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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煩惱，解決方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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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內部IT設備管理的煩惱要靠Remoteview來解決。

出差或外出中

全天候服務

低費用、高效率

手機查看電腦桌面…

查看辦公室PC
的文件



遠程控制 “Remoteview”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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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PC·智慧機可以查看並控制被控設備的畫面

空間制約消失 時間制約消失

“無需親自去現場，遠端即可解決。” “遇到緊急情況也能即時對應。” “出差減少，經費節省80%。”

企業費用降低



嶄新的遠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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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端控制軟體，權衡下的選擇： Remoteview

隨時隨地 多種設備 針對性遠程控制



隨時隨地都OK | 跨越時間·空間限制的遠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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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體驗隨時隨地都非常穩定的遠程控制吧！

優質的網路相容性

支持家庭用流動IP、企業 DHCP、

私有 IP、防火牆 /Proxy

覆蓋全球

在全球15個地區構建中繼伺服器

為世界各地提供高品質的遠端連接

24小時穩定連接

由24小時不間斷的雙重伺服器構成

Web / DB /中繼 /會話伺服器單獨

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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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多種設備 |  PC / Mobile /工業設備遠端控制

서버

ATMs

& etc.

PC

PC (Windows / Mac OS X)

Windows / Mac OS X / Linux / Android

Servers

Remoteview可以遠端支援多種IT相關設備

控制設備

移動設備
(Android / iOS)

遠程控制

被控設備

移動設備

自助服務機

數字標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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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多種設備 | 安卓設備遠端控制

安卓設備遠端控制中嶄新的Remoteview

PC→安卓設備遠端控制
(僅限企業版產品)

移動設備→安卓設備遠端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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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多種設備 | 安卓設備遠端控制

Internet

Remoteview可以管理安卓工業用設備

即時查看

控制設備

移動終端

數字標牌

自助服務機

POS終端



定制型遠程控制 | 強大的安全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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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加強安全的設置

OTP認證功能 連接限制 (IP/Mac地址)功能連接星期/時間設置 同意控制選項 遠端物件畫面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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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性遠程控制 | 便利的管理功能

企業版遠端控制的管理功能決定業務效率

Ⅲ級設備/用戶管理 即時查看 全部設置及運行



具親和力的使用者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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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端控制時有效保障用戶的最佳體驗



RemoteView應用領域

構建最快速、最低廉的智慧辦公環境

有效管理PC、伺服器等企業資產

遠端便利管理ATM /自主服務機等無人終端機

在家辦公 外出 /出差 智慧辦公
中心

總部

利用即時查看進行
即時監控

Internet

IDC 分公司

본사

利用即時查看進行
即時監控

總部

Internet

ATM KIOSK
Digital

Signage

工作室

Internet

管理小規模用戶時，注重保護個人隱私及管理

客戶設備

用戶同意後開始
遠端支持



費用 ↓投資回報率 ↑

14!!!  RSUPPORT Presentation, Confidential  !!!

低投入！就可以構建完美的遠端控制環境

節省費用
提高投資回報率
和客戶滿意度

• 通過節省費用提高收益率

• 提高員工業務效率

• 提高客戶滿意度

節約時間

• 縮短直接存取時間

• 節約業務處理時間

• 有效減少準備步驟

• 節省出差經費

• 節省人力及運營成本

• 構建低廉的智慧辦公環境



年使用費 25,000韓幣/ 1台設備 \ 50,000韓幣/ 1台設備

月使用費 2,500韓幣/ 1台設備 \ 5,000韓幣/ 1台設備

摘要 個人或小組使用的標準型遠端控制產品 強化安全級管理功能的企業版遠端控制產品

遠程控制
PC→PC

Mobile→PC
Mobile→Android

PC→PC
PC→Android
Mobile→PC

Mobile→Android

最大管理台數 PC和Mobile各10台可以登錄 無限制

高級管理功能 不支援群組管理/中間管理員 支援群組管理/中間管理員

協助工具 收發檔、錄影、遠端印表機
標準商品前功能+ 

OTP、即時查看、郵件邀請等輔助管理選項

RemoteView產品構成

15

根據使用者實際情況選擇RemoteView的引進方式

Standard Enterprise

* VAT单独



公司介紹 | 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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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teView
Appendix

