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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SupportAssist 是一种主动式和预测式技术，可为您的 Dell PC 提供自动化技术支持。它使 IT 管理员能够随时随地从 TechDirect 管理
其 PC 机群。

完成部署后，SupportAssist 可监测各个 PC 并主动检测硬件和软件问题。根据您的服务计划，在检测到问题时，SupportAssist 会自
动向技术支持部门提出支持问题，并向您发送电子邮件通知。

SupportAssist 可安全地收集并发送所需的信息至 Dell 技术支持。所收集的信息可让 Dell 为您提供增强的、高效的、加速的支持体
验。

SupportAssist 可让您通过删除不需要的文件、优化网络设置、调整系统性能以及删除病毒和恶意软件，优化您的 PC。它还能为您的
PC 发现可用的驱动程序更新。

SupportAssist 还会主动从您的 PC 收集遥测、应用程序体验、运行状况和安全数据，并根据您的服务计划提供有关您的 PC 的各种性
能见解。

在 PC 上部署 SupportAssist 后，您可以使用 TechDirect 中的 Connect and manage 来管理 PC 机群。

主题：

• 版本
• 目标受众
• 文档用途

版本
3.1.0.64

目标受众
本部署指南中的信息面向在其客户 PC 上部署 SupportAssist 的合作伙伴。

文档用途
本文档提供了有关加入 TechDirect 并在运行 Windows 操作系统的商用 PC 上配置和部署 SupportAssist 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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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 TechDirect
TechDirect 是一个在线门户，支持您配置 SupportAssist、下载自定义 SupportAssist 软件包以及管理客户的 PC 机群生成的
SupportAssist 警报。

要使用 SupportAssist for business PCs 在 TechDirect 中管理客户的 PC 机群，您必须先加入 TechDirect。

本部分提供有关您和您的客户如何加入 TechDirect 的信息。它还提供了有关您的客户如何批准管理其 PC 机群的请求的信息。

主题：

• 作为合作伙伴加入
• 加入客户

作为合作伙伴加入
在管理客户的 PC 机群之前，您必须执行以下步骤：

1. 创建 TechDirect 帐户。
2. 创建新公司。
3. 激活连接和管理服务。
4. 可选，添加技术人员。
5. 创建新的客户帐户。

注: 如果您已有用于 Connect and manage 的 TechDirect 帐户，并且您想要使用与合作伙伴帐户相同的帐户，请联系您的服务客
户经理或戴尔技术支持以获得帮助，然后再创建新帐户。

创建 TechDirect 帐户

关于此任务

您必须创建用户帐户才能在 TechDirect 中使用 Connect and manage。

步骤

1. 转至 TechDirect。
2. 单击在 Dell.com 注册。
3. 输入名称、电子邮件地址和密码。
4. 单击创建帐户。

一次性验证代码将发送到您输入的电子邮件地址。
5. 输入验证代码，然后单击验证并登录。

结果

您的 TechDirect 帐户已创建。

后续步骤

创建新公司 或 加入现有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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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新公司

关于此任务

要管理客户的 PC 机群，您必须指定管理员，并且您的 TechDirect 帐户必须与公司相关联。如果您的公司在 TechDirect 中不存在，
您可以创建一个新公司并为您的帐户分配管理员权限。如果您的公司存在，您可以加入公司。有关加入现有的公司的信息，请参阅
加入现有的公司。

步骤

1. 登录至 TechDirect。
2. 阅读许可协议，然后单击同意并继续。

此时会显示您的角色页面。
3. 选择在 TechDirect 中创建新公司并将自己分配为管理员。

此时将显示完成您的配置文件页面。
4. 输入公司名称，选择国家或地区，然后输入地址。
5. 选择作为服务（代表我的客户）。
6. 单击“提交”。

结果

将创建一个新公司，并将您分配为管理员。作为公司管理员，您拥有针对贵公司的 TechDirect 帐户的完全访问权限，可管理服务和
用户权限。

后续步骤

激活连接和管理服务。

加入现有的公司
如果您的合作伙伴公司存在于 TechDirect 中，您可以将 TechDirect 用户帐户与现有合作伙伴公司相关联。

前提条件

确保您的公司已在 TechDirect 中创建并且与公司管理员关联。

步骤

1. 登录至 TechDirect。
2. 阅读许可协议，然后单击同意并继续。

此时会显示您的角色页面。
3. 选择为自己创建新帐户，然后请求加入我的公司的 TechDirect 帐户。

此时将显示加入公司页面。
4. 输入合作伙伴公司名称，然后单击搜索。

将显示符合搜索条件的公司列表。
5. 在公司名称旁边，单击加入此公司。
6. 完成或更新您的配置文件设置。

结果

公司管理员会收到通知，管理员必须批准您加入公司的请求。请求获得批准后，公司管理员可以向您分配访问某些 TechDirect 服务
的权限。

后续步骤

激活连接和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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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连接和管理服务
要在 TechDirect 中使用 SupportAssist，必须激活 Connect and manage 服务。

