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日葵新版管理平台

帮助文档

V 1.0.0
202109241751



目录

1 概述.....................................................................................................................................4

2 向日葵新版管理平台.........................................................................................................4

2.1 设备管理..................................................................................................................5

2.1.1 设备列表.............................................................................................................. 5

2.1.1.1 主机列表展示...................................................................................6

2.1.1.2 主机分组...........................................................................................7

2.1.1.3 主机设置...........................................................................................8

2.1.2 共享管理............................................................................................................17

2.1.3 群发管理............................................................................................................18

2.1.3.1 添加消息群发.................................................................................19

2.1.3.4 文件分发.........................................................................................23

2.1.4 安装部署............................................................................................................28

2.1.4.1 批量部署.........................................................................................28

2.1.4.2 定制软件.........................................................................................34

2.1.5 硬件管理............................................................................................................73

2.1.5.1 开机棒.............................................................................................74

2.1.5.2 智能插座.........................................................................................81

2.1.5.3 智能插线板.....................................................................................83



2.2 IT 资产管理............................................................................................................86

2.2.1 硬件信息............................................................................................................89

2.2.1.1 硬件信息.........................................................................................89

2.2.1.2 硬件变更记录.................................................................................91

2.3 坐席管理............................................................................................................... 93

2.3.1 坐席成员............................................................................................................94

2.3.1.1 帐号模式.........................................................................................94

2.3.1.2 ID 模式.............................................................................................98

2.3.2 星标客户..........................................................................................................105

2.3.3 坐席日志..........................................................................................................105

2.3.4 安全设置..........................................................................................................106

2.3.4.1 手机验证.....................................................................................106

2.3.4.2 MAC 地址过滤............................................................................107

2.4 安全审计............................................................................................................. 108

2.4.1 远控日志..........................................................................................................109

2.4.2 控制端日志......................................................................................................110

2.4.2.1 最近登录记录................................................................................110

2.4.3 客户端日志......................................................................................................111



1 概述

向日葵是国内知名软硬结合的远程控制服务商，深耕远程行业十余年，自主研发向日

葵远程控制软件及开机棒、开机插座、控控/方舟、插线板等多款智能硬件，实现远程开机

-控制-关机一体化操作，支持电脑、手机、平板之间相互控制；满足 IT 远程运维、技术支

持远程协助、商务人士远程办公、远程教学等场景需求。

2 向日葵新版管理平台

向日葵新版管理平台是基于向日葵旧版控制台原有的功能对 UI 和功能进行优化，新

版管理平台按模块区分功能，主要有以下四大功能模块：设备管理、IT 资产管理、坐席管

理、安全审计。访问向日葵新版管理平台站点地址：https://console.sunlogin.oray.com/ ，

输入向日葵帐号密码登录，本文将详细介绍这些功能模块的使用步骤。

https://console.sunlogin.oray.com/


2.1 设备管理

企业管理员通过【设备管理】实现对帐号下所有的主机设备进行管理，如查看主机列

表、管理主机分组、主机的共享管理、群发管理、安装部署和硬件管理。

2.1.1 设备列表

点击左侧导航栏的【设备列表】，在这里可详细查看不同分组下的设备详情信息。



2.1.1.1 主机列表展示

管理员可根据自己所需查看的主机信息手动选择列表展示的内容，页面的左侧点击

“列表展示”，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如：系统、主机所属帐号、分组、硬件设备等。只有勾

