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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1 编写目的 

让意向客户初步了解我们的产品能为他提供哪些功能，了解产品的使用方

法。 

1.2 选择我们的理由? 

我们有专业的团队，掌握先进的通信，软件技术，能够为您量身订做适合您

企业使用的服务系统.一系列成功的营销产品案例，使我们积累了丰富的营销经

验，并将其融合到产品中，让企业使用者感受到方便，快捷。 

我们可以为企业带来种种好处： 

  

A.提高客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从根本上改变了客户服务，让客户感受现代化信息技术全新的服务理念。

提高了企业在客户心目中的科技形象。  

 

B.维系老客户，开发新市场。  

      对于现在的市场而言，企业与客户建立并保持良好的沟通是企业能否保住

市场，得到客户认可的重重之重。呼叫中心为企业和客户搭起了桥梁。定期电话

回访，可以及时了解客户对企业提供服务的满意度，24 小时的全国服务热线让

客户享受全天候、地域性、多样化、快捷式的服务，让客户感 到温馨。完善的

客户资料管理，让您轻松掌握客户的所需。 

  

C.最大化的整合利用资源，降低服务成本。  

      呼叫中心整合了计算机网络技术、多媒体通信技术、计算机电话集成(CTI)

技术，将传统电话、IP电话、传真、WEB和电子邮件等多渠道 的信息集合起来，

作为统一消息进行处理，从这一点来看呼叫中心可极大的改善企业与用户接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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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度和深度，不仅提高了员工的工作效率，也极大的调动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让员工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和客户建立起良好的互动。降低了普通电话

营销的花费成本。 

 

D.为开展电子商务的企业解决了服务的“短板”。  

      企业开展电子商务，有别于一般传统的商业活动，在大多数情况下，客户

和企业是见不着面的，所以需要建立一个畅通的，与用户交流的 双向通道，能

够了解客户需求，倾听客户意见，解决客户的问题，宣传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而

呼叫中心正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必然选择。呼叫中心的多级交互式语音导 航、自

动呼叫分配以及客户关系管理(CRM)系统，可以很好地构架出为客户服务的平台，

有效弥补电子商务在互动交流方面的“短板”，极大地提升 开展电子商务企业

的客户服务能力，从而树立企业的整体形象。 

 

  

E.为企业提供市场分析数据  

    客户呼叫中心直接面对客户，接触的是最真实的市场需求。以男士衬衫为例，

利用呼叫中心的呼叫统计系统将客户提出的不同的款式、色调以及一些个性化 

的要求等数据加以统计分析，给决策者做战略性市场定位提供有力的数据参考，

将对业务的开拓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呼叫中心将融合先进的 CRM思想，使客户

服 务中心真正成为企业内部与外部价值链的桥梁，这种用户的反馈途径一直是

企业梦寐以求的，也是呼叫中心在运营中会不断升值的原因之一。因此很多企业

已不再把呼叫中心看作成本中心，而将其视为利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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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登录 

2.1 登录界面 

 

语  言：选择系统界面语言，支持 English 和 简体中文 两种语言切换； 

用户名：可由字母，数字，汉字，下划线，@任意组合而成； 

密  码：可由字母，数字，汉字，下划线，正反斜线，减号，@，逗号句号，任

意组合而成; 

团  队：选择用户名所属的团队，系统管理员无需选择，默认管理全部团队； 

记住我：选中后，可记录您的登录信息，方便您下次登录! 

*系统最初默认设置了超级管理员账号 admin 密码 admin. 

*以下我们将从用户角色类型登录开始介绍，最后介绍坐席角色类型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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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管理系统初始界面 

看到此界面，证明您已经成功登录到呼叫中心后台管理系统了! 

系统初始页面，默认显示系统模块下的系统信息界面。 

①顶部 Logo：点击顶部左侧 Logo图标，可以进入系统信息界面。 

②可操作列表：该列表根据登录者拥有的权限不同自动生成。(由管理员设置每

个角色的权限) 

③页面显示区：各部模块页面显示区域。 

*如果您登录时选择了坐席类型，登录成功后将看到如下页面： 

关于坐席工作平台的这部分功能，我们会在第十三章为您详尽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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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账户和权限管理 

模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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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团队管理 

点击列表 【账户和权限管理】→【团队管理】，进入下图所示页面进行团队管理： 

 

模块功能： 

 

点击页面中左上角的【添加】按钮，我们将打开一个新界面，进行团队创建。界

面分为：基本资料和高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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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名称：自定义团队的名字； 

唯一标识：标识自己的团队，用于同其它团队的区分辨别 

最大账号数目：允许团队下最多有几个账号，默认为 5个。 

最大坐席数目：允许团队内最多有多少坐席。 

最大分机数目：允许团队内最多可有多少分机。 

最大队列数目：团队最多可拥有多少个队列。 

最大会议室数目：允许最多可拥有的会议室数目。 

内线互相呼叫：是否允许团队内的所有内线互相呼叫。 

对  象：根据实际情况可选中继或中继组。 

中继，就是一条可以拨出的线路，如 voipstunt； 

中继组，是多条已有中继线路的集合，加上中继组是为了呼出时可通过多条中继，

以便第一条中继拨不通的情况下自动使用下一条中继外呼。 

中继/中继组：在添加团队的时候只会列出系统中的 中继/中继组(即没有指定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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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任何团队的中继/中继组)，如果不存在未指定的，就先不用选，根据实际情

况再进行编辑。 

坐席通话记录：设置坐席是否可以查看通话记录、听取和下载通话录音。 

强制录音：是否对通话进行强制录音，默认关闭。 

录音范围：选择只录通话应答阶段，还是全程录音。 

坐席平台弹出方式：有两种方式，其一打开新页面，其二在当前页面打开。是指

在坐席工作平台初始页面，打开坐席工作界面时，让浏览器弹出新的页面来显示

工作页，还是把初始页替换成工作页。 

付费方式：可选无限制，后付费或预付费。每个团队都会有一定的资金用于通话，

当期资金不够时，是否可以继续通话，就要看本字段的设置情况。 

无限制，对通话情况不做任何限制。 

后付费，团队费用不能超过额度限制。 

预付费，当团队资金不够时，不能继续通话，即必须预存话费。 

额度限制：允许团队超支的金钱限额，付款方式为预/后付款时才会有此选择。 

显示名称：用于控制坐席工作平台(如下图示)的名字显示。 

 

 

 

 

 

这是其中一处的举例，在坐席平台有多处会显示你设置的名称。 

公司名称：团队所属公司的名称。 

公司地址：团队所属公司的地址。 

公司邮箱：团队所属公司的邮箱。 

管理员电话：团队管理者的联系电话。 

管理员邮箱：团队管理者的联系邮箱。 

公司 LOGO：上传一个公司 LOGO，用于显示在顶部栏左侧。 

说明：用于为团队添加备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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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保存】后，团队添加完毕。关闭添加团队界面后，会看到我们添加的数据

显示在团队管理页面中。 

双击这条新添加的数据，可以对此团队进行编辑修改操作。 

 

黑色字体代表可编辑，灰色字体代表不可编辑仅供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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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页面的”高级资料“中多了四个显示字段 

当前费用：表示团队据上次付费以来费用的剩余量，对应的费率为团队费率。即

该团队应该向系统缴纳后剩余的费用，当系统管理员调整团队财务时，会影响到

这里。 

话费总额：团队消耗的话费累计总额。 

客户话费总额：团队下的客户的话费累计总额。 

系统成本：团队在本系统中的成本费用，对应费率为系统费率，即该团队的通话

使得系统增加了多少成本。 

话费总额，客户话费总额 和 系统成本为固定累加值，不随账务调整而变化。 

编辑界面有 8个按钮，5个常用按钮，分别是： 

组内坐席：点击此按钮，打开 【账户和权限管理】→【坐席管理】 界面，但是

此页面将仅显示属于该团队的坐席，相当于在坐席管理页面，按团队搜索。 

组内用户：点击此按钮，打开 【账户和权限管理】→账号管理 界面，但是此页

面将仅显示属于该团队的用户，相当于在账号管理页面，按团队搜索。 

组内分机：点击此按钮，打开 【PBX管理】→【分机管理】 界面，但是此页面

将仅显示属于该团队的分机设备，相当于在分机管理页面，按团队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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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黑名单：点击黑名单按钮，弹出黑名单设置界面。填写号码后，点击【添加

到黑名单】按钮，就会出现在其下方的表格中，所有被设置黑名单的号码，将不

能拨入到您的团队。 

 

 

编辑白名单：点击此按钮，弹出白名单设置界面。填写号码后，点击【添加到白

名单】按钮，就会出现在其下方的表格中，一旦您设置了白名单，那么只有白名

单内的号码才能拨入到您的团队。 

团队互拨前缀：用于系统中团队间的内线分机互拨，拨打对应团队的内线分机号

前，应当增加此前缀。例如 A 团队分机为 9999，B 团队分机为 8888，如果 9999

想与 8888通话，需要这样拨号“ ✳✳✳B团队互拨前缀+8888 ”。 

来电跟随提示：选择“是”，当有来电时，来电跟随的外线分机播放来电信息，

通过按键来决定是否接听通话；选择“否”，当有来电时，来电跟随的外线分机

播放来电信息后，自动接听。 

拨号面板呼叫记录：控制坐席页面的外拨界面,是否显示呼叫记录。 

事件接收地址：系统以 http post形式向此连接发送团队的所有通话事件，用作

第三方程序通过此事件记录呼叫记录。 

业 务 接 口 地 址 ： 参 照 http://astercc 服 务 器 地 址

/asterccinterface/astercc_nginx_http _push.html接口测试页面使用。用于

第三方程序以 http push形式在页面中获取团队的实时通话事件。一般此处填写

127.0.0.1即可，如有端口，写 127.0.0.1:端口。  

你接收端的请求地址为 http://astercc 服务地址:端口/publicapi/agentpull/

http://astercc/
http://aster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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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唯一标识-md5(团队验证字符串)。  

验证字符串：相当于一个密码，系统向“事件接收地址”和“业务接口地址”发

送事件时，会使用此字符串的 md5形式发送，用于第三方验证，防止他人伪造事

件发送给第三方。 

“事件接收地址”和“业务接口地址”及“验证字符串”设置完毕后，请在“系

统实时信息→系统信息”页面重启 CTI，生效此连接设置，否则无法获取事件。  

说  明：可以记录一些关于本团队的介绍，任意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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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账号管理 

设置好角色后，我们便可以设置账号了，为每个账号匹配不同的角色，来限

制他们使用本系统的功能。 

 

左侧管理列表 【账户和权限管理】→【账号管理】，进入账号管理界面。 

点击【添加】按钮，进行账号添加。当然也可以批量添加，即”快速编辑”，下

面会详细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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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名：可由字母，数字，汉字，下划线，@任意组合而成，用作登录的用户名

以及在系统中名称显示，同一个团队下的用户名不可重复，不能用系统管理员的

用户名(admin)作为自己的用户名； 

密  码：设置登录系统时所使用的密码； 

账  号：添加账号时由系统自动生成的一串数字，不可更改，用于标识你在系统

中的身份； 

名：你的真实名字； 

姓：你的真实姓氏； 

电子邮箱：填写一个可以联系到你的电子邮箱，系统相关的业务信息会发送到此

邮箱； 

接收账单邮件：是否允许接收账单邮件； 

额度限制：允许账号超支的限额； 

状  态：设置账号是否可用，如果此账号为”禁用“，则在账号管理中名字有中

划线，如图： ； 

强制录音：是否对该账号强制录音，系统默认不可用； 

付费方式：可选无限制，后付费或预付费。 

每个账户都会有一定的资金用于通话，当期资金不够时，是否可以继续通话，由

本字段的设置所决定。 

无限制，对账户的使用情况没有任何限制。 

后付费，当账户资金不够时，允许其继续使用，但受额度限制字段规定的金额限

制。 

预付费，当账户资金不够时，不能继续通话，即必须预存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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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范围：有系统管理员，团队管理员，普通用户可选； 

系统管理员，默认得到系统管理员的角色，可以管理整个系统和系统下所有用户，

这是最高级别的类型。 

团队管理员，默认得到团队管理员的角色，可以管理某个团队下所有的用户。 

普通用户，需自行为其选择角色和所在团队。 

团  队：把当前账号加入到该团队中，权限范围为团队或用户时才有此选项。 

角  色：给账号赋予一个角色后，他将拥有该角色下的相应可用权限。 

账户组管理员：一个团队下可有多个组，此项可以设置账号担当小组的管理员。 

拨入费用：有的坐席工资按坐席接电话时长计费，用到此项。 

国家、城市、邮编、地址一/二、联系电话：填写该用户的真实信息，方便联络。 

头  像：可以上传一张你的照片； 

点击 【保存】 就成功添加了，假若账号类型为用户的话，保存后会出现为该账

号添加分机向导，如下图 

 

根据你的需求，可以现在就为该账号添加分机。添加分机我们留到下章去详述，

在此先略过。 

添加完分机后，因为坐席和分机是一对一的关系，因此会出现配置坐席向导，也

可另外单独创建坐席，下面会详细讲解，此处略过。 



                                         Astercc使用说明书    第 25页 

 

 

 

 

账号添加完毕后 会在账号管理页面右上角出现一个黄色提示条，要求重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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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黄色提示条，系统返回信息，提示重载成功，黄色条消失，如下图： 

 

如果已有账号信息，那么我们在进入账号管理页面时，会看到那些数据的列表， 

双击一条信息，会弹出一个界面，在这个界面中你可以对账号进行编辑修改。 

显示信息呈黑色字体的代表可以编辑，灰色字体的不可以编辑。 

编辑页面中高级资料里比添加时多了两个显示字段， 

话  费：此账号累计电话费用总和； 

成  本：此账号在本系统的成本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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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页面按钮详述 

根据使用频率为账号类型是用户的，增设了 3 个常用向导按钮(查看分机，添加

分机，添加坐席)，其它用户类型无这 3个按钮。 

查看分机：点击后弹出一个界面，此界面会罗列出该账号下所有分机简要信息，

点击 【查看详情】， 页面会转到【PBX管理】→【分机管理】，同时帮你把该信

息的编辑界面打开，相当于在分机管理页面对目标分机进行编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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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分机：等同于在【PBX管理】→【分机管理】中点击【添加】按钮，用此账

号进行添加分机。 

 