步骤

1. 登录至 TechDirect。
2. 转至仪表板 > 连接和管理。
3. 在连接和管理卡中，单击激活。

结果

Connect and manage 服务已激活，并显示管理 PC 机群卡和其他卡。

后续步骤

1. 创建新的客户帐户。
2. （可选）添加技术人员。

添加技术人员

前提条件

您必须以公司管理员身份登录 TechDirect。

关于此任务

（可选）公司管理员可以将连接和管理技术人员添加到 TechDirect 帐户并分配访问某些 TechDirect 服务和帐户的权限。

连接和管理技术人员对 SupportAssist 具有受限访问权限。默认情况下，技术人员只能查看 PC 详细信息和管理建议。但是，这些权
限可由 Connect and manage administrator 进行配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 TechDirect 中连接和管理角色。

步骤

1. 登录至 TechDirect。
2. 转至实用程序 > 管理员控制面板。
3. 单击添加技术人员。
4. 在技术人员信息部分中，输入所需的信息，选择技术人员作为 Connect and manage 角色，然后单击下一步。
5. 在用户组（分支）信息部分中，根据需要选择其他组，然后单击下一步。
6. 检查您提供的信息，然后单击提交。

结果

系统会将技术人员添加到您的帐户，并向技术人员发送带有登录说明的电子邮件。

后续步骤

创建新的客户帐户。

创建新的客户帐户
要管理您的客户关系，您必须首先创建一个新的客户帐户。

步骤

1. 从 TechDirect 仪表板，转至连接和管理 > 管理 PC 机群。
2. 在管理客户卡上，单击管理。

如果您是第一次创建客户端帐户，则会显示创建新的客户帐户页面。否则，将显示管理客户页面。要添加客户，请单击添加客
户。

3. 在帐户类型列表中，选择以下任一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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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署和管理 — 配置、下载和部署 SupportAssist，并管理客户的 PC 机群。
● 仅部署 — 仅在客户的 PC 机群上下载并部署 SupportAssist

4. 从帐户持续时间列表中，选择要部署或部署和管理 PC 机群的年数。
5. 输入客户端的主要电子邮件地址，然后单击检查现有帐户。

● 如果 TechDirect 用户帐户不存在，则必须输入客户的详细信息。
● 如果存在 TechDirect 用户帐户，则会自动填充帐户名称、位置、名字和姓氏。

6. 如果帐户不存在，请执行以下步骤：
a. 输入 3 到 50 个字符之间的唯一帐户名称。

注: 该名称可能包含字母、数字、空格和其中一个特殊字符。, # ( ) - _ / &。

b. 选择客户位置。
c. 输入客户的名字和姓氏。

7. 单击创建。

结果

一个新的客户帐户将创建，并显示管理客户页面。通过提供的电子邮件地址向客户发送批准请求。

客户批准您的请求后，将向您发送电子邮件通知。然后，您可以部署或部署和管理客户的 PC 机群。

后续步骤

首次配置和下载 SupportAssist。

加入客户
要管理客户的 PC 机群，客户必须执行以下步骤：

1. 创建 TechDirect 用户帐户。
2. 激活连接和管理服务。
3. 批准合作伙伴请求。

创建 TechDirect 用户帐户

关于此任务

客户必须创建一个用户帐户，以允许您部署或者部署和管理其 PC 机群。

步骤

1. 转至 Dell Technologies TechDirect 电子邮件邀请，然后单击立即完成您的 TechDirect 注册。
此时会显示注册页面。

2. 输入联系信息、公司信息和帐户信息。
3. 阅读并接受 TechDirect 的使用条款。
4. 输入安全验证码，然后单击提交。

结果

此时 TechDirect 帐户将创建。

后续步骤

激活连接和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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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连接和管理服务
要批准您的请求，客户必须首先激活 Connect and manage 服务。

步骤

1. 登录至 TechDirect。
2. 转至仪表板 > 连接和管理。
3. 在连接和管理卡中，单击激活。

结果

Connect and manage 服务已激活，并显示管理 PC 机群卡和其他卡。

后续步骤

批准合作伙伴请求。

批准合作伙伴请求

关于此任务

客户必须批准您部署或者部署和管理其 PC 机群的请求。

注: 一个客户只能由一个合作伙伴管理。

步骤

1. 从 TechDirect 仪表板，转至连接和管理 > 管理 PC 机群。
2. 在管理合作伙伴卡上，单击管理。

此时会显示管理合作伙伴页面。
3. 选择状态为等待批准的请求，然后单击批准。

此时将显示批准合作伙伴请求窗口。
4. 阅读服务条款，然后单击同意并继续。
5. 输入主要联系人详细信息、次要联系人详细信息和发货地址。
6. 单击批准。

结果

合作伙伴请求将获得批准，并向合作伙伴发送电子邮件通知。合作伙伴现在可以部署 SupportAssist 并管理客户的 PC 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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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和部署 SupportAssist
TechDirect 支持您配置并下载与您的客户帐户相关联的自定义 SupportAssist 可执行文件。

