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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一站式解决方案——

远程维护、支持、
远程访问和家庭办公无所不包

方便、快捷、安全，通过互联网掌控一切

超过2亿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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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快捷，
通过互联网掌控一切
如同置身现场般
远程控制任何计算机

适合各类应用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大多数竞争对手针对自发支持、服务器管理、家庭办公、演示、会议、在线

培训和团队合作开发不同的软件包，而TeamViewer却将这些模块整合在单

个应用程序中，并且提供令人心动的超值价格。您还可在我们的会议功能宣

传册或meeting.teamviewer.com上查阅更详细的资料。

即使在防火墙后台也能顺畅运行

使用远程维护软件的 大问题通常来自防火墙、禁用端口和用于本地

IP地址的NAT路由器。当您使用TeamViewer时，这些问题将一去不复

返；TeamViewer甚至能穿越防火墙查找您的伙伴。

高的安全标准

当用于远程维护时，TeamViewer是一项安全性极高的解决方案。连接所用

的安全数据通道使用2048位RSA密钥交换和256位AES会话加密。即使聊天

和视频通话也采取端对端加密。

价格极具竞争力

TeamViewer拥有无与伦比的价格优势。它以全功能独立软件包的形式出

售，购买许可证即可永久使用。我们不按月收取费用，也没有服务合同等隐

性成本。

安装和使用简便

客户无需获取安装或管理权限。他们只需运行一个小程序，您就可开始工

作。

全球各地有超过200,000,000名用户使

用TeamViewer！您何时加入我们的

行列？

远程支持

服务器管理

远程访问无人值守计算机或

服务器

家庭办公

通过互联网进行文件传送

VPN

远程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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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操作

下载TeamViewer到您的计算机。实现计算机远程控制需

要使用完整版。根据安装例程的说明进行安装，随后启动

TeamViewer。

伙伴的操作

让远程计算机端的伙伴下载TeamViewer

QuickSupport并启动。TeamViewer QuickSupport无需安装，

即使没有Windows管理员权限也可执行。

建立连接

让您的伙伴提供TeamViewer ID (参见右图)。将其输入到“伙伴ID”域。单击“连接到伙

伴”，然后在下一个对话框中输入伙伴的密码以建立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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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TeamViewer
进行自发支持
您希望轻松提供支持吗？我们将告诉您怎么做。

如同置身现场般控制远程计算机。包括在Windows 7®、Vista

和Server 2008的用户帐户控制下开启对话框。

方便地与远程计算机双向传送文件 - 通过拖放操作或从计

算机和联系人列表轻松实现

展示您的公司标识！在您的网站上使用定制TeamViewer客

户模块(QuickSupport、QuickJoin、Host)，包括您的公司

标识。

要向您的客户展示本地计算机，您可随时自发地与对方交

换角色。

邀请任何伙伴以专家身份加入当前远程控制会话，共同解决

问题。必要时，专家可完全接管会话。

在会话期间使用VoIP、视频传输或聊天消息进行交流。

您是否长时间在外奔波？要帮助您的客户，您可直接在网

络上使用TeamViewer，也可借助TeamViewer Portable或

iOS、Android、Windows Phone 8和BlackBerry App。

从Windows、Mac或Linux计算机为您的iPad / iPhone或

Android设备提供移动设备支持(需要额外的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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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惯例：如果您在远程计算机上安装能够

永久访问的主机，通常会产生额外的成本。

TeamViewer：只要购买TeamViewer许

可证，您可安装和连接任意数量的主机，

无需额外破费！

全天候服务器管理
和家庭办公
24 小时全天候访问您的计算机

LAN唤醒：每当您需要访问远程计算机时唤醒它们。

Windows®系统服务：将TeamViewer作为Windows系统服

务安装，使其在Windows启动和登录之前直接访问远程计算

机。

远程重启：远程重启计算机 –甚至可在安全模式下重启。

MSI软件包：要运行大型网络吗？请使用我们的MSI软件包

在您的域中分发TeamViewer。

集中设备管理：为所有TeamViewer安装设备应用基于策略的

设置。

Windows®验证：使用Windows登录替代远程计算机登录。

计算机和联系人：在TeamViewer计算机和联系人列表中，您

始终能看到哪些同事处于可用状态 – 单击即可进行联系。

远程打印：在您身边的打印机上打印远程计算机中的文件 – 

而无需传送文件。

自动退出：避免其他人无意中访问您曾经连接过的Mac或

Windows计算机。当连接关闭或中断后，远程计算机将自动

即时锁定。

监视性检测：远程监控您的设备，监督重要软硬件的状态更

新。

增加主机无需额外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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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和您的团队打造的
TeamViewer Management Console
基于浏览器、可从任何操作系统访问的平台

