 用比服务器更少的费用部署独家系统

永久授权

购买软硬件一体型
（包含操作系统和数据管理系统）

不提供

各别上门安装

购买后1年内免费，超过1年另外签约

安装在客户公司指定的网络

RemoteCall服务器

• 在自体服务器上安装RemoteCall服务器
• 根据部署企业的系统最优化

永久授权

客户公司另外购买

提供（选项）

各别上门安装

购买后1年内免费，超过1年另外签约

安装在客户公司指定的网络

应用方式

企业内部部署：简介和产品
根据企业内部安全规定和系统来最优化部署的方式
可以与企业原有系统对接部署

Appliance购买小贴士
1. 只要把一体型装置插入机房就可以完成安装！

2. 同时满足“安装简单+内网使用“的实用部署解

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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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内部部署：优势

可以在公司系统内统一管理
可在维持公司原有安全规定和系统
的条件下应用。

永久授权节省费用
提供非租用形式的永久使用权，
购买后无需每月每年付费，
长期使用时有节省费用的效果。

可在内外网分离系统下使用
通过构建连接客户和客服的物理网分离，
可以把业务网和远程支持用因特网分开使用。

在企业内部部署专用IT设备
可以安心运营
将实体装备放在企业内部
可获取控制权并亲自监控。

对特殊的软件和系统也能提供定制部署
使用中的部分遗留软件有授权限制
或者有其他依赖性的情况，也能对此定制部署。

应用方式

外网

PC

远程模块

移动设备

Mobile APP

Mobile Web

DMZ

WEB Server

WEB Server
(Active)

NI Server

内网

WAS Server 
(Active)

Gateway Server

WAS Server

Record Server
DB Server

客服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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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方式

项目 内容

远程支持用
PC

OS
* 支持Windows 7, 8, 8.1, 10 / 64bit, 32bit
* 支持Mac OS X 10.8 (Mountain Lion) ~ 10.12 (Sierra) / 64bit(※ 必须安装Java)
* Linux Ubuntu 12.04, 24.04 / Mint 13, 17 / Redhat 6.2~6.5 / CentOS 5.7~6.5

CPU/RAM/HDD Pentium 4 2.0 GHz / 1GB 이상 / 500MB以上

Display 最低1280 x 720以上

部署服务用
服务器

HW Spec

CPU 最低 : Intel Quad Core Xeon 2.4 推荐 : Intel Quad Core Xeon 2.4以上

Memory 最低 : 8 Gigabyte 推荐 : 8 Gigabyte

HDD

最低 : 80 Gigabyte以上 (OS除外, 服务器范围) 推荐 : 300 Gigabyte 이상 (OS除外, 服务器范围)

使用录像服务器时计算HDD容量(录像服务器用于提供透明可信的远程支持服务和确保客户公司的安全。)
- 通过远程连接处理除视频文件以外的日常工作时每分钟增加约1Mbytes
- 需要最少500G以上的剩余空间/根据录像文件的保存时间改变，处理一般工作时20客服端一个月大约增加
30G

NIC

最低 : 100 Megabit Ethernet 推荐 : Gigabit Ethernet

根据Bandwidth, 服务会话数值约300会话
高分辨率视频控制时约200~250会话
(非同时控制,维持会话时, 2000会话)

根据Bandwidth, 服务会话数值约3000会话
高分辨率视频控制时约2000~2500会话

SW Spec
(NT)

OS Windows 2008 x64以上

JAVA jdk-7u45

WAS Tomcat 7以上, JEUS, Weblogic中选择一个

DB MS-SQL 2008以上(需要授权) / Mysql5以上(需要授权) / Maria DB 5以上/ Oracle 10g以上

SW Spec
(Linux)

OS CentOS 6.4以上, Red hat中选择一个

JAVA java_cup-0.10k-5.el6.x86_64 java-1.7.0-openjdk-1.7.0.9-2.3.4.1.el6_3.x86_64 
java-1.5.0-gcj-1.5.0.0-29.1.el6.x86_64 tzdata-java-2012j-1.el6.noarch

WAS Tomcat 7以上, JEUS, Weblogic中选择一个

DB 可支持Mysql5以上(需要授权) / Maria DB 5.x 或 10.x /DB二元化时, MS-SQL, Oracle.

