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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術語說明 
術 語 說 明 

管理員 具有所有权限的用戶 
普通管理員 擁有得到管理員賦予許可權的群組的許可權的用戶 

用戶 管理員或一般管理員生成的可使用RemoteView的用戶 
使用者頁面 使用者及管理員使用服務時接入的網頁 

本地PC 管理員用於控制遠端PC的電腦 

遠程PC 被使用者遠端控制的電腦 

區域 可登記遠端PC代理程式的網頁上的空間 
會話 使用者PC和遠端PC之間的連接狀態 

用戶帳號 用于登录RemoteView用户页面的账号 

代理程式帳號 用戶訪問遠端PC時使用的帳號 

顯示名稱 安裝代理程式時登記的遠端PC的名稱 

P2P 本地PC和遠端PC之間無需經過中繼伺服器直接連接的方式 

 閘道 本地PC和遠端PC之間經過中繼伺服器建立連接的方式 

代理程式 远程PC上安装的RemoteView程序 

Viewer 使用者頁面中用於控制遠端PC而運行的程式 

遠程式控制制提示

窗 
遠端PC上出現的提示正在遠端控制中的提示窗 

即時查看 即時監控遠端PC畫面的功能 

控制台 无需通过用户页面直接运行的RemoteView程序 

許可 RemoteView提供Standard和Enterprise兩種許可，根據提供的許可版本

不同功能也有所差距  

 

 

 

2. 參考 
 

本手冊是以用戶許可權帳戶是Admin, 商品是Enterprise為標準撰寫的。 

因此，对于Manager 和Common User 权限来讲，不会提供部分菜单和功能。 

每個用戶許可權功能列表和說明請參照 4.3用戶許可權的表。 

  



 

 

Copyright © 2001~2011 RSUPPORT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www.rsupport.com 8 

3. RemoteView 介紹 

 

3.1 RemoteView是什麼? 

RemoteView是指在自己擁有管理許可權的遠端電腦或伺服器上安裝代理程式，通過 Internet

隨時隨地可以訪問自己的電腦，並實現安全、快速、方便地即時控制的服務。  

 

3.2 服務的使用環境（最低/推薦配置） 

RemoteView使用者登錄使用者頁面或使用專用的控制平臺，通過Internet可以管理遠端PC的電

腦。用戶和遠端PC推薦在如下環境中使用。 

 

<Windows> 

 
最低配置 推薦配置 

作業系統 Windows Vista Windows Vista 以上 (32bit & 64bit) 

CPU Pentium 4 1.4 GHz Pentium 4 2.0 GHz 

記憶體 256MB 以上 512MB 以上 

硬體容量 50MB 100MB 

Web 

流覽器 
Internet Explorer 7.0 以上 

Internet Explorer 8.0 以上  

Firefox 3.5 以上  

Chrome 7.0 以上  

Safari 4.0 以上 

網路 Modem, ADSL, LAN, 支持正式 IP 或虛擬 IP  (支持無線) 

防火牆 Out Bound 80(http) / 443(https) 埠需對外開放 

 

<Macintosh> 

 
最低配置 推薦配置 

作業系統 Mac OS X 10.6 以上 Mac OS X 10.10 以上 

CPU 基於 Intel的 CPU 

記憶體 256MB 以上 512MB 以上 

Web流覽器 
Safari 3.2以上 / FireFox 3.0 以

上 
Safafi 4.0 以上 / FireFox 3.5 以上 

網路 Modem, ADSL, LAN, 支持正式 IP 或虛擬 IP (支持無線) 

防火牆 Out Bound 80(http) / 443(https) 埠需對外開放 

 

<Linux>（代理程式） 

 
安裝配置 

作業系統 
Cent OS 5.5, 5.7, 5.8, 6.2, 6.3 (32bit) 

Redhat OS 6.1 (32bit) 



 

 

Copyright © 2001~2011 RSUPPORT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www.rsupport.com 9 

資料庫 512MB or Faster 

CPU 1GHz or Higher 

記憶體 1GB or Higher 

Web流覽器 FireFox 5.0 以上 

網路 Fast Ethernet 

防火牆 InBound 80(http) / 443(https) 埠需對外開放 

 不支持 X-Window 等GUI控制。（但是支持CUI模式） 

 

<Windows Server> 

 
安裝配置 

作業系統 Windows Server 2003 Standard Edition sp1 以上 

資料庫 MS-SQL Server 2005 Express Edition 以上 

CPU 2GHz or Faster 

記憶體 1GB or Higher 

硬體容量 500MB 

網路 Fast Ethernet 

防火牆 InBound 80(http) / 443(https) 埠需對外開放 

 

<Mobile – Android > (專用viewer APP) 

 最低配置 推薦配置 

作業系統(OS) Android™ 2.3及以上 Android™ 4.04及以上 

CPU 600MHz及以上 1GHz及以上 

存儲空間 10.3MB及以上 

解析度 320ⅹ480及以上 480ⅹ800及以上 

網路 3G 及以上, 支持Wi-Fi  

 

<Mobile – iOS> (專用viewer APP) 

 最低配置 推薦配置 

作業系統(OS) 
<iPhone> iOS 5.0 

<iPad> iOS 5.0 

<iPhone> iOS 5.0及以上 

<iPad> iOS 5.0及以上 

存儲空間 10.3MB及以上 

網路 3G 及以上, 支持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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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emoteView使用者頁面 

4.1. 主頁面 

 RemoteView用户页面是指所有用戶用於連接並使用RemoteView功能的介面。管理員可對Re

moteView服務相關的所有內容進行查看及修改。 

 訪問URL :  http://www.rview.com/ 

  

            <登錄前>                         <登錄後> 

 

4.1.1. 登錄 

- 企業ID : 輸入加入企業會員時登記的企業ID。 

- 用戶ID : 輸入管理員ID，一般管理員ID，用戶ID。 

- 密碼 : 輸入密碼 

- 查找用戶名/密碼 : 登錄產生問題或忘記用戶名/密碼的情況下，在彈出對話方塊輸入

郵箱。 

* 對於用戶許可權問題處理，如下： 

管理員 ：客戶中心 

普通管理員, 用戶 ：管理員 

- 加入會員 :打開企業會員加入頁面。 

 

4.1.2. 會員加入 

 

A. 點擊登錄下方的“會員加入”。 

B. 查看使用條約、個人資訊手機及使用政策後點擊“同意”。 

*不同意時無法加入會員。  

C. 正確輸入會員資訊後點擊“確定”。 

* 加入会员时免费提供Enterprise版本。  

D. 加入會員後，通過輸入的郵箱位址發送認證郵件。 

http://www.rvie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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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點擊認證郵件後轉移至被控PC管理頁面。 

F. 可以在10台PC中安裝代理程式，並且免費使用14天。 

* 免費試用到期後通過續費可以繼續使用。 

 

4.1.3. 公告 

 

關於總部RemoteView企業版產品的更新及促銷活動的公告內容可在該目錄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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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企業版頁面 

 

4.2.1. 頁面構成(使用者介面) 

  
①  菜單（LNB） 

- 由遠端PC管理、即時查看、用戶管理、使用統計、環境設置五部分構成。 

<依據許可權的菜單構成> 

* 管理員 & 一般管理員 ：遠端PC管理、即時查看、用戶管理、使用統計、環境設置 

* 組織管理功能表在管理員頁面選項中根據“組織管理”功能表進行使用 

* 一般用戶 ：遠端PC管理、即時查看、使用統計、環境設置 

②   收藏 

- 最多可生成5個，管理收藏範圍內的PC。 

③   遠端PC 資源管理器 

- 容易查看已登記的公司、群組、PC以樹形結構提供的資料。 

④   工具列 

- 按主功能表分類的功能以圖示的形式顯示在工具列上 

⑤  目錄 

- 夾、公司 & 群組目錄的名單 

⑥   下方詳細資訊 

- 可提供公司、群组、代理程序、用户信息，使用辅助功能右击鼠标时使用提供的Co

ntext Menu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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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菜單(LNB_Local Navigation Bar) 

  
 

 遠端PC管理 

可以管理並遠端控制企業版所有登記的PC的頁面 

 即時查看 

可以監控登記PC的頁面 

 用戶管理 
可以管理所有登記使用者的頁面 

* 只對具有管理員、一般管理員許可權的用戶進行管理. 

 組織管理 
通過添加用戶群組可以管理登錄的所有使用者的頁面 

* 只提供給具有管理員、一般管理員許可權的用戶 

 使用統計 

可以以一覽表和記錄的形式提供在企業內使用的遠端控制的統計及確認資產（軟體/硬體）

的統計的頁面 
 環境設置 
可針對用戶的個人設置，可下載使用手冊和控制台應用程式的頁面 

 

4.2.3. 工具列 

 

<遠端 PC 管理> 

 
 

<即時查看> 

 
<用戶管理> 

 

                                         ○20  ○21 

 

 

 

<組織管理> 

 

○1 ○2 ○3  ○4  ○5 ○6  ○7 ○9 ○10○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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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使用統計> 

 
 

 
 

 
 

<環境設置> 

 
 

번호 項  目                      說   明 

1 刷新 更新網頁內容 

2 添加群組 在資源管理器上添加群組. 