与您的团队共同使用，并时刻掌控一切！

您自己
…  始终保留支持会话的所有连接日志和备注，例如用于计费

…  决定谁有权远程访问某些计算机，而无需泄漏密码

…  通过计算机和联系人列表为新员工创建新的用户帐户

…  为所有TeamViewer安装设备定义和强制应用各种设置

…  保存带有您的公司标识的自定义模块

…  分配服务事项给您自己或同事

您的团队
…  共享包含公司所有重要计算机和联系人的数据库

…  仅访问您授权访问的区域(如查看连接日志或密码)

…  直接从控制台连接远程计算机

…  在每次支持会话后填写备注，记录已经完成的工作

…  集中处理进入的服务事项

在您的公司概况栏中管理用户

设置策略

所有支持会话的连接日志

直接从控制台建立连接

服务队列

TeamViewer API

多合一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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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顶尖企业
均信赖TeamViewer
极致的安全性，卓越的品质

Qualitäts-Siegel

Bundesverband der

IT-Sachverständigen

und Gutachter e.V.

多项认证！

卓越的图像质量和连接速度！

遍布全球的路由服务器加上经由本地服务器的智能路由，使得TeamView-

er在全球使用时具有极快的速度。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智能连接方案可实

现直接和快速的点对点连接。我们的冗余高可用性网络实施24小时全天候

监控，保证极高的可靠性。

安全！

TeamViewer为您提供尽可能 佳的品质 – 即网上银行

级别的品质。RSA 2048位公共/私人密钥交换以及AES 

256位会话加密确保没有任何人能查看您的会话数据。

双重验证则提供一道额外的安全防护，防止TeamViewer

帐户受到未经授权的访问，确保您符合HIPAA和PCI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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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软件，
合理价格
只需一次性付款，即可永久使用许可证！

许可证模式 Business Premium Corporate

一次性付款，永久使用
所购许可证

一站式解决方案：远程维护、支持、团队合作、家庭办公、在线会议和演示无
所不包

适用于Windows、Mac、Linux、iOS、Android、Windows Phone 8以及

BlackBerry – 包括跨平台连接

LAN唤醒

TeamViewer帐号以及计算机和联系人列表

通信工具：VoIP、视频、聊天、电话会议等

文件传送、远程打印和VPN

在防火墙和路由器后台正常工作

多语言支持：TeamViewer支持超过30种语言

24小时全天候远程访问无人值守计算机/服务器

客户模块不需要安装，可免费单独定制

可运行远程控制会话
的许可工作站数量

1 (可扩展安装设备) 没有限制 没有限制

通道：可同时发起的远程控制会话数量 1 1 3 (可扩展通道)

主机数量 没有限制 没有限制 没有限制

服务队列

集中设备管理

集中用户管理

连接报告

会话移交

TeamViewer Portable以及基于浏览器的连接

TeamViewer MSI软件包

优先支持(12个月)



一般功能

• 可应对所有情况的全面解决方案：远程维
护、会议、视频会议、演示和访问远程计
算机或服务器。实时实现支持、管理、销
售、团队合作、家庭办公和培训目的的单
一软件解决方案

• 用于Windows、Mac、Linux、iPhone/
iPad、Android和BlackBerry系统，包括跨
平台连接

• 无需配置即可工作，甚至可绕过防火墙和
代理服务器。

• 远程语音和视频：
在连接期间，收听或观看来自远程计算机
的音乐、视频或系统声音。

• 远程控制或会议会话录制(甚至是网络摄
像头图像)，带声音和IP语音，包括转换
为AVI视频格式

• 以高清晰音频质量进行IP语音传输，带自
动降噪和回音消除

• 只要在“计算机和联系人列表”中点击一
下连接，您就能轻松管理您的连接伙伴。

• 您本人可轻松访问自己的设备，无需密码

• 计算机和联系人列表”可显示计算机和联
系人的当前登录状态和可用的计算机和联
系人清单

• 计算机和联系人列表”中的即时消息功
能 - 包括分组聊天和离线消息

• 针对所有对话和固定聊天组当前的讨论保
留聊天记录

• LAN唤醒：通过本地网络中另一台使用
TeamViewer的计算机或通过路由器唤醒
您的计算机

• 当收到通知(例如服务实例或新联系人请
求)时，在您的计算机和联系人列表中给
出即时提醒

• 通过计算机和联系人列表简化文件传输，
无需建立连接

• 通过剪贴板在两台计算机间复制及粘贴文
件、图片和文本

• 从TeamViewer访问云存储帐户(即
Dropbox、OneDrive、Google Drive以及
Box)