如果客户端已批准您进行部署和管理，您可以配置、下载、解压和创建可部署在其 PC 机群上的 SupportAssist 部署软件包。

如果客户已批准您仅部署，则只能下载、解压和创建可部署在其 PC 机群上的 SupportAssist 部署软件包。

主题：

• 首次配置和下载 SupportAssist
• 修改配置并下载适用于商用 PC 的 SupportAssist
• 管理 SupportAssist 首选项
• 创建 SupportAssist 部署软件包
• 部署 SupportAssist 的前提条件
• 使用部署工具部署 SupportAssist
• 使用命令提示符或 PowerShell 在单个 PC 上安装 SupportAssist
• 运行 SupportAssist 自我诊断测试

首次配置和下载 SupportAssist

前提条件

● 允许 TechDirect 中的浏览器弹出窗口。
● 您必须以管理员身份登录 TechDirect。

注: 建议您使用通用电子邮件地址登录 TechDirect

关于此任务

如果您是首次配置 SupportAssist，则必须添加联系人和发货详细信息，并在 PC 机群上下载和部署 SupportAssist 之前配置
SupportAssist 首选项。

步骤

1. 从 TechDirect 仪表板，转至连接和管理 > 管理 PC 机群。
此时会显示管理 PC 机群页面。

2. 从选择帐户列表中，选择客户帐户。
3. 在连接和管理 PC 卡中，单击管理。

● 如果您在创建客户帐户时选择了部署和管理，则会显示入门 - 配置页面。
● 如果您在创建客户帐户时选择了仅部署，则会显示下载页面。

4. 如果显示入门 - 配置页面，请执行以下步骤：
a. 在添加联系人和发货地址部分中，单击添加。
b. 输入主要联系人详细信息、第二联系人详细信息和客户的收货地址，然后单击完成。
c. 在选择操作系统类型部分中，选择 Windows。
d. 在配置首选项部分中，启用或禁用所需的 SupportAssist 首选项，然后单击保存和下一步。

注: 配置会在 PC 连接到互联网后的 24 小时内应用于资产。

5. 在下载页面中，执行以下步骤：
a. 选择 SupportAssist 部署软件包格式之一：

● Windows 64 位可执行文件 (.exe)
● Windows 64 位安装程序 (.msi)

b. 要下载戴尔可信设备，请选择包括安全代理（戴尔可信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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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尔可信设备是一种安全代理，可为连接的 PC 提供安全信息。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面向商用 PC 的 SupportAssist 文档页
面上的《SupportAssist for Business PCs with Windows OS Administrator Guide》，或者参阅戴尔可信设备文档页面上的可信设
备手册。

c. 单击下载和下一步。
小心: 请勿直接在您的客户的 PC 上部署可执行文件。您必须运行可执行文件以解压 SupportAssist 部署软件包。请参阅
创建 SupportAssist 部署软件包。

注: 如果您无法下载 SupportAssist，请清除浏览器 cookie 和高速缓存，然后重试。

结果

SupportAssist 可执行文件或安装程序文件将下载，并显示部署部分。每次您登录 TechDirect 时，都会显示入门 — 部署页面，直至您
在 PC 上部署 SupportAssist。

注: 要创建另一个站点，请以另一个 Connect and manage administrator 登录 TechDirect，然后再次配置 SupportAssist。

后续步骤

创建 SupportAssist 部署软件包。

修改配置并下载适用于商用 PC 的 SupportAssist

前提条件

● 允许 TechDirect 中的浏览器弹出窗口。
● 您必须以管理员身份登录 TechDirect。

注: 建议您使用通用电子邮件地址登录 TechDirect

关于此任务

如果您是老用户，并且想要修改 SupportAssist 配置，您可以更新联系人和发货详细信息，以及 SupportAssist 首选项。如果需要，您
还可以在 PC 机群上下载并重新部署 SupportAssist。配置会在 PC 连接到互联网后的 24 小时内自动应用于 PC。

步骤

1. 从 TechDirect 仪表板，转至连接和管理 > 管理 PC 机群。
此时会显示管理 PC 机群页面。

2. 从选择帐户列表中，选择客户帐户。
3. 在连接和管理 PC 卡中，单击管理。
4. 单击设置和连接。

● 如果您在创建客户帐户时选择了部署和管理，则会显示配置页面。
● 如果您在创建客户帐户时选择了仅部署，则会显示下载页面。

5. 选择站点和组配置。
6. 在配置页面中，执行以下步骤：

a. 在添加联系人和发货地址部分中，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添加 — 添加新的联系人和发货详细信息。
● 从现有联系人中选择 — 从通讯簿中选择联系人和发货详细信息。

b. 如果您选择了添加，请输入主要联系人详细信息、第二联系人详细信息和客户的收货地址，然后单击完成。
c. 如果选择了从现有联系人中选择，请选择主要联系人、第二联系人、客户的收货地址，然后单击保存。
d. 在配置首选项部分中，启用或禁用所需的 SupportAssist 首选项，然后单击保存和下一步。