3 添加PC 在本地PC上安裝代理程式 

4 遠程式控制制 遠程式控制制已選定的被控PC 

5 添加收藏 在收藏中添加選定的安裝代理程式的PC 

6 移動 在公司或群組內移動代理程式 

7 刪除 刪除群組、代理程式、使用者 

8 登記 以Excel形式(Remote_date.xls)整理的数据保存到PC上 

9 下載Excel文件 在本地PC上保存Excel文件导出的数据 

10 生成安裝檔 生成可以安裝代理程式的安裝.exe文件 

11 添加WOL PC 利用WakeOnLan登錄電源打開的PC 

12 滑動條 调节目录的图标大小 

13 查看 
以清單的形式查看群組、代理程式、使用者資料目錄圖示或

清單 

14 排列 以選定項目的遞增排序或遞減排序排列 

15 搜索 搜索添加的PC代理程序 

16 放大 查看選定的遠程PC的桌面 

17 添加管理員 添加管理員 

18 添加用戶 添加普通管理員或普通用戶 

○23                            ○2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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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用戶許可權設置 普通管理員、普通使用者分派群組或代理程式的許可權  

20 發送Excel文件 下載Excel文件 

21 批量登記Excel檔 上傳Excel文件 

22 添加用戶群組 添加用戶群組 

23 統計類型 以報表、記錄、資產三種形式查看匯出資料統計 

24 期限设置 查看設置期限內的資料統計 

25 硬件/软件 查看針對選擇專案的資產資訊（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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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遠端 PC 資源管理器 

 

 我的最愛 

可以生成並使用使用者主要使用的代理程式，比右擊時以Context Menu形式排列的內容

更容易管理。 

 最多可生成5個，名稱一個字以上。 

 類別名右側的數位表示線上狀態的PC和群組的全部PC的數量。 

 

 

 遠程 PC 列表 

在公司登記的所有群組和PC目錄都以樹形結構的形式查看，比右擊時以Context Menu形

式排列的公司、群組、PC更容易管理和實現遠端控制。 

 根據環境設置或認證產品而使用的功能差異  

 類別名右側的數位表示線上狀態的PC和群組的全部PC的數量。 

 

  

分 類 項 目 說 明 

我的最愛 我的最愛 

新收藏 生成新收藏. 

更改 更改收藏名稱. 

刪除 刪除收藏內容 

遠程 PC 

列表 

 

公司 

添加群組 在公司下方可添加並生成群組 

全部打開 打開全部目錄. 

全部關閉 關閉打開的全部目錄 

打開 在列表中查看下方包含的所有群組& PC 

群組 

打開 在清單中查看群組的PC目錄 

刪除 可以刪除群組 

登記資訊 .可以查看群組的登記資訊 

PC 

連接確認 
在PC上安裝的代理程式更新為最新連接狀態，針對

該狀態應用圖示。 

遠端資源管理

器 
运行远程资源浏览器. 

遠程式控制制 在選定的PC上進行遠端存取 

控制工具列 
提供系統關閉、遠端畫面截屏、進程運行、進程目

錄、服務重啟、代理程式更新、郵件邀請等控制工具

功能表。點擊時運行以上功能。  

收藏 .在收藏里添加PC 

移动 可以PC移動到其他群組 

删除 刪除選定的PC 

账户修改 修改PC遠端存取的帳戶 

登记信息 .可以查看PC的登記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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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下方詳細資訊 

在遠端PC管理和使用者管理頁面上，在不是彈出形態的相關領域內都可以查看公司、PC、使用

者的資訊，利用附加資訊右擊滑鼠時可以使用提供的Context Menu功能。(提供跟登記資訊層一

樣的資訊) 

 

分類       項  目 說  明 

公司 

添加群組或用戶 在資源管理器上添加群組 

添加PC 添加本地PC、安裝代理程式 

查看 以圖示、排列、範疇三種形式查看目錄 

排列標準 以選定項目的遞增排序或遞減排序排列 

群組 

打開 打開選定群組下方的頁面 

刪除 .删除群组 

登記資訊 .查看群组的登记信息 

PC 

連接確認 查看代理程式的當前連接狀態 

远程控制 实现远程控制 

遠端資源管理器 遠端資源管理器快顯視窗 

利用WOL打開電源 運行WOL功能，打開被控PC的電源 

控制工具栏 

運行下方工具列所列的功能 

- 系統關閉(系統關閉、登出、重啟)、系統資訊、遠端畫面

截屏、進程運行、進程目錄、服務重啟、代理程式更新、

郵件邀請、IVPN、 vPro、遠端喚醒 

收藏 在收藏添加代理程序 

移動 在公司、群組內移動PC代理程式 

刪除 在代理程式目錄上刪除 

账户修改 .修改遠端存取的使用者ID、密碼 

登记信息 .查看代理程式登記資訊 

 

 

4.3. 用戶許可權 

Enterprise許可ASP有三種使用者許可權，根據每種許可權使用的功能表和功能的不同，三者之

間存在一定的差異。 

 

4.3.1. 許可權用戶說明 
 管理員 

可以使用所有功能表和功能；對公司內的所有群組、PC、用戶賦予許可權並進行許可管

理。 
 普通管理員 
對賦予管理員以下許可權的群組、對和管理員一樣的用戶賦予許可權並管理用戶 

 用戶 
普通管理員沒有管理許可權，根據管理員或普通管理員賦予的許可權可以實現遠端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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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按用戶分類的控制許可權 
按用戶的不同，其 登錄網頁和遠端控制時得到的控制許可權也是不同的，遠端控制時管理員給代
理程式分派許可權時根據賦予的許可權設置進而獲得控制許可權。 

 

 普通管理員就遠端控制許可權而言在使用者帳號上根據分派設置賦予群組跟管理員

同樣的許可權，同時賦予代理程式跟普通使用者帳號同樣的代理程式控制許可權。 

 

詳細內容請參照下列的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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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頁 

                  許可權 
 網頁 管理員   普通管理員 普通用戶 

遠端PC管理 

添加群組     

添加PC       

收藏       

移動      

刪除      

登記資訊       

發送Excel文件       

生成安裝檔     

添加WOL PC       

即時查看 

收藏       

移動       

刪除       

預覽       

登記資訊       

用戶管理 

添加普通管理員     

添加用戶      

收藏      

分派用戶許可權      

移動      

刪除      

登記資訊      

下載Excel文件      

組織管理 

添加管理員     

添加用戶      

移動      

刪除      

登記資訊      

使用統計 

報表      

記錄       

資產       

  



 

 

Copyright © 2001~2011 RSUPPORT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www.rsupport.com 21 

 

 遠程式控制制 

 

                    許可權 

 

遠程式控制制 

管理員 

普通管理員 普通用戶 

群組管理 
遠程式控制

制 
遠程式控制制 

           連接確認         

遠程式控制制         

遠端資源管理器         

利用WOL打開電源         

控制 
工具列 

系 統 關

閉 

    註銷         

系統關閉         

系統重啟         

系統資訊         

遠端畫面截屏         

進程運行         

進程目錄         

服務重啟         

代理程式更新         

郵件邀請         

IVPN         

收藏         

移動         

刪除       

帳戶修改       

登記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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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附加功能 

 

4.4.1. PC 应用程序控制台 
不通過網頁可通過控制台應用程式訪問。 

 下載路徑：環境設置>下載頁面 

URL : https://www.rview.com/CompanyID/Settings

 
 

4.4.2. 多選擇 

利用鍵盤上的Ctrl鍵和Shift鍵可以選擇兩個以上的群組或PC. 

 

4.4.3. Drag & Drop 

Drag&Drop功能在如下情况使用 

1. 收藏或群組間的移動 

移動群組內、收藏內、群組與收藏間的遠程PC 

2. 用戶分派控制許可權時 
可以利用移動到群組或代理程式中的使用者來分派許可權 

 每個網頁運行的情況不同，請參照。 
 不使用功能時，在環境設置中也可以設置 

  

https://www.rview.com/CompanyID/Settings
https://www.rview.com/CompanyID/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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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菜單詳細說明 
 

5.1. 遠端PC管理 

 

 
 

 刷新 

1. 點擊[刷新]按鈕。 

2. 更新網頁頁面的資料。 

 

  添加群組 

1. 點擊[添加群組]圖示 

<存取方法> 

a. 工具列 >點擊“添加群組”圖示 

b. 點擊滑鼠右鍵> 選擇“添加群組” 

c. 下端詳細資訊> 附加功能 ->選擇“添加群組” 

2. 輸入普通管理員負責人、群組名、備註 

3. 點擊[應用]或[取消]按鈕 

 [應用] ：生成群組 

 [取消] ：取消生成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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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PC 

1. 點擊[添加PC]圖示 

<存取方法> 

a. 工具列> 點擊“添加PC”圖示 

b. 目錄區-> 點擊滑鼠右鍵-> 點擊“添加PC” 

c. 詳細資訊 ->附加功能-> 點擊“添加PC”  

2. 運行安裝代理程式 

3. 安裝結束 

 

 遠程式控制制 

1. 目錄區 -> 點擊被控PC  

2. 点击[远程控制]按钮  

3. 開始遠端控制 

 

  收藏 

1. 点击[添加收藏] 图标. 

