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emoteView
RemoteView(www.rview.com)是通過互聯網可以邊查看被控設備畫面邊即時控制的一款遠端控制工具

在家裡使用辦公室電腦處理業務時 外部管理IDC及伺服器時

在辦公室獲取家裡電腦的檔時 管理多台PC/Mobile設備時

外出中需要處理緊急工作時 監控無人終端操作狀態時

遠端控制安卓設備時 使用股票交易或網銀時

任何時間 / 任何地點 / 多種用途下應用

為什麼選擇RemoteView?

亞洲遠端市場佔有率第一

全球遠端市場TOP 5

全球6,000余家使用客戶

獨特的連接實現高成功率/高速度/高穩定性

累積15年以上的尖端科學技術

100名以上R&D人力投資

業界最早的KOSDAQ上市

被選定為World Class 300企業

品質保證(SLA) 99.95%



跨越PC和Mobile的遠程控制

PC→PC的遠程控制 PC→安卓設備的遠端控制

Mobile→PC的遠程控制 Mobile→安卓設備的遠端控制

跨越時間和空間的遠端控制
遇到RemoteView，時間和空間制約都會
消失。遠距離的設備通過遠端控制也可以
像使用自己設備一樣流暢。

費用 Down、心情 Up
引進RemoteView的A公司大幅減少了經費
的支出。 省下的費用用來改善員工待遇從
而提高了員工的工作積極性。

從40分鐘減少到5分鐘的魔法
引進RemoteView後業務處理時間由40分
鐘縮減為5分鐘。快速解決問題從而提高了
客戶滿意度。

RemoteView帶來的休假
RemoteView為1年的快節奏生活贏得15
天休假。

使用RemoteView減少的移動距離
引進RemoteView後1年的移動距離縮短
6,000km。這相當於15次往返首爾與釜山
的距離。

企業、環境都Smile
減少了去現場的次數以及外出所產生的二
氧化碳排放。減少污染大大改善了環境。

RemoteView引進效果



遠端控制多種設備

工業用安卓設備遠端控制合作諮詢android@rsupport.com

被控終端機

連接互聯網的多種設備
(Windows / Mac OS X / Linux / Android)

控制終端機

PC (Windows / Mac OS X)
Mobile設備 (Android / iOS)

獨特的遠端技術
與開放代碼公司遠端產品不同，
具有獨立開發的遠端技術，
為其提供優質的性能和安全性

強大的安全功能 
利用AES 256bit / SSL 128bit加密通信構建
穩定安全的連接環境，提供OTP 2次安全外
的多種安全強化設置

多種管理功能
提供豐富的使用者許可權和選項，
利用細化安全設置、全部設置/運行功能極
大發揮管理的便利性

RemoteView優點

優質的連接穩定性
提供優質的網路相容性�美國國防部基準測
試認證的連接穩定性

全球基礎設施
世界15個地區以雲計算為基礎的構建雙重
中繼伺服器，Web /DB/中繼/會話伺服器
分類的穩定性極大化

OS/Web流覽器Free
Windows/Mac OS/Linux/iOS/Android OS
設備使用支援IE/Chrome/FireFox/Safari

控制安卓設備
提供最先進的安卓遠端控制功能，
PC和Mobile設備也可以用安卓進行遠端控制

3等級群組管理
提供3個等級的設備及使用者組織群組管理
功能，系統、有效的管理多數設備和使用者



Mon-FriAM 9:00-PM 6:00

為企業提供專業的安全/管理功能

OTP認證功能
隨機密碼實現雙重安全訪問

即時查看
即時監控遠端設備操作狀態

可以連線時間設置
允許的時間內可以遠端連接

允許IP/MAC設置
阻斷外部連接

允许IP/MAC 设置

鎖定遠端畫面
防止遠端控制時的資訊流出

同意控制被控端
可以設置遠端控制時同意選項

畫面共用/多台顯示器
即時查看並控制物件設備畫面、
支援多種播放機、自由選擇畫面

發送文件
利用(Drag&Drop)功能快速、
便利的實現遠端設備間的檔發送

畫面錄影
提供遠端控制時畫面錄影功能,產生故障時
能夠用於原因查看
及多種安全問題對比

遠程印表機
通過虛擬印表機功能無需單獨發送檔，
從與控制設備連接的印表機中就可以列印
被控設備的檔

遠程診斷/使用統計
可以查看遠端控制設備的狀態及主要資訊、
資產現況，還提供使用記錄、
統計相關的詳細資訊

支持Intel vPro / WOL
提供通過支援Intel vPro技術及WOL
 控制遠程PC電源，OS重裝、基本輸入
輸出系統設置外的高級控制

設置/運行
通過註銷/結束/重啟/進程�運行/刪除代理
程式等所有運行及設置極大提高了管理的
便利性

RemoteView主要功能

郵件邀請
提供郵箱的遠端控制邀請功能，需要時，
一次性請求即可進行遠端業務支持



Server

智慧辦公 構建最快速、最低廉的智慧辦公環境

IT資產管理 有效管理PC、伺服器等企業資產

無人終端機管理 遠端便利管理ATM /自主服務機等無人終端機

RemoteView應用案例

RemoteView引進形態

©2015 RSUPPORT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RSUPPORT, RemoteView and other product names are or may be registered trademarks in Korea and/or other countries.  Android is a trademark of
Google Inc; Mac, Mac OS, iPad, iPhone and Safari are trademarks of Apple Inc. Windows is a trademark of Microsoft Corporation. The information herein is for informational purposes only and represents
the current view of RSUPPORT Co., Ltd. as of the date of this presentation. 

USA 
333 Sylvan Avenue Suite 110, 
Englewood Cliffs, NJ 07632, USA
Phone : +1 (888) 348-6330
Fax : +1 (888) 348-6340
Tech : support.us@rsupport.com
Sales : sales.us@rsupport.com
Info : info.us@rsupport.com

China
北京市朝阳区广顺南大街16号嘉美中心
写字楼1210
电话 : +86-10-8256-1810
传真 : +86-10-8256-2978
支持咨询 : support.cn@rsupport.cn
业务咨询 : sales.cn@rsupport.cn
销售咨询 : info.cn@rsupport.cn

Korea 
138-827 서울특별시 송파구 위례성대로 10
(방이동 44-5) 에스타워 11~15층

TEL : +82-70-7011-3900
FAX : +82-2-479-4429
기술문의 : support.kr@rsupport.com
구매문의 : sales.kr@rsupport.com
기타문의 : info.kr@rsupport.com

Japan 
〒105-0001 東京都港区虎ノ門1-2-20 
第3虎ノ門電気ビル
TEL : +81-3-3539-5761
FAX : +81-3-3539-5762
お問い合わせ : support.jp@rsupport.com
Sales : sales.jp@rsupport.com
Info : info.jp@rsuppo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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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et

總部 分公司IDC

使用即時查看的
即時監控

Internet

總部 Digital SignageATM KIOSK

使用即時查看的
即時監控

在家辦公 外出 /出差 智慧辦公中心

諮詢 : 010-8256-1810

在自己公司安裝RemoteView/優化企業環境

在企業內部專用伺服器中安裝軟體

構建完美的企業定制型解決方案

引進解決方案後可以無限制使用

為物件企業提供專業遠端控制

使用內部網路加強網路安全

ASP

諮詢 : 010-8256-1810

以年為單位進行租賃使用

使用RSUPPORT雲伺服器

無構建時間直接使用

根據使用設備數支付費用

應用於多種企業環境

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