选的选项才会在列表中展示，不勾选则不展示。



2.1.1.2 主机分组

主机分组功能是指将具备相同属性的主机归类到一个组里，例如企业内部以部门划分

组别：财务部、销售部、物流部、IT 部等，方便管理者对不同部门的主机进行高效的管理。

在“主机分组”处可以查看主机当前的分组情况，如：分组名称、分组里的主机数量。

①点击“+”可新添分组，在输入框中填写分组名称即可。

②在已有的分组后，可以编辑分组名称和删除分组。

③同时每台主机后都会显示所属的分组。



2.1.1.3 主机设置

在设备列表右侧的操作处，可以对主机进行更多详细的设置。

（1）设置

①设备详情

在“设备详情”处可查看客户端设置和详细信息。

“客户端设置”包括每次远控后刷新验证码、锁定密码、不显示运行托盘、开机启动

向日葵、远控时显示提示气泡、定时开机，以上选项勾选即为开启状态。（注意：客户端

在线状态下才能设置）

“详细信息”展示主机设备的在线状态、葵码、设备的处理器信息、主机最后登录时

间、计算机名称、内存、最后登录 IP 和系统版本。



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管理员如需通过管理平台更改终端主机的设置，点击“更改设

置”按钮，需通过身份验证（帐号下的邮箱或手机）后才可更改设置。



②主机日志

可查询主机近 30 天的日志记录，事件包括桌面控制、远程文件、远程摄像头、远程

CMD。



③共享设备

共享设备指将主机 A 从原帐号共享给其他帐号，一台主机可以同时共享到多个帐号，

接受共享的帐号在设备列表中也可以管理这台主机。

主机未共享给其他帐号时，点击页面的“共享设备”按钮。



在页面弹窗中输入接收共享的帐号、选择接收共享的功能（桌面控制、桌面观看、远

程摄像头、远程文件、CMD/SSH）、选择是否共享标签、设置共享时长，然后点击“添加

共享”，设备共享成功。



在“共享设备”列表中，可以查看此主机已共享到哪些帐号，共享的功能和共享到期

时间（设置共享时若定义了共享时长，设备在有效期内可被远控，到期后将自动取消共享，

无需管理员手动操作取消）。



④域名访问

点击“开启域名访问”按钮，可以开通向日葵客户端设备的域名访问功能。控制方通

过浏览器访问特定的域名地址，验证被控设备的账户密码或访问密码通过后，即可实现远

程访问目标主机，无需安装和登录向日葵软件。



向日葵提供 2 种类型的域名选择：葵域名（一次付费终身使用）和默认域名（由系统

提供免费域名）。



（2）更多

“更多”功能中可以快速设置共享设备、域名访问、删除主机。



2.1.2 共享管理

在“共享管理”中可以安全高效管理共享的设备：

1、将您帐号下主机共享给其他帐号， 其他伙伴就可以通过接收共享的帐号来远控管

理这些共享的主机；

2、新增批量共享功能，选择多台主机批量共享给指定帐号，无需重复操作多次；

3、您也可以收到其他伙伴共享的主机，协助他们管理这些主机；

4、为了安全，您可以随时收回共享的主机。



2.1.3 群发管理

“群发管理”有消息群发和文件分发功能，是企业专属的特色功能，作用是定向给企

业内多主机群发消息或文件。



2.1.3.1 添加消息群发

消息群发：可定时定向给多主机群发消息，支持添加文本和链接地址。企业内有紧急

通知、突发状况、故障告警、会议公告等消息，均可在规定时间内将信息传达到指定的员

工电脑上。

新建消息群发的步骤：

1）在管理平台左侧导航栏中点击【群发管理】，选择“消息群发”，点击页面的“添

加消息群发”按钮。

2）在页面弹窗中配置群发消息的内容和接收对象，如：

①标题：自定义群发的消息标题

②正文内容：填写群发消息的详细内容

③链接地址：支持附带 http://或 https://开头的网址，可不填

④选择接受主机：选择接收群发消息的主机对象



⑤是否定时发送：可以设置消息在指定的时间发送到主机，不设置默认客户端在线时

立即收到消息

以上配置完成后点击“确定”。



3）在消息群发列表中，可以看到管理员已创建的消息群发任务，点击“详情”可查

看消息群发的概况和发送进度，也可以删除群发消息任务。



4）系统将群发消息任务按照配置发送到指定主机，客户端主机只要在线即可接收消

息。如客户端主机未在线，需尽快通知客户端主机尽快上线接收。（群发消息任务在 24 小

时内有效，超过时限客户端主机未上线无法再接收消息）

注意：群发消息的接收当前仅支持 Windows 和 Linux 平台的企业版客户端。



2.1.3.4 文件分发