• 支持超高清显示器

• 集成监控检测：TeamViewer会就磁盘
空间、Windows更新、防病毒保护和
Windows防火墙发出警报。您只需将要
监控的设备分配到您的TeamViewer帐户
即可。

• 终端服务器支持

远程控制

• 无附加费用的系统服务安装，从而允许全
天候访问目标服务器。例如：服务器远程
维护或管理。

• 即使没有Internet，也可通过TCP/IP直接
实现LAN连接。

• 调用专用键(例如，Ctrl+Alt+Del)

• 同步剪贴板 

• 支持UAC (用户帐户控制)

• 远程打印：方便地使用本地打印机打印来
自远程计算机的文件。
自动集成已安装的打印机。

• 除标准的桌面共享之外，还包括实际的
VPN (虚拟专用网络)通道

• 黑屏功能：将远程计算机的显示器变为黑
屏，例如：在您访问您的办公室PC时而不
希望其他人看到。

• 切换角色：可方便地在会话期间切换监控
与被监控方画面。

• 文件传输的拖移功能 - 可双向拖移到任
何需要的位置

• 会话移交：邀请任意一位伙伴作为当前
远程控制会话中的专家，与之共同解决
问题。
如有必要，该专家可完全接管会话。

• 用于与远程计算机相互进行文件传输的综
合文件管理器(包括续传功能)

• 重启远程计算机及随后的自动重新连接 
（在安全模式下也适用）

• 可远程更新(远程更新TeamViewer版本) 
且能自动重新连接

• 可通过iOS、Android以及BlackBerry平台
的app控制远程计算机，并在移动设备之
间进行双向文件传输

• 多显示屏支持 - 可在多个显示屏画面之
间灵活浏览。在您的本地屏幕上同时显示
多个远程屏幕画面，例如：用2个窗口表
示2个显示屏画面。

• 自由调整远程控制窗口大小

• 保存各个连接设置，以便将来通过组、
联系人或计算机实现与同一计算机的所
有连接

• 远程控制会话期间可在白板上自发绘图，
包括多种形状、笔、标记工具和气泡对
话框

• 在远程控制会话期间进行备注，记录已完
成的工作，并在每次远程控制会话之后
自动备注

• 在远程控制会话中集成截屏功能

• 查看远程计算机的系统信息

• 在不同选项卡中打开多个连接

• 桌面快捷方式：只需使用拖放操作即可将
特定计算机从您的计算机和联系人列表
拖动到您的桌面上，以便启动快速远程
控制会话

会议/演示

• 安排和组织会议

• 利用Microsoft Outlook中集成的
TeamViewer按钮，您可轻松地安排会
议。

• 通过您的邮件客户端发送邀请和相应的会
话数据 - 轻松而简便的参与

• 即使没有参加者也可启动会议 - 令您做
好周全准备

• 只需单击鼠标，即可轻松、自发地启动会
议、视频通话和电话会议

• 在线会议停止加入功能可对受邀参加者进
行额外的访问控制

• 细致的权限管理：区分演示者、组织者和
参加者。可指定不同的演示者，并在会议
期间更替

• 所有与会者都可通过VoIP、视频、电话会
议以及聊天进行互动交流。

• 演示期间可随心绘画的白板，包括多种图
形、绘图笔、标记和对话气泡，以及保存
截图的选项。

• 会议期间可分享文件供参与者下载

• 参加者之间的互动方式可以单独设置

• 单独选择您想要共享的应用程序

• 您的本地屏幕图像可显示您的参加者在会
议和演示期间实际看到的画面。

• 参加者也可通过iPhone、iPad或Android
设备参加会议。

• 无需安装软件(仅用HTML和Flash)，便可
在在浏览器中与多名参加者查看演示/培
训会话。

模块

• 客户模块(QuickSupport、QuickJoin)：无
需安装即可使用，并且无需管理员权限。

• 将客户模块(QuickSupport)关联到您的
计算机和联系人列表：打开客户模块后，
您的伙伴就出现在您的计算机和联系人
列表中，您无需交换ID和密码就可与他
们连接。