<访问方法> 

a. 工具列>點擊“添加收藏”圖示 

b. 目錄區-> 滑鼠右擊代理程式-> 點擊“收藏” 

c. 目錄區-> 詳細資訊-> 附加功能->點擊“收藏” 

2. 选择范围 

3. 点击 [应用]或[取消]按钮  

4. [應用] : 在選定的範圍上添加代理程式 

 [應用] : 在選定的範圍上添加代理程式  

 [取消] : 取消 

 

 移動 

1. 点击[移动]图标 

<存取方法> 

a. 工具列> 點擊“移動”圖示 

b. 滑鼠右擊代理程式-> 點擊“移動” 

c. 下端詳細資訊-> 附加功能->點擊“移動” 

2. 彈出“Agent群組移動”視窗 

3. 选择要移动的群组. 

4. 點擊[應用] 或 [取消]按鈕 

 [應用] ：利用選定的群組移動代理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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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消] ： 取消 

 

   刪除 

1. 点击[删除]图标. 

<存取方法> 

a. 工具列>點擊“刪除”圖示 

b. 滑鼠右擊群組、代理程式-> 點擊“刪除” 

c. 群組、代理程式下端詳細資訊-> 附加功能-> 點擊“刪除” 

2. 確認安全設置時彈出安全確認視窗 

i. 設置安全確認時彈出安全確認視窗。 

3. 彈出“要刪除嗎？”資訊視窗 

4. 点击[应用]或 [取消]按鈕 

 [應用] : 刪除選定的群組或代理程式 

 [取消] : 取消 

 

   生成代理程式安裝檔 

1. 點擊[生成代理程式安裝檔]圖示 

2. 彈出生成代理程式安裝檔對話方塊 

3. 输入口令 

4. 点击[应用]或[取消]按鈕. 

 [應用] : 在本地PC上生成安裝檔 

 [取消] : 取消 

 

  登記資訊 

1. 点击[登记信息]圖示. 

<存取方法> 

a. 工具列 >點擊“登記資訊”圖示 

b. 滑鼠右擊群組、代理程式->點擊“登記資訊” 

c. 群組、代理程式下方詳細資訊-> 附加功能-> 點擊“登記資訊” 

2. 彈出“PC群組/代理程式 登記資訊”對話方塊 

3. 修改数据 

4. 点击[应用]或[取消]按鈕 

  [應用] : 在本地PC上生成安裝檔 

 [取消] :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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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载Excel文件 

1. 點擊[下載Excel檔]圖示 

<存取方法> 

工具列>點擊“下載Excel檔”圖示 

2. 弹出“文件下载”窗口 

3. 點擊[打開]或[保存]或[取消]按鈕 

 [打开] : 打开Excel文件 

 [保存] : 在PC上保存.xls文件 

 [取消] : 关闭文件下载窗口 

 

  生成安装文件 

1. 點擊[生成安裝檔]圖示。  

<存取方法> 

a. 工具列>點擊“生成安裝檔”圖示 

2. 彈出代理程式生成安裝檔視窗 

3. 輸入資訊後點擊[生成安裝檔] or [關閉] 按鈕。 

 [生成安裝檔] : 轉移至生成安裝檔完成頁面 

 [关闭] : 關閉窗口 

4. 点击(生成安装文件完成) [下载文件] or [复制地址] or [修改] or [关闭]按钮。 

 [下載檔案] : 在用戶PC中直接下載生成的.exe安裝檔  

 [複製地址] : 通過Web流覽器下載生成的.exe安裝檔 

生成URL地址 . 

 [修改] : 轉移至生成的.exe安裝檔連接帳號、許可權設置修改頁面 

 [关闭] : 關閉窗口 

 

  添加WOL PC 

1. 點擊[添加WOL PC]圖示。 

<存取方法> 

a. 工具列 > 點擊[添加WOL PC]按鈕  

2. 弹出添加WOL PC窗口。 

3. 输入信息后点击[添加] or [取消]。 

 [添加] :利用WakeOnLan登记打开电源的PC。 

  [取消] :关闭窗口 

 

  滑動條 

1. 鼠标点击滑动条 

2. 左右移动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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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Contents區域縮小或放大畫面圖示大小，可以調節畫面圖示大小 

 

  查看 

1. 點擊[圖示排列]和[清單排列]。 

2. Contents區域的頁面排列切換為圖示排列/清單排列 

 

  排序 

- 按照選定的選項值進行目錄排序 

 

 搜索 

- 搜索和輸入的搜索詞語一樣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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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即時查看 

 

  刷新 

1. 點擊[刷新]按鈕。  

2. 更新Web頁面的資料。 

 

  收藏 

1. 點擊[添加收藏]圖示 

<存取方法> 

a. 工具列> 點擊“添加收藏” 

b. 遠端PC資源管理器->滑鼠右擊代理程式->點擊“收藏” 

c. Contents 區域-> 右擊PC滑鼠->點擊“收藏” 

2. 選擇範圍 

3. 點擊[應用]或[取消]按鈕 

4.  [應用] ： 在選定的範圍內添加代理程式 

 [應用] ：在選定的範圍內添加代理程式 

 [取消]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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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動 

1. 点击[移动]图标 

<存取方法> 

a. 選擇收藏群組-> 選擇PC ->工具列>點擊“移動”圖示 

2. 彈出“Agent群組移動”視窗 

3. 选择要移动的群组 

4. 点击[应用]或[取消]按鈕 

 [應用] ：利用選定的群組移動代理程式 

 [取消] ：取消 

 

  刪除 

1. 点击[删除]图标 

<存取方法> 

a. 選擇收藏群組-> 選擇PC ->工具列>點擊“刪除”圖示 

b. 選擇收藏群組-> 選擇PC ->點擊滑鼠右鍵->點擊“刪除” 

2. 彈出“要刪除嗎？”資訊視窗 

i. 設置安全確認時彈出安全確認視窗。 

3. 點擊[應用]或[取消]按鈕 

  [應用] ： 刪除選定的群組或代理程式 

  [取消] ： 取消 

 

 放大 

1. 點擊[預覽]圖示 

<存取方法> 

a. 工具列>點擊“預覽”圖示 

b. 點擊滑鼠右鍵->點擊“預覽” 

2. 彈出預覽窗口。 * BG是變暗處理 

3. 通過代理程式頁面快顯視窗來查看 

4. 點擊[X]按鈕結束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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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資訊 

1. 点击[登记信息]图标 

<存取方法> 

c. 工具列>點擊 “登記資訊”圖示 

d. 滑鼠右擊群組、代理程式->點擊“登記資訊” 

e. 群組、代理程式下端詳細資訊->附加功能->點擊“登記資訊” 

2. 彈出“PC群組/代理程式 登記資訊”視窗 

3. 修改数据 

4. 点击[应用]或[取消]按鈕 

 [應用] ：利用已更改的資料修改登記資訊 

 [取消] ：维持已有数据 

  滑動條 

1. 滑鼠點擊滑動條 

2. 左右移動Bar 

3. 在Contents區域縮小或放大畫面圖示大小，可以調節畫面圖示大小 

 

  排序 

按照選定的選項值進行目錄排序 

 

  搜索 

搜索和輸入的搜索詞語一樣的資料 

 

 

5.3. 用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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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新 

1. 点击[刷新]按钮。  

2. 更新Web頁面的資料。 

 

 

  添加管理員 

1. 点击[添加管理员]图标  

<存取方法> 

a. 工具列 > 點擊[添加管理員]按鈕 

b. 右擊滑鼠->點擊[添加管理員] 

2. 下方詳細資訊 ->附加功能->點擊[添加管理員] 

3. 輸入使用者資訊 

4.  点击[应用]或[取消]按钮 

 [應用] ：在選定的範圍內添加新用戶 

 [取消] : 取消 

  

 

 

  添加用户 

1. 點擊[添加使用者]圖示 

<存取方法> 

c. 工具列 >點擊 “添加使用者”圖示 

d. 點擊滑鼠右鍵->點擊“添加用戶” 

e. 下端詳細資訊-> 附加功能-> 點擊“添加用戶” 

2. 輸入使用者資訊 

3. 點擊[應用]或[取消]按鈕 

 [應用] ：在選定的範圍內添加新用戶 

 [取消] :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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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藏 