文件分发：可用于企业管理者向员工电脑发送指定文件，文件可设置定时定向发送，

多主机文件传输可限流量，可新建、删除文件分发，和查看以往的分发记录。

新建文件分发的步骤：

1）在管理平台左侧导航栏中点击【群发管理】，选择“文件分发”，点击页面的“新

建文件分发”按钮。

2）在弹窗页面中配置文件分发的内容：

①选择分发文件：支持选择/拖拽文件，限额 1G

②填写分发任务名称：设置分发任务的名称

③选择接收文件的主机：选择接收文件的主机对象

④填写文件保存路径：设置分发的文件在主机的保存路径，若为空，默认分发至客户

端设置的文件保存路径（企业版客户端—设置—高级设置：文件分发）

⑤是否覆盖相同文件名的文件：勾选即覆盖文件名相同的原文件，不勾选则不覆盖



⑥设置客户端下载时段：可设置客户端在指定的时间下载分发的文件，若不设置，

则客户端在线时立即下载

⑦下载速度：可限制企业版客户端下载分发的文件的速度，最大支持限制 500KB/S，

不勾选则不限速

⑧是否下载后自动执行：勾选后，客户端主机下载分发的文件后自动执行，不勾选

则不执行



3）以上配置内容填写完成后，点击“确定”，文件会上传到向日葵服务器。

4）文件成功上传到向日葵服务器后，新建分发文件任务成功。分发任务的有效期为 7

天，需要在有效期内通知客户端主机上线接收文件。



5）在文件分发列表中，可以看到已创建的文件分发任务，可查看具体“详情”和“删

除”文件分发任务。



6）系统将文件按照配置要求发送到指定的客户端主机上。

文件保存路径注意事项：

①若不填，Windows 客户端默认是安装目录的 SunloginClient\Sunlogin Files；Linux 客户

端默认是\home\xxx\Documents\Oray\Sunlogin\FileTransferFiles

②请确保输入的盘符在客户端主机是存在的，否则将导致分发失败；

③同时分发给 Windows、Linux 客户端时，请使用默认路径，否则将导致分发失败。



2.1.4 安装部署

安装部署是向日葵企业服务级别的特色功能，提供两种定制安装包的方式，分别是批

量部署和定制软件，适应不同场景需求的企业用户使用。

2.1.4.1 批量部署

批量部署：适用于大型企业（拥有大量电脑设备）以及连锁门店（如超市、酒店、服

装店）等行业，预先配置向日葵客户端安装包的属性、访问密码等，主机下载安装自带配

置信息的向日葵客户端安装包并自动绑定到帐号，控制端即可对主机发起远程控制，达到

快速大批量部署的目的，免去逐台电脑配置的麻烦。

批量部署的使用步骤：



1）在【批量部署】中点击“添加安装包”。

2）配置定制安装包的基本属性：

—安装信息

安装包名称：自定义向日葵客户端安装包的名称

允许登录的帐号：仅允许为本帐号，不支持登录其他帐号

主机名前缀：定义主机安装客户端后主机名的前缀，如“vp”，则在主机名前统一加

前缀 vp，不填则无前缀

主机名后缀：从选项框中选择主机名后缀的规则，选项有：计算机的 mac 地址、计



算机名、公网 IP、按安装顺序数字编号、内网 IP

主机分组：可预设定制的安装包属于哪个分组

—主机权限设置：针对定制客户端安装包的基础设置和安全设置，提供 5 种设置模版

让您快速完成主机权限的设置

①通用版：常规设置，适用私密度较低的主机

②无痕运行版：主机可通过 CMD 静默安装；安装后，不显示桌面快捷方式、托盘图

标、气泡消息、卸载入口

③增强安全版：适合中等私密的主机，主机被远程后会锁定向日葵客户端，每次远控

后会更新主机验证码

④最高安全版：适合高私密的主机，禁止对主机传输文件、复制文字等，每次远控后



会更新主机验证码

⑤自定义权限：自行定义主机的基本设置和安全设置

—共享

可以预设将此安装包生成的主机共享给其他帐号，分享后，其他帐号在主机列表会显

示该主机并可对其操作。支持共享至当前帐号及其子帐号、指定帐号；不开启共享开关则

主机不会共享到其他帐号。



—生成安装包

定义了安装包的属性后，根据安装的主机系统位数选择生成 32 位安装包、64 位安装

包。

3）接着等待定制安装包生成即可，约耗费 2 分钟时间，可返回定制列表等待。



4）创建好的安装包，在批量列表右侧点击“下载”。提供 2 种方式下载，任选一种方

式将安装包下载到 Windows 电脑安装即可。

①可复制下载链接发送到给员工自行安装；

②直接下载安装包到本地。



2.1.4.2 定制软件

定制软件：指定制专属于企业品牌或具有企业风格的远程控制软件，可自定义软件的