注: 配置会在 PC 连接到互联网后的 24 小时内应用于资产。

7. 在下载页面中，执行以下步骤：
a. 选择 SupportAssist 部署软件包格式之一：

● Windows 64 位可执行文件 (.exe)
● Windows 64 位安装程序 (.m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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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要下载戴尔可信设备，请选择包括安全代理（戴尔可信设备）。
戴尔可信设备是一种安全代理，可为连接的 PC 提供安全信息。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面向商用 PC 的 SupportAssist 文档页
面上的《SupportAssist for Business PCs with Windows OS Administrator Guide》，或者参阅戴尔可信设备文档页面上的可信设
备手册。

c. 单击下载和下一步。
小心: 请勿直接在您的客户的 PC 上部署可执行文件。您必须运行可执行文件以解压 SupportAssist 部署软件包。请参阅
创建 SupportAssist 部署软件包。

注: 如果您无法下载 SupportAssist，请清除浏览器 cookie 和高速缓存，然后重试。

结果

此时将下载 SupportAssist 可执行文件或安装程序文件，并显示部署页面。

后续步骤

创建 SupportAssist 部署软件包。

管理 SupportAssist 首选项
SupportAssist 使您能够在目标 PC 上执行自动和手动任务。只有已启用 SupportAssist 用户界面，PC 用户才能在系统上执行手动任
务。但是，即使首选项中未启用 SupportAssist 用户界面，也会在 PC 上执行自动任务。

有关使用 SupportAssist 用户界面的信息，请参阅《SupportAssist for Business PCs with Windows OS User's Guide》（位于
SupportAssist for Business PCs 文档页面）。

注: 如果贵组织的 PC 运行 SupportAssist for Business PCs 版本 3.0 或更低版本，则首选项可能会有所不同。

注: 仅当您已禁用使用默认首选项选项时，才能配置以下选项。

常规
为您的 PC 机群配置以下首选项：

● 自动更新 SupportAssist — 允许 SupportAssist 自动更新到更高版本。
● 在收集的数据中包括软件信息 — 允许 Dell 从您的系统收集有关安装的应用程序、驱动程序和操作系统更新的信息。
● 包括标识信息 — 允许 Dell 收集系统标识信息。
● 包括智能 PC 更新建议 — 允许 SupportAssist 识别适合您的 PC 的正确更新。

计划扫描和优化
配置以下首选项以计划扫描和系统优化任务，以帮助自动管理托管 PC 的性能：

● 执行计划扫描和优化 — 允许 SupportAssist 自动扫描 PC 以检测更新、硬件问题和必要的系统优化。
注: 只有在启用执行计划扫描和优化选项时，才能配置以下选项。

○ 驱动程序和下载 — 允许 SupportAssist 执行驱动程序和下载更新。
￭ 频率 — 选择 SupportAssist 执行驱动程序和下载更新的频率。

○ 硬件扫描 — 允许 SupportAssist 执行硬件扫描。
￭ 全部运行 — 允许 SupportAssist 执行所有扫描。
￭ 运行所有扫描并跳过资源密集型测试 — 允许 SupportAssist 执行所有扫描并跳过资源密集型内存相关的测试。
￭ 频率 — 选择 SupportAssist 执行硬件扫描的频率。

○ 系统优化 — 允许 SupportAssist 优化 PC。
￭ 清理文件 — 允许 SupportAssist 通过扫描和识别可清理的文件来提供优化 PC 的建议。
￭ 调整性能 — 允许 SupportAssist 提供建议，以通过扫描和识别可在 PC 上调整的设置来更大限度地提高处理速度。
￭ 优化网络 — 允许 SupportAssist 通过扫描和识别可在 PC 上更新的网络设置来提供维护高效可靠网络的建议。
￭ 删除病毒和恶意软件 — 允许 SupportAssist 通过扫描和识别受病毒和恶意软件感染的文件并将其从 PC 中删除来提供优化

PC 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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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病毒和恶意软件删除功能包括：

- 仅适用于具有有效 ProSupport Plus 或 ProSupport Flex for Client 服务计划的 PC。

- 在某些地区不可用，例如中国。
￭ 频率 — 选择 SupportAssist 执行系统优化的频率。

○ 自动系统优化 — 允许 SupportAssist 执行自动软件优化。
注: 自动优化仅适用于具有有效 ProSupport Plus 或 ProSupport Flex for Client 服务计划的 PC。

○ 时间范围（可选）— 选择 SupportAssist 执行扫描的时间范围。
○ 在后台运行扫描 — 允许 SupportAssist 启动的计划扫描在后台运行，而无需终端用户交互。

用户交互
配置以下首选项以使用户可以查看和修改 SupportAssist，并手动执行软件优化：

注: 只有当您启用允许用户在其 PC 上打开和运行 SupportAssist 选项时，才能配置以下选项。

● 允许用户在其 PC 上打开和运行 SupportAssist — 使用户可以查看和使用 SupportAssist 用户界面。
○ 仅管理员 — 仅为在系统上具有管理员权限的用户启用 SupportAssist 用户界面。
○ 所有用户 — 为所有类型的用户启用 SupportAssist 用户界面。
○ 显示通知 — 允许 SupportAssist 显示有关硬件和软件问题、驱动程序更新、支持请求以及其他 PC 提醒的通知。
○ 驱动程序更新 — 允许在系统上具有管理员权限的用户手动检查和安装驱动程序更新。