配置坐席：等同于在 【账户和权限管理】→【坐席管理】中点击【添加】按钮，

用此账号进行添加坐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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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区域列出该账号下所有坐席简要信息，可以对其进行删除操作。 

 

编辑黑名单：点击黑名单按钮，弹出黑名单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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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号码后，点击【添加到黑名单】按钮，就会出现在其下方的表格中，所有被

设置黑名单的号码，将不能拨入到此账号。 

编辑白名单：点击此按钮，弹出白名单设置界面 

填写号码后，点击【添加到白名单】按钮，就会出现在其下方的表格中，一旦您

设置了白名单，那么除白名单外的号码将不能拨入到此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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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账号组管理 

左侧管理列表 【账户和权限管理】→【账号组管理】，可以看到下图所示页面 

 

账号组是用来协助 【费率管理】→【坐席呼入费率】的，把一些费率政策相同

的账号，归结成一个组，然后对这样的一个组进行统一计费，便于管理大量账号

及其他们下边的坐席费率。 

点击【添加】按钮，弹出添加账号组界面 

 

账号组名称：任意填写，用于管理者识别账号组； 

团  队：设置账号组所属团队，只有该团队下的账号，才能添加进此账号组； 

添加账号：点击此按钮，弹出账号选择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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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列表里放着可加入(但未加入)到此账号组的账号，右侧列表里的账号是账号

组内已有的账号。 

在账号名称前打勾，代表选中此账号。然后添加或者删除将此账号加入此组或移

出此组。 

按图中所示，按红线流程是将账号加入组中，蓝线反之。编辑完成后，点击【保

存】按钮。 

外呼路由：选择此账号组是否需要对应一个外呼路由。外呼路由又叫做拨出路由，

在【PBX高级管理】中可编辑设置，下面会详细介绍。 

说  明：用于填写对账号组的说明，以防止日后忘记建立此组的目的。 

数据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一个新的账号组就创建完毕了。 

在账号组页面中，双击一条账号组记录，即可对其进行编辑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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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信息呈黑色字体的代表可以编辑，灰色字体的不可以编辑。点击【编辑账号】

按钮和添加时操作一样，都是为了向账号组内增加或移除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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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坐席管理 

左侧管理列表  【账户和权限管理】→【坐席管理】  进入坐席管理页面。 

点击【添加】按钮，对账户进行坐席添加，添加页面分为 基本资料 和 高级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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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席工号：标识坐席名称，选择坐席类型登录系统时的用户名； 

密  码：选择坐席类型登录系统时的密码； 

团  队：选择坐席属于哪一个团队； 

用  户：选择坐席属于哪一个用户； 

分  机：有三个选项(自适应，固定，自选)，这主要由坐席与分机的关系是一对

多的关系所决定的。 

选择自适应，那么需要你预先在分机管理中为此坐席创建一个分机(这个分机可

能是 SIP，IAX2，mgcp，outside)，但只对 SIP的分机起作用。 

选择固定，右侧的“目标号码”字段显示一个下拉选框，选框里列出你这个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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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下所有可用的分机名称供你选择，那么作为坐席登录时，就不可修改分机。

如下图的绿色圈中号码。(如何创建分机?) 

 

选择自选，那么在作为坐席类型登录时，系统会提示你填写分机号，如下图。 

 

目标号码：当左侧分机字段显示“自适应”时，目标号码会显示一个分级下拉选

框，此时可选择已有用户下对应分机，也可以自己输入非团队内的分机号码，点

击【确定】，会提示“输入的号码不是内线号码........”； 

 

当分机为”固定”时，目标号码会显示一个输入框，选择一个号码或者手动输入，

但以坐席类型登录时，分机号是不可修改的； 

当分机为“自选”时，目标号码将什么都要用手填写。 

状  态：设置此坐席是否可用； 

银行名：填写坐席所用银行卡的开户银行名称(用于兼职坐席结算用的)； 

银行账号：银行卡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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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编号：银行编号； 

银行帐户名：开户名称； 

忽略分机呼叫转移：即使分机设置了呼叫转移，该座席该怎么响铃还是怎么响； 

主叫名称：外呼时，在对方来电显示的本坐席名称； 

主叫号码：外呼时，在对方来电显示的本坐席号码； 

备  注：对坐席的备注说明； 

资料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保存完毕后，可以在坐席管理页面看到新添加

的数据，双击这条数据可以对其进行编辑修改操作。 

 

当前呼出坐席组：是指坐席所属于的坐席组 

 

编辑页面的“高级资料”中，比添加页面多了两个字段 

拨入费用：拨入话费累计总和； 



                                         Astercc使用说明书    第 38页 

 

拨出费用：拨出话费累计总和； 

编辑页面按钮介绍 

查看坐席组: 查看该坐席所属哪个坐席组，还可点击【删除】以脱离该坐席组。

点此按钮可看到如下图： 

 

支  付：点击此按钮，将会把按钮前边显示的金额支付给坐席；(用于给兼职坐

席支付上月劳动报酬)。 

查看详细：点击此按钮后，会弹出 【财务统计】→【坐席账务日志】 的页面。

用于查看坐席的账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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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坐席组管理 

左侧管理列表 【账户和权限管理】→【坐席组管理】，进入坐席组管理页面： 

 

模块功能：坐席组用于把相同工作内容的坐席归纳在一个组里； 

 

点击【添加】按钮，弹出下图所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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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席组名称：任意填写，标识坐席组便于识别； 

坐  席：通过【添加坐席】按钮，向该组内填充坐席； 

 

点击按钮后，弹出上图所示界面，左侧为可选坐席，代表可以把这些坐席加

入到这个新建的组中，其中左侧(上)是未分配过到任何坐席组的坐席，(下)是该

团队下的所有坐席。右侧代表要加入或者组内已有的坐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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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坐席工号前打勾，便可按红线所示的流程将坐席移入该组。 

需要说明的是：编辑页面分为：详细模式(上图)和精简模式(如下图)两种。 

 

“全部设定为”下拉框，是来做批量设置该坐席组内座席的状态、属性、模

式的。 

设置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来保存你的操作。 

勾选”组管理员”选项，将任命此坐席为改组管理员，默认拥有‘错误通话

数据处理的权限’； 

“错误通话数据处理”选项，由于线路问题和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偶尔会

造成通话信号数据出错，影响坐席正常的工作。所以我们要人工的删除掉这些错

误数据。勾选代表坐席有权利自行删除自己的错误数据，不勾选则需要组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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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其删除或者由团队管理员在后台进行删除。 

静态+在线：默认坐席为永久签入状态，但是必须得在线工作。 

静态+离线：默认坐席为永久签入状态，允许其离线工作。 

动态+在线：需要自行签入签出，必须在线工作。 

动态+离线：需自行签入签出，允许离线工作。 

团  队：设定坐席组属于的团队，只有属于团队下的坐席才可以加入到该组中； 

队  列：由于坐席组和队列是一对一关系，呼入坐席组就必须设置队列，这样客

户来电话，才会先打到队列，从而打到这个坐席组里的坐席； 

工作链接：可以为工作组订制开发业务界面显示到坐席工作平台中(例如界面上

可以列出坐席的工作时间，还有哪些任务，最近都联系了谁…)，这里填写这个

页面的链接地址； 

发送登录信息：坐席工作平台有可能嵌入一个其它的 CRM系统，这个字段是用来

设置是否向外嵌系统发送坐席工号，密码等登录信息的； 

允许转接外线：在与咨询方通话时，如果咨询方是个外线的话，是否允许坐席将

客户转给这个外线去处理； 

外呼属性：(无限制，受限制)控制坐席组内的坐席(除有拨号计划外)是否可以进

行外呼，无限制就是可以打，受限制是不能进行外呼。(如果本组有拨号计划任

务，将不受此字段限制。可以对拨号计划内的号码进行无限制呼叫)； 

当前呼出应用类型：本坐席组操作的任务类型，即干什么类型的活； 

当前呼出应用：对应任务的具体任务名； 

话后处理：(关闭，振铃话后，应答话后，自选) 

         关闭: 关闭话后处理状态，即坐席无法启用话后处理，一通电话结束

后 将立即进入空闲状态，等待新的呼叫 

振铃话后：当坐席收到振铃事件(无应答)，坐席将进入话后处理状态 

应答话后：当坐席应答了一个呼叫后，通话结束时坐席将自动进入话后处

理状态 

      自选：坐席可以自行设定振铃话后或者应答话后，坐席界面：

，三个话后模式分别是：振铃话后、应答话后、关闭话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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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结束话后：话后模式在多长时间后自动结束，坐席再一次进入空闲状态。 

媒体接入属性：媒体接入的前提条件，目前此选项为“微信”功能而设置。 

         仅空闲和媒体是：坐席组内座席在空闲和接入同类媒体状态时，允许

媒体接入； 

          无限制：坐席任何状态时，媒体都会接入； 

坐席未接自动暂停： 有电话呼入到当前坐席，如果坐席未应答，那么该坐席就

会被自动暂停，相当于坐席类型登录页面时的： ，坐席要暂停时，

选择原因才可暂停并锁屏。注意与签出、保持相区别。 

咨询坐席范围：坐席需要咨询其他坐席寻求帮助，控制可咨询的范围 

本组：说明仅能咨询本坐席组内的坐席； 

全部：可以咨询任意坐席； 

不可用：不能咨询其他坐席； 

设置自动应答 sip 消息：在列出的情形(队列、预拨号、点击拨号)下，是否需要

向话机发送特殊的 SIP头，当话机支持此功能时会自动应答。 

资料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按钮，对坐席组进行保存。 

在坐席组管理页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新增加的坐席组数据，双击它，可对其进行

编辑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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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坐席】按钮，和添加坐席组时使用的【添加坐席】按钮功能相同，操作也

相同，都是将坐席移除或添加到该组。在左侧找到我们刚建好的坐席，在坐席工

号前打勾，然后点击【添加】移到右侧后，点击【保存】，保存成功后，会看到

系统提示消息。 

 

【组内坐席】按钮，点击后会打开  【账户和权限管理】→【坐席管理】 页面，

相当于你在坐席管理页面按坐席组搜索坐席，把组内的坐席显示出来，关闭编辑

分组界面，可以看到下图所示内容：页面上方出现黄色提示条 要求重载，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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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条进行重载，得到系统提示：“重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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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权限管理 

点击左侧管理列表 【账户和权限管理】→【权限管理】，将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所属分类： 

是左侧的大类，如：账户和权限管理、PBX管理、传真管理、费率管理等。页面

名称：是对应大类下面的小分类，如：团队管理、账号管理、账号组管理等。点

击搜索会快速定位要修改的页面权限。 

双击一条信息，双击后您会看到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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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选状态，代表激活权限) 

现在您便可以对“权限管理”页面的访问权限进行设置。 

成功设置后，系统将根据该权限判断此页面可以拥有哪些功能。 

 

 

 

 

 

 

 

 

 

 

 

 

 

 

 



                                         Astercc使用说明书    第 48页 

 

3.7 角色管理 

左侧菜单列表，选择【账户和权限管理】→【角色管理】 

1.点击每条记录后边的【删除】按钮，可以删除当条记录.(一条记录)。 

   点击上部的删除可以删除勾选中的记录.(一条或多条) 

2.每个列名后边的 排序按钮，可以进行数据排序重列. 

 

3.搜索，可根据输入的条件进行数据查询或导出。不输入条件者则查询或导出全

部数据。 

如上图，选中字段匹配查询方式，输入“群发”，点击【搜索】，就会搜索角色

名称任意匹配“群发”二字的所有记录。结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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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条件的有一条记录。如果有多个搜索项，可以多个搜索项同时输入条件，搜

索同时符合所有搜索项条件的记录。 

4.导出，可以查询后导出，这样的话，导出的记录为查询后的所有记录。可以直

接点击【导出】，则导出所有记录。导出的文件格式有两种(csv/xls)可以选择其

中一种。(对于导出文件默认的格式，可以通过【系统设置】→【系统设置】→

【系统基础设置】→【默认导出数据格式】 来修改，具体详见后面章节) 

选择完毕后，点击【导出】，则导出了相应的记录。 

注意：所有页面的 1，2，3，4的操作都是相同的，即删除，排序，搜索，导出功能。在以

后的页面说明中，不做相应的解释。 

 

5.双击每条记录可以对该条记录进行详细查看或者编辑. 

