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moteView
RemoteView(www.rview.com)是通过互联网可以边查看被控设备画面边实时控制的一款远程控制工具

为什么选择RemoteView?

亚洲远程市场占有率第一

独特的连接实现高成功率/高速度/高稳定性

业界最早的KOSDAQ 上市

全球远程市场TOP 5

累积15年以上的尖端科学技术

被选定为World Class 300 企业

全球6,000余家使用客户

100名以上R&D 人力投资

品质保证(SLA) 99.95%

任何时间 / 任何地点 / 多种用途下应用

在家里使用办公室计算机处理业务时

外部管理IDC及服务器时

在办公室获取家里计算机的文件时

管理多台PC/Mobile设备时

外出中需要处理紧急工作时

监控无人终端操作状态时

远程控制安卓设备时

使用股票交易或网银时

跨越PC和Mobile的远程控制

PC→PC的远程控制

PC→安卓设备的远程控制

Mobile→PC的远程控制

Mobile → 安卓设备的远程控制

RemoteView引进效果
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远程控制

费用 Down、心情 Up

遇到RemoteView，时间和空间制约都会
消失。远距离的设备通过远程控制也可以
像使用自己设备一样流畅。

引进RemoteView的A公司大幅减少了经费
的支出。省下的费用用来改善员工待遇从而
提高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从40分钟减少到5分钟的魔法

RemoteView 带来的休假

引进RemoteView 后业务处理时间由40分
钟缩减为5分钟。快速解决问题从而提高了
客户满意度。

RemoteView 为1年的快节奏生活赢得15天
休假。

使用RemoteView 减少的移动距离

企业、环境都Smile

引进RemoteView 后1年的移动距离缩短
6,000km。这相当于15次往返首尔与釜山
的距离。

减少了去现场的次数以及外出所产生的二
氧化碳排放。减少污染大大改善了环境。

远程控制多种设备

控制终端机

PC (Windows / Mac OS X)、
Mobile设备 (Android / iOS)

被控终端机

连接互联网的多种设备
(Windows / Mac OS X / Linux / Android)

工业用安卓设备远程控制合作咨询android@rsupport.com

RemoteView优点
优质的连接稳定性

独特的远程技术

提供优质的网络兼容性� 美国国防部基准
测试认证的连接稳定性

与开放代码公司远程产品不同，具有独立开
发的远程技术，为其提供优质的性能和安全性

全球基础设施

强大的安全功能

世界15个地区以云计算为基础的构建双重中
继服务器，Web /DB/中继/会话服务器分类
的稳定性极大化

利用AES 256bit / SSL 128bit加密通信构建
稳定安全的连接环境，提供OTP 2次安全外
的多种安全强化设置

控制安卓设备

3等级群组管理

提供最先进的安卓远程控制功能，
PC和Mobile设备也可以用安卓进行远程控制

提供3个等级的设备及用户组织群组管理功能，
系统、有效的管理多数设备和用户

OS/Web浏览器Free

多种管理功能

Windows/Mac OS/Linux/iOS/�Android OS
设备使用支持IE/Chrome/FireFox/Safari

提供丰富的用户权限和选项，利用细化安
全设置、全部设置/运行功能极大发挥管理
的便利性

为企业提供专业的安全/管理功能

Mon-FriAM 9:00-PM 6:00

OTP认证功能
随机密码实现双重安全访问

可以连接时间设置

实时查看

允许的时间内可以远程连接

实时监控远程设备操作状态

允许IP/MAC 设置

同意控制被控端

允许IP/MAC 设置

锁定远程画面

可以设置远程控制时同意选项

阻断外部连接

防止远程控制时的信息流出

RemoteView主要功能
画面共享/多台显示器

发送文件

实时查看并控制对象设备画面、
支持多种播放器、自由选择画面

利用(Drag&Drop)功能快速、
便利的实现远程设备间的文件发送

画面录像

远程打印机

提供远程控制时画面录像功能,�产生故
障时能够用于原因查看及多种安全问题
对比

通过虚拟打印机功能无需单独发送文件，
从与控制设备连接的打印机中就可以打印
被控设备的文件

邮件邀请

远程诊断/使用统计

提供邮箱的远程控制邀请功能，需要时，
一次性请求即可进行远程业务支持

可以查看远程控制设备的状态及主要信息、
资产现况，还提供使用记录、统计相关的详
细信息

支持Intel vPro / WOL

设置/运行

提供通过支持Intel vPro技术及WOL
控制远程PC电源，OS重装、基本输入
输出系统设置外的高级控制

通过注销/结束/重启/进程�运行/删除代理
程序等所有运行及设置极大提高了管理的
便利性

RemoteView应用案例
智能办公

构建最快速、最低廉的智能办公环境

在家办公

外出 / 出差

智能办公中心

IT 资产管理 有效管理PC、服务器等企业资产
使用实时查看的
实时监控

Internet

IDC

总部

分公司

无人终端机管理 远程便利管理ATM / 自主服务机等无人终端机
使用实时查看的
实时监控

Internet

总部

ATM

KIOSK

Digital Signage

RemoteView 引进形态
ASP

Server

以年为单位进行租赁使用

在自己公司安装RemoteView/优化企业环境

使用RSUPPORT云服务器

在企业内部专用服务器中安装软件

无构建时间直接使用

构建完美的企业定制型解决方案

根据使用设备数支付费用

引进解决方案后可以无限制使用

应用于多种企业环境

为对象企业提供专业远程控制

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使

使用内部网络加强网络安全

咨询 : 010-8256-1810

咨询 : 010-8256-1810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Rsupport,
please visit www.rsupport.com or content.rvie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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