注: 术语“驱动程序”指驱动程序、固件和 BIOS 更新。

○ 清理文件 — 允许用户从 PC 中清除临时、多余和其他不需要的文件。
○ 调整性能 — 允许用户调整电源设置、注册表和内存分配，以更大限度地提高 PC 的处理速度。
○ 优化网络 — 允许用户优化网络并更新系统设置，以让网络保持高效和可靠。
○ 移除病毒和恶意软件 — 允许用户隔离和删除被病毒和恶意软件感染的文件。

注: 病毒和恶意软件删除功能包括：

￭ 仅适用于具有有效 ProSupport Plus 或 ProSupport Flex for Client 服务计划的 PC。

￭ 在某些地区不可用，例如中国。

注: 没有管理员权限的终端用户无法执行硬件扫描。

远程操作
配置以下首选项以远程优化受管 PC：

● 运行所有远程扫描和更新（无终端用户交互）— 允许管理员远程优化受管 PC，而无需用户交互。
○ 在安装后需要重新引导时暂停终端用户通知 — 允许 SupportAssist 隐藏用户的重新引导通知。如果启用此选项，则不会自动

重新引导 PC。只有当用户手动重新引导 PC 时，才会应用驱动程序、固件和 BIOS 更新。

创建 SupportAssist 部署软件包
前提条件

从 TechDirect 配置和下载 SupportAssist 可执行文件。

步骤

1. 转至从 TechDirect 中下载的 SupportAssist 可执行文件的存放位置。
2. 双击 SupportAssistExtractorx64。

部署软件包管理器向导将会显示。
3. 在欢迎页面中，单击下一步。
4. 在首选项页面中，选择创建新部署。

注: 如果您已在您的 PC 上部署 SupportAssist，并且想要重新部署并更新代理设置，请选择使用更新的代理重新部署的详细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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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果 PC 通过代理服务器连接到互联网，请执行以下步骤：
a. 选择通过代理连接到互联网。
b. 输入地址和端口号。
c. 如果代理服务器需要身份验证，则选中此代理要求身份验证，然后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注: 对于代理服务器身份验证，建议提供未过期的服务帐户的用户名和密码。

6. 要在 TechDirect 中的特定组下整理您的资产，请选择在组中整理您的资产，然后输入资产组名称。

注: 组配置会在这些资产连接到互联网后的 24 小时内应用于资产。

7. 在服务器认证验证部分，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部署后，SupportAssist 会验证来自远程服务器的服务器证书，并验证证书链和证书吊销状态。如果证书链验证检查失败，
SupportAssist 将不会与戴尔通信，因此 SupportAssist 将无法运行。

● 执行检查 — SupportAssist 执行证书吊销检查，并且仅在检查通过时才可正常运行。如果检查失败，SupportAssist 将无法运
行。

● 跳过检查并继续 — SupportAssist 执行证书吊销检查，即使吊销检查失败，也将继续运行。
8. 单击下一步。

此时会显示部署密钥页面。
9. 要生成加密的部署软件包，请输入加密密钥，然后单击下一步。

部署密钥与您必须为加密部署软件包创建的密码类似。您必须使用在系统上部署 SupportAssist 时的相同部署密钥。

注: 确保输入包含字母、数字和其中一个特殊字符 # & $ 的四到十个字符之间的密钥。

此时会显示文件位置页面。
10. 单击浏览，选择要用于解压部署软件包的文件夹，然后单击下一步。

此时将显示部署说明页面，并且在您解压部署软件包的同一文件夹中会创建以下文件。
● SupportAssistConfig.mst— 包含身份验证令牌、代理设置和组名称的详细信息。
● SupportAssistx64.exe— 用于安装 SupportAssist 的数字签名的 Windows 可执行文件。如果您已从 TechDirect 采用 EXE

格式下载 SupportAssist，则会创建此文件。
● SupportAssistx64.msi— 用于安装 SupportAssist 的数字签名的 Windows 安装程序文件。如果您已从 TechDirect 采用

MSI 格式下载 SupportAssist，则会创建此文件。
● SupportAssistUninstall_Cleanup.ps1— 从您的 PC 清除与 SupportAssist 相关的注册表项、服务和文件夹。此脚本

还可以检查并卸载 Dell SupportAssist for Home PCs 和 SupportAssist for ProManage（如果 PC 上已安装）。
● SupportAssist_ReStartService.ps1— 重新启动与 SupportAssist 相关的所有服务。

11. 请记下部署说明并关闭向导。

后续步骤

1. 验证 部署 SupportAssist 的前提条件。
2. 使用部署工具部署 SupportAssist。

部署 SupportAssist 的前提条件

PC 要求
要成功部署 SupportAssist，目标 PC 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 操作系统 — Microsoft Windows 8、8.1、10 或 11。
● 软件：