6.点击【添加】按钮可以添加角色信息 

 

填写角色名称和备注。然后点击【权限设置】，为该角色赋予权限。此权限决定

使用该角色登录的人可以访问哪些页面，并且可以对这些页面进行哪些相关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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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点击权限设置会看到上图右侧”权限设置”页面: 

现在就可以设置该角色的权限了，左侧是页面名称，右侧可以勾选操作此页

面的权限。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保存权限选择。 

如果添加角色的页面 数据填写完成，点击添加页面的【保存】按钮，这样

一个角色就添加成功了！ 

编辑数据：页面的记录，双击便可打开编辑页面。双击编辑区，就可以更改数据。

当鼠标焦点离开编辑区，自动对数据进行保存。权限的编辑方式和添加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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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快速设置 

左侧管理列表  【账户和权限管理】→【快速设置】，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用于批量添加分机坐席。 

 

选择团队：指定即将添加的分机坐席属于哪个团队 

账  号：如果选择自动生成，那么系统会为每一个创建的分机坐席，建立一个随

机新账号。 

如果选择了一个账号，那么这批分机坐席将统统属于这一个账号。 

生成对象：选择分机，仅创建分机； 

                  选择坐席和分机，系统会创建坐席和坐席要用的内线分机； 

                选择仅坐席，仅创建使用外部电话的坐席，坐席使用的电话号

码需到坐席管理中自行设置。 

上述内容设置好后，点击【下一步】按钮 

如果你选择的对象是分机，你会看到： 

 

(账号选择自动生成，会看到“用户名前缀”项。若选定了账号，不会看见此字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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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数量：要创建分机的数量； 

用户名前缀：填写为这些分机创建的账号的前缀； 

起始分机号码：分机的起始号码是从多少开始，那么下边的号码会在此基础上递

增；点击【详细设置】按钮，打开分机设置界面 

 

设置方法详见分机管理。 

密码长度：设置密码位数。 

密码前缀：如果勾选【随机】，那么就不用填写此项了，此时账号的密码就是其

账号，分机的密码就是分机的号码。如果不勾选【随机】，那么要填写此项，作

为账号和分机的密码前缀。(假如密码前缀的位数等于密码长度了，那么所有账

号、分机的密码都为前缀本身，而不会在后面加数字“递增”) 

填写完毕后，点击【预览】按钮，可以看到下图所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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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修改密码】按钮，可以重新设置每个分机和账号的密码； 

 

填写【邮件】后，系统会自动将邮箱填写到账号和分机中的邮箱字段里。 

设置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开始批量生成你要创建的分机。 

 

如果你选择的对象是坐席和分机，你会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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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选择自动生成，会看到用户名前缀字段。如果选定了一个账号，不会看见

此字段) 

起始坐席工号：首个坐席工号是从多少开始，那么接着创建的工号会在此基础上

递增； 

(其余字段的功能及作用同批量创建分机) 

 

如果你选择的对象是仅坐席，你会看到： 

 

(账号选择自动生成，会看到用户名前缀字段。如果选定了一个账号，不会看见

此字段) 

(其余字段的功能及作用同于批量创建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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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用户财务管理 

左侧管理列表 【账户和权限管理】→【用户财务管理】  进入用户财务管理页

面，看到如下界面： 

点击【添加】按钮 会看到添加页面，添加界面根据用户登录的类型不同会有不

用的界面 

① 系统管理员登录，即(systemadmin 登录)看到如下界面，此界面是系统管理

员登录对各个团队的当前费用进行调整。 

 

②团队管理员登录，即(teamadmin登录)看到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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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界面是团队管理员登录对本团队下各个用户的当前费用进行调整。 

状  态 ：状态下拉框里有两个选项  

【充值】是对相应的(系统管理员登录是对团队，团队管理员登录是对用户)  

       拿“当前费用”往 团队/用户 里充值，即将当前费用减少相应的金额 

【扣除】是对相应的(系统管理员登录是对团队，团队管理员登录是对用户)  

       扣除客户账户里的费用至“当前费用”中，即将当前费用增加相应的金

额 

团队名：以系统管理员身份登录时，选择团队，对所选团队进行费用调整 

 以团队管理员身份登录时，选择团队，对所选团队下的用户进行费用调整 

用户名：以团队管理员身份登录时才会有此选项，对相应团队下的用户的当前费

用进行调整 

调整前 ：以系统管理员登录时，此处显示的是选择的团队的当前(预存)费用 

    以团队管理员登录时，此处显示的是选择的用户的当前(预存)费用 

金  额 ：进行财务调整的额度 

充值方式：充值所采用的方式 

单据流水号：进行财务调整的单号，便于管理和查询 

备  注 ：对本次财务调整操作的备注记录 

 

对添加页面的信息确认后，进行保存，可以点击【保存】按钮进行保存，保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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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用户账务管理页面看到新保存的一条数据，如果不想保存，可以点击   

【返回】按钮或者添加页面的关闭按钮 。 

用户账务管理页面下的数据不能进行双击查看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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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PBX 管理 

4.1 中继 

左侧管理列表，点击  【PBX管理】→【中继】，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管理系统中继，设置中继参数。 

点击【添加】按钮，打开中继添加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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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继名称：为该中继起一个名称，用于识别和区分中继。 

团  队：选择中继属于哪个团队，当设定了团队时，表示该中继只能为该团队使

用，如果没有设定团队，则表示系统内所有团队均可以使用该中继。 

类  型：选择中继线路要使用的协议。 

注册串：当选用 SIP或 IAX协议时，为了接受从该中继送来的呼叫，有的中继需

要 填 写 注 册 串 ， 用 于 验 证 。 标 准 格 式 username:password@voip.soni 

cwell.com:5060 

标  识：唯一的标识，默认系统会自动生成一串数字组成的标识，对于某些网络

中继来说，标识需要与用户名相同，此时需要手动改写标识。 

模  版：选择此中继要使用的模版。 

超  时：通过该中继进行对外呼叫时，当尝试呼叫的时间大于该值而呼叫仍然没

有接通，则认为超时，呼叫失败。 

状  态：此中继是否可用。 

外呼主叫号码：外呼时显示的主叫电话号码。 

外呼主叫名称：外呼时显示的主叫名称。 

最大支持通道数：填写数字，设定该中继的最大并发呼叫量，当系统检测到使用

该中继的通话大于此值时，系统则认为该中继不可用，默认为无限制。 

连续失败禁用：填写数字，当通过该中继外呼的通话连续失败次数达到该值时，

mailto:password@voip.so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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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中继将会被自动禁用，此项功能一般用于预拨号情况下，通过使用中继组避免

当一个中继出现问题时导致的外呼失败。(0表示禁用此功能) 

外呼主叫黑名单限制：填写在黑名单内的号码将不能通过此中继进行外呼。 

外呼主叫白名单限制：填写了白名单，那么只有白名单的号码可以通过此中继拨

出(外呼)。 

详  情：填写该中继的配置参数。 

强制计费(路由)：团队外呼时，根据中继去匹配分机费率，如果强制计费，必须

匹配到分机费率才能外呼，否则不会外呼。如果不强制，那么就不需要匹配分机

费率。 

强制使用外呼主叫设置：如果强制,不管其它地方设置的外呼主叫号码是多少,

都会使用本中继【基本资料】中的外呼主叫号码 和 外呼主叫名称.。 

录音内/外线增益：增大通话声音，方便录音使用。 

集联中继：当该系统要和其他系统同时使用时，需要选择此项。 

集联主机地址：输入集联主机的地址。 

自定义拨号字符串：略 

备  注：描述中继的一些信息，例如它的用途等。 

数据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在中继页面可以看到新增加的数据。 

双击该数据，可以打开编辑界面，对该条数据进行修改操作，点击

，打开中继规则设置界面。 

号码进入中继后，将按你设置的规则进行匹配，如果匹配到，就按你规定的规则

去移除前缀、增加前缀，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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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  性：通过此中继的通话是否允许呼叫或者是否允许使用本规则。 

对  象：是指中继规则适用的范围。 

对象前缀：匹配什么样的号码前缀。例：你写了 0411 ，则以 0411 开头的号码

就会找到这条规则，并按规则去执行操作。按上面那条规则，假如进中继前号码

为 0411 1234567，则出中继时为：5677 1234567。 

对象长度：要匹配的号码长度是多少位(包含前缀在内的位数)。 

移除前缀：匹配到号码后，要将你填写的前缀删除。 

增加前缀：匹配到号码后，要将你填写的内容放到号码前边。规则设置完成后，

点击【确定】进行保存。保持后的数据将显示在下方的表格中。 

      双击一条信息，会弹出一个界面，在这个界面中你可以对中继进行编辑修

改。显示信息呈黑色字体的代表可以编辑，灰色字体的不可以编辑。 

 

编辑页面中高级资料里比添加时多了 5个显示字段，分别是： 

挂机状态：显示最后 10条通话挂机的状态。 

时  长：经此中继的累计通话时长。 

系统费用：在系统费率下的系统费用总计。 

客户费用：在分机费率下的客户费用总计。 

团队费用：在团队费率下的系统费用总计。“费率”将在下面章节 费率管理 中

详细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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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分机管理 

左侧管理列表，点击  【PBX管理】→【分机管理】，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设置分机参数，保证分机可以连接到系统中。 

点击【添加】按钮  弹出下图所示界面。 

 

 

分机名称：为分机起一个名称，用于识别和区分。 

内线号码：该分机的内线号码，用于内部呼叫，同一团队内的内线号码不得重复； 

分机类型：又叫做设备类型，共分为五种分机(SIP， IAX2， MGCP，DADHI 和 外

线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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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  队：为该分机设备设置所属团队。 

注册帐号：由团队唯一标识+内线号码自动生成。(配置软电话时，填写在

username一项) 

注册密码：设置一个分机设备的密码。(配置软电话时，填写在 password一项) 

用户名：为该分机设备选择所属哪个用户。 

主叫号码：设置一个作为主叫时，显示的号码(内线呼叫)。 

主叫名称：作为主叫时，显示的名称(仅 IP电话支持显示主叫名称，内线呼叫)。 

分机状态：设置这个分机是否可以使用。 

模  版：分机使用协议的参数模版。 

外呼权限：设置该分机是否有外呼的权限，还是仅具有内线呼叫的权限。 

超时时间：设置分机的超时时间，单位为秒。 

外呼主叫号码：主叫时显示的号码(外线呼叫)。 

外呼主叫名称：主叫时显示的名称(仅 IP线路支持显示主叫名称，外线呼叫)。 

免打扰：是否开启分机的免打扰功能。 

录  音：是否开启分机录音功能。 

语音邮件状态：是否开启分机语音邮件功能。 

来电跟随：输入一个电话号码，可以为内线号码 也可以是外线号码，该号码会

与此分机同时来电。 

主机名：语音邮箱使用的主机地址。 

中  继：指定分机要使用的中继。 

抢接范围：抢接电话适用的范围，分为帐号组和团队。 

彩  铃：该分机的彩铃。 

坐席模式：此分机是否启用坐席模式 

      可用：在拨打分机的同时，会与所绑定的签入坐席有相应的交互。 

      不可用： 在拨打分机时，不会与坐席有交互和访问。 

BLF 目标组：设定该分机所属于哪个 BLF 分组。BLF 分组的建立在【PBX 高级管

理】中。 

分机详情：分机设备的配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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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保存】按钮后，保存数据，出现数据已保存的提示和黄色重载提示。点击

黄色提示条，系统返回信息，提示重载成功，黄色条消失。 

 

在分机管理页面，双击任何一条记录，即可对其进行编辑和修改操作。 

编辑黑名单：点击黑名单按钮，弹出黑名单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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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号码后，点击【添加到黑名单】按钮，就会出现在其下方的表格中，所有被

设置黑名单的号码，将不能拨入到您的分机。 

编辑白名单：点击此按钮，弹出白名单设置界面 

填写号码后，点击【添加到白名单】按钮，就会出现在其下方的表格中，一旦您

设置了白名单，那么只有白名单内的号码才能拨入到您的分机。 

 

 

 

 

 

 

 

 

 

 

 

 

 



                                         Astercc使用说明书    第 67页 

 

4.3 振铃组 

左侧管理列表，点击  【PBX管理】→【振铃组】，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把团队下功能设置一样的振铃分机集合到一起。 

点击【添加】按钮，打开振铃组添加界面。 

 

振铃组名称：给振铃组起个名，用来标识这个振铃组。 

内线号码：内线分机可以通过拨打这个号码发起对该振铃组的呼叫。 

振铃策略：有来电时，振铃组内坐席的振铃方式，分为以下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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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振铃，来电后，所有坐席振铃。 

顺序振铃，按次序逐个坐席振铃。 

轮询振铃，例如有 1001，1002，1003三个坐席。第一次呼入 1001振铃，再次呼

入 1002 振铃。按照此规律每次来电找到对应坐席振铃，如果当前坐席未接听，

振铃下一个坐席。 

空闲振铃，只振铃空闲的坐席。 

递增振铃，例如有 1001，1002，1003三个坐席。第一次 1001振铃，第二次 1001，

1002振铃，第三次 1001，1002，1003振铃。 

振铃时间：振铃持续时间多少秒。 

团  队：选择振铃组适用于哪个团队。 

最近通话优先：是否优先呼叫有最近通话记录的内线。 

等待音乐：进入该振铃组，听到的等待音乐。 

语音类别名称：选择语音类别，便于找到适合的语音文件。 

呼入语音：选择呼入时的语音。 

增加主叫号码前缀：仅允许数字，当振铃组呼叫组内分机时，在主叫号码前增加

前缀。 

增加主叫名称前缀：仅允许数字，当振铃组呼叫组内分机时，在主叫名称前增加

前缀。 

 

此处用来选择适合此振铃组的振铃分机。在左侧勾选后点击【添加】，在右边栏

内的振铃分机代表即将加入此组。 

数据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按钮进行数据保存。在振铃组页面可以看到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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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的数据。 

 

双击该数据，可以打开编辑界面，对该条数据进行修改操作 

 

 

 

 

 

 

 

 

 

 

 

 

 



                                         Astercc使用说明书    第 70页 

 

4.4 振铃组分机 

左侧管理列表，点击  【PBX管理】→【振铃组分机】，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管理振铃组里的分机，设置振铃组分机的基础信息。 

点击【添加】按钮，打开振铃组分机添加界面，向振铃组中添加分机。 

 

团  队：选择要设置的团队。 

设备名称：选择该团队下个一个分机，将其添加到振铃组中。 

振铃组名称：要把该设备划分到哪个振铃组。 

优先级：设置该设备在振铃组中振铃优先级，填写数字 0-9，数越大级别越高。 

 

数据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按钮进行数据保存。在振铃组分机页面可以看到

新增加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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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该数据，可以打开编辑界面，对该条数据进行修改操作 

 

编辑页面的基本资料中，多出了两个字段：振铃次数和应答次数。 

振铃次数：该分机振过几次铃。 

应答次数：该分机的应答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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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DID 分组 

左侧管理列表，点击  【PBX管理】→【DID 分组】，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建立或编辑一个 DID组，用于把一类的 DID号码集合在一起。 

点击【添加】按钮，打开 DID分组添加界面。 

 

DID 分组名称：设置 DID分组的名称，标识此组的功能。 

团  队：设置此 DID分组所属的团队。 

月  租：DID的月租费用。 

费  率：该 DID的费率。 

匹配类型：分为 号码匹配 和 前缀匹配。 

国  家：属于哪个国家。 

列  表：设置 DID组内匹配的号码或前缀，有多个时用换行进行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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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按钮进行数据保存。在 DID分组页面可以看到新

增加的记录。双击此记录，可以打开编辑界面，对该条数据进行修改操作。 

 

编辑页面的基本资料中，多出了两个字段：使用详情 和 组内 DID号。 

组内 DID 号：设置组内 DID号码。 

点击 按钮，打开下图所示界面： 

 

此界面将列出所有关于该 DID 分组的路由；点击每个路由后边的【查看详细】，

页面将跳转到拨入路由页面，相当于在拨入路由页面进行 DID搜索。 

点击 按钮，浏览器将弹出一个新的浏览器标签页，用于显示该组下的所

有 DID号码；相当于在 DID页面进行按 DID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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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DID 

左侧管理列表，点击  【PBX管理】→【DID】，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设置 DID号码，用于匹配 DID拨入电话 

点击【添加】按钮，打开 DID添加界面。 

 