皮肤颜色、软件名称、logo、功能等，个性化程度高，可提升企业形象和员工归属感。支

持定制以下平台的软件包：Windows 客户端、Windows 控制端、Android 客户端、Android

控制端和 Linux 客户端。

1）Windows客户端

进入向日葵新版管理平台，在【安装部署】—【定制软件】，选择“Windows 客户端”，

并点击“立即定制”。



定义 Windows 客户端安装包的属性设置：

—基本属性：

①软件名称（中文）：定义 Windows 客户端的中文名称，软件界面显示的中文名称

②软件名称（英文）：定义 Windows 客户端的英文名称

③皮肤设置：选择客户端皮肤的主题颜色，可选具备企业风格的颜色

④网站地址：输入企业的网站地址，非必填项

⑤logo 标识：可选通用 logo（系统默认 logo）或自定义 logo



若 logo 标识选择“自定义 logo”，需按照页面要求上传对应尺寸、文件格式和不同状态的 logo

图标，未上传的 logo 将使用通用 logo 代替。）查看如何为定制安装包制作 ICO 图标

https://service.oray.com/question/3799.html


—界面功能显示：可选自定义功能，或绿色方案。

①自定义功能默认勾选“远程协助”，并可勾选是否隐藏识别码和验证码。若不勾选

“远程协助”功能，则客户端不可以被识别码方式远控，及不可以通过识别码远控别人；

②绿色方案默认只有远程协助功能。



—安装包名称：

自定义安装包名称，此名称为下载安装包时显示的程序名称，安装包名称必须为英文

或数字组合。

—允许登录的帐号：

①当前帐号：选择登录帐号为当前帐号，客户端安装后默认登录，无需再次输入帐号

密码

②所有帐号：当前帐号及帐号下所有的子帐号（企业+版服务可选）

③指定帐号（企业+版服务可选）



—主机名前缀：

定义主机名的前缀，如设置为“vp”，则主机名前加统一前缀 vp，可不填。

—主机名后缀：

在以下选项中选择：计算机的 mac 地址、计算机名、公网 IP、按安装顺序数字编号、

内网 IP。



—主机分组：可预先定义此定制包所属的分组，方便区分筛选。

—主机权限设置：

提供 5 种类型可选：通用版、无痕运行版、增强安全版、最高安全版、自定义，主要

区别如下：

①通用版：适合私密度较低的主机

②无痕运行版：主机可通过 CMD 静默安装，安装后不显示桌面快捷方式、托盘图标、

气泡消息、卸载入口

③增强安全版：适合中等私密的主机，主机被远程后会锁定向日葵客户端，每次远控

后会更新主机验证码

④最高安全版：适合高私密的主机，禁止对主机传输文件、复制文字等，每次远控后

会更新主机验证码



④自定义：根据需求自行选择所需的功能和权限

—将此安装包生成的主机共享给其他帐号：

此功能开启后，定制安装包生成的主机自动共享给指定的帐号（可选帐号管理中的所

有帐号、指定帐号），根据需求勾选共享主机的功能，不开启则不共享。



—其他功能：

开启后，主机状态信息嵌入到用户自有的软件界面（状态包括：客户端在线、离线、

是否被远控）

开启后，此安装包支持与标准版安装包共存（同台设备支持同时安装软件定制包及标

准版安装包）

确定好以上的属性后，根据安装的主机系统位数选择定制32位安装包或64位安装包，

返回定制软件列表，等待安装包创建完成即可。



创建好的定制安装包，在批量列表右侧点击“下载”。提供 2 种方式下载，任选一种

方式将安装包下载到 Windows 电脑安装即可。

①可复制下载链接发送到给员工自行安装；

②直接下载安装包到本地。



2）Windows 控制端

进入向日葵新版管理平台，在【安装部署】—【定制软件】，选择“Windows 控制端”，

并点击“立即定制”。

定义 Windows 控制端安装包的属性：

—基本属性：

①软件名称（中文）：定义控制端软件的中文名称，安装后显示的软件中文名称

②软件名称（英文）：定义控制端软件的英文名称

③皮肤设置：选择控制端皮肤的主题颜色，可选具备企业风格的颜色

④网站地址：输入企业的网站地址，非必填项



⑤logo 标识：可选通用 logo（系统默认 logo）或自定义 logo（需按照页面要求上传

对应尺寸、文件格式和不同状态的 logo 图标，未上传的 logo 将使用通用 logo 代替。）查

看如何为定制安装包制作 ICO图标

https://service.oray.com/question/3799.html
https://service.oray.com/question/3799.html