○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7.2
○ 必须在 PC 上启用 PowerShell 脚本执行。

● 安装的内存 — 4 GB（推荐）
● 网页浏览器 — Google Chrome、Microsoft Edge 或 Mozilla Firefox 的最新版本。
● 端口：

○ 5700 — 用于打开 SupportAssist 用户界面。
○ 9012 — 用于与 Dell SupportAssist 服务进行通信。如果此端口不可用，则 SupportAssist 使用另一个可用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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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84 — 与戴尔支持网站通信。

网络要求
要成功部署 SupportAssist，目标 PC 必须满足以下网络要求：

● 目标 PC 必须具有有效的互联网连接。
● 必须启用传输层安全性 (TLS) 版本 1.2。
● PC 上必须已启用 SupportAssistUI.exe launch 命令的提报功能。
● PC 必须能够连接到以下目标：

○ https://sacommercial.apis.dell.com
○ https://saservices.dell.com
○ https://downloads.dell.com
○ https://dl.dell.com
○ https://www.dell.com
○ https://agent-api.sa.insights.dell.com
○ https://apigtwb2c.us.dell.com
○ https://content.dellsupportcenter.com
○ https://hb.apis.dell.com
○ https://api.agent.dcca.dell.com
○ https://remediation.dell.com
要验证上述目标是否可从 PC 访问，请访问 运行 SupportAssist 自我诊断测试。

注: 要允许通信，请验证 PC 上的防火墙设置。

● 网关或防火墙 — 如果 PC 通过代理服务器连接到互联网，并且您不想在系统上下文模式下配置代理，请确保配置网关或防火墙
以允许与以下目标通信：
○ http://crl.entrust.net/level1k.crl
○ http://www.entrust.net/rpa
○ http://ocsp.entrust.net
○ http://aia.entrust.net/l1k-chain256.cer
○ http://crl3.digicert.com/DigiCertGlobalRootCA.crl
○ http://crl4.digicert.com/DigiCertGlobalRootCA.crl
○ http://ocsp.digicert.com
○ https://www.digicert.com/CPS
○ https://remediation.dell.com

使用部署工具部署 SupportAssist

前提条件

● PC 必须满足 部署 SupportAssist 的前提条件。
● 如果 PC 通过代理服务器连接到互联网，请确保验证代理是否配置在系统上下文模式下，以及戴尔服务器证书吊销检查是否成

功。有关如何执行验证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SupportAssist for Business PCs（运行 Windows OS）的常见问题（位于 SupportAssist
for Business PCs 文档页面）。

关于此任务

您可以使用 Microsoft System Center Configuration Manager (SCCM)、Microsoft Intune 或 VMware Workspace One 在 PC 上部署
SupportAssist。

步骤

1. 如果您解压了 EXE 格式的部署软件包，请使用部署工具在 PC 上部署该可执行文件。

注: 如果您已在 PC 上安装了其他 SupportAssist 版本（例如，SupportAssist for Home PCs）并且想要在后台卸载，请在系统
上下文模式下运行 SupportAssistx64.exe。

2. 如果您解压了 MSI 格式的部署软件包，请执行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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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确保在要部署 SupportAssist for business PCs 的 PC 上未安装 SupportAssist for Home PCs 和 SupportAssist for ProManage。要
卸载 SupportAssist for Home PCs 和 SupportAssist for ProManage，请在系统上部署并运行
SupportAssistUninstall_Cleanup.ps1 脚本。

注: 如果您已在 PC 上安装了 SupportAssist for Home PCs，并且想要无提示地将其卸载，请在系统上下文模式下运行
SupportAssistUninstall_Cleanup.ps1 脚本。

b. 使用以下命令之一来部署 SupportAssist：
● 对于 64 位 EXE 部署软件包格式："<path_of_SupportAssistx64.exe_file>\SupportAssistx64.exe"

TRANSFORMS="<path_of_mst_file>\SupportAssistConfig.mst" DEPLOYMENTKEY="<deployment key>"
● 对于 64 位 MSI 部署软件包格式：msiexec /i <downloaded path>\SupportAssistx64.msi

TRANSFORMS=<downloaded path>\SupportAssistConfig.mst DEPLOYMENTKEY="<deployment
key>" /qn

在这里，<downloaded path> 是将 SupportAssist 可执行文件解压到的文件夹路径。

3. 如果您在下载 SupportAssist 安装软件包时包含戴尔可信设备，请使用以下命令在 PC 上部署安全代理：msiexec /i
"<path_of_DellTrustedDevice.msi_file>\DellTrustedDevice.msi" /qn。

结果

SupportAssist 将部署在 PC 上，并且您现在可以在 TechDirect 中开始管理和优化 PC。

部署 SupportAssist 后，您可以修改已应用在所有 PC 或特定资产组中的 PC 上的 SupportAssist 配置。设置会在系统连接到互联网后
自动应用到 PC，并每隔 24 小时检查配置更新。但是，要修改 PC 的互联网连接详细信息，则必须手动更新并重新部署该部署包。