DID 号码：设置一个 DID号码。 

团  队：为此 DID号码设置所属团队。 

账  号：为此 DID号码设置所属账号。选择后，设备将列出该账号下的分机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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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机：在所选账号中选择一个分机设备。 

DID 分组：将该 DID号码归属到哪个 DID分组下。 

状  态：此 DID号码是否启用。 

费率类型：选择使用单独费率，还是使用 DID组的组费率。 

费  率：该 DID的单独费率。 

月租费：DID的月租费。 

成  本：成本费用。 

供应商：供应商的名称。 

国  家：所在国家。 

语  言：支持简体中文和 English。 

备  注：用于描述这个 DID号码。 

 

数据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按钮进行数据保存。在 DID页面可以看到新增加

的数据。双击此数据，可以打开编辑界面，对该条数据进行修改操作 

 

 

点击 按钮，打开下图所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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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界面将列出所有关于该 DID 的路由；点击每个路由后边的【查看详细】，页面

将跳转到拨入路由页面，相当于在拨入路由页面进行 DID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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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呼叫记录 

左侧管理列表，点击  【PBX管理】→【呼叫记录】，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用于查看系统发生的所有通话的记录。 

每条记录前边的 图标代表有通话录音可以在线试听；点击 图标，可以对

录音进行下载；双击一条数据，可以查看呼叫记录的明细。 

 

最下面一行：是 CDR(呼叫详情记录) 

 

持续时间：计算方式是结束时间减呼叫时间。 

计费时长：计算方式是结束时间减应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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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语音邮箱 

左侧管理列表，点击  【PBX管理】→【语音邮箱】，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本页面用于管理系统中的语音邮件信息(收听、下载、删除语音邮箱)，

语音邮件列表按照留言时间倒序排列，如果有人给你留言了，你可以到此页面进

行收听。 

点击图标 可以在线试听留言； 

点击图标 可以对留言进行下载； 

点击图标 可以对留言进行删除。 

团队、分机：留言者给哪个团队下的哪个分机留言，即此条留言的所属者(分机)。 

联系人：语音邮件的留言者；  

留言时间：语音邮件的记录时间；  

语音邮件名：语音邮件在系统中的文件名称；  

语音邮件存储于服务器/var/spool/asterisk/voicemail/团队标识/分机号码

/INBOX/目录下。 能否为某个分机留言，取决于你的分机设备是否开启了“语音

邮件状态“ 为”可用”。 当你在团队中设置“语音邮件发送方式“为”模版”

时，系统收到新的语音邮件后，会将此语音以 email形式发送到目标分机设置的

邮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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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内线管理 

左侧管理列表，点击  【PBX管理】→【内线管理】，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asterCC 系统中有很多对象，例如分机，振铃组，队列，IVR 等等，如果你想通

过电话呼叫这些对象，你就需要设定一个内线号码。例如分机 astercc-5000 的

内线号码是 5000，表示其他分机可以通过拨打 5000呼叫该分机。  

此页面内的数据 分别来源于 

【分机管理】、【队列管理】、【振铃组管理】、【电脑话务】、【会议室管理】、【快捷

键】、【热键】、【系统应用管理】。 

在此页面也可为以上几个模块进行内线号码设定，如：点击【添加】按钮，打开

内线添加界面。 

 

内线号码：添加内线号码，用于内部呼叫。 

团  队：此内线号码所属的团队。 

对  象：此内线号码指定给模块对象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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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ID：对应类型下的具体对象。 

 

确定好数据后，点击【保存】按钮进行保存，然后在内线管理页面便能看到新加

的数据 

 

【内线号码是否重复】 跟内线号码和团队都有关系，如果内线号码和团队都相

同，就会提示你内线号码重复。 

在内线号码管理页面下，给相应模块添加的内线号码，在当前页面是可以进行删

除的，对于不是在本页面添加的数据，将会跳转到对应模块下，如还需要删除，

则需要在跳转后的页面下显示的对应数据进行删除 

双击一条数据，就可以看到对应的编辑页面，如图： 

 

在次编辑页面，灰色的数据表示是不允许更改的，只有内线号码是可以更改的，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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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内线检查】按钮，可以对系统内所有内线进行统计，点击重复值不为零的

数据，可查看有哪些内线号码重复，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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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PBX 高级管理 

5.1 队列管理 

左侧管理列表，点击  【PBX管理】→【队列管理】，进入队列组管理页面。 

 

模块功能：管理队列，为队列设置参数。点击【添加】按钮，打开队列添加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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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列号码：由数字任意组成，用于识别队列，是系统识别该队列的标识。 

队列名称：队列的名字，用以标识队列用途，起备注作用。 

振铃策略：设置来电时该队列对应坐席组内坐席的振铃次序。 

      最久未呼叫：距上次通话时间间隔最长的坐席优先进行振铃。 

      最少通话：按通话(次数)最少排序坐席，通话最少的坐席先振铃，如未接

听，则顺次向下振铃。 

      随机：随机振铃当前可用坐席。 

      记忆轮询：按上一次振铃的坐席，向下顺序振铃。 

团  队：设置该队列所属团队。 

工号通告：选择进入队列中坐席时要播放给客户听的语音，分为：工号前语音 和 

工号后语音，用于设置报工号前或后要播放的语音。由于不同国家语序不同，所

以按实际需要设置。例如：现在为您服务的坐席是 2000 号(属于工号前语音)或

者 2000号坐席为您服务(属于工号后语音)。 

等待音乐：进入队列等待坐席时所听到的音乐。 

失败转向：失败后转向到(挂断，呼入语音，电脑话务，队列，分机，振铃组，

语音邮件，忙音)中的任意一项。 

失败转向目标：根据转向的不同，选择具体要执行的内容，只有选择了“失败转

向”这个目标才可以选择对应的具体目标。 

坐席超时时间：坐席多少秒不接电话就超时，队列将呼叫下一个优先级的坐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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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试间隔：在一次超时之后，至少间隔多少秒后才再次发起呼叫。对于再呼叫哪

个坐席，是由振铃策略所决定的。 

最大等待时长：当坐席在该队列中的等待时长超过该数值时，呼叫将被转到失败

转向设定的目标。  

允许进入空队列： 

      选择“是”时，即使该队列中没有任何坐席，客户仍然可以在队列中等待； 

      选择“否”时，队列中没有任何坐席签入时，主叫方将进入失败转向。  

通话间隔：坐席在一次通话结束后，需要间隔一段时间后才可以开始新一次通话

(振铃)。 

自动填充：选择“是”时，当队列中有多个主叫等待时，队列将同时将这些呼叫

分配给可用的坐席；否则系统将按顺序逐一分配，默认为：“是”。例如客户 A，

B，C 在队列中等待，若不使用自动填充，则仅当 A 被接听后，队列才会为下一

个等待客户呼叫可用的坐席。  

自动转入条件：用于系统通过变量匹配到相对应的队列。 

增加主叫名称前缀：对进入队列的主叫在其名称前增加的内容。 

增加主叫号码前缀：对进入队列的主叫在其号码前增加的号码。 

最近通话优先：对进入队列的号码，将优先转到最后一个通话结束的坐席处。 

多方通话：是否允许多方通话会议。 

队列通告：进入队列要播放给客户听的语音，先于“工号通告”播放，例如：先

是“为了保证通话质量，您的通话可能会被录音，敬请谅解！”，然后再“0248

号话务员为您服务”。 

评  分：邀请客户对服务进行评分的提示语音。 

坐席通告：坐席接起电话时播放给坐席的语音。(尚未开启此功能) 

功能按键：在队列排队过程中，主叫方可以按键转语音菜单或者转语音留言。  

功能按键目标：设置功能按键转向的目标，分为：语音邮件 和 电脑话务。 

功能按键目标对象：设置功能按键转向的具体目标，当开启功能按键的功能后，

使用按键可以转到当前选择的目标，即按键功能对哪个对象适用。 

周期性公告语音：进入队列中等待的客户所听到的周期性播发的公告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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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性公告频率：多少秒将会听到一次系统的“周期性公告语音”提示。 

排队位置公告频率：在队列中等待的客户多少秒将会听到一次自己的当前排名。 

最大排队人数：设置当前队列中可以等待的客户数。如果设置为 0，则表示当前

队列不限制等待客户数。 

优先级：队列的优先级。数字越大，优先级越高，越优先。 

 

数据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按钮进行数据保存。此时在队列管理页面上方会

出现黄色重载提示条，点击黄色提示信息，将系统配置文件重载。点击后，提示

条消失，并且提示“重载成功！” 

双击该记录，可以打开编辑界面，对该条数据进行修改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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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工作时间 

左侧管理列表  【PBX高级管理】→【工作时间】，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设置一个工作时间区间，例如设置一个时间区间，2015 年全年的每

周的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 9点到晚 6点(即 18 点)。 

点击【添加】按钮，我们添加一个时间区间，留给工作时间包模块去使用； 

 

“工作时间”区间设置分为三部分，一个是日期的设置，一个是时间的设置，一

个是星期的设置；  

名  称：为该时间区间起个名字，用于标识此时间区间。 

开始日期：从哪年哪月哪日开始生效； 

结束日期：到哪年哪月哪日结束失效； 

起始时间：每天开始的时间； 

结束时间：每天结束的时间； 

开始/结束星期：利用滑动条，设置该时间包有效的开始星期和结束星期； 

团队名称：设置这个时间区间所属团队； 

如上图所设置的时间区间是每周的星期一至星期五的早 09：00到晚 18：00。 



                                         Astercc使用说明书    第 88页 

 

数据填写完毕，点击【保存】按钮，返回到工作时间管理页面，可以看到我们新

添加的数据： 

 

双击这条记录可以进行编辑修改操作： 

 

开始/结束星期：编辑此字段时，调整完毕滚动条后，请不要忘记点击【确认】

按钮进行结果保存。 

其它字段的编辑修改操作方法和前面那些章节讲解的方法是一样的，这里便

不再重复介绍。 

 

 

 

 

 

 

 



                                         Astercc使用说明书    第 89页 

 

5.3 工作时间包 

左侧管理列表  【PBX高级管理】→【工作时间包】，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根据你的业务需要，将一些工作时间组合到一起，生成一个时间包。 

点击【添加】按钮，我们添加一个工作时间包： 

 

名  称：为时间包设置一个名字，用以识别和区分； 

状  态：设置该时间包是否可用； 

团  队：选择所属该团队的工作时间区间来构成该时间包； 

工作时间：选择一个或多个工作时间区间，来共同组成一个业务所需的完整工作

时间包。 

备  注：对该工作时间包的备注说明； 

 

编辑完成后，点击【保存】，在时间包页面可以看到新增加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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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这条数据，可打开编辑界面： 

 

双击呈黑色数据内容，可对其进行编辑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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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中继组 

左侧管理列表，点击 【PBX高级管理】→【中继组】，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顾名思义是 中继的组合，根据需要把多个中继集合在一起，便于对

业务需求的设置和管理。 

点击【添加】按钮，打开中继组添加界面。 

 

中继名组称：为此中继组设置一个名称，标识这个中继组。 

团  队：设置该中继组所属团队，并且只能添加此团队下的中继到该组中。 

中继策略：中继组选择该组中继的策略，分为：顺序优先、随机 和 轮询。 

黑名单限制：设置黑名单后，黑名单内的号码不能通过此中继组进行外呼。 

白名单限制：如果设置了白名单，那么只有白名单内的号码才能通过此中继组进

行外呼。 

 

在左侧勾选此组需要的中继，点击【添加】，将其移动到右侧栏内。数据填写完



                                         Astercc使用说明书    第 92页 

 

毕后，点击【保存】，在中继页面可以看到新增加的记录。 

双击该数据，可以打开编辑界面，对该条数据进行修改操作 

 

将左侧中继移动到右侧，代表将此中继加入到该中继组。 

将右侧中继移动到左侧，代表将此中继在从该中继组中移除。 

组内中继发生改变后，记得点击【保存】按钮进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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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PBX 模版 

左侧管理列表，点击  【PBX高级管理】→【PBX模版】，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用于管理 asterisk 上使用的中继线路(trunk)或者分机设备

(device)，为其按不同协议定义配置模板。您可以设定不同的模版便于添加中继

或者分机时候使用，修改的时候只需要修改模版，使用改模版的配置信息就会一

起更新。 

 

点击【添加】按钮，打开 PBX模版添加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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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名：定义模板名称，用于标识模板。 

模版类型：确定模板用途，用于中继线路还是分机设备。 

协议类型：选择协议类型，要使用哪种协议进行会话，包括：SIP、IAX2、MGCP 和

DAHDI。 

团  队：选择模板从属于哪个团队，当为“全部”时，适用于整个系统。 

详  情：详细配置格式。 

备  注：为该模板添加备注，用以描述模板。 

数据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按钮进行数据保存。在 PBX模版页面可以看到新

增加的数据。 

双击该数据，可以打开编辑界面，对该条数据进行修改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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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拨入路由 

左侧管理列表，点击  【PBX高级管理】→【拨入路由】，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用于将拨入到系统的通话根据一定的规则路由到需要的目的地。指定

给账号组使用，可按一定的账号范围(账号组)以不同的方式去处理拨入请求。 

注：若在 DID 中将账号分机与 DID号码绑定，则相应的根据 DID匹配的拨入路由不会生效。 

点击【添加】按钮，打开拨入路由添加界面。 

 

路由名称：设置一个路由的名称，标识路由用途和作用。 

团队名称：为此路由选择所属团队。 

DID 匹配：选择是否启用 DID匹配方式。 

      空：不启用 DID匹配 

      单匹配：仅匹配某一个 DID号码； 

      组匹配：匹配一个 DID组(组内允许有多个 DID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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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D 标识 ID：根据“DID 匹配”方式，对应有 DID号码列表或 DID组列表。 