1. 点击[收藏]图标 

<存取方法> 

a. 工具列 >點擊 “收藏”圖示 

b. 點擊滑鼠右鍵->點擊“收藏” 

c. 下端詳細資訊->附加功能->點擊“收藏” 

2. 选择范围 

3. 点击[应用]或[取消]按鈕 

  [應用] ： 在選定的範圍內添加用戶 

 [取消] ： 取消 

 

  用户权限设置 

1. 點擊 [使用者許可權設置]圖示 

<存取方法> 

a. 工具列 > 點擊“使用者許可權設置”圖示 

b. 滑鼠右擊代理程式->點擊“分配許可權” 

c. 下端詳細資訊->附加功能->點擊“分配許可權” 

2. 彈出“使用者許可權設置”視窗 

3. 选择群组、代理程序 

4. 点击[应用]或[取消]按钮 

  [應用] ： 在選定的群組、代理程式上分派使用者 

  [取消] ： 取消 

 

  移动(我的最愛) 

1. 点击[移动]图标 

<存取方法> 

a. 工具列> 點擊“移動”按鈕 

2. 彈出“Agent群組移動”視窗 

3. 选择要移动的群组 

4. 点击[应用]或[取消]按鈕 

 [應用] ： 利用選定的群組移動代理程式 

 [取消] ：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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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 

1. 点击[删除]图标 

<存取方法> 

a. 工具列> 點擊“刪除”圖示 

b. 點擊滑鼠右鍵->點擊“刪除” 

c. 下端詳細資訊 ->附加功能-> 點擊“刪除” 

2. 彈出“要刪除嗎？”資訊視窗 
設置安全確認時彈出安全確認視窗 

3. 点击[应用]或[取消]按鈕 

 [應用] ： 刪除選定的群組或代理程式 

 [取消] ： 取消 

 

  登记信息 

1. 点击[登记信息]图标 

<存取方法> 

a. 工具列 >點擊“登記資訊”圖示 

b. 點擊滑鼠右鍵->點擊“登記資訊” 

c. 下端詳細資訊 ->附加功能-> 點擊“登記資訊” 

2. 彈出“修改使用者資訊”視窗 

3. 修改数据 

4. 点击[应用]或[取消]按鈕 

 [應用] ： 利用已更改的資料修改登記資訊 

 [取消] ： 维持已有数据 

 

  排序 

按照選定的選項值進行目錄排序 

 

  搜索 

搜索和輸入的搜索詞語一樣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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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組織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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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新 

1. 點擊[刷新]按鈕。 

2. 更新網頁頁面的資料。 

 

 添加管理員 

1. 点击[添加管理员]按鈕 

<存取方法> 

a. 工具列 > 點擊[添加管理員]按鈕 

b. 右擊滑鼠 -> 點擊 ‘添加管理員’  

c. 下方詳細資訊 -> 協助工具 -> 點擊‘添加管理員’ 

2. 點擊使用者資訊 

3. 点击[应用] or [取消] 按鈕 

 [应用] : 添加新管理员 

 [取消] : 取消 

 

 添加用戶(Focus out) 

1. 點擊[添加使用者]圖示 

<存取方法> 

a. 工具列 >點擊 “添加使用者”圖示 

b. 點擊滑鼠右鍵->點擊“添加用戶” 

c. 下端詳細資訊-> 附加功能-> 點擊“添加用戶” 

2. 輸入使用者資訊 

3. 點擊[應用]或[取消]按鈕 

 [應用] ：在選定的範圍內添加新用戶 

 [取消] : 取消 

 添加用户群组 

1. 点击[添加用户群组]按鈕 

<存取方法> 

a. 工具列 >點擊 [存取方法] 按鈕 

2. 输入用户群组信息 

3. 點擊[應用] or [取消] 按鈕 

  [应用] : 添加新的用户群组 

 [取消] : 取消 

 移動(收藏) 

1. 点击[移动]图标 

<存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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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工具列> 點擊“移動”按鈕 

b. 點擊滑鼠右鍵-> 點擊“移動” 

c. 下端詳細資訊->附加功能->點擊“移動” 

2. 彈出“Agent群組移動”視窗 

3. 选择要移动的群组 

4. 点击[应用]或[取消]按鈕 

 [應用] ： 利用選定的群組移動代理程式 

 [取消] ： 取消 

 

  刪除 

1. 点击[删除]图标 

<存取方法> 

a. 工具列> 點擊“刪除”圖示 

b. 點擊滑鼠右鍵->點擊“刪除” 

c. 下端詳細資訊 ->附加功能-> 點擊“刪除” 

2. 設置確認安全時彈出確認安全視窗 

3. 彈出“要刪除嗎？”資訊視窗 

4. 点击[应用]或[取消]按鈕 

 [應用] ： 刪除選定的群組或代理程式 

 [取消] ： 取消 

 

 登記資訊 

1. 点击[登记信息]图标 

<存取方法> 

a. 工具列 >點擊“登記資訊”圖示 

b. 點擊滑鼠右鍵->點擊“登記資訊” 

c. 下端詳細資訊 ->附加功能-> 點擊“登記資訊” 

2. 彈出“修改使用者資訊”視窗 

3. 修改数据 

4. 点击[应用]或[取消]按鈕 

 [應用] ： 利用已更改的資料修改登記資訊 

 [取消] ： 维持已有数据 

 

  排序 

- 按照選定的選項值進行目錄排序 

 

  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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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索和輸入的搜索詞語一樣的資料 

 

 許可權分派 

- 利用Drag & Drop分派所屬群組下方的群組或用戶許可權 

 赋予多用户权限 

- 在[使用者管理]頁面中可以進行許可權管理和分派用戶許可權 

 

 

5.5. 使用統計 

 

  刷新 

1. 點擊[刷新]按鈕。  

2. 更新Web頁面的資料。. 

 

  統計類型 

1. 點擊[統計類型]圖示 

<存取方法> 

a. 工具 > 點擊“統計類型”圖示 

2. 根據選擇報表、記錄、資產中的其中一種類型匯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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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設置 

1. 點擊滑鼠輸入 

2. 彈出日曆表 

3. 選擇開始日期、結束日期 

4. 點擊[檢索]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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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環境設置 
 按許可權的不同可以設置用戶 

根據許可權登錄時

可以使用的功能表

不同 
管理員 

普通 
管理員 

普通用戶 

企業資訊管理 
      

企業選項設置 
      

會員註銷 
  - - 

資訊管理 
  - - 

選項設置 
  - - 

諮詢資訊管理 
  - - 

許可資訊及購買 
      

優惠券管理 
      

RemoteView信息       

下載 
      

 選項設置 

選項 設置方法 

全部使用 企業選項中的設置適用於所有帳號 

代理程式設置 

在企業選項中利用代理程式設置而設置的選項 

被控PC管理選項 > 選擇被控PC > 右擊 > 彈出功能表中選擇登錄

資訊> 在代理程式選項中單獨應用代理程式選項 

用戶設置 
在企業選項中利用使用者設置而設置的選項 

環境設置> 個人選項設置中單獨應用帳號設置 

不使用 不使用選項 

 

5.6.1. 企业信息管 
可以查看及更改企業資訊、管理員資訊及事業者資訊。 

 无法更改管理員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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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或更改的資料可連接管理員的相關帳戶資訊。 
 “密碼更改”設置為輸入資料時可進行有效搜索，不輸入資料時則不進行有效搜

索的狀態。 

 

 

5.6.2 企业选项设置 

      

 
 

 设置远程控制功能 

 使用vPro  

設置是否使用vPro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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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Mobile连接 

設置是否進行Mobile連接。 

 

 使用实时查看 

設置是否使用即時查看。 

 

 郵件邀請 
設置是否使用郵件邀請。 

 

 剪贴板自动同步 

設置自動同步Viewer功能表的剪貼板功能。 

 

 远程控制品质设置 

- 控制模式 

設置根據被控PC環境的控制模式（高速控制模式或圖形控制模式）。 

 

 画面颜色 

设置Viewer的画面颜色。 

顏色值越低控制速度越快。 

 

 畫面安全設置 

- 遠端控制開始時自動鎖定遠端畫面 

遠端控制開始時被控PC畫面變為黑色 

- 遠端控制結束時鎖定系統 

遠端控制結束時被控PC切換至Windows登錄畫面 

- 远程控制中Viewer未使用时处理 

在遠端控制中設置的時間期間不使用可以設置為鎖定Viewer畫面或結束。 

 

 設置允許使用IP、MAC位址 

- 設置允許使用IP位址  

設置是否訪問特定IP頻寬。 

 

- 設置允許使用MAC位址 

設置是否訪問特定MAC位址。 

 公司全部應用、使用者按照ID應用、不使用 

 

 

 其他安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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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網站認證會話到期 

 

用戶連線時間設置 
以普通使用者為對象設置連線時間 

 管理員及普通管理員無法應用選項 

 
 

設置應用時密碼重新確認 

 