有关管理您的 PC 的信息，请参阅《SupportAssist for Business PCs with Windows OS Administrator Guide》（位于 SupportAssist for
Business PCs 文档页面）。

使用命令提示符或 PowerShell 在单个 PC 上安装
SupportAssist

前提条件

PC 必须满足 部署 SupportAssist 的前提条件。

关于此任务

您可以使用命令提示符或 Windows PowerShell 在单个 PC 上安装 SupportAssist。

步骤

1. 要使用命令提示符安装 SupportAssist，请执行以下步骤：
a. 搜索命令提示符并单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b. 如果您解压了 EXE 格式的部署软件包，请键入

"<path_of_SupportAssistx64.exe_file>\SupportAssistx64.exe"
TRANSFORMS="<path_of_mst_file>\SupportAssistConfig.mst" DEPLOYMENTKEY="<deployment key>" 并
按 Enter。

c. 如果您解压了 MSI 格式的部署软件包，请键入 msiexec /i <downloaded path>\SupportAssistx64.msi
TRANSFORMS=<downloaded path>\SupportAssistConfig.mst DEPLOYMENTKEY="<deployment key>" /qn 并
按 Enter。

2. 要使用 PowerShell 安装 SupportAssist，请执行以下步骤：
a. 搜索 Windows PowerShell，然后单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b. 如果您以 EXE 格式提取了部署包，请将目录更改为保存 EXE 文件的文件夹，键入 ./<name_of_exe_file>.exe

TRANSFORMS="<name_of_mst_file>" DEPLOYMENTKEY="<deployment key>" ，然后按 Enter 键。
c. 如果您解压了 MSI 格式的部署软件包，请键入 msiexec /i "<path_of_ SupportAssistx64.msi_file>"

TRANSFORMS="<path_of_mst_file>" DEPLOYMENTKEY="<deployment key>" /qn 并按 Enter。
3. 如果您在下载 SupportAssist 安装软件包时包含戴尔可信设备，请使用以下命令在 PC 上部署安全代理：msiexec /i

"<path_of_DellTrustedDevice.msi_file>\DellTrustedDevice.msi" /q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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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SupportAssist 将安装在 PC 上，现在您可以在 TechDirect 中开始管理和优化 PC。

有关管理您的 PC 的信息，请参阅《SupportAssist for Business PCs with Windows OS Administrator Guide》（位于 SupportAssist for
Business PCs 文档页面）。

运行 SupportAssist 自我诊断测试
前提条件

● PC 必须有互联网连接。
● 您必须在 PC 上拥有管理员权限。
● 确保已在 PC 上部署 SupportAssist。请参阅使用部署工具部署 SupportAssist。

关于此任务

要使 SupportAssist 正常工作并按预期运行，SupportAssist 必须连接到 Dell。部署后在任何 PC 上运行自我诊断测试，以确定
SupportAssist 是否成功连接到 Dell 并按预期运行。

步骤

1. 访问您想要执行自我诊断测试的 PC。
2. 单击开始，打开程序菜单。
3. 查找命令提示符并单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此时将显示命令提示符窗口。
4. 将目录更改为 \Program Files 64\Dell\SupportAssistBusinessClient\bin。
5. 键入 SelfDiagnosis.exe 并按 Enter 键。

根据测试结果，将为每个测试显示以下消息之一：

● 可用或可访问 — SupportAssist 已成功连接至戴尔并按预期运行。
● 不可用 — SupportAssist 未连接至戴尔或未按预期运行。请执行以下步骤之一：

○ 重新引导 PC，然后再次尝试执行自我诊断测试。
○ 在您的环境中检查代理、防火墙和网络配置，然后再次尝试执行自我诊断测试。

执行自我诊断测试后，如果 SupportAssist 未连接至 Dell 或未按预期运行，请联系 Dell 技术支持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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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TechDirect 中连接和管理角色
TechDirect 使组织可以指定管理员，并在该管理员帐户下添加技术人员。