主叫匹配：是否使用主叫匹配，匹配方式有：完全匹配、前缀匹配、归属地匹配。 

主叫号码目标：输入主叫匹配的电话号码。 

转  接：匹配后要将通话转入的对象类别，类别分为： 

      自动匹配：拨打到系统的通话，会根据被叫号码在系统中进行匹配。如果

匹配到是系统的内线号码，将会拨打对应内线号码；如果在系统中未匹配到内线

号码，需要通过中继送出来拨打该号码，此情况必须在 “帐号” 中选择一个帐

号。 

      振铃组：转到一个振铃组，此时可以在“转接名称”中选择一振铃组； 

      队列：转到一队列里，此时可以在“转接名称”中选择一个队列； 

      电脑话务：转到一电脑话务，可以在“转接名称”中选择一条电脑话务； 

      分机：将电话转到一分机，此时可以在“转接名称”中选择一个分机。 

      语音邮箱：将电话转到一个语音邮箱，此时可以在“转接名称”中选择一

个邮箱地址。 

      应用：将电话转接到一个应用，此时可以在“转接名称”中选择一个应用。 

      结束：直接结束呼入。 

      会议室：将电话转接到会议室，此时可以在“转接名称”中选择一会议室。 

      传真设备：将电话转接到传真设备，此时可以在“转接名称”中选择一个

传真设备。 

转接名称：设置此拨入路由具体的转接目标，与"转接"相对应使用，提供(振铃

组、队列、电脑话务、分机、语音邮箱 等)列表。 

帐  号：设置此拨入路由所属于哪个账户，与”自动匹配“相搭配使用。 

中继匹配：拨入时所匹配的中继。 

中继名称：中继匹配选择”中继“是，此处选择具体的中继目标。 

工作时间包：选择该拨入路由的有效时间；如果为空，表示该路由始终有效。 

状  态：是否启用此拨入路由。 

优先级：设定该拨入路由的优先级别，数字越大，级别越高，越优先； 

编辑完毕后，点击【保存】进行数据保存。在拨入路由页面可以看到新增加的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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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一条数据，可以打开编辑界面，对该条数据进行修改操作。若 DID选择组匹

配，则鼠标放在 上，可以查看组内 DID号码。 

 

当使用 DID 匹配时，选择完 DID 标识 ID 后，系统将显示该 DID/DID 组的使用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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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拨出路由 

左侧管理列表，点击 【PBX高级管理】→【拨出路由】，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是指定给账号组用的，可以按一定的账号范围(账号组)以不同的方式

去外理拨号请求。 

 

点击【添加】按钮，打开拨出路由添加界面。 

 

路由名称：设置该拨出路由的名称，用以标识这个路由。 

团队名称：设置此拨出路由所属团队。 

 

数据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按钮进行数据保存。在拨出路由页面可以看到新

增加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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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一条记录，可以打开编辑界面，对其进行修改操作，点击 按

钮，打开”路由规则“设置页面： 

 

号码前缀：用于号码匹配，匹配前缀最符合的一项，如果匹配不到，就默认匹配

整个号码：default 。 

号码长度：设置号码的长度，以便区分长度不同但前缀相同的号码；长度是包括

前缀在内的整个号码长度。 

送  至：匹配成功后要执行的操作，包括： 

      外拨：直接进行拨号； 

      振铃组：转到一个振铃组，此时可以在“送至目标”中选择一振铃组； 

      队列：转到一队列里，此时可以在“送至目标”中选择一个队列； 

      电脑话务：转到一电脑话务，可以在“送至目标”中选择一条电脑话务； 

      应用：将电话转接到一个应用，此时可以在“送至目标”中选择一个应用。 

      会议室：将电话转接到会议室，此时可以在“送至目标”中选择一会议室。 

      结束：直接结束呼入。 

      传真设备：将电话转接到传真设备，此时可以在“送至目标”中选择一个

传真设备。 

       sip-refer：与以上”送至“不同的是，它将通话送出去后，自己不保留

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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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至目标：与“送至”字段相对应的具体目标，提供(振铃组或队列或电脑话务

等)列表。 

移除前缀：设置一个前缀，若能匹配到号码，则把此号码的该前缀移除。 

增加前缀：设置一个前缀，若能匹配到号码，则在此号码前增加该前缀。 

规则设置完毕后，点击【确定】按钮进行保存，保存后，你新添加的规则将出现

在下方的表格里，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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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呼入黑名单 

左侧管理列表，点击  【PBX高级管理】→【呼入黑名单】，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不允许哪些电话号码的拨入。一旦为某团队、账号 或 分机 设置了

黑名单，那么黑名单上的号码将不能拨入到这个团队、账号 或 分机。 

点击【添加】按钮，打开黑名单添加界面。 

 

号  码：将该号码加入到呼入黑名单，禁止其呼入。 

团  队：将此号码的黑名单规则适用到该团队。 

账  号：可以不填写，一旦填写，说明此黑名单只对团队下的该账号生效。 

分  机：可以不填写，一旦填写，说明此黑名单只对该分机生效。只有填写了账

号，才可以选择分机，即：账号下的哪个分机。 

状  态：本条黑名单规则是否启用。 

数据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按钮进行数据保存。在呼入黑名单页面可以看到

新增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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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该数据，可以打开编辑界面，对该条数据进行修改操作： 

 

 

 

 

 

 

 

 

 

 

 

 



                                         Astercc使用说明书    第 104页 

 

5.9 白名单管理 

左侧管理列表，点击  【PBX高级管理】→【白名单管理】，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只允许哪些电话号码的拨入。一旦为某团队、账号 或 分机 设置了

白名单，那么只有白名单上的号码才能拨入到这个团队、账号 或 分机。 

 

点击【添加】按钮，打开白名单添加界面。 

 

号  码：设置要把哪个号码加入到白名单。 

团  队：将此号码的白名单规则适用到该团队。 

账  号：可以不填写账号，则此白名单规则在整个团队下均适用。如果填写了，

说明只在团队的此账号下生效。 

分  机：可以不填写，如果填写了，那么该白名单规则只适用于该分机。 

状  态：本条白名单规则是否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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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按钮进行数据保存。在白名单管理页面可以看到

新增加的数据。 

 

双击该数据，可以打开编辑界面，对该条数据进行修改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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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外呼主叫号码限制 

左侧管理列表，点击  【PBX 高级管理】→【外呼主叫号码限制】，进入所示页

面。 

 

模块功能：当管理员不希望用户使用某些号码作为外呼显示的主叫号码时，可以

使用主叫号码限制功能。 设置线路上的黑，白名单来限制某些号码的通话。 

 

点击【添加】按钮，打开外呼主叫号码限制添加界面。 

 

限制类型： 

     外呼主叫黑名单限制：这些号码将不能通过此团队的中继(组)线路对外拨

打。 

     外呼主叫白名单限制：仅这些号码可以通过此团队的中继(组)线路对外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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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状  态：是限制规则是否启用。 

团队名：选择此限制要适用到哪个团队上。 

中继类型：该规则所限制的对象，可选中继或者中继组。 

      中继，就是一条可以通话的线路。 

      中继组，就是多条可通话的线路的集合(中继集合)。 

中继组是为了通话时可以指定多条中继，以便第一条中继拨不通的情况下自动使

用下一条中继外呼。 

中继名：与”中继类型”相对应的具体目标。 

号  码：填写的号码要被限制，每行填写一个号码，一次可添加多个，用换行分

隔，保存后它会自动分条添加到数据记录中，例如下图： 

 

 

数据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按钮进行数据保存。在外呼主叫号码限制页面可

以看到新增加的数据。双击该数据，可以打开编辑界面，对该条数据进行修改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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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会议室管理 

左侧管理列表，点击  【PBX高级管理】→【会议室管理】，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设置多人会议的房间。 

点击【添加】按钮，打开会议室添加界面。 

 

内线号码：用于内部呼叫，通过拨打此号码可以连接进入对应的会议室。 

会议室名：为该会议室设置名字，便于识别和区分。 

用户密码：针对普通用户登录使用，设置密码，可以为空。 

管理员密码：针对管理员用户登录使用，设置密码，也可以为空。 

  注意：如果用户密码和管理员密码都需要设置，二者不能相同 

等待主持人：设置是否等待主持人(即管理员)进入后，再开始会议。 

管理员：功能取消。以进入会议室时输入的密码，来区分是管理员还是普通用户。 

团  队：设置该会议室所属于哪个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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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入语音 Id：设置进入该会议室时所听到的语音。 

通话优化：是否进行通话优化。 

通话检测：是否对通话进行检测。 

安静模式：是否设置安静模式，即 无等待音。 

用户加入/离开：是否设置用户加入/离开。 

等待音乐：是否设置等待音乐。 

启用菜单：是否启用菜单。 

用户数量：是否有固定用户数量。 

记录会议：是否对会议进行记录。 

邀请主叫号码：被邀请方电话上显示的来电号码。 

 

点击 后会弹出来如下界面：为方便用户使用，此功能暂时取消，是

否为管理员，要以进入电话会议时所输入的密码是普通用户密码还是管理员密码

来区分是否为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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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操作，将左侧的列表里，需要设置为会议室管理的用户移到右边，点击【保

存选择】按钮，就可以提交数据到上面的会议室添加界面 

数据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按钮进行数据保存。在会议室管理页面可以看到

新增加的数据。 

双击该数据，可以打开编辑界面，对该条数据进行修改操作，编辑界面上，灰色

的数据表示不能更改的。 

 

【编辑管理员】 点击次按钮的功能与添加界面的功能类似，不同的是点击【保

存选择】按钮后，将直接保存选择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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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会议室 

左侧管理列表，点击  【PBX高级管理】→【会议室】，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如果“会议室管理”页面下，没有任何数据记录(即没有会议室)时，进入本页面

将会自动跳转到”会议室管理”页面。 

 

如上图，当有会议室存在的。双击任何一个会议室，将会看到此界面。 

 

此页面左侧文本框“会议室内”，表示此会议室内当前有多少个人在里面 

通过选择【团队】→【邀请账户】 下拉框 ，可以将团队下的账户所管理的分机

显示出来，显示在底色为绿色的文本框内，如上图所示，双击一条(分机)记录，

便会将此账户关联的分机号显示在“邀请账户”下方的文本框内，此时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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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将当前在右上角文本框内的号码都将邀请进去会议室；当然也可

以手动在文本框内添加要邀请的内线号码。 

注意 ：每一行即为一个要邀请的号码，所以手动添加的时候，请注意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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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等待音乐管理 

左侧管理列表，点击  【PBX 高级管理】→【等待音乐管理】，进入下图所示页

面。 

 

模块功能：管理等待音乐，从“等待音乐管理“中选择语音，用于各个团队的等

待音。 

 

点击【添加】按钮，打开等待音乐添加界面。 

 

音乐名称：等待音乐的名称。 

标  识：等待音乐的唯一标识，用以区分等待音乐。 

团  队：选择一个团队，如果不选择 音乐属于整个系统。 

语音文件：点击【点击上传】按钮，在语音文件列表中选取一个语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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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式：暂无此功能。 

应用方式：暂无此功能。 

 

数据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按钮进行数据保存。在等待音乐管理页面可以看

到保存成功的提示、重载提示按钮 和 新增加的数据。 

 

 

双击该数据，可以打开编辑界面，对该条数据进行修改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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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呼叫语音管理 

左侧管理列表，点击  【PBX 高级管理】→【呼叫语音管理】，进入下图所示页

面。 

 

模块功能：管理呼叫语音文件。从“呼叫语音管理”中选择语音，用作各个团队

的呼叫语音。 

 

点击【添加】按钮，打开呼叫语音添加界面。 

 

呼叫语音名称：设置一个名称，用于区别此语音的用途。 

描  述：对语音的描述。 

团  队：选择此语音所属团队。 

描 述：对语音的描述。 

 

数据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按钮进行数据保存，会自动弹出“添加语音”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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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同点击“编辑语音”的页面)。同时在呼叫语音管理页面可以看到新增加的数

据。 的数据表示：未上传语音文件。 

 

双击一条数据，可以打开编辑界面，对该条数据进行修改操作。点击【编辑语音】

按钮，打开下图所示界面： 

 

支持上传音频，单击【点击上传】按钮，会弹出选择上传音频界面，选中要上传

音频，点击【Open】，提示上传成功。在小方块内打勾，表示上传音频时，将音

频统一格式化。 

同时，还支持多种语音的 TTS(Text To Speech)转换，此处以 简体中文 和 

English为例进行演示。 

注意：为保证 TTS 功能的准确性，请在对应语种下输入对应语言，否则会有错误的转换。 

点击【TTS】按钮，输入相应语种的文字，点击【生成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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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生成语音】后，在添加语音页面，便会显示已转换好的语音文件。如下图：

点击  图标可试听语音，点击 图标可下载语音。 

 

此界面的功能是为不同语言版本添加不同的语音文件，在上一步中生成语音后，

系统会自动增加一个语种的添加行，如上图中的 English那行。 

 

两个或多个 TTS生成的语音文件，支持合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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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点击哪个语音文件，则哪个语音文件就会被合成后的语音所覆盖，提示时点击

【确定】，并且打勾处显示数字 1，如下图： 

 

再选择其他需要合并的语音，显示数字会依次递增，选择完成后，点击右上角的

【合并录音】，新录音会按照数字由小到大依次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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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完成后，会有“合并成功”的提示 

 

 

 

 

 

 

 

 

 

 

 

 



                                         Astercc使用说明书    第 121页 

 

5.15 电脑话务 IVR 

左侧管理列表，点击  【PBX高级管理】→【电脑话务 IVR】，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设置语音流程，控制语音流程间的转向。电脑话务，也可称之为语音

IVR。例如拨通 10086后，你会听到语音提示，指引你完成各种业务。  

可用于客户引导，人机交互业务处理，播放语音广告等。  

 

点击【添加】按钮，打开电脑话务 IVR添加界面，此页面分为：基本资料、动作、

和 转向，填写完基本资料后，点击【保存】按钮后，可以进一步添加动作和转

向。 

 

【基本资料】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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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R 名称：使用言简意赅的词语，表达此 IVR的作用。 

团  队：指定此 IVR所属于哪个团队，系统自动获取所属该团队下的语音文件和

队列信息等。 

内线号码：可以理解为电脑话务在系统中的电话号码，把电脑话务当作一个自动

对话的电话机。内线号码只能填写数字且不能与其它设备的内线号码重复，重复

会有提示，如上图： 

失败转向：主流程失败后如何转向的设置。 

失败的情况分为： 

      客户听到语音后未响应或者输入验证失败； 

      重播次数超过 IVR最大循环次数； 

      调用 webservice失败； 

      播放语音出错； 

      本节点未设置任何转向目标； 

      转向源未匹配到任何转向目标； 

      IVR直接转分机失败； 

以上情况被称作失败，失败后流程会自动转入失败转向(含 11 个选项)所设置的

转向目标。 

失败转向目标：关联“失败转向”字段后，除了失败转向是挂断和忙线外，具体

转向都在此选择。 

失败结束语音：失败后要播放的语音。  

接口调用超时时长：接口调用此 IVR时，超过多少秒视为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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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循环次数：IVR语音操作可以循环的次数，达到次数后仍然失败的话，会由

失败转向去处理后续 IVR事务。 

保存变量：定义变量，用于给业务层传递使用。 

挂机动作：客户在 IVR流程中，挂机后将要执行的动作，可以选择 无、webservice 

和 HTTP。 

 

【动作】页面： 

 

动  作：创建动作，分为：应答、播放语音、放音收号、webservice、HTTP、播

报数字、播报号码、播报金额 等。 

语音类型：播放语音和放音收号时获取语音的途径，分为：系统、webservice、

HTTP、TTS 等。 

语音列表：语音类型下对应的具体的哪个语音文件。 

播放次数：在该 IVR动作里，该语音最做循环播放多少次。 

 

当 动作 设为 ”放音收号”时，对以下特殊选项作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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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至变量：将该动作中放音后收到的按键数字存储到变量里，此处填写变量名。

需要注意的是，全部大写表示全局变量，如：NAME。小写表示局部变量，如：cardno。

假如不填写，默认将数字存到 inputcode变量内。 

输入位数限制：如果有限制(即最少位数、最多位数)，那么达到输入的限制标准

后将自动启动检验程序，例如限制卡号 10位，当客户输入够 10位数字后，系统

便开始检查卡号是否正确。 

如果不限制(即 0、0)，就需要客户输入完成后再按#号结束。 

输入超时：按键超时时间的设置，单位为秒。 

输入超时语音：输入超时后播放的语音。 

输入错误语音：输入错误时播放的语音。 

是否检测转向源：转向源在”转向”页面下，默认的是 inputcode这个变量，也

可以自己设置变量。如果此处选择“是”，那么收到的数字，如果不包含在转向

源的值里，则会当作“失败”来处理。 

 

当 动作 设为 ”webservice”时，对以下特殊选项作出说明： 

WS 地址：获取语音文件名所调用 webservice 的地址，例如：http://127.0.0. 