—界面显示功能：

可选自定义功能（自行勾选所需功能）、绿色方案（默认勾选了固定的选项，不可更

改），如下图：





—安装包名称：

此名称为下载安装包时显示的程序名称，必须为英文或数字组合，与软件名称不同。

—允许登录的帐号，允许登录定制包的帐号，有以下选项可选：

①当前帐号（指当前登录向日葵管理平台的帐号）

②所有帐号：当前帐号及帐号下所有的子帐号（企业+版服务可选）

③指定帐号（企业+版服务可选）

确定好以上的属性后，根据系统位数不同，定制对应位数的安装包，等待安装包创建

完成即可。



创建好的安装包，在定制软件列表右侧点击“下载”。提供 2 种方式下载，任选一种

方式将安装包下载到 Windows 电脑安装即可。

①可复制下载链接发送到给运维人员自行安装；

②直接下载安装包到本地。



3）Android 客户端

进入向日葵新版管理平台，在【安装部署】—【定制软件】，选择“Android 客户端”，

并点击“立即定制”。

定义 Android 客户端安装包的属性设置：

—基本属性：

①软件名称（中文）：定义 APP 的中文名称，安装后显示的 APP 中文名称

②软件名称（英文）：定义 APP 的中文名称，安装后显示的 APP 英文名称

③logo 标识：支持通用 logo（无需上传安装包 logo 图片），或自定义 logo（需按照

页面要求



上传对应尺寸、文件格式和不同状态的logo图标，未上传的logo将使用通用logo代替。）

④网站地址：输入企业的网站地址，非必填项

—皮肤设置：



皮肤设置：设置定制安装包的皮肤颜色

—功能设置：配置客户端支持的被控功能，功能勾选即有，不勾选即无

可选功能：远程桌面（观看及控制）、远程摄像头、远程文件、远程协助、搭配 UUpro

辅助和辅助服务

—安装包名称：

自定义安装包名称，此名称为下载安装包时显示的程序名称，安装包名称必须为英文

或数字组合。

—允许登录的帐号，提供以下选项选择：



①当前帐号：指当前登录向日葵管理平台的帐号

②所有帐号：当前帐号及帐号下所有的子帐号（企业+版服务可选）

③指定帐号（企业+版服务可选）



—主机名前缀：

定义主机名的前缀，如设置为“vp”，则主机名前加统一前缀 vp，可不填。

—主机名后缀：

必选项，在下面选项：设备厂商、按安装顺序数字编号、公网 IP，以上 3 个选项选择

—主机分组：

可预先定义此定制包所属的分组，方便区分筛选。



—主机权限设置：

可预设主机的相关权限，如开机自启动、预设访问密码、识别码远控需得到本机同意、

每次远控后刷新验证码、图像质量（速度优先、平衡优先、质量优先），设备屏幕的大小

和旋转角度。



—共享主机及其功能：此功能开启后，安装包生成的主机才能共享给其他帐号，不开启则

不共享。

①主机共享帐号：选择主机共享的帐号，可选帐号管理中的所有帐号、或指定帐号

②共享主机功能：可选桌面控制、桌面观看、远程摄像头、远程文件，根据需求勾选

确定好以上的属性后，点击“定制安装包”，等待安装包创建完成即可。

创建好的安装包，在定制软件页面右侧点击“下载”：

1）复制链接发送到 Android 设备下载安装；

2）下载安装包到本地再发送给 Android 设备。



4）Android 控制端

进入向日葵新版管理平台，在【安装部署】—【定制软件】，选择“Android 控制端”，

并点击“立即定制”。



定义 Android 控制端安装包的属性设置：

—基本属性：

①软件名称（中文）：定义 APP 的中文名称，安装后显示的 APP 中文名称

②软件名称（英文）：定义 APP 的英文名称，安装后显示的 APP 英文名称

③logo 标识：可选通用 logo（默认向日葵原 logo）或自定义 logo（需自行上传符合

logo 格式和大小的图片）



—界面功能定制，功能勾选即有，不勾选即无：

①设备界面：定制控制端 APP【设备】界面的功能，可根据实际需求勾选。提供以下功能选

择：添加主机、桌面控制、摄像头、桌面观看、远程文件、CMD 命令行

②远协界面：定制控制端 APP【远协】界面的功能，可根据实际需求勾选。提供以下功能选

择：远程协助、手机投屏

③发现界面：定制控制端 APP【发现】界面的功能，可根据实际需求勾选。提供以下功能选

择：局域网扫描

注意：最终可使用的功能，由所登录的帐号级别决定



—安装包名称：

自定义安装包名称，此名称为下载安装包时显示的程序名称，安装包名称必须为英文

或数字组合，与软件名称不同。

—允许登录的帐号：允许定制安装包登录的帐号。

①当前帐号：指当前登录向日葵管理平台的帐号

②所有帐号：当前帐号及其子帐号（企业+版服务可选）

③指定帐号（企业+版服务可选）

确定好以上的属性后，点击“定制安装包”，等待安装包创建完成即可。



创建好的安装包，在定制软件页面右侧点击“下载”：

①复制链接发送到 Android 设备下载安装；

②下载安装包到本地再发送给 Android 设备。



5）Linux 客户端