Antivirus White List 杀毒程序例外处理Process目录信息登录白名单（另外提供）

企业内部部署：运行系统



원격지원 리모트콜
도입 제안서

14

应用案例

业务需求

客户公司

• 安全标准非常严格的金融圈也能安心使用的安全的远程支持

• 对于难以用言语说明清楚的杀毒软件安装问题或错误，技术支持人员可以用远程亲自帮用户解

决，提高客户满意度

• 稳定的网络金融服务让金融圈企业的交易量增加进而增加销量

金融圈_为网络银行用户提供支持

网络银行服务的普遍化使用户数目激增，用户问题需要快速解决

KB国民银行 / 新韩银行 / 友利银行 / IBK企业银行 / 农协 / 韩亚银行

KDB大宇证券 / 韩华证券 / 未来资产证券 / 韩国投资证券 / 金融监督院 / 金融付款院 / 

Koscom等

应用效果

用户

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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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案例

业务需求

客户公司

应用效果 • 电商需要卖家和买家双方积极的买卖行为，用远程支持这些行为的顺利进行，进而
帮助电商提高销量

• 用户在使用游戏和在线教育过程中会有付款的行为，保证付款顺利进行的远程支持成为保证销
量的必备条件。

电商/游戏/在线教育_为网络服务用户提供远程支持

需要高效处理与销量直接相关的各种客户咨询（购买付款、商品上架、运行游戏）

Gmarket / HanGame / AUCTION / 11号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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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不熟悉电子化，又需要经常使用服务申请的中老年层用户提供支持，有
扩大社会福利和提高政府形象的意义。

应用案例

业务需求

客户公司

应用效果

公共机构_ 为在线服务申请用户提供远程支持

线上服务实行以后在线申请服务量增加，用户咨询量也猛增

金融付款院 / SGI首尔保证 / 行政自治部 / 国防部 / 首尔特别市 / 大法院 / 仁川国际机场等

• 大大节省了处理申请政务的时间，各部门公务员的工作集中度也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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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平板电脑上课时
设备出错

向总部客户支持部门
要求远程支持移动设备

远程观看平板电脑屏幕
迅速解决错误

应用案例

业务需求

应用方法

家教/ 保险公司_ 为无纸张学习环境和家教提供远程支持

把教育教材或保险商品说明放入平板电脑中使用时，需要快速解决设备故障

家教老师或保险咨询师的电子设备出现问题时，用远程观看屏幕并解决问题

• 在平板电脑依赖度非常高的现场，紧急情况发生时能得到即时有效处理，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应用效果

• 平板电脑得以更加安心地使用，利用率升高，有节约纸张节省费用的效果。

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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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中高年龄层用户的高满意度，进而增加用户占有率

• 快速高效地应对用户的咨询，提高用户满意度和对品牌的忠诚度

应用效果

应用案例

业务需求

应用方法

移动通讯商/智能手机制造商_智能手机用户远程服务

智能手机使用率的增加使用户咨询量也暴增，需要更有效的应对方案。

客服远程观看用户的智能手机屏幕，演示说明使用方法或直接远程操作解决用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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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移动设备远程支持APP
向APP开发商客户支持部门请求远程支持

共享移动设备屏幕，即时解决问题移动APP使用中的用户要求远程支持时
自动连接安装远程支持APP

• 远程支持服务可以作为APP的优势，提高用户的满意度，也能达到病毒营销的效果应用效果

应用案例

业务需求

应用方法

移动APP开发商_对移动APP错误的即时支持

为了给APP用户提供在各种移动设备和操作系统中的优良使用体验，需要即时客户技术支持

技术支持人员用远程观看用户的移动设备屏幕，确认出错原因并快速解决

• 用户信任度上升，品牌形象上升，预计会提高收费升级版本及相关APP的销量效

果。

客户 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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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公司通过合作的维修中心快速修理事故车辆，减少了损失额，提高了客户满意度应用效果

维修人员用RemoteCall视频远程协助
共享事故现场情况

汽车保险公司
用远程获取事故现场资料

用RemoteCall视频远程协助
共享汽车修理过程

获取计算损失额的依据

应用案例

业务需求

应用方法

汽车保险公司_远程确认事故现场和维修现场

改善了汽车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维修站-零件供应商顺序的繁琐处理程序，减少保险公司的成本。

从出事故汽车的状态到修理询价和修理结果，都可用摄像头远程观看，留下明确的处理依据。

• 维修人员节约了修理时间，出车速度提高，可以修理更多的车辆，进而提高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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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效果

减少家电售后服务不必要的上门服务，提高工作效率

远程共享用智能手机摄像头拍摄的家电故障现场，可以做出紧急处理，并准确准备上门维修需要的零件。

• 小型家电出故障时，客户不用亲自去售后服务中心，可以通过远程服务直接解决问题，节省客户的

时间和费用

• 大型家电出故障时，可以提前确认故障情况，仅需一次上门就能完成修理，节省二次上门的费用

应用案例

业务需求

应用方法

家电制造商_ 家电产品出故障时准确判断问题和提供支持

洗衣机出故障
联系客服中心

用RemoteCall视频远程协助
查看客户的家电情况

告诉客户紧急处理方法
以及需要替换的零件等售后服务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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