• 可通过客户模块(QuickSupport)交换聊
天消息，甚至在建立连接之前执行这一操
作。您的客户可立即提供详细资料或报告
问题，而无需通过电话与您联系

TeamViewer 性能范围
概述

比较和查看 TeamViewer 的性能和特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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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在客户模块(QuickSupport)中设置用户
自定义的免责条款(免责声明)，规定伙伴
在连接前必须接受。

• 独立的客户模块(QuickJoin)可用于在线
演示和会议，十分方便执行。

• 免费的TeamViewer主机模块
（TeamViewer Host）可用来永久访问无
人值守的计算机/服务器。将它添加到您
的计算机和联系人列表(带ID和密码)，便
可通过单击实现连接。

• 可提出即时支持请求，并通过
TeamViewer Host模块自动生成服务事项

• 可直观地修改客户模块
(QuickSupport、QuickJoin、Host) - 根
据您公司的设计创建您需要的模块。

• 对客户模块进行的定制也将应用于相关下
载网站以及等候室，以增强个性化和提
高专业度

• Web Connector - 是否可能在外出期间
执行紧急任务(例如在度假期间通过宾馆
或网吧)？无需安装软件，只需通过Web
浏览器即可控制远程计算机(纯HTML和
Flash)。

• 便携版：随身携带和调用您亲自配置的
TeamViewer，例如：可通过USB记忆棒
在任意一台计算机上直接使用。

• 使用TeamViewer MSI软件包，在域网络
中方便地进行软件分配和设置。

• TeamViewer Manager：这种独立的数据
库应用程序全面支持计算机和联系人管
理以及会话记录(如用于计费)。可使用
本地或SQL数据库。您可在TeamViewer 
Management Console中查找到更多管理
功能。

Management Console
• 基于网络的管理

• 全方位的用户管理，针对企业的每个
TeamViewer用户实现密码创建、编辑、
禁用和密码管理。

• 集中设置策略可为您所有的TeamViewer
安装设备应用、分发甚至强制执行相关
设置

• 组共享：可与其他TeamViewer用户共享
联系人组。

• 针对所有连接提供全面的报表功能，作为
精确计费的基准。

• 通过计算机和联系人列表进行基于网络
的连接

• 服务队列：所有服务实例集中在一个服务
队列中，根据会话代码进行标识，并且可
以在您的团队内部进行整理。会话代码取
代了TeamViewer ID和密码。

• 将自定义客户模块保存在Management 
Console中，并将一个单独链接发送给您
的客户。您可随时在Console中更改您的
设计。在下载过程中，您的客户会自动接
收 新的TeamViewer版本。

TeamViewer API
• 用于集成到您的应用中，如帮助中心、电

子邮件请求系统或CRM (与Management 
Console对接)

• 计算机和联系人API：将您的计算机和联
系人集成到任何软件中

• 报告API：访问来自Management 
Console的连接报告数据

• 用户管理API：从活动目录域中导入用
户，编辑自己的TeamViewer帐户信息

• 会话管理API：创建并读取会话代码

安全性

• 自动生成随机密码，实现安全的一次性
访问

• 可媲美家庭银行的安全性(SSL)：RSA-
2048公用/私用密钥交换和AES 256位会
话编码

• 所有聊天和视频经过端对端加密

• 可使用密码保护程序选项，或明确规定只
有管理员才有更改的权利。

• 通过黑名单阻止不需要的访问，通过白名
单明确指定允许的访问。

• 当关闭连接时，可自动锁定服务器等远程
计算机 (可选，可设置)

• 用户可定义闲置会话超时限制

• 远程注销TeamViewer用户帐号：您可以
在TeamViewer Management Console中
看到所有处于活动状态的帐户登录。如果
您忘记注销，可远程终止它们。这样可以
阻止未经授权的帐户访问。

• 设置策略中包含管理白名单，可一次性管
理多个设备的权限

• 按照质量管理标准DIN EN ISO 9001，获
得安全导向型公司的认证。

• IT专家和顾问联邦协会(Bundesverbandes 
der IT-Sachverständigen und Gutachter 
e.V.)质量印章( 高得分)