普通使用者代理程式刪除 

 

普通使用者代理程式連接結束 

連接正在使用遠端控制PC時切斷現有連接可以訪問的功能 

 

密碼安全階段設置 
設置密碼的安全標準。 

 安全標準（弱）：6-24字以下的英文或數字 

 安全標準（強）：8-24字以下英文（區分大小寫），數字 

無法使用連續3字以上的數字 

 安全標準（用戶自訂）：8-24字以下的密碼輸入使用者 

       無法使用連續3字以上的數字 

                       英文（區分大小寫）、數位、特殊符號綜合 

                      

 

密碼使用時間設置 
設置管理員、使用者分別使用密碼的期限。 

 使用時間可以設置最少1天-90天 

 變更提示請求時間可以設置最少1-14日 

 

輸入密碼5次失敗時帳號鎖定 

 鎖定時僅在“用戶管理”中鎖定管理員。 

 

登錄鎖定時間設置 

設置輸入用戶名或密碼5次失敗時可以重新登錄的時間。 

 输入1~99之间的数字  

 0的情況下設置為“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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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2次認證 (OTP) 

登录时使用One Time Password设置2次认证。 

 管理员设置选项

 
[管理員設置] 

1. 点击[管理员设置]按钮  

2. 点击[应用]按钮  

3. 獲得認證金鑰 

 

 管理員帳號 

[環境設置] > 個人資訊管理 > Google OTP認證金鑰 

 
 

 普通管理员、用户账号 

[用户管理] > 顯示目錄 > 

 

 
 

 點擊[重置]按鈕  

 
 

 

4. 登錄Google OTP app上的認證金鑰  

 通過條碼掃描或輸入代碼登錄認證金鑰。 

 客户在智能机商的Google Play或 app store中搜索“Google Authentication”安

裝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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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Web登錄或代理程式訪問認證時彈出OTP認證窗口。 

运行Google app输入Google OTP 6為數字。 

 
[用戶設置] 

1. 点击[用户设置]按鈕      

 
2. 点击[应用]按钮   

3. 获得认证密钥 

點擊 認證金鑰按鈕，通過管理員、普通管理員、用戶登記的郵箱地址

獲得認證金鑰。 

帳號為管理員帳號時，可以確認跟[管理員設置]一樣的認證金鑰  

[環境設置] > 個人資訊管理 > Google OTP 認證金鑰 

        
4. 登錄Google OTP app上的認證金鑰  

 通過條碼掃描或輸入代碼登錄認證金鑰。 

 客户在智能机商的Google Play或 app store中搜索“Google Authentication”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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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app。 

              
5. Web登錄或代理程式訪問認證時彈出OTP認證窗口。 

运行Google app输入Google OTP 6為數字。 

 
 

5.6.3 會員註銷 
 點擊登出按鈕進行登出。 

 使用免費試用服務或有償服務時因不登出結束服務後可以登出會員。 

 為防止非法註冊，登出的用戶名和郵箱資訊6個月內不能重新申請註冊，6個月後可

以重新使用。 
 有償服務中途停止時可通過‘諮詢’退費申請獲得退款。 

5.6.4 個人資訊管理 
可以查看及更改使用者的帳戶資訊。 

 無法更改用戶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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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或更改的資料可連接管理員的相關帳戶資訊。 
 “密碼更改”設置為輸入資料時可進行有效搜索，不輸入資料時則不進行有效搜

索的狀態。 

 

5.6.5 个人选项设置 

 
 普通設置 

- 收藏 

즐设置是否使用收藏。 

 

 複數選擇功能 

設置是否使用利用 Ctrl, Shift + 滑鼠的複數選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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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鼠右擊功能 (Context Menu) 

設置是否使用滑鼠右擊的服務功能表。 

 

 設置保存功能 
設置維持最後作業狀態。 

 

 远程控制品质设置 

- 控制模式 

設置根據被控PC環境的控制模式（高速控制模式或圖形控制模式）。 

 

 设置远程控制功能 

- 剪貼板自動同步 

設置自動同步Viewer功能表的剪貼板功能。 

 

 画面颜色 

设置Viewer的画面颜色。 

 顏色值越低控制速度越快。 

 

 Viewer功能设置 

- 剪貼板自動同步 

設置自動同步Viewer功能表的剪貼板功能。 

 

 

 畫面安全設置 

- 遠端控制開始時自動鎖定遠端畫面 

遠端控制開始時被控PC畫面變為黑色 

- 遠端控制結束時鎖定系統 

遠端控制結束時被控PC切換至Windows登錄畫面 

- 远程控制中Viewer未使用时处理 

在遠端控制中設置的時間期間不使用可以設置為鎖定Viewer畫面或結束。 

 

5.6.6 諮詢資訊管理 
可以查看客戶的諮詢資訊。 

 

5.6.7 许可信息及购买 
可以查看許可狀態及許可線上購買。 

 

許可狀態 購買方法 說明 

免費試用 新購買 免費試用許可狀態下無法進行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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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換至有償 點擊切換至有償按鈕後可以更改數量、更新許可 

試用到期 
新購買 刪除到期許可後點擊啟動的新購買按鈕進行購買 

切換至有償 點擊切換至有償按鈕後可以更改數量、更新許可 

有償試用 

更新 點擊更新按鈕可以延長許可 

购买追加PC  點擊購買追加PC按鈕可以追加購買PC 

新購買 點擊新購買按鈕可以購買許可 

升級 点击升级按钮可以升级为Enterprise版本  

有償試用 
到期 

更新 點擊更新按鈕可以更新到期的許可 

新購買 點擊新購買按鈕可以購買許可 

 

5.6.8 在线购买信息 
線上可以查看購買的許可資訊。 

 

5.6.9 優惠券管理 
點擊持有的優惠券購買許可時可以查看購買資訊。 

  

5.6.10  RemoteView信息 
可以查看與產品名稱、版本、類別有關的連結（產品諮詢、主頁）資訊。 

 

 產品資訊 

可以查看产品（服务）名称和最新版本、Copyright 信息。 

 

 諮詢 
提供產品諮詢和主頁的連結。 

分類 說明 

產品諮詢 

使用諮詢 打開RemoteView主页>客户支持>咨询新窗口 

聯盟諮詢 打開RSUPPORT主頁>客戶支援>線上諮詢新視窗 

郵箱 

在PC上安裝郵箱客戶時就會打開相關郵箱客戶的寫郵件視

窗。 

* 不安裝時，會彈出無法進行作業的資訊視窗。 

直接進入 
RSUPPORT主頁 打开RSUPPORT主页新窗口。 

RemoteView主頁 打开RemoteView主页新窗口。 

 

 

5.6.11 下載 

可以下載使用手冊& 手動安裝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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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手冊 

可以下載5套使用手冊，點擊[下載]連結時彈出檔下載視窗，通過點擊“打開”、“保存”、

“取消”按鈕即可查看使用手冊。 

分 类 说 明 

ASP 

Standard 

使用手册 

為在臺式電腦環境下通過Web使用RemoteView企業

版ASP的用戶準備的使用手冊 

Enterprise  

使用手冊 

在桌面环境下使用Enterprise许可产品的用户使用手

册  

移动 

设备 

iPhone/iPad 
為通过iPhone/iPad使用RemoteView的用户準備的

使用手册 

安卓 
為通過安卓系統移動設備使用RemoteView的使用者

準備 
的使用手冊 

控制台 
Linux 控制

台 
使用Linux環境的用戶使用手冊 

 

 下載 

可以下載 PC應用程式控制台安裝檔。  

 

 手动安装文件 

在PC机上可以手动安装下载的ActiveX、java安装文件。 

 ActiveX ：基於 Windows的 PC中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流覽器時遠端控制

所需的安裝檔 

 Java ：在 Windows 環境 PC的 Firefox、Chrome、Safari、Opera 流覽器遠

端控制時需要的安裝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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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hintosh 环境下通过软件升级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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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emoteView代理程式安裝 

 

6.1.  在使用者頁面中安裝 

 

6.1.1. 安裝代理程式 

 

A. 登錄使用者頁面。 

B. 在遠端PC管理中點擊[添加PC]( )。 

- 安裝準備過程中確認是否存在已安裝的代理程式。 

(Windows Vista以上環境時需啟動UAC視窗。) 

 點擊添加PC有以下兩種方法。 

- 點擊工具列的添加PC圖示，右擊滑鼠後出現的功能表中的“添加PC”選項 

C. 点击[下一步]按钮。 

 
 

D. 同意‘使用條約’內容。（確認‘A’之後點擊[下一步]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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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輸入安裝代理程式的資料夾及PC顯示名稱。 

 

  
 在系統中顯示設定的電腦名稱。 

 

F. 使用Proxy Server環境時針對本人的環境選擇選項。 

关于Proxy Server信息，请向网络管理员咨询。  

 

 
 使用Proxy Server環境時選擇使用Proxy選項時根據自己的環境選擇並設置。 Proxy Server 

信息可以咨询网络管理员。 

 

G. 輸入使用者頁面登記帳號的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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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連接代理程式時，輸入要使用的代理程式連接帳號。 

(登錄後連接遠端PC時一定要記住所需的資訊。) 

 
 

I. 如需安裝遠端列印，在選項中確認後，安裝結束。 

 
 使用Proxy Server環境時選擇使用Proxy選項時根據自己的環境選擇並設置。 Proxy Server 

信息可以咨询网络管理员。 

 

J. 安裝代理程式（登記遠端PC）結束並更新後，遠端PC工作列的系統託盤上就會出現R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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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eView代理程式圖示。 

. 