1/xxxx.php?xxxxxx 

WS 方法名：获取语音文件名所调用 webservice的方法名 

WS 参数：获取语音文件名所调用 webservice的参数，参数写法请参见下方介绍

调用 webservice动作的部分 

WS 返回值：webservice的返回值 

全局变量：用大写字母来定义全局变量，便于其他方法对该变量的调用 

注意：当 动作 设为 ”HTTP”时，参数选项类似于 webservice。动作设为其他

动作时，有个 “内容” 选项，该项用于填写一个变量的名字。 

 

【转向】页面： 

转向源：根据这个变量的值来做转向。 

转向条件：转向源的值是什么，就根据该值匹配使用哪条转向。 

http://127.0.0.1/
http://127.0.0.1/
http://12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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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向：转向到什么类型目标，10个选项。(呼入语音，电脑话务，队列，分机，

振铃组，应用，会议室，语音邮件，挂断，忙音) 

转向目标：根据不同的转向，选择符合转向条件时具体的语音、队列 或者 分机

等。(转向是挂断和忙音时，无需选择) 

 

设置完毕后，点击【确定】按钮进行保存。保存后，你新添加的目标将出现在下

方的表格里 

 

数据填写完毕后，点击关闭按钮进行数据保存。在电脑话务 IVR 页面可以

看到新增加的数据。双击此数据，可以打开编辑界面，对数据进行修改操作。 

 

我们在前面说过，一个主 IVR是可以包含多个子 IVR的，所谓的子 IVR，就是在

主 IVR 的流程中“转向”的 电脑话务。在“转向”里选择“电脑话务”时，点

击“转向目标”中的新建，或者选择事先创建好的 IVR，它会自动被添加到主 I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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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 

 

对子 IVR进行编辑时，点击 左侧管理列表【PBX高级管理】->【电脑话务 IVR】，

双击子 IVR所属的主流程，点击【查看子流程】按钮，即可进入子 IVR编辑页面，

双击数据即可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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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批量添加语音文件 

左侧管理列表，点击  【PBX 高级管理】→【批量添加语音文件】，进入下图所

示页面。 

 

模块功能：将上传到服务器的语音文件，批量存储到”呼叫语音管理“表内，供

整个系统或某个团队使用。 

点击 ，查看使用说明。如上页面，语言可勾选的，代表此文件存

在；反之，不存在此文件。 

 

首先要在 【系统设置】–>【系统设置】 →【系统基础设置】→FTP 语音文件

路径 中设置 ftp上传的语音文件存储在哪个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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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放置结构，请遵循以下目录规则，否则系统无法扫描到你上传的语音文件。  

 

进入批量添加语音文件页面后，会把此目录下的语音文件列出。 

：为哪个团队批量添加文件。 

若选择一个团队，那么就会在该团队目录下读取文件，显示到页面中供您选择。 

若未选择团队，默认读取 soundfiles目录下各语言文件夹下的文件显示到页面。 

：勾选后，上传时会把上传的语音文件格式化成系统识别的

语音格式。 

：勾选每个语音文件的语言版本，会把语音文

件存储到呼叫语音管理相应的语种中。 

：勾选后，在更新语音文件时，假如有同名的语音文件，

会将原有文件覆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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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执行】按钮后，按你勾选的内容，把文件存储到呼叫语音管理的页面中。 

示例： 

 

上图操作表述：因为团队没选择具体的，因此为整个系统批量导入语音文件，将

页面显示的 3 个打勾的文件：Apologize.mp3 的英文(en)文件和 xiaoJBB.mp、

Nokia.mp3的中文(cn)文件存入到呼叫语音文件管理表中。点击【执行】按钮，

系统提示保存成功 

 

这时在【PBX高级管理】→【呼叫语音管理】页面可以看到新增加的 3条数据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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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应用管理 

左侧管理列表，点击  【PBX高级管理】→【应用管理】，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管理一些定制开发的应用。 

点击【添加】按钮，打开应用添加界面。 

 

应用名称：设置该应用的名称。 

Context：应用的背景介绍。 

团  队：选择此应用所属团队。 

起始标识：设置起始标识。 

优先级：设置优先级。 

内线号码：设置此应用的内线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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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添加对此应用的说明。 

数据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按钮进行数据保存。在应用管理页面可以看到： 

 

 

双击此数据，可以打开编辑界面，对该条数据进行修改操作。如有需要修改，在

此页面的相应位置即可做相应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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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板卡管理 

左侧管理列表，点击  【PBX高级管理】→【板卡管理】，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鉴于硬件管理，本页面语言全部采用英文，用于编辑更改硬件语音板

卡配置。按数字板卡和模拟板卡分两个表格列出板卡使用情况。 

 

点击板卡后方【Edit】按钮，进入板卡编辑界面： 

 

Status：表示是否启用这个硬件的当前配置。 

Group：为划分的通道分组，每个板卡的通道类属于同一组。 

Channels:选择要使用该板卡上多少个通道。 

Advanced Settings：用于填写高级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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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更改完毕后，点击【保存】，在此页面上不会立即看到更改后的信息，因为

你只是预更改配置文件，实际上使用的配置还是当前页面所示的情况。需要点击

右上方的重载条： 

 

重载后，你新更改的配置生效，覆盖掉原有配置。 

 

更改模拟板卡配置和数字板卡操作一样，要想让修改生效，必须重载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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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 BLF 分组 

左侧管理列表，点击  【PBX高级管理】→【BLF分组】，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BLF 是 Busy Lamp Field。此模块对 BLF 分组进行编辑和管理。通过

某部电话上预先配置好的指示灯来监视其它电话号码的工作状态，该指示灯会根

据被监视号码的工作状态呈现不同的状态，方便组长或管理员的管理工作。 

 

点击【添加】按钮，进行 BLF分组的创建。 

 



                                         Astercc使用说明书    第 136页 

 

组名称：BLF的组名，只能用英文字母和数字，不可用汉字。用简短的词语标识

BLF组，便于识别。  

团  队：将哪个团队下的分机进行分组。 

将左栏中坐席打勾后，点击【添加】，即可添加到此组中。移除此组即选中右栏

中分机，点击【移除】，既可移出此组。 

编辑完成后，点击【保存】进行保存，看到数据已保存提示和重载提示。然后在

BLF分组页面就可以看到刚才添加的数据。 

 

双击该数据便可进行分组数据的编辑 

 

哪个分机想来监控 BLF组内各坐席的工作情况，就在【PBX管理】→【分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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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那个分机，进入【高级资料】→【BLF 目标组】，选中想要监控的分组，点

击【返回】。 

例如：我想用 5000分机来监控 BLF分组”BLF_Group01 “，如下图操作： 

 

点击重载条，重载完成后，完成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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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 留言应用 

左侧管理列表，点击  【PBX高级管理】→【留言应用】，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对留言应用进行管理。 

点击 【添加】 按钮，打开留言应用添加界面。 

 

应用名称：设定一个留言应用的名称，用以标识此应用； 

团  队：为该留言应用设置所属团队，当设定了团队时，表示该应用只能被该团

队使用，如果不设定团队，则表示系统内所有团队均可以使用该留言应用； 

起始调用：分为：无 和 WebService，选择了后者，则会相应的出现调用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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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方法、参数等设置； 

文件目录：存放该留言录音文件的位置； 

文件名称：要保存的录音文件的名称，尽量用英文，而不用汉字； 

起始提示语：在开始录音之前提示的语音内容； 

Beep 播放：是否开启录音开始前的提示音“嘟”； 

最大时长：设置录音的最大时长，默认 0表示不限时长； 

最大静音：连续多少秒静音，就默认结束录制。默认 0是指不开启此功能； 

结束按键：结束录制需要的按键。 

结束提醒：是否开启录制将要结束的提醒； 

最大重录次数：允许最多重新录制的次数； 

剩余时长提醒：差多少秒结束录制时会提醒，此选项只有“结束提醒”为可用时

才起作用； 

提醒语音类型：可选择 默认 或 WebService，选择后者时，会出现提醒音获取

的 地址、方法、参数； 

提醒语音文件目录：提醒音文件的存放目录； 

编辑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在留言应用页面会看到新增的记录。双击该记

录可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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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留言查看 

左侧管理列表，点击  【PBX高级管理】→【留言查看】，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此功能页面没有添加功能，只能 删除数据、试听录音、下载录音。 

点击【删除】按钮，删除留言的录音。 

点击 图标，试听留言录音。 

点击 图标，下载留言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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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传真管理 

6.1 传真设备管理 

左侧管理列表，点击  【传真管理】→【传真设备管理】，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发送和接收传真需要设备支持，用此模块进行传真设备的设置。 

点击 【添加】 按钮，打开传真设备添加界面。 

 

设备名称：设置此设备的名字，用于识别设备。 

送显标识：当客户向你发送传真或者你发给客户时，在客户传真机显示屏上可以

看到这个名称。当你发送传真给客户时，客户接收的文件页眉处会显示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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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送显标识     Num：电话号码     时间戳     页码】。 

内线号码：设备在系统内部的设备号码，当客户打进总机后，系统要求其输入分

机号，系统会根据分机号码找到对应的传真设备来接收文件。 

最大通道：设置该设备的并发量，设备同时可支持多少路传真收发。请输入数字，

至少填写 1。数字大于 1可避免传真时占线，即人等机器的情况。有利便有避，

数字越大，系统资源耗费也就越大，所以你需要根据你设备的使用情况来设置一

个合理数字(低碳生活，请注意环保)。 

主叫号码：双方设备均使用 IP协议通信时，显示给对方的来电号码。(若无特殊

需求，此处应填写内线号码) 

主叫名称：双方设备均使用 IP协议通信时，显示给对方的来电名称。(请输入英

文)  

国际区号：你使用的电话线所在国家的区号(如：中国是 086) 

城市区号：你使用的电话线所在城市的区号(如：北京是 010、大连是 0411) 

送显号码：+国际区号+城市区号+你的电话号码(请参考+086041139735857) 

长途外拨前缀：当目标为外地号码时，需要在号码前增加的数字。(一般填写 0) 

响铃几声后开始接收传真：在你第几声振铃时开始接收对方的传真文件(推荐值

2)。由于世界各地电信行业没有统一标准，传真接收过早或者过晚会造成一些数

字信息丢失或者错误，类似于号码，标识等信息。 

一次传真最大可收页数：一次传真中，最多接收文件的页数。当客户发送页数超

过设定值时，超出部分会以新文件形式存储(新增一条接收记录) 

团  队：设备所属的团队。 

账  户：关联下拉选框，辅助你选出一个帐号，该帐号是此设备的直属拥有者，

将该设备绑定至该帐号名下。 

可用范围：设定可用该设备收发传真的用户范围，该范围内用户可以查看传真记

录和文件。分为：所属团队可用、所属账号组可用 和 限本账号可用。 

外发语音：外发传真时，播放给对方一条语音信息。(例如，XXX 公司传真，请

您给信号) 

挂机动作：挂机后有什么反应。分为 无 和 WebService，选择后者时，会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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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 WS地址、WS方法、WS参数 的设置。 

传真文件存储路径：接收到的传真文件存储的位置。 

默认发送文件路径：选择要发传真文件的路径，默认识别格式为 .doc和 .pdf。 

描  述：此项为选填项，用来描述传真设备的信息，例如：用途。 

 

填写完毕信息后，点击【保存】按钮，就会保存一个传真设备。数据会显示在页

面的列表里。同时，页面上部会出现一个重载条，只有重载了，新建立的传真设

备才会生效。 双击数据，可进行编辑。 

 

 

在这个页面上可以对当前传真设备的参数进行修改，确认后点击【更新】，然后

点击传真设备重载条，修改的参数就会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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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传真记录 

左侧管理列表，点击  【传真管理】→【传真记录】，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查看所有授权设备的传真收发记录，还可以下载传真文件(.PDF)，以

便查看传真具体内容。 

下载传真文件： 如果传真文件存在于系统，记录前会出现【下载】按钮，点击

后可进行文件下载。 

传真方式： 状态为接收的，传真方式都是自动。外发时，显示发送者使用的发

送方式。 

分机号码： 使用”人工传真“方式外发时，会记录此号码(标识发送者使用哪部

分机与客户进行的通话)。 

设备名称： 标识传真文件是通过哪台传真设备(在传真设备管理里添加的)接收

或者发送的。 

主叫号码： 接收传真时，主叫号码就是客户号码。外发传真时，主叫号码为传

真设备的内线号码。 

被叫号码： 与主叫号码相对应，接收时是传真设备的内线号码，外发时是客户

号码。 

DID 号码： 媒介方的号码。 

收发时间： 传真发生的日期时间。 

状 态： 标识记录类型，分为：接收，发送中，发送成功，发送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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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发失败原因： 外发传真失败时，会记录失败的原因。请谅解我们无法将它显