进入向日葵新版管理平台，在【安装部署】—【定制软件】，选择“Linux 控制端”，

并点击“立即定制”。

定义 Linux 客户端安装包的属性设置：

—基本属性：

①软件名称（中文）：定义 Linux 客户端的中文名称，软件界面显示的中文名称

②软件名称（英文）：定义 Linux 客户端的英文名称

③皮肤设置：选择客户端皮肤的主题颜色，可选具备企业风格的颜色

④网站地址：输入企业的网站地址，非必填项



⑤logo 标识：可选通用 logo（系统默认 logo）或自定义 logo



若 logo 标识选择“自定义 logo”，需按照页面要求上传对应尺寸、文件格式和不同状态的 logo

图标，未上传的 logo 将使用通用 logo 代替。）查看如何为定制安装包制作 ICO 图标

https://service.oray.com/question/3799.html


—界面显示功能：可选自定义功能，或绿色方案。

①自定义功能可根据实际使用需求勾选所需的功能：远程协助、手机投屏、搭配开机

棒、服务升级续费、隐藏识别码、隐藏验证码。

②绿色方案默认只有远程协助功能。



—安装包名称：

自定义安装包名称，此名称为下载安装包时显示的程序名称，安装包名称必须为英文

或数字组合。

—允许登录的帐号：

①当前帐号：选择登录帐号为当前帐号，客户端安装后默认登录，无需再次输入帐号

密码

②所有帐号：当前帐号及帐号下所有的子帐号（企业+版服务可选）

③指定帐号（企业+版服务可选）



—系统：

选择定制 Linux 的客户端是属于什么系统，支持 Ubuntu/Deepin、CentOS、UOS、

麒麟。

—平台：选择对应的平台，如 X86、arm



—主机名前缀：

定义主机名的前缀，如设置为“vp”，则主机名前加统一前缀 vp，可不填。

—主机名后缀：

在以下选项中选择：计算机的 mac 地址、计算机名、公网 IP、按安装顺序数字编号、

内网 IP。

—主机分组：可预先定义此定制包所属的分组，方便区分筛选。



—主机权限设置：

提供 4 种类型可选：通用版、增强安全版、最高安全版、自定义，主要区别如下：

①通用版：常规设置，适合私密度较低的主机

②增强安全版：适合中等私密的主机，主机被远程后会锁定向日葵客户端，每次远控

后会更新主机验证码

③最高安全版：适合高私密的主机，禁止对主机传输文件、复制文字等，每次远控后

会更新主机验证码

④自定义：根据需求自行选择所需的功能和权限



—其他功能：

开启后，主机状态信息嵌入到用户自有的软件界面（状态包括：客户端在线、离线、

是否被远控）

开启后，此安装包支持与标准版安装包共存（同台设备支持同时安装软件定制包及标

准版安装包）

—将此安装包生成的主机共享给其他帐号：

①是否将此安装包生成的主机共享给其他帐号；

②如开启①的开关，定制安装包生成的主机自动共享给指定的帐号（可选所有帐号、

指定帐号）；

③根据需求勾选共享主机的功能，不勾选则不共享功能；

④将主机状态信息嵌入到你自己的软件界面。



确定好以上的属性后，点击“定制安装包”，返回定制软件列表，等待安装包创建完

成即可。

创建好的定制安装包，在列表右侧点击“下载”。提供 2 种方式下载，任选一种方式

将安装包下载到 Windows 电脑安装即可。

①可复制下载链接发送到给员工自行安装；

②直接下载安装包到本地。



2.1.5 硬件管理

向日葵新版管理平台的【硬件管理】当前支持管理开机设备：开机棒、开机插座和开

机插线板。



2.1.5.1 开机棒

开机棒：向日葵开机棒是用于远程开机的智能硬件，接入路由器后，配合向日葵远程

控制软件，可以通过手机、平板、Windows 等设备，随时随地远程开启远端电脑主机。

1）添加开机棒

①已购买向日葵开机棒需要先将开机棒添加到帐号下，并绑定指定主机，才可以实现

远程开机。在【硬件管理】中点击“添加开机棒”。



②在页面弹窗中输入开机棒的 SN码和名称，点击“确定”。

③开机棒成功添加到帐号下，点击“详情”对开机棒进行管理。



2）设备详情

查看开机棒的在线状态，SN 码、MAC 地址、服务类型（独享版 or 局域网版），还可

以对开机棒进行转赠和删除操作。

独享版：可绑定局域网内 1 台主机并实现远程开机

局域网版：自动扫描局域网内所有主机并绑定后即可开机



①转赠开机棒：可以将开机棒从 A 帐号转赠到 B 帐号，转赠后无法收回开机棒，请

谨慎确认转赠操作和接受者帐号。

②删除开机棒：删除后，该开机棒原有的数据将会被清空且取消设备远程功能，开机

棒可重新绑定任意帐号。



③设备管理

开机棒添加到帐号下，还需要绑定主机或其他需要远程开机设备的 MAC 地址，才可

以实现远程开机。

a.绑定主机

点击“绑定主机”，开机棒会自动扫描同物理局域网内已绑定相同帐号的主机。将需

要远程开机的主机从左边方框选中至右边方框中，并点击“保存修改”，代表开机棒已绑

定主机。



b.绑定其他设备

若需实现远程开机的设备是 NAS 或其他支持 WOL 唤醒的设备，需要点击“绑定其他