 
 

 安裝代理程式後可進行自動更新，代理程式登錄後 windows 右下方會出現 圖示。

如果代理程式沒有登錄，則右擊  代理程式登錄或重啟。 

 

K. 登錄的代理程式（遠端PC）使用者頁面>在遠端PC管理上可以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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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刪除代理程式 

 

6.1.2.1. 在使用者頁面中刪除 

 

A. 登錄使用者頁面。 

B. 在遠端PC管理中點擊[添加PC]( )。 

- 安裝準備過程中確認是否存在已安裝的代理程式。 

(Windows Vista以上環境時啟動UAC視窗) 

 

C. 弹出不同版本或不同用户的RemoteView代理程序安装信息。 

  
 

 

D. 輸入使用者頁面登錄帳號的密碼。 

 
 

E. 運行已安裝代理程式的進程。 

  
 

F. 完成代理程式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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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完成代理程序删除后，RemoteView代理程序在“开始”菜单层中消失。 

 

 
 

6.1.2.2. 控制台>在程式目錄中刪除 

 

A. 开始>控制面板>打開“添加/删除程序”（Windows Vista以下）或“程式及功能”

（Win 7）。 

B. 在程序目录中选择“RemoteView 5.0 Agent”’ 

C. 點擊[卸載] 

D. 之後的進程刪除同前面的“6.1.2.1 在使用者頁面中刪除”的C到G項步驟一樣。 

 參照 : 6.1.2.1.在使用者頁面中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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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遠端PC連接及控制 

 

7.1. 確認遠端PC是否連接及連接方法 

 

  
圖示排列 列表排列 

  

項目 說 明 

 
代理程式登錄狀態。 遠端連接 

 
代理程式登出狀態.。無法遠端連接 

 

許可數超過無法啟動狀態。 

 

A. 選擇連接的遠端PC,按兩下PC圖示，或者右擊滑鼠後在Online Menu中選擇[遠端控制]。 

B.  *輸入使用者認證資訊（代理程式登錄帳號）。 

 

在用户PC中运行的RemoteView Viewer上就會出現遠端PC的桌面。在遠端PC上就能夠看

到遠端PC提示視窗和桌面右下方的“遠程式控制制中”字樣。 

 

 
 

用戶PC 遠程PC 

 

 代理程式帳號: 登錄代理程式時設置的帳號 

 Web 帳號 : 登錄使用者頁面時使用的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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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遠端PC管理功能說明 

 

遠端 PC管理 >在登錄的PC圖示上點擊滑鼠右鍵就可確認。 

 
 

菜 單 功 能 

連接確認 確認遠端PC的代理程式是否運行（登錄狀態） 

遠程式控制制 使用RemoteView Viewer远程连接远程PC 

遠端資源管理器 運行遠端資源管理器，以FTP方式和遠端PC收發檔 

利用WOL打開電源 運行WOL功能，打開被控PC的電源 

控制 

工具栏 

系统关闭 可以註銷、重啟或關閉遠端PC 

系统信息 可以確認遠端PC的軟硬體系統資訊 

远程画面截屏 
操作遠端PC時可以在用戶的PC上進行遠端PC畫面截

屏，不保存截屏的畫面 

進程運行 在遠端PC上可運行特定進程 

進程目錄 在遠端PC上可以確認和關閉運行中的進程目錄 

服务重启 重啟遠端PC的代理程式 

代理程序更新 更新遠端PC的代理程式 

*邮箱邀请 
給登錄的用戶或未登錄的用戶（臨時用戶）在選定的PC

上發送一次性遠端控制的網頁連結 

收藏 在群組內添加收藏 

移動 把選定的PC移動到其他群組。 

刪除 刪除選定的PC. 

帳戶修改 修改遠端連接使用者的認證ID和密碼。 

登記資訊 確認及修改代理程式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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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連接確認 
可以確認代理程式的最新連接狀態。 

                   <登錄代理程式時>            <登出代理程式時> 

           
 

 

8.2. 遠程式控制制 
正常輸入遠端連接使用者認證資訊後可以實現遠端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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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遠端資源管理器 

運行遠端資源管理器，以遠端PC和FTP格式來收發檔。 

                  
 

 

 

 
A. 遠端資源管理器 : 可以確認/選擇遠端PC的檔。 

B. 本地資源管理器 : 可以確認/選擇本地（用戶）PC的檔。 

C. 作業資訊 : 可以確認收發目錄。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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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vPro 

遠端PC為擁有Intel vPro技術的PC時，使用vPro技術可以在遠端地實現電源管理、BIOS修改、

遠端OS安裝等功能。 

  vPro相关功能出现在基于Intel vPro的PC。 

 使用vPro 技術的遠端PC必須以物理的網路電纜進行連接。(如遠端PC使用無線網路則

不能使用vPro 技術) 

 使用vPro功能的被控PC可以通過同一網路的不同PC進行作業。（運行關閉的被控PC(v

Pro PC)時，同一網路的不同PC必須處於開啟狀態。） 

* 設置Intel Management Engine BIOS Extension  

要使用vPro技術，就需要在Intel MEBx上設置以下內容。 

 

A. 連接vPro PC時按Crtl+P複合鍵連接MEBx。 

B. Intel AMT Configuration > 在Provision Model上選擇Small Business。 

C. Intel AMT Configuration > 在Host Name上輸入PC名稱。 

D. Intel AMT Configuration > 在TCP/IP上啟動DHCP Mode。 

E. 关闭后重新连接。 

 

 在BIOS上Disable vPro技术时无法连接MEBx。 

 

vPro技術推薦在下列MEBx環境中使用。  

 最低配置 推薦配置 

MEBx Ver. Intel MEBx v2.X Higher Intel MEBx v4.X H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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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 確認vPro技術是否實現 

A. 在远程PC上安装代理程序后，开始> 程式 > RSUPPORT > RemoteView5.0 > Age

nt > 選擇“Run RemoteView Agent AMTDisc”功能表。 

B. 啟動下列診斷工具時點擊[開始診斷] 。 

 
 

 
 

C. 重啟遠端PC代理程式。 

D. 刷新管理員頁面後，確認在遠端PC圖示上是否顯示vPro標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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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使用vPro技术  

 

A. 在登錄的vPro遠端PC的圖示上，點擊滑鼠右鍵後就可選擇vPro功能表。  

B. 輸入代理程式連接帳號後，點擊[確認]按鈕。  

C. 啟動下列視窗，輸入*Intel AMT(Active Management Technology) 連接帳號密碼，

點擊[連接]按鈕。 

 

 Intel AMT連接帳號 : 以在遠端PC上設置vPro技術時設定的帳號向vPro設置管理員諮

詢。  

 

D. 連接結束後，在Intel AMT ME Information部分會出現遠端PC資訊。  

 

 
 

功  能  說 明 

AMT Information 可以確認支援vPro系統的MEBx設置資訊 

Power Control 
可以確認/修改支援vPro系統的電源資訊。Power On, Power Do

wn, Power Reset 

Asset Display 可以確認支援vPro的系統的資產資訊。 

SOL 

可以控制支援vPro系統的BIOS桌介面。需要遠端系統的重啟連

接。 

可以設置/恢復支援vPro系統的運營體制。需要遠端系統重啟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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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利用WOL打开电源 

利用WOL可以打開或關閉被控PC。喚醒處於節電模式或滑動模式的PC可以進行遠端控制，到達

公司或家之前可以提前打開要使用的PC從而提高業務效率。  

      
 

 安装代理程序的被控PC为1台时不支持RemoteView wol功能，安装代理程序的被控P

C为2台且处于同一网络区域，在同一网络中打开最少1台电脑时可以使用RemoteView 

wol功能。 

 

8.6. 控制工具列 

 

8.6.1. 系統結束 
可以控制登出、系統結束、系統重啟。 

 

A. 註銷 
可以註銷。 

 

B. 系統結束 
可以結束系統。 

 

C. 系統重啟 
可以重啟系統。 

 

 

8.6.2. 系統資訊 

可以查看遠端PC的系統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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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 遠端畫面截屏 

可以截取遠端PC的當前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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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4. 進程運行 

可以運行遠端PC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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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5. 進程目錄 

可以查看遠端PC當前運行中的進程資訊。 

            
 