示为中文，这是硬件设备记录的，不支持中文录入。(错误原因一般为对方号码

错误，或者无法打通对方电话，对方不给传真信号等) 

文件名称： 传真文件的名称。接收时由系统自动生成唯一的名字，从

fax0000001.pdf开始递增。 外发时，文件名字按上传时的文件名字存储。 

账 户： 接收传真时，显示传真设备直属账号的名称。外发时，显示外发者的账

号名称。 

 

至此，你应该学会如何使用或查看传真记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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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费率管理 

费率的用途 

astercc 提供了多层计费机制，可以为系统中的用户进行灵活的计费。除了

计费作用以外，通过分机费率管理还可以设定不同的拨出路由，即拨打不同的号

码系统会根据匹配情况选择相应的中继呼出。除了对外拨呼叫进行计费，astercc

同样允许设定坐席接听电话的费率。 

7.1 系统费率 

*系统费率即系统购买的费率，一般用于表示系统呼出的成本。 

*系统费率用于统计每条中继的外呼成本和系统总外呼成本。 

*当外呼使用的中继与系统费率中设定的中继匹配，并且呼叫的号码与费率

规则同时匹配时，系统将会按照匹配的费率计算出来此次呼叫的费用，同时累加

到中继呼出成本和系统外呼成本中。 

*仅系统管理员能够设置系统费率。 

左侧管理列表， 点击【费率管理】→【系统费率】，会显示出当前系统费率页面。 

 

点击【添加】按钮，打开系统费率添加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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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码前缀：该费率所匹配的被叫号码前缀，例如用”0”表示国内长途，”00”

表示国际号码，”001”表示美国，使用”default”表示该费率可以匹配任意号

码。 

号码长度：我们也可以通过限定号码长度来设定费率规则，0表示该费率匹配任

意长度的号码。 

目  标：为该费率的应用目标起一个名字，例如“市话”，“长途”或“美国”。 

连接费率(元)：电话只要接通就收取的费用。 

初始时长(秒)：接通费率所对应的时长。 

费  率(元/分)：每分钟的费率。 

计费周期(秒)：多少秒计费一次。 

状  态：是否启用该费率规则。 

团  队：选择该规则适用于哪个团队，进而选择该团队下的中继。 

中继名称：选择需要被计费的中继。 

      如果不选择中继，则只会把成本记录到呼出成本而中继的成本却不增加，

即【PBX管理】→【中继】→【高级管理】中的”系统费用”不会增加。 

      系统费率的设置与实际使用中继的选择无关，仅用于计算中继的呼出成

本。在外呼时使用的中继，系统才会到系统费率中查找与该中继相对应的费率。 

 

数据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系统费率页面会显示新增加的数据，双击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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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可以打开编辑界面，对其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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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团队费率 

团队费率即系统销售给团队的费率，也就是团队的呼出成本。 

点击左侧管理列表  【费率管理】→【团队费率】 ，会显示出当前团队费率列

表。 

 

  

点击【添加】按钮，打开团队费率添加界面。 

 

号码前缀：该费率所匹配的被叫号码前缀，例如用”0”表示国内长途，”00”

表示国际号码，”001”表示美国，使用”default”表示该费率可以匹配任意号

码。 

号码长度：我们也可以通过限定号码长度来设定规则，0表示该费率匹配任意长

度的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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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标：为这条费率的应用目标起一个名字，例如“市话”，“长途”或“美

国”。 

连接费率：电话只要接通就收取的费用(与初始时长匹配使用)。 

初始时长：接通费率所影响的时长。 

费  率：每分钟的费率。 

计费周期：多少秒计费一次。 

状  态：控制费率是否生效。 

团  队：选择该费率所适用的团队(team)。使用系统过程中将优先匹配团队内的

费率，如果没有找到任何匹配，则再去查找未指定团队的费率。 

注意：团队费率对于团队管理员是只读的。 

中继名称：需要被计费的中继。 

 

数据填写完毕后【保存】，团队费率页面会显示新增加的数据，双击该数据，可

以在打开的编辑界面，对其进行数据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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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分机费率 

      分机费率除了用于对分机的外呼进行计费以外，还起到中继选择的作用，

匹配费率规则的呼叫将会送到相应的中继呼出。 

中继选择的顺序为： 

1. 账户组 级费率匹配 

2. 团队 级分机费率匹配 

3. 系统 级分机费率匹配 

在同一级别的费率之下，匹配顺序为： 

1. 前缀和长度同时 匹配 

2. 长度 匹配 

3. 前缀 匹配 

4. 默认(default)费率 匹配 

例：我们可以设定所有团队的所有使用中继”A”的市话，前 3分钟 0.2元，以

后每分钟 0.1元的规则如下： 

号码前缀：default； 

目  标：固话； 

号码长度：8； 

连接费率：0.2； 

初始时长：180； 

计费周期：60； 

费  率：0.1； 

团  队：不选； 

中  继：A 。 

 

在分机费率设置中，除了与”系统费率、团队费率“中相同的参数以外，还

有一个“账号组”，即可以将一些分机归到一个组里统一进行费率管理，如果没

有选择账号组则表示该费率可以用于任何内线分机。  

 

      注意：使用团队管理员登入，将列出该团队下的分机费率以及系统默认分机费率。由

系统设定的默认费率对于该团队是只读的。 

 

左侧管理列表，点击 【费率管理】→【分机费率】，将会列出所有的分机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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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添加】按钮，可以添加费率。 

 

添加分机费率时，如果不选择账号组则表示该费率应用到整个团队。 

号码长度写 0，表示匹配所有长度；号码前缀写 default，表示匹配所有号码。 

      数据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分机费率页面会显示新增加的数据，双

击该数据，可以在打开的编辑界面，对其进行数据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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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坐席呼入费率 

坐席呼入费率是针对坐席接听电话的时长进行计费的，因此没有呼叫前缀和号码

长度。通过坐席呼入费率的设置，坐席每接通一次电话都会获得相应的费用，此

功能常用于对兼职坐席的费用结算。 

左侧管理列表，点击【费率管理】→【坐席呼入费率】，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点击【添加】按钮，打开添加坐席呼入费率界面 

 

坐席组: 此费率是基于坐席组进行计费的，即不同的坐席组会有不同的费率。 

坐  席: 可以针对某一坐席组中的特定坐席进行计费，不选时表示应用于整个坐

席组。 

 

数据填写完毕后【保存】，坐席呼入费率页面会显示新增加的数据，双击该数据，

可以在打开的编辑界面，对其进行数据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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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报表统计 

8.1 坐席服务明细 

左侧管理列表，【报表统计】→【坐席服务明细】，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统计出坐席某时间范围内的工作量，工作时长等信息，用于体现坐席

的工作表现。 

 

用于选择要统计的时间范围，即要看坐席哪个时间段内的表现情况。 

 

选择统计条件，按团队？按组？按坐席？，选择数据的显示方式，是按年，月，

周，日，小时哪一种模式列出数据。并且确定将这个报表显示出来，还是导出

xls或 csv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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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来选择查询出来的结果，要显示哪些字段。 

 

*字段介绍 

坐席工号：坐席的工号； 

姓  名：坐席工号所属账号中的“姓氏”字段； 

呼入接听量：坐席直接接听客户电话或者从其它坐席转接的电话的总量； 

呼出接通量：坐席拨打外线并且成功通话的总量； 

呼出/呼入 总时长：呼出/入总通话时长 

呼出/呼入 平均通话时长：所有客户通话的平均通话时间 ； 

平均话后时长：该时段内呼入呼出的总话后工作时间 / 该时段内呼入呼出的总

话后工作次数 

平均话务处理时间：(该时段内呼入呼出的总通话时间 + 该时段内呼入呼出的总

事后工作时间) / (该时段内呼入接听量 + 该时段内呼出量)。 

呼入坐席/呼出被叫 平均振铃时长：接通的电话振铃时长就是应答-开始，未接

通的电话振铃时长=结束-开始。总的振铃时长/呼入电话次数即为平均振铃时长。 

呼入/呼出 咨询量：拨打咨询电话的总次数； 

呼出/呼入 平均咨询时长：咨询总时长/咨询总次数 

保持量：坐席主动保持量，不包括咨询产生的保持； 

平均保持时长：保持总时长 / 保持量。 

呼出/呼入 会议量：发起会议的总次数； 

呼出/呼入 平均会议时长：会议总时长/会议量 

呼出/呼入 转接量：转接电话的总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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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总时长：每次登出时间-登录时间，即为登录时长。统计范围内的登录时长

总和为登录总时长； 

就绪总时长：坐席空闲状态等待接电话的时长； 

置忙总时长：坐席暂停总时长； 

置忙占比：置忙时长/时间段长度 

午休暂停、会议暂停、小休暂停、请假暂停、培训暂停、其它暂停：坐席主动申

请暂停时选择的各种暂停原因分别需要暂停多少秒； 

管理员置忙时长：管理者通过监控页面，所执行的坐席强制暂停。累计此暂停耗

费多少秒； 

工作率：签入时长/登录时长 

坐席利用率：(振铃时长+通话时长)/登录时长 

有效率：(振铃时长+通话时长+事后处理时长)/(签入时长-暂停时长) 

坐席持线率：保持次数/(呼入应答次数+呼出应答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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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IVR 呼入服务明细 

左侧管理列表，【报表统计】→【IVR呼入服务明细】，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查看 IVR的使用情况，统计客户在 ivr中停留时长，ivr结束原因。 

 

用于选择统计的时间范围，确定将这个报表显示出来，还是导出 xls 或 csv文档。 

 

 

选择要统计的业务范畴，不选择业务，代表统计某个团队的整体 ivr使用情况。 

 

 

*字段介绍 

开始时间：IVR开始的时间。 

结束时间：IVR结束的时间。 

持续时间：结束时间-开始时间。 

IVR 状态：IVR运行是否正常。 

主/被叫号码：主/被叫的电话号码。 

结束状态：结束后获取的最后系统事件。 

团队名：IVR所属的团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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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呼出服务明细 

左侧管理列表，【报表统计】→【呼出服务明细】，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统计坐席或分机某个时间内所有呼出电话的明细，类似于在 pbx呼叫

记录中搜索。求出统计时间范围内的振铃时长，通话时长，总时长累计 等。 

 

 

用于选择要统计的时间范围，将这个报表显示出来，还是导出 xls或 csv文档。 

 

 

选择统计条件，按团队？ 对象包含(坐席和分机)？选择你要统计的内容。 

 

*字段介绍 

坐席工号：发起呼叫的坐席工号。 

坐席名：坐席所属账号的“姓氏”字段。 

主叫号码：坐席分机号码。 

被叫号码：被叫客户的电话号码。 

开始时间：呼出的开始时间，系统发起呼叫的时间。 

结束时间：呼出的结束时间。 

振铃时长： 

      如果客户接通，振铃时长=应答时间-开始时间； 

      如果客户未接通，振铃时长=结束时间-开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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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话时长：客户接通电话到电话结束所用的时长。 

总时长：从振铃开始(开始时间)到通话结束所用时长。 

结束状态：通话结束，触发的最后一个系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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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呼入服务明细 

左侧管理列表，【报表统计】→【呼入服务明细】，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统计所有呼入电话的详细情况，IVR时长，排队时长等。 

 

 

用于选择要统计的时间范围，确定将这个报表显示出来还是导出 xls或 csv文档，

选择统计条件，按团队？ 对象包含(坐席和分机)？选择你要统计的内容。 

 

*字段介绍 

坐席工号：为客户服务的坐席工号。 

坐席组名：为客户服务坐席所属的坐席组。 

坐席名：坐席所属账号的“姓氏”字段。 

主叫号码：客户呼入时所用的电话号码。 

被叫号码：被叫客户的电话号码。 

开始时间：客户进入队列等待坐席接通的时间，是从坐席振铃开始算起。 

结束时间：呼入通话结束的时间。 

IVR 时长：开始时间-客户进入 IVR的时间。 

排队时长：客户进入队列后，等待坐席接听的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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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铃时长：如果坐席接通，振铃时长=应答时间-开始时间。 

                  如果坐席未接通，振铃时长=结束时间-开始时间。 

通话时长：坐席接通电话到电话结束所用的时长，即：结束时间-应答时间。 

总时长：开始振铃(开始时间)到通话结束所用时长，即：结束时间-开始时间。 

结束状态：通话结束，触发的最后一个系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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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坐席组服务明细 

左侧管理列表，【报表统计】→【坐席组服务明细】，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统计出坐席组的话务工作情况。 

 

 

用于选择要统计的时间范围，即要看哪个时间段内的话务情况。选择统计条件，

设置数据显示方式(按全部，年，月，周，日，小时)，选择查看报表还是导出报

表。 

 

*字段介绍 

呼入总量：呼入电话的总次数。 

呼入接通量：呼入电话中，有多少已被坐席应答，即：接通的电话总次数。 

呼入接通率：呼入接通量/呼入总量。 

呼入平均通话时长：呼入通话总时长/呼入接通量。 

呼入坐席平均振铃时长：该时段内人工服务的总振铃时长(不包括内部呼叫的咨

询振铃时长)/ 该时段内人工服务的振铃次数(不包括内部呼叫的咨询振铃次

数)。 

平均排队时长：该时段内人工服务的总排队时长 / 该时段内人工服务的呼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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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量。 