设备”，在弹窗中输入主机名称和设备 MAC 地址，点击“确定”即可。



③花生壳 DDNS

向日葵开机棒内置花生壳 DDNS 功能，开机棒在线且当前网络具备真实的动态的公网

IP 前提下。启用该功能，帐号下的域名会自动解析到当前网络的公网 IP 地址，可用作发

布网站服务的用途，支持“本帐号登录”和“其他帐号登录”。

本帐号登录：默认为当前登录向日葵新版管理平台的帐号登录。

其他帐号登录：手动输入其他已注册了的贝锐帐号密码登录。



2.1.5.2 智能插座

智能插座：向日葵智能开机插座是一款可以实现远程开关机的插座，对电脑主板的适

配更广泛，主板支持并开启 AC Recovery 即可。配合向日葵客户端，实现先关机再断电，

还具有定时关机、倒计时关机、断电记忆等功能。

开机智能插座需要通过向日葵控制端软件（手机 APP 或 PC 端）添加后，才能在向日

葵管理平台对设备进行管理。



1）硬件详情

可查看开机插座的名称、版本、详细信息（包括状态开启/关闭、设备 SN 码、MAC

地址、固件版本和插座版本），点击下方的“删除插座”，可将插座从帐号下删除。



2）设备管理

设备管理页面是引导用户从主机绑定帐号、设备绑定主机、到实现远程开机的流程，

目前设备绑定主机的操作仅能通过向日葵手机控制端 APP 进行。

2.1.5.3 智能插线板

智能插线板：向日葵智能插线板具有独立可控制的电源插口，可以分别设置开启/关闭

状态，能更轻松管理多台主机设备。智能插线板支持断电记忆、指示灯开启/关闭、电量统

计等功能，更好地契合学习工作中的使用需求。

智能插线板需要通过向日葵控制端软件（手机 APP 或 PC 端）添加后，才能在向日葵

管理平台对设备进行管理。



1）硬件详情

硬件详情中展示了插线板的名称、型号、在线状态，各插孔的开关情况还有详细信息

（包括状态开启 or 关闭、当前功率、设备的 SN 码、MAC 地址、固件版本和插座版本）。

下方的“删除插线板”按钮可将插线板从帐号中删除。



2）设备管理

设备管理页面是引导用户从主机绑定帐号、设备绑定主机、到实现远程开机的流程，

目前设备绑定主机的操作仅能通过向日葵手机控制端 APP 进行。

3）电量统计

通过向日葵管理平台监控电脑每日、每周、每月用电，数值化呈现用电时长，有了它，

更清晰了解电脑的用电情况。



4）使用日志

展示插线板每个插孔近 90 天的开关日志信息。

2.2 IT 资产管理

向日葵 IT 资产管理可以为企业提供 IT 设备的管理功能，记录硬件信息和监测硬件变

更记录，帮助企业了解系统资产的全景状况，全方位掌控企业资产。

“IT 资产管理”是向日葵企业+版服务享有的功能，企业员工电脑需安装登录向日葵

企业版客户端 V3.2.1 及以上版本（或定制客户端 V3.2.1），由向日葵企业版客户端获取员

工主机硬件信息并自动上报到向日葵新版管理平台，企业 IT 管理人员通过向日葵新版管理

平台对企业内所有的 IT 资产进行管理，如查看帐号下主机的硬件信息、硬件变更记录和导

出资产数据。有效改善原有的 IT 管理业务流程，节省 IT 成本，并保证资产数据的一致性。

https://sunlogin.oray.com/product/customize


1、在员工电脑安装向日葵企业版客户端 V3.2.1 或以上版本。

2、安装成功，选择“立即绑定帐号”，并输入企业+版帐号登录。



3、企业 IT 管理人员登录向日葵新版管理平台，并输入相同的向日葵企业+版帐号登

录。

https://console.sunlogin.oray.com/resource/device


2.2.1 硬件信息

在向日葵新版管理平台左侧导航栏中点击【IT 资产管理】—-【硬件信息】。

2.2.1.1 硬件信息

在“硬件信息”中，展示从向日葵企业版客户端上报的设备资产信息，资产信息包括：

设备名称、所属帐号、分组、MAC 地址、IP 地址、系统版本、处理器、主板、内存、硬盘、

显卡信息、网卡、显示器。清楚记录具体资产的所属分组、资产数量、使用者等，IT 管理

人员及时掌控 IT 资产的使用状况，易于盘点和监控。



3、可以手动设置硬件资产所展示的信息，点击页面的“列表展示”按钮，在下拉列

表中勾选所需展示的信息，勾选即展示，不勾选不展示。

若发现硬件信息缺失，请尝试将企业版客户端升级到最新版本。

4、支持资产报表一键导出，减负日常盘点。在页面下方点击“导出资产数据”，可选

“导出全部”、“导出当前页”、“导出选择项”的硬件信息数据。



2.2.1.2 硬件变更记录

1、由于人员的流动、设备的更新换代，IT 资产会存在变更的情况。“硬件变更记录”

全面记录企业的硬件资产信息，变更记录及时通知，避免防止员工私自更换配件，导致企

业资产流失。

点击“硬件变更记录”，可以查看员工的设备在近 180 天内具体的硬件变更记录详情，

从左侧的分组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什么部门的设备变动最多，变更记录详情中包括：变更时