• 通过使用VeriSign的代码签名，软件具备
独一无二的外观标识 。

• 根据Fiducia IT AG执行的安全性测
试，TeamViewer已被授权用于银行业务
场所

• 双重验证：使用智能移动设备生成安全代
码。登录过程中需要同时使用代码和密
码。(在Management Console中激活，
符合HIPAA和PCI DSS要求)

适用性 
• 无需配置就可直接启动和使用

• 自动检测代理配置/代理脚本信息

• 在发生临时网络故障时(例如DSL连接断
开)，您无需重新召集客户，因为连接会
自动重新建立。

• 用于远程控制会话、永久且唯一的计算机
相关ID (就像电话号码，它们在每次通话
时都不会改变)

• 用于计划和执行独立于计算机的会议的
相关ID

• 自动发现附近的联系人和设备

• 在所有Microsoft Windows窗口中，提供
可选的QuickConnect按钮，使其能进行自
发演示和团队合作。

• 国际键盘支持

• 自动安装 新更新，确保软件始终为 新
版本。(可设置)

• 头像图片可提高您的专业形象，并有助于
区分您与他人

• 布局清晰的用户界面，上手简单，触摸操
作顺畅，反应迅速

• 双击窗口顶栏可将窗口 大化

性能

• 在多数情况下，智能连接能实现直接和快
速的点对点连接。

• 分布于世界各地的路由服务器使得
TeamViewer在跨地区应用中反应迅速。

• 快速传输移动图像：实时、无延迟地向您
的演示参加者者显示视频 (同时也取决于
计算机性能以及互联网连接质量和带宽)

• 在借助于 近的服务器的情况下，通过使
用GeoLocalization模块来实现智能路由。

• 在慢速环境(ISDN、调制解调器)中仍能
进行连接

• 智能自动模式可调整显示质量和色彩深度

投资安全性

• 终生许可证 - 可不受时间限制地使用

• 7天满意保证期

• 拥有国内外知名客户

界面友好实用

• 由经过专业培训的TeamViewer员工为您
提供电话咨询和支持，不仅仅只是客服呼
叫中心，绝无强行推销。

• 用户手册和在线帮助

• 本软件提供30多种语言版本，因此适合在
全球各地使用。

• 简单易用-方便用户的软件管理

• 合理的价格模式，包括退货权益。

• 供个人使用的免费版：个人可在家中免费
使用的软件。

• 无需注册 - 免费试用软件，无需提供任
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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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性

• 稳定性强、分布式高的可用网络

• 已拥有上百万的安装用户，出现的各种问
题能立即得到反馈和更正。

• 全年无休地监视所有重要元件

费用/许可证模式

• 您可以使用一个许可证来支持任意台客
户计算机和服务器。主机不会产生任何
费用。

• 连接时只需一方拥有许可证，例如在家庭
办公的情况下，一台授权的办公计算机可
获得任意多台计算机的访问。

• 一次性支付：无额外的费用就意味着该解
决方案具有了无与伦比的吸引力。

• 合理的主版本更新价格 - 更新完全自
愿，无任何升级到新版本的压力。

• 许可证用户享受免费电话支持

• 无隐性成本

• 订购即发送许可证信息 - 支持信用
卡、PayPal、银行转账或支票支付

插件/订阅(可选)

• 移动设备支持(许可证AddOn)：从任何
Windows、Mac OS或Linux计算机为移
动设备提供远程技术支持，包括远程设备
实时截屏、聊天和闪屏振动、文件传输、
向设备剪贴板推送文本、拉取系统日志
文件等。

• ITbrain™ (订阅)：远程监控和资产跟
踪 - 通过基于云平台的Management 
Console方便地监控您所有的设备，包括
警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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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

电话：010 8405 3649

普通话 (免付費電話)

电话：400 120 3541

粤语

电话：010 8418 1824

粤语 (免付費電話)

电话：400 120 3143

电子邮件：73537@033.tv

地址：TeamViewer GmbH | Jahnstr. 30 | 73037 Göppingen | Germany

实时体验TeamViewer
只需两分钟

欢迎来电 – 我们非常乐意与您建立TeamViewer连接，

只需两分钟，您便会了解我们软件的独特优势！

电话：010 8405 3649 (普通话)

或者从我们的网站订购TeamViewer，

享受完整的7天退款保证。

www.teamviewer.com

我们非常乐意为您提供许可和技术相关事宜的专业

建议。

欢迎来电！

您的来电将不会转至呼叫中心 – 

我们的TeamViewer专
家将直接与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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