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lashtop Enterprise
最超值的企業級全方位遠端電
腦與遠端支援解決方案。
讓員工隨時隨地存取無人電腦進行遠端
工作；協助 IT 部門遠端支援電腦及行
動裝置；想要提供學生實驗室電腦遠端
存取預約排程也沒問題。

安全與效能兼具的全方位遠端存取與支援解決方案
運用 Splashtop 安全技術的強大功能，帶給員工及學生便利的遠端電腦
存取體驗，同時幫助 IT 人員遠端存取、管理與支援多種裝置。

主要功能與特色
• 高性能 - 以 40fps 的速度進行 4K 串流傳輸，低延遲提供 iMac Pro Retina 5K 串流。
降低 CPU 使用率為處理應用程式提供了更彈性的空間，還可微調設定獲得最佳性能。
優化的編碼與解碼引擎採用 Intel、NVIDIA、AMD 最新硬體加速功能。

• 安全連接 - 安全基礎架構、委託保護、SSL/AES 256 位元加密及其他進階安全功能。

• 支援多種裝置 - 從任何 Mac、Windows、iOS、Android 或 Chromebook 裝置存取
Mac、Windows 或 Linux 電腦。

獲益無窮！

方便員工/學生遠端存取電腦，並且為電腦
與行動裝置提供簡單而安全的遠端支援，滿
足所有組織及教育機構的期待。

• 遠端工作的員工可以隨時隨地存取其工作
電腦。

• IT 部門可以遠端存取、管理與支援無人電
腦，還可以隨需進入使用者正在操作的電
腦及行動裝置協助解決技術問題。

• 教育機構可以輕鬆控管學生及教職員工對
校內電腦實驗室的遠端存取，進而實現遠端
及多元學習計畫。

• 多螢幕支援 - 遠端連接到工作站多台螢幕。

• 預約存取 - 排定使用者進行遠端存取電腦的時間。

• 連線附加功能 - 使用者可在遠端連線中進行傳輸文件、聊天、記錄連線等。
• 精細權限 - 依據角色提供連線附加功能使用權限。

• SSO / SAML 整合 - Splashtop Enterprise 整合了單一登入識別資訊服務供應商的解
決方案，簡化部署與集中式身份驗證流程。
• 依群組配置權限 - 按照使用者/電腦群組配置權限。

• 群組管理員 - 建立群組特定管理員。

• 集中式管理控制台 - IT 管理員可透過集中式控制台輕鬆管理裝置的遠端存取狀況。

在 iPad 上使用自訂控制項進行 3D
CAD/CAM

系統需求
用戶端應用程式需求
Windows
• Windows 10、8、7、XP
Mac
• Mac OS 10.7 或更高版
本iOS
• iOS 11 或更高版本
Android
• Android 4.0 或更高版本

Streamer 系統需求 (主動存取無人裝置)

Windows

• Windows 10、8、7、XP 和 Windows
Server 2019、2016、2012、2008、2003
Mac
• Mac OS 10.7 或更高版本
Linux
• Ubuntu、CentOS、RHEL、Fedora
Android
• Android 5.0 或更高版本

SOS 應用程式需求
Windows
• Windows 10、8、7、XP
Mac
• Mac OS 10.7 或更高版本
iOS
• iOS 11.0 或更高版本，iPhone 5s 或更
高版本，iPad Air 或更高版本，iPad Mini 2
或更高版本，iPad Pro 和 iPod Touch
Android
• Android 5.0 或更高版本

遠端支援功能 (適用於技術人員授權)

•遠端支援無人電腦 - 隨時遠端存取無人Windows、Mac 和 Linux 電腦。
•無人 Android / Rugged IoT 支援 - Splashtop Enterprise 可從任何電腦或行
動裝置為 Android 裝置提供遠端存取及支援功能，即便使用者不在場也沒問題。
可支援的 Android 裝置包括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POS 裝置、Kiosks、機上盒
等。
•遠端臨機支援 - 依據遠端使用者需求，簡單輸入 9 位數存取碼快速進入其
Windows、Mac 電腦及 iOS 與 Android 裝置進行支援。提供自訂徽標、顏色、
說明及公司名稱等客製化 SOS 應用功能。
•遠端電腦管理 - 從後台發送命令到遠端無人電腦上的命令提示字元，查看
Windows 事件日誌、系統/硬體/軟體清單、端點安全性，以及管理 Windows更
新。
•整合技術支援單與 ITSM - Splashtop Enterprise 整合了先進的 PSA 支援單系統
與 ITSM 解決方案，可輕鬆存取啟動遠端連線。連線詳細資訊將自動記錄錄在故障
請修單中。

價格資訊
Splashtop Enterprise 授權可按遠端存取使用者數量計價，亦可按同時進行遠端支
援的技術人員數量 (含其他遠端支援功能) 計價。上述 2 種類型皆可包含在單一組
合方案中。提供年度及多年期訂閱方式。
教育機構授權選項包含學校電腦實驗室的學生遠端存取授權、教職員工的遠端存取
使用者授權以及 IT 支援的技術人員授權。
聯繫我們以取得詳細價格資訊。相較於其他企業級遠端存取與遠端支援解決方案，
至少節省 50％ 。

深入了解並開始使用：
www.splashtop.com/
enterprise
（另有 On-premise 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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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端控制電腦及行動裝置，就像坐在它們前面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