要添加公司管理员，请转至实用程序 > 管理员控制面板，然后单击添加公司管理员。

要添加技术人员，请转至实用程序 > 管理员控制面板，然后单击添加技术人员。

下表总结了 TechDirect 中适用于不同的 Connect and manage 角色的 SupportAssist 功能：

表. 1: TechDirect 中的 SupportAssist 功能和角色 

功能 TechDirect 导航 描述 Connect and manage
administrator

Connect and manage
technician

概览 连接和管理 > 管理 PC
机群 > 连接和管理 PC >
概览

查看有关您的 PC 机群的
各种详细信息的摘要。

设置和连接 连接和管理 > 管理 PC
机群 > 连接和管理 PC >
设置和连接

配置并下载
SupportAssist 以集中管
理和监测您的戴尔 PC。

需要来自 Connect and
manage administrator 的

权限。

PC 和组 连接和管理 > 管理 PC
机群 > 连接和管理 PC >
管理 > 连接的 PC

查看 PC 机群的资源清
册、机群性能和利用
率。

创建组并整理 PC。 需要来自 Connect and
manage administrator 的

权限。

建议 连接和管理 > 管理 PC
机群 > 连接和管理 PC >
管理 > 建议

查看针对一台 PC 或您的
戴尔 PC 机群的建议，并
对其进行远程优化。

需要来自 Connect and
manage administrator 的

权限。

更新目录 连接和管理 > 管理 PC
机群 > 连接和管理 PC >
管理 > 更新目录

创建、编辑和部署自定
义目录以更新您的 PC 机
群

需要来自 Connect and
manage administrator 的

权限。

警报 连接和管理 > 管理 PC
机群 > 连接和管理 PC >
管理 > 警报

管理 SupportAssist 警
报。

需要来自 Connect and
manage administrator 的

权限。

修正规则 连接和管理 > 管理 PC
机群 > 连接和管理 PC >
管理 > 修正规则

管理修正规则，以识别
和修复您的 PC 机群的问
题。

需要来自 Connect and
manage administrator 的

权限。

应用程序体验 连接和管理 > 管理 PC
机群 > 连接和管理 PC >
管理 > 应用程序

查看一台 PC 和 PC 机群
的应用程序体验数据。

需要来自 Connect and
manage administrator 的

权限。

运行状况 连接和管理 > 管理 PC
机群 > 连接和管理 PC >
管理 > 连接的 PC > 资
源清册

查看针对一台 PC 或您的
PC 机群的运行状况数
据。

需要来自 Connect and
manage administrator 的

权限。

安全性 连接和管理 > 管理 PC
机群 > 连接和管理 PC >
管理 > 安全性

跟踪和管理一台 PC 和
PC 机群的安全性。

需要来自 Connect and
manage administrator 的

权限。

设置 连接和管理 > 管理 PC
机群 > 连接和管理 PC >
管理 > 设置

● 选择一个资产标识符
以标识与您的 PC 机
群关联的资产。

● 配置警报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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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TechDirect 中的 SupportAssist 功能和角色 （续）

功能 TechDirect 导航 描述 Connect and manage
administrator

Connect and manage
technician

● 设置 PC 更新源。
● 将警报与

ServiceNow 集成。
● 查看和修改 Connect

and manage
technician 角色和权
限。

性能指标 (KPI) 连接和管理 > 管理 PC
机群 > 连接和管理 PC >
摘要 > 性能指标 (KPI)

查看 KPI 概览，以帮助
确定 PC 机群行为。

需要来自 Connect and
manage administrator 的

权限。

审核追踪 连接和管理 > 管理 PC
机群 > 连接和管理 PC >
摘要 > 审核跟踪

查看 Connect and
manage administrator 以
及 Connect and manage
technician 执行的活动记
录。

需要来自 Connect and
manage administrator 的

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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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本部分列出了说明文件资源以及其他有用的链接，可提供有关 SupportAssist for business PCs 的详细信息。

表. 2: 资源 

相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 访问位置：

加入 TechDirect，在 PC 机群上配置、下
载和部署 SupportAssist

IT 管理员 — SupportAssist for Business
PCs with Windows OS Deployment Guide

SupportAssist for Business PCs 文档页面

合作伙伴 — SupportAssist for Business
PCs with Windows OS Deployment Guide
for Partners

使用 TechDirect 管理运行 SupportAssist
for business PCs 的 PC

SupportAssist for Business PCs with
Windows OS 管理指南

有关 SupportAssist for business PCs 常见
问题解答

SupportAssist for Business PCs with
Windows OS 常见问题

设置 SupportAssist for business PCs 运行 Windows OS 的适用于商用 PC 的
SupportAssist 快速设置指南

从 PC 的各个组件收集的数据 SupportAssist for Business PCs with
Windows OS Data Collected from
Connected PCs

有关版本中最近的更改、增强功能、已知
问题和限制的摘要

SupportAssist for Business PCs with
Windows OS Release Notes

使用由您的管理员在 PC 上配置和部署的
SupportAssist

SupportAssist for Business PCs with
Windows OS User's Guide

在 TechDirect 中注册贵公司、管理
SupportAssist 警报以及部件派发请求

TechDirect 主页 https://techdirect.dell.com

SupportAssist 的优势和功能 SupportAssist 主页 SupportAssist for Business PCs 主页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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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戴尔
戴尔提供了几种联机和电话支持及服务选项。可用性因国家/地区和产品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您所在的地区可能不提供某些服务。如
果没有活动的 Internet 连接，您可以在购货发票、装箱单、帐单或戴尔产品目录上查找联系信息。

步骤

1. 要与戴尔联系以解决销售、技术支持或客户服务问题，请执行以下步骤：
a. 访问 https://www.dell.com/support。
b. 在页面底部的选择列表中选择您所在的国家或地区。
c. 单击联系支持，然后选择相应的支持链接。

2. 要查找手册和说明文件，请执行以下步骤：
a. 访问 https://www.dell.com/support。
b. 单击浏览所有产品。
c. 选择相应的产品类别，然后选择所需的产品。
d. 要查看或下载手册和说明文件，请单击说明文件选项卡。

您还可以直接从 https://www.dell.com/serviceabilitytools 获得可维护性工具的手册和文档。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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