 

 
 

  



 

 

Copyright © 2001~2011 RSUPPORT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www.rsupport.com 69 

 

8.6.6. 服務重啟 

可以重啟遠端PC的代理程式。 

 

         
 

 

8.6.7. 代理程式更新 

可以對選定的遠端PC的代理程式進行更新。 

 沒有更新項目時，不運行任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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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8. 郵件邀請 

 

給沒有管理選定遠端PC許可權的使用者或一次性登錄系統的使用者發送邀請郵件（一次性連接連

結），賦予他連接遠端PC的一次性控制許可權。 

 

A. 選擇許可一次性連接的遠端PC。. 

B. 點擊滑鼠右鍵後選擇郵件邀請功能。 

C. 準確輸入邀請的使用者資訊及內容後點擊[應用]按鈕。  

(點擊郵件連結時，因賦予遠端PC控制許可權，所以準確確認邀請的郵寄位址後發送。) 

         
   

D. 給邀請的用戶發送以下邀請郵件。 

E. 收到邀請郵件的使用者確認請求內容。 

F. 點擊郵箱下方“遠端連接”連結，就可連接一次性許可的遠端PC。 

(遠端連接連結有效期限為邀請時間後三十分鐘內) 

 



 

 

Copyright © 2001~2011 RSUPPORT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www.rsupport.com 71 

8.7. 收藏 

在收藏可以添加並管理經常使用的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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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移動 

可以利用群組或收藏移動選定的遠端PC。 

 收藏 : 收藏 -> 收藏 

 群組 : 群組 -> 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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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刪除 

在目錄中可以刪除選定的遠端PC。 

 刪除時，只在目錄中刪除在PC上安裝代理程式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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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 帳戶修改 

可以修改在選定的遠端PC上遠端控制時輸入的使用者認證資訊（帳號資訊）。 

 在安全設置上不使用訪問安全設置來設置時，不彈出安全確認視窗，直接彈出帳號修改視

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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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登記資訊 

彈出選定的遠端 PC的登記資訊視窗，就可以對確認及別名、備註、圖示進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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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RemoteView Viewer 功能說明 

 

9.1. Viewer功能簡要說明 

主菜單 子功能表 說明 

 
主頁 

控制設置 設置遠端連接及控制環境。 

打開接收資料夾 遠程式控制制中打開從遠程PC處發送的資料夾。  

查看接收檔目錄 遠程式控制制中查看從遠程PC處接收的文件列表 

鎖定Viewer 遠端控制中用戶離開時，可以鎖定Viewer  

RemoteView 播放機 可以播放录像文件 

安全模式下重新連接 重啟被控PC後在安全模式下啟動後Viewer視窗可顯示被控PC畫面 

結束 结束远程支持。 

 
滑鼠 
鍵盤 

滑鼠、鍵盤控制 客服獲得遠端PC的滑鼠/鍵盤控制權。 

滑鼠追蹤 在客服PC上出現遠端PC的滑鼠移動情況。 

光标指针（箭头） 在遠端 PC上以箭頭的形式顯示遊標指標。 

遊標指針（圓） 在遠端 PC上以圓的形式顯示遊標指標。 

傳送Ctrl+Alt+Del  在远程 PC上传送Ctrl+Alt+Del键。  

 
绘图 

曲線 在遠端PC上繪製自由曲線 

箭頭 在遠程PC上繪製箭頭 

直線 在遠端PC上繪製直線 

長方形 在遠程PC上繪製長方形 

圓 在遠程PC上繪製圓形 

線寬 調整圖形和線條的粗細 

顏色 調整圖形和線條的顏色 

清屏 清除繪製的痕跡 

双向绘图 本地PC和遠端PC的用戶都可以在遠端PC的畫面上繪圖 

 
桌面 

画面设置 在Viewer中以一定的比率调节画面的大小 

远程显示器 遠端 PC為多顯示器時，選擇要支持的顯示器。 

桌面導航 遠端PC的畫面比Viewer畫面大時，可以搜索到看不到的部分。 

自訂調整 在Viewer中可以以25%~200%的比率调整画面的大小。 

自動調整 針對使用者桌面自動調整視窗大小。 

實際大小 在用户Viewer上可以看到遠端PC的分辨率大小。 

全屏 將使用者桌面全屏顯示。 

鎖定遠端畫面 鎖定遠端 PC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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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截屏 遠端PC桌面在用戶PC上以PNG 檔形式保存。 

傳送URL 用戶向遠端PC傳送URL。 

發送文件 用戶PC的檔發送到遠端PC 

接收文件 用戶PC接收遠端 PC的文件 

剪貼板 交換使用者 PC和遠端 PC的剪貼板內容 

聲音共用 和用戶共用遠端 PC聲音。 

 
附加功能 

系統資訊 確認遠端 PC的系統資訊。 

进程信息 確認/結束遠PC的進程資訊。 

 

9.2. 控制設置 
遠端控制連接時，可以設置應用環境。連接後，可以修改設置。 

 

基本連接 

網路 

根據網路狀態選擇是否需要壓縮資料。 

一般網路環境 : 壓縮並傳送資料。 

高速網路環境 : 不壓縮資料，直接傳送。 

控制模式 

根據遠端PC環境選擇控制模式。 

高速控制模式 : 使用虛擬驅動檢測畫面。 

圖形控制模式 : 不使用虛擬驅動檢測畫面。 

画面颜色 選擇RemoteView Viewer中顯示的畫面顏色。 

画面品质 一般網路環境下，調節畫面品質。 

桌面共享 
远程分辨率 可以調節遠端PC的解析度。 

远程色相 可以調節遠端PC的色相。 

畫面滾動 
自動滾動 當遠端PC桌面比用戶PC桌面大時，Viewer下側和右側就會出現捲

軸。設置選項時，只需移動滑鼠即可上下、左右移動畫面。 

拖動 當遠端PC的螢幕比較大時，可以通過滑鼠拖動捲軸查看畫面。 

9.2.2. 打開接收資料夾 

遠端控制中，當接收到來自遠端PC處文件時，打開保存檔的資料夾。 

 文件保存位置 : 共享文档(或 公用文档)\Rsupport\RemoteView\Received Files 

 

9.2.3. 查看接收檔目錄 

遠端控制中，當接收到來自遠端PC出文件時，可查看接收的檔目錄，點擊檔案名即可 

打開文件。 

9.2.4. 鎖定Viewer 

遠端控制中用戶離開位置時，運行鎖定Viewer功能，就不能使用Viewer的所有功能。解 

除鎖定時只需輸入使用者帳號或代理程式帳號的密碼即可。 

 

9.2.5. RemoteView播放機 
播放錄影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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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运行Viewer主菜单 中的RemoteView播放機。 

B. 點擊播放機介面左下方的 按鈕，選擇要播放的視頻檔。 

C. 點擊播放按鈕即可播放視頻。 

 

RemoteView播放器也可以在%temp%/rvconsol50目录中通过SCamPlayeru.exe运行，未安

裝RemoteView播放機的電腦中無法播放通過RemoteView錄製的視頻檔。 

 

播放機介面功能說明： 

 
 

① 選擇要播放的視頻檔。 

② 查看所選視頻檔的相關資訊。 

③ 調整視頻播放畫面的大小。 

④ 播放按钮。 

⑤ 關閉錄影檔的播放。 

⑥ 對當前正在播放的錄影檔進行前進後退操作。 

⑦ 按照1~10倍的比率調整播放速度。 

 

9.2.6. 安全模式下重新连接 

被控PC在安全模式下重啟後可重新連接遠端控制。 

 

9.3. Viewer > 滑鼠、鍵盤控制 

 

9.3.1. 滑鼠、鍵盤控制 

遠端控制連接後點擊滑鼠、鍵盤控制鍵的狀態。使用者就可以控制遠端PC，不點擊滑鼠、鍵盤控

制鍵時，就無法控制遠端PC。  

 

9.3.2. 滑鼠追蹤 

點擊滑鼠追蹤時，使用者可以移動遠端PC的滑鼠。 

 

9.3.3. 遊標指針（箭頭/圓） 

在遠端PC上顯示箭頭/圓墨陽的遊標指標，遠端控制時需要特定位置或顯示移動時可以容易地告

知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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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4. Ctrl+Alt+Del 傳送 

向遠端PC傳送Windows系統的Ctrl+Alt+Del複合鍵功能。  

 

9.4. Viewer > 繪圖 

 

9.4.1. 繪圖 

遠端控制時，用戶和遠端PC可同時在遠端PC桌面上畫曲線、直線、四邊形、圓，且可以更改線

條的粗細及顏色。客戶邀請繪圖時，點擊連接提示視窗中的繪圖圖示即可在自己的桌面上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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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Viewer > 視圖 

 