间、变更设备名称、变更硬件（包括：显示器、硬盘、网卡、显卡、内存、主板、CPU）、

原配置、新配置、MAC 地址、IP 地址、所属帐号、分组。

若发现硬件信息缺失，请尝试将客户端升级到最新版本。



2、在页面下方点击“导出”，可选“导出全部”、“导出当前页”、“导出选择项”的硬

件变更记录数据。



2.3 坐席管理

向日葵领航·坐席专门针对技术支持人群，提供高速、安全的远程支持解决方案，帮

助技术人员处理复杂的现场问题。

优势简介：

① 每次远控均享受企业级远程通道，不限速、安全高效；

② 支持同时发起多个远程连接，不限制远程连接数，提升工作效率；

③ 通过坐席 ID 分配指定坐席员工使用，坐席只可维护自己的客户，管理更便捷；

④ 支持设置星标客户，存档业务信息，并在控制台提供集中式客户管理，方便信息

的审计和溯源；

⑤ 坐席远程记录可追溯，让管理工作有据可依。

购买领航服务后，管理员可以通过向日葵新版管理平台的【坐席管理】功能，进行添

加/删除坐席、查看坐席日志、查看星标客户和安全设置的操作。

https://sunlogin.oray.com/personal/


2.3.1 坐席成员

在向日葵新版管理平台，点击【坐席管理】—【坐席成员】，显示当前帐号下的坐席 ID

以及对应的坐席名、手机号和星标客户数，并提供删除坐席 ID 和重置坐席 ID 密码的操作。

生成坐席成员有 2 种模式：帐号模式、ID 模式，2 种模式不能同时存在，切换管理模

式将会清空现有的坐席成员信息。

2.3.1.1 帐号模式

“帐号模式”是指在坐席成员通过帐号登录向日葵控制端软件并手动上线坐席，在“坐

席成员”列表中便可查看上线的坐席成员。

1、安装向日葵企业版控制端 v5.4，双击程序运行。在登录窗口选择“帐号登录”方

式，输入已购买坐席服务的帐号密码，并点击“登录”。

https://console.sunlogin.oray.com/


2、登录成功，在【远程协助】功能里，手动点击“坐席上线”，如下图。

PS：可上线的坐席数=购买的坐席数



3、坐席上线成功，根据提示设置坐席名称后，即可开展远程支持工作。



4、在向日葵控制端软件“坐席上线”后，进入向日葵新版管理平台页面，在“坐席

管理”—“坐席成员”处，可以看到通过帐号模式上线的坐席成员，可以对坐席进行删除

和强制下线的操作。



2.3.1.2 ID 模式

“ID 模式”是由管理员在向日葵新版管理平台手动添加对应数量的坐席 ID，再分配坐

席 ID 给不同的技术人员使用。“ID 模式”的好处是每个坐席成员都是独立管理的，并且坐

席成员仅拥有远程协助和查看星标列表的权限功能。

1、添加坐席 ID

1）在向日葵新版管理平台中，点击【坐席管理】，企业+帐号未购买坐席服务时，点

击页面提示的“了解更多”，在了解后可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购买。

2）若坐席原先是帐号模式上线的，需要点击页面右上角的“ID 模式”切换，才能添

加坐席 ID。

注意：切换管理模式将会清空现有的坐席成员信息。



3）切换为“ID 模式”后，页面上方出现出现“添加坐席 ID”的按钮，并点击此按钮。



4）在页面弹窗中填写坐席 ID 的相关参数，如：

①坐席名称：自定义坐席员工的名称

②手机号码：绑定坐席 ID 用于登录软件，或登录时进行安全校验

③设置密码：设置坐席登录的密码

④重复密码：重复输入坐席登录的密码

确认以上信息填写无误后，点击“确定”。



5）系统自动生成坐席 ID 并展示在坐席成员列表中，支持修改坐席名称、修改绑定的

手机号、强制下线、删除坐席和重置密码操作。

备注：可添加坐席数=购买的坐席数

2、坐席登录

1）双击运行向日葵企业版控制端 v5.4，在登录窗口选择“坐席登录”，输入前面

步骤添加坐席成员时，系统生成的坐席 ID 和密码进行登录。



2）还可以点击右下角“手机号登录”切换为坐席 ID 绑定的手机号码+验证码的方式

登录。

3）输入坐席 ID 绑定的手机号，点击“获取验证码”，填写验证码后点击“登录”即

可。



4）坐席登录成功，可以通过识别码发起远控请求，帮助客户解决问题。



通过坐席独立 ID 上线，控制端界面只显示星标列表，不能查看主机列表。



2.3.2 星标客户

在向日葵新版管理平台，选择【坐席管理】—【星标客户】，显示符合条件的星标客户

列表，可点击“远控记录”查看客户被远程控制的操作记录，点击“删除”可以移除当前

星标客户。

2.3.3 坐席日志

在“坐席日志”中记录了近 30 天内坐席成员的操作的日志，日志记录了包括事件（远

程桌面、远程文件、上下线、CMD）、事件、坐席 ID、客户识别码和事件记录等信息。

https://console.sunlogin.oray.com/seats


2.3.4 安全设置

在向日葵新版管理平台，选择【坐席管理】—【安全设置】，可以对坐席的登录做安全

设置。

2.3.4.1 手机验证

勾选“登录时验证手机”后，在向日葵控制端上使用坐席 ID 登录时，需要通过预留的

手机号码完成短信验证方可成功登录。

https://console.sunlogin.oray.com/seats


2.3.4.2 MAC 地址过滤

勾选“MAC 地址过滤”，可选择设置“MAC 地址白名单”或“MAC 地址黑名

单”来限制特定的 MAC 地址设备登录向日葵控制端。



2.4 安全审计

企业用户通常会拥有大量主机，企业终端设备众多，在远程桌面、远程运维等功能的

使用需求也是日益剧增，随之而来的是安全风险问题的增加。

安全审计记录远控日志、控制端日志和被控端日志等运维类型的日志，让企业事后有

源可溯。

不同等级服务支持查看的远控日志时效如下表：

服务 入门版 精英版 游戏版 旗舰/行业版 企业+

日志时效 7 天 14 天 30 天 30 天 30 天



2.4.1 远控日志

可以查看客户端主机近 30 天内的远控事件的日志记录，远控事件包含：桌面控制、

远程文件、远程 CMD、远程摄像头、远程 SSH。



2.4.2 控制端日志

查看控制端的最近登录记录。

2.4.2.1 最近登录记录

点击“最近登录记录”，可查看近 30 天内控制端的登录记录，内容包括控制端的登录

时间、设备名称、控制端的帐号名、登录地的 IP 地址及登录应用等。

当前仅支持查看 Windows 企业版控制端 5.4.1 及以上版本的登录记录，若您在查询时

发现日志缺失，请尝试将客户端升级到最新版本。



2.4.3 客户端日志

查看企业版客户端近 30 天的登录记录，包含以下信息内容：事件（上线、下线）、登

录时间、客户端帐号、设备名称、登录 IP、登录应用。

好了，向日葵新版管理平台的功能和使用就先介绍到这里，若您在使用过程中遇到任

何问题，请前往官网发起工单咨询我们的技术工程师。

https://console.oray.com/center/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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