韓國軟體業的驕傲“ RSUPPORT”

公司名 RSUPPORT(株)

代表理事 徐滎秀

成立日 2001年 11月 06日

註冊資金 53.26億韓幣(2015年10月12日為准)

總部及分部

總 部:서울특별시송파구위례성대로10

(방이동, 11~15층)

日本分部:東京都港區虎ノ門1-2-20

第3虎の門電気ビル

美國分部: 333 Sylvan Avenue Suite 110,

Englewood Cliffs, NJ 07632, USA

中國分部:北京市朝陽區廣順南大街16號
嘉美中心寫字樓1210

員工 218名 (2015年10月12日為准)

官網 www.rsupport.com

業務內容 軟體 –遠端支援及控制軟體

A131370
R&D人力
51.8%

(113人）

技術支援人力
6.4%
(14人)

 100人以上的尖端研究人力及技術支援人力為基礎

包有對各種安全軟體、技術環境變化做出最快對應的能力

 提供業界唯一一年365天X24小時技術支援

 獲得6000余家客戶群一致好評

持續提供產品更新及修補

 多樣客戶群的支援案列為基礎

確保技術專門性



公司介紹 | 獲獎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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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teView
Appendix

全球領先企業 “ RSUPPORT ”的發展歷程

2002
-被評為優秀技術企業(技術信用保證基金)

2003
-被中小企業廳指定為優秀出口企業

-被韓國資訊通信部指定為資訊通信優秀企業

2004
-榮獲韓國軟體大獎（資訊通信部長大獎）
-榮獲新軟體大獎（資訊通信部長大獎）
-榮獲百大專利產品大獎
-被中小企業廳指定為優秀出口企業

2006
-榮獲出口100萬美元紀念塔獎
-獲得Good Software品質認證
-RemoteCall優秀ASP產品（KITRAIA）

2007
-榮獲中小企業特別委員會院長獎（中小企業）
-獲得企業附屬研究所認證（韓國工業技術振興協會）
-RemoteCall榮獲新軟體資訊通信部大獎

2009
-被評為下半年熱賣商品消費者推薦部門

2010
-榮獲風險企業大獎，國務總理獎
-被指定為全球10大軟體明星企業 (KOTRA)

2011
- RemoteView榮獲大韓民國S/W大獎總統獎
-RemoteView榮獲新軟體商品大獎

2012
-貿易日總統大獎

- Mobizen榮獲新媒體大獎、軟體大獎

- Mobizen新軟體榮獲普通軟體部門大獎

-知識經濟部部長獎

2013
-榮獲風險企業協會貢獻獎

-榮獲未來創造科學部軟體產業發展功勳表彰獎

2014
-被中小企業廳指定為世界級300強企業

2015
-2015上半年韓國經濟消費者大獎

- 2015上半年全球部門優秀大獎



公司介紹 |參考

18

RemoteView
Appendix

工具 IT 食品與生物

獲得全球 6,000餘家企業認可的“RSUPPORT”的遠端服務



Thanks
Korea :

(138-827) 서울시 송파구 위례성대로 10

(에스타워 11, 12, 15층)

전 화 : +82-70-7011-3900

팩 스 : +82-2-479-4429

기술문의 : support.kr@rsupport.com

구매문의 : sales.kr@rsupport.com

기타문의 : info.kr@rsupport.com

USA :

333 Sylvan Ave. ST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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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pan :

〒105-0001 東京都港区虎ノ門1-2-20

第3虎の門電気ビ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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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

北京市朝阳区广顺南大街16号嘉美中心写字楼

1210

联系电话 : +86-10-8256-1810

传真号码 : +86-10-8256-2978

技术咨询 :  support.cn@rsupport.cn

销售咨询 : sales.cn@rsupport.cn

其他咨询 : info.cn@rsuppor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