9.5.1. 視圖設置 

根據使用者和遠端PC螢幕解析度，可以實現多視圖設置。連續點擊Vie

wer視窗的視圖設置圖示時，就會按照一定比例縮小Viewer中的顯示畫

面。 

A. 適應遠端畫面 : 按照遠端PC的解析度大小來查看用戶Viewer。 

B. 適應本地畫面 : 根據Viewer的大小來查看遠端PC的畫面。 

C. 自動調整Viewer視窗大小 : 畫面擴大/縮小時，自動調整Viewer的

視窗大小。 

 

9.5.2.  遠程顯示器 

遠端PC接有兩台以上顯示器時，用戶可以選擇其中之一進行控制並使其

顯示在使用者Viewer視窗中。 

 

9.5.3. 螢幕導航 

遠端PC的畫面比Viewer視窗大時，可以查看到不能直接顯示的部分。 

 

9.5.4. 自訂調整 

使用者可根據控制環境要求按照25~200%的比例調整Viewer視窗中顯示畫面的大小。 

 

9.5.5. 自動調整 

根據使用者Viewer視窗的大小自動調整遠端PC的螢幕大小。 

 

9.5.6. 實際大小 

根據遠端PC的解析度大小顯示在使用者的Viewer視窗中。 

 

9.5.7. 全屏顯示 

根據使用者顯示器的大小將使用者Viewer中的畫面全屏顯示在使用者螢幕上。 

選擇工具列的畫面恢復 圖示及畫面設置功能的畫面恢復可以解除全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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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 

為了用戶使用方便，在全屏工具列中提供固定功能。 

 
           [工具栏不固定的状态] 

 

 
               [工具栏固定的状态] 

 

 

9.5.8. 鎖定遠端畫面 

遠端控制時可以鎖定遠端PC的螢幕，防止其他人看到遠端作業內容。 

     * 根據圖形卡種類不支援遠端畫面鎖定功能。 

 

9.6. Viewer> 工具 

 

9.6.1. 截屏 

可以對當前控制中的遠端PC畫面截屏，並以PNG檔案格式保存在用戶PC上。  

 檔保存路徑 : 共用文件(公用文檔)\Rsupport\RemoteView\Capture 

 

9.6.2. 傳送URL  

用戶只需通過傳送即可打開遠端PC的Web流覽器並轉至相應的網頁。 

 

9.6.3. 發送文件 

從用戶PC處發送檔到遠端PC.支援Drag&Drop 和 Copy&Paste功能，選擇用戶PC上的檔後可

以將其拖至Viewer窗中遠端PC的指定資料夾或直接進行複製粘貼。 

 檔保存路徑 : 共用文件(公用文檔)\Rsupport\RemoteView\Received Files 

 

9.6.4. 接受檔 

從遠端PC接受檔本地用戶PC. 支援Drag&Drop 和 Copy&Paste功能 (支援 Ctrl+C / Ctrl+V

 )選擇遠端PC上的檔後，可以將其拖至用戶的指定資料夾或直接進行複製粘貼。 

 

從遠端PC中向本地用戶傳送檔時，可以點擊連接提示視窗的檔傳送功能表進行發送，也可以將檔

直接拖至連接提示視窗中進行發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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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傳送路徑 : 共用文件(公用文檔)\Rsupport\RemoteView\Received Files 

9.6.5. 剪貼板 

查看並同步用戶PC和遠端PC的剪貼板內容。 

 

9.6.6. 聲音共用 

在用戶PC上可以聽到遠端PC播放的聲音。 

* 根據音效卡種類的不同，有可能影響聲音共用功能的使用。 

9.6.7. 開始錄影 

遠端控制時，本地PC可以對控制的遠端PC進行畫面錄影。錄影結束後，錄影檔按照日期自動保

存在本地PC上。 

 檔保存路徑 : 共用文件\Rsupport\RemoteView\Cam 

 

  * RemoteView 服务的录像文件只能以RSUPPORT公司自身开发的文件格式(*.rsfx)复制，

其他通用的视频播放不能复制。 

9.7. Viewer > 附加功能 

Tip! 

為了用戶使用方便，協助工具快顯視窗中提供固定功能。 

 
          [弹出窗口不固定状态] 

 
 

            [弹出窗口固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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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 系統資訊 

可以查看遠端PC的進程資訊(H/W, S/W)。 

 

9.7.2. 進程資訊 

可以查看遠端PC的進程資訊，同時可以結束運行中的進程資訊。 

 

9.8. 連接提示視窗 

遠端控制時，不僅在遠端PC螢幕的右下角顯示“遠端控制中”的字樣，而且會出現連接提示視窗。

通過此視窗可以在遠端PC中執行多種功能。 

關閉連接視窗將會斷開使用者PC同遠端PC間的連接。 

 

 
 

 

 

 

 

連接提示視窗功能介紹 

 功 能 說 明 

繪圖 可以在遠端PC上繪圖 

 

窗口置頂  使連接提示視窗總是顯示在最上的位置 

檔案傳輸 向用戶PC發送檔 

打開接收文件 打開從用戶PC接收的文件 

卸載/安裝遠程印表機 卸載/安裝遠程印表機驅動 

 

9.9. 遠程印表機 

 

遠端支援時遠端PC端的資料通過連接管理員電腦的印表機列印時，利用該功能在遠端PC處安裝

虛擬印表機驅動即可實現在用戶PC上列印出來的資料。 

 

9.9.1. 远程打印机安装  

 

 安装代理程序时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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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代理程式時，可以確認是否安裝遠端印表機並進行安裝。 

 

 在連接提示視窗中安裝 

不安裝遠端印表機或卸載後重裝時，點擊遠端PC連接提示視窗>協助工具>安裝遠端印表機

按鈕就可以安裝。 

                 

A. 弹出连接提示窗口。 

B. 點擊協助工具>安裝遠程印表機。 

 

 
 

C. 安裝遠程印表機。 

 

         
 

D. 通過遠端印表機可以列印。 

 

9.9.2. 远程打印机卸载 

 

可以卸載已安裝的遠端印表機。 

 

A. 弹出连接提示窗口。 

B. 點擊協助工具>遠程印表機卸載。 

 

 
 

C. 卸载远程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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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3. 利用远程打印机打印 

 安裝遠端印表機驅動後被控PC的檔可以通過本地PC的印表機進行列印。 

 

A. 打開並列印遠程PC中要列印的文檔。  

 

         
 

B. 弹出远程PC的打印窗口，在“选择打印机”设置中选择“Rsupport Remote Printer 5”

並進行列印。 

 
 

C. 彈出使用者PC的列印視窗，在使用者PC中選擇一個印表機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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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选择后开始打印。 

E. 通過用戶PC中設置的印表機可以列印遠端PC的材料。 

.  

  



 

 

Copyright © 2001~2011 RSUPPORT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www.rsupport.com 87 

10. 管理員選項 
管理員頁面是RSUPPORT或Partner管理員針對客戶公司進行修改及應用的選項。 

10.1. 使用2次认证(OTP) 

登录时使用 One Time Password进行2次认证后登录 

 
 選擇沒有許可權時則不在Remoteview頁面中顯示 

 OTP认证必须在Remoteview页面中设置并使用 

參考 : 5.6.2 [企業選項設置]中[使用2次認證] 

 

10.2. 同意遠程地連接 

被控 PC上60秒內同意遠端控制後開始遠端控制。 

 

1. 點擊[管理員頁面] > [全部使用]按鈕  

 
 

2. 開始遠端控制 

[Viewer彈出的窗口] 

 
 

       [被控 PC彈出的窗口] 

 
 

 

10.3. 使用代理程序连接认证 

這是被控 PC訪問認證時使用的認證方法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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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ows Logon –被控Windows帳號 

 

 
[使用訪問ID/PW] 

 

 
[使用OTP] 

 

 
[Windows Logon] 

 

10.4. 使用组织管理菜单 

這是 Remoteview頁面中是否出現組織管理功能表的選項。 

 
 參考 : 5.4 [組織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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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客戶支援 

 

為了便於用戶更好的掌握RemoteView 5.0 ASP 的使用方法，特制定本文檔。如果對本文檔

有疑問或要獲取更多的相關資訊，請參考下面的內容。 

 

RSUPPORT(株) 公司主頁 

登录RSUPPORT的公司主页可以查询到RemoteView 5.0 ASP相关的技术问答和最新的帮助信

息。對於為收錄的內容，歡迎留言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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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ea : 

 

서울특별시 송파구 위례성대로 10 (에스타워 11, 

12, 15층)  

전화 : +82-70-7011-3900 

팩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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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A : 
 
333 Sylvan Avenue Suite 110, Englewood Cl

if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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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京市朝陽區廣順南大街 16號嘉美中心
寫字樓 1210 
I-101 
電話: +86-10-8256-1810 
傳真: +86-10-8256-2978 
支持諮詢: nsupport.cn@rsupport.cn 
業務諮詢: sales.cn@rsupport.com 
銷售諮詢: info.cn@rsupport.cn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RSUPPORT, please vi
sit 
http://www.rsuppo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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