10 秒内接听水平：10 秒内接听量/(10 秒内接听量+15 秒内接听量+20 秒内接听

量+30秒内接听量+60秒内接听量+60秒外接听量)。 

15 秒内接听水平：(10 秒内接听量+15 秒内接听量)/(10 秒内接听量+15 秒内接

听量+20秒内接听量+30秒内接听量+60秒内接听量+60秒外接听量)。 

20 秒内接听水平：(10 秒内接听量+15 秒内接听量+20 秒内接听量)/(10 秒内接

听量+15秒内接听量+20秒内接听量+30秒内接听量+60秒内接听量+60秒外接听

量)。 

30 秒内接听水平：(10 秒内接听量+15 秒内接听量+20 秒内接听量+30 秒内接听

量)/(10秒内接听量+15秒内接听量+20秒内接听量+30秒内接听量+60秒内接听

量+60秒外接听量)。 

60 秒内接听水平：(10 秒内接听量+15 秒内接听量+20 秒内接听量+30 秒内接听

量+60秒内接听量)/(10秒内接听量+15秒内接听量+20秒内接听量+30秒内接听

量+60秒内接听量+60秒外接听量)。 

60 秒外接听水平：60 秒外接听量/(10 秒内接听量+15 秒内接听量+20 秒内接听

量+30秒内接听量+60秒内接听量+60秒外接听量)。 

呼入通话总时长：呼入振铃总时长+呼入通话总时长。 

呼出总量：呼出电话的总次数。 

呼出接通量：呼出电话中，客户接通电话的次数。 

呼出接通率：呼出接通量/呼出总量。 

呼出客户平均振铃时长：呼出电话振铃总时长/呼出振铃的次数。 

呼出平均通话时长：呼出通话总时长/呼出接通量。 

呼出通话总时长：呼出振铃总时长+呼出通话总时长 

呼入咨询量：呼入应答的电话中，产生咨询通话的次数。 

呼出咨询量：呼出应答的电话中，产生咨询通话的次数。 

呼入会议量：呼入应答的电话中，产生会议通话的次数。 

呼出会议量：呼出应答的电话中，产生会议通话的次数。 

话后处理量：通话结束后，产生话后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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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后处理平均时长：话后总时长/话后处理量。 

保持量：应答通话过程中，坐席触发保持通话的次数。 

平均保持时长：保持时长/保持量。 

放弃量：客户应答后，未能等到坐席为其服务，选择直接挂机。 

平均放弃时长：该时段内人工服务的总放弃呼叫时长 / 该时段内人工服务的总

放弃量，即：放弃时长/放弃量。 

呼入放弃率：呼入放弃量/呼入总量 

呼入/出转接量：客户与坐席通话时，坐席将客户转接给其它坐席或外线分机的

次数。 

呼入转接率：呼入转接量/呼入接通量。 

呼入咨询率：呼入咨询量/呼入接通量。 

呼入会议率：呼入会议量/呼入接通量。 

保持率：保持量/呼入接通量。 

平均应答速度：(呼入应答通话的振铃时长+呼入应答通话的等待时长)/呼入接通

量。 

平均话务处理时长：(该时段内人工服务的总通话时间 + 该时段内人工服务的总

话后工作时间) / 该时段内人工服务的应答量。 

平均振铃次数：呼入振铃的次数/呼入接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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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呼出汇总 

左侧管理列表，【报表统计】→【呼出汇总】，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用来统计账号、坐席 和 分机某个时间范围内通话数据的累计。 

 

 

用于选择要统计的时间范围，确定将这个报表显示出来还是导出 xls或 csv文档，

选择统计条件，按团队？ 对象包含(坐席、分机 和 账号)？选择你要统计的内

容。 

 

*字段介绍 

拨打次数：坐席一共参与了多少次外呼。 

呼通次数：参与外呼中的客户应答次数。  

总时长(秒)：累计话务时长，以秒为单位，计算公式：振铃时长+通话时长。  

计费时长(秒)：指通话时长，pbx呼叫记录中的结束时间-开始时间。 

电话费(元)：指通话时长所产生的费用，即 pbx 呼叫记录中呼出费用(使用费率

管理中的分机费率计费)的累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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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系统数据统计 

左侧管理列表，【报表统计】→【系统数据统计】，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在此页面可以查看一段时间内，系统帐号的登录、坐席登录及签入、

系统的通话客户数、系统中等待的客户数 和 坐席手动执行暂停的次数。 

 

 

可以通过页面的按钮来选择一个时间段，或者手动点击时间框选择一个时间段 

来进行统计。 

 

注意：如果选择的时间段是一天的范畴，那么统计的数据将以五分钟为一个时间点来进行统

计。如果选择的时间段是同一年并且超过一天，那么统计的数据将以天为单位进行统计。 

如果选择的时间段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不是同一年的，那么统计的数据将以年为单位进行统

计。 

 

*字段介绍 

账号登录数：统计时间点有多少个帐号登录到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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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席登陆数：坐席登录必须使用帐号登录，那么坐席的登录数肯定包括在 账号

登录数据中，用来标识有多少个坐席在这个时间点登录到系统中。 

坐席签入数：坐席签入数 指的是坐席登录到坐席工作平台，签入到队列的数 

通话数：当前时间点 有多少个客户正在与坐席进行通话。 

等待数：系统中无空闲坐席来为客户进行服务，有多少个客户在等待空闲坐席。 

坐席手动暂停数：坐席手动点击工作平台上暂停按钮，进行手动暂停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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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导入数据统计 

左侧管理列表，【报表统计】→【导入数据统计】，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结合【呼叫中心高级管理】→【数据导入】 页面使用。统计某个时

间范围内数据导入总量，以及导入成功、失败、重复的数据量。  

 

 

 

可以通过页面的按钮来选择一个时间段，或者手动点击时间框选择一个时间段 

来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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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坐席组图形报表 

左侧管理列表，【报表统计】→【坐席组图形报表】，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将坐席组服务明细的数据，以图形形式展现。 

 

 

首先，通过“团队，坐席组”选框，筛选出要统计的坐席组，即要查看哪个坐席

组的工作情况。  

其次，选择要统计坐席组的哪些数据类型(工作时长、话务量、工作率、平均时

长、平均量、服务水平)，并且将数据以哪种图形表现形式显示(柱状图或线性图)。 

最后，选择统计的时间模式。  

      按表将某年的数据以 1月，2月，3月形式显示，具体想看哪个月的数据，

请在“区间”中选择。  

      按天，将某年某月的数据以 1日，2日，3日..30日形式显示，具体想看

此月的哪天的数据，请在“区间”中选择。  

      按周，将某年某月的数据以第一周，第二周..第四周形式显示。  

      按小时，将某年某月某日的数据以小时形式显示，0 时，1 时，2 时…23

时。展示某天每个小时的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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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半小时，将某年某月某日的数据以半小时形式显示，00:00-00:30，

00:30-01:00， … ，23:30-00:00。展示每半小时工作情况。  

上述条件确认完毕后，点击【查看】按钮。  

  

统计结果成功显示后，此时可以选择【下载】，支持统计结果以 HTML(所有浏览

器)，图片(IE浏览器除外)，PDF(IE浏览器除外)三种形式导出。 系统自动将统

计结果整屏显示，如需查看统计条件，请点击【取消全屏】，如果系统提供的统

计类型无法满足你的报表需要，你可以自定义统计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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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时长“后选择字段，系统列出所有时长统计字段，勾选你需要的字段，

把这些字段建成一个模板，给模板起一个名字(模板名称只能由英文字母组成)，

方便下次使用。 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有些时长字段有两种，如蓝框。一种为(O)，

代表某时间点“发起”的事务；一种为(P)，代表某时间点“正在处理”的事务。 

      例如：以“呼入通话时长”字段为例。假设通话是 10:59:48秒开始发起，

结束于 11:00:32秒。  

若统计坐席组 10 点的“呼入通话时长”按(O)计算，为 44 秒；按(P)计算，为

12秒。 

若统计坐席组 11点的“呼入通话时长”按(O)计算，为 0秒；按(P)计算，为 32

秒。  

模版创建后，刷新页面，你便可以在工作时长后边的选框看到此模板选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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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 坐席图形报表 

左侧管理列表，【报表统计】→【坐席图形报表】，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将坐席服务明细的数据，以图形形式展现。 

 

首先，通过“团队，坐席组”选框，筛选出要统计的坐席，即要查看坐席在哪个

坐席组中的工作情况。在坐席列表中选定坐席后，点击【确认】，系统将坐席放

入“已选坐席”的待统计列表中，具体如下图： 

 

其次，选择要统计坐席哪些数据类型(工作时长、话务量、工作率、平均时长)，

并且将数据以哪种图形显示(柱状图或线性图)。  

最后，选择统计的时间模式。  

      按月，代表将某年的数据以 1 月，2 月，3 月形式显示，具体想看哪个月

的数据，请在“区间”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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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天，将某年某月的数据以 1日，2日，3日..30日形式显示，具体想看

此月的哪天的数据，请在“区间”中选择。  

      按周，将某年某月的数据以第一周，第二周..第四周形式显示。  

      按小时，将某年某月某日的数据以小时形式显示，0 时，1 时，2 时…23

时。展示某天每个小时的工作情况。 

     按半小时，将某年某月某日的数据以半小时形式显，00:00-00:30，

00:30-01:00， … ，23:30-00:00。展示每半小时工作情况。  

上述条件确认完毕后，点击【查看】按钮。  

 

统计结果成功显示后，此时可以选择【下载】，支持统计结果以 HTML(所有浏览

器)，图片(IE浏览器除外)，PDF(IE浏览器除外)三种形式导出。 系统自动将统

计结果整屏显示，如需查看统计条件，请点击【取消全屏】，如果系统提供的统

计类型无法满足你的报表需要，你可以自定义统计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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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时长“后选择字段，系统列出所有时长统计字段，勾选你需要的字段，

把这些字段建成一个模板，给模板起一个名字(模板名称只能由英文字母组成)，

方便下次使用。 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有些时长字段有两种，如蓝框。一种为(O)，

代表某时间点“发起”的事务；一种为(P)，代表某时间点“正在处理”的事务。 

      例如：以“呼入通话时长”字段为例。假设通话是 10:59:48秒开始发起，

结束于 11:00:32秒。  

若统计坐席组 10 点的“呼入通话时长”按(O)计算，为 44 秒；按(P)计算，为

12秒。 

若统计坐席组 11点的“呼入通话时长”按(O)计算，为 0秒；按(P)计算，为 32

秒。  

模版创建后，刷新页面，你便可以在工作时长后边的选框看到此模板选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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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评分记录 

左侧管理列表，【报表统计】→【评分记录】，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显示坐席每次通话获得的服务分数。每一条数据都是一条联络记录，

通过点击【查看】按钮，可以看到具体的呼叫记录。 方便质检或者座席组长对

通话和服务质量进行查询和监管。 

 

如果你为某个队列设置了评分功能，当坐席率先挂机后，客户会听到语音提示，

请为坐席打分。客户输入一个分数后，系统将此分数保存在评分记录表。  

此页面用于查看客户对坐席的评分，此功能模块不支持编辑功能，但支持呼叫录

音的试听、下载，以及查看呼叫记录。点击【查看】，便可以产看到呼叫记录，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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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介绍 

通话结果：ANSERED表示已应答。 

DID：表示拨入匹配方式。 

用户数据：caller hangup 表示主叫挂断。 

呼叫类型：DIALIN表示拨入。 

用户组：null说明该用户不属于任何用户组。 

录  音： 表示试听通话录音。 表示下载通话录音。 

目  标：queue表示拨入目标是进入队列。 

最下面的记录是 CDR(call detail record:呼叫详细记录)。 

 

 

 

 

http://www.baidu.com/link?url=gekRtpFlx6ZhfSi5BLkbs7f8bSbKOgJIsL975_tNQgIDyWBQ2LXUp_MD92xUv7wu
http://www.baidu.com/link?url=gekRtpFlx6ZhfSi5BLkbs7f8bSbKOgJIsL975_tNQgIDyWBQ2LXUp_MD92xUv7wu
http://www.baidu.com/link?url=gekRtpFlx6ZhfSi5BLkbs7f8bSbKOgJIsL975_tNQgIDyWBQ2LXUp_MD92xUv7wu
http://www.baidu.com/link?url=gekRtpFlx6ZhfSi5BLkbs7f8bSbKOgJIsL975_tNQgIDyWBQ2LXUp_MD92xUv7wu
http://www.baidu.com/link?url=gekRtpFlx6ZhfSi5BLkbs7f8bSbKOgJIsL975_tNQgIDyWBQ2LXUp_MD92xUv7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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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DID 报表 

左侧管理列表，【报表统计】→【DID报表】，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查询 DID的历史通话情况。 

 

 

用于选择要统计的时间范围，即要看 DID哪个时间段内的呼入次数、接听次数、

总时长、计费时长、DID费用。 

 

选择好统计的时间区间后，再选择要统计的 DID，在号码前打勾即可。“全选”

表示对所有 DID进行统计，“清空”是清除所有的勾，方便对个别 DID号码进行

统计和查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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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相应的统计结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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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财务统计 

9.1 坐席账务日志 

左侧管理列表 【财务统计】→【坐席账务日志】 进入坐席账务日志页面，如下

界面： 

 

点击【添加】按钮，会看到添加页面，如下图： 

 

此页面是用来对坐席的余额进行调整的。 

团  队 ：可以通过下拉框选择相应的团队，选择相应团队的同时，在坐席组下

拉框处关联出相应团队下的坐席组， 

坐席组 ：可以通过下拉框选择相应的坐席组，选择相应坐席组的同时，在坐席

号下拉框里关联出相应坐席组下所有的坐席。 

坐席号：要进行账务调整的坐席工号，通过选择可以查看跟此坐席工号相关的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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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账务调整的类型，分为：  

【增加】是对坐席的账户余额进行增加相应的金额，即坐席工作了，系统要记账， 

所以余额会增加相应的金额。 

【支付】是系统对坐席进行支付，即对坐席账户余额进行扣除相应的支付，即坐      

席的余额会减少相应的金额。 

金  额：要进行账务调整的额度 

备  注：对此次操作进行备注记录 

团队、坐席组、坐席号三个下拉框是关联的，先在团队下拉框处进行选择，选择

相应的团队，坐席组下拉框里便会将属于此团队的相关坐席组列出来，同时也会

将坐席下拉框里第一个坐席组里的所有坐席在坐席号处的下拉框里列出来，也可

以通过选择相应的坐席组，在坐席号下拉框里便会将选择的坐席组内的所有坐席

列出来。 

对团队、坐席组、坐席号三个下拉框 进行选择后，会将坐席号下拉框里的第一

个坐席工号的相关信息也显示出来，也可以通过选择坐席号下拉框进行查看相应

坐席工号的相关信息，如下图：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是用团队管理员的账号登录系统时，在这个添加页面 下，

团队下拉框内只有一个选项(此选项既是此账号所关联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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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出的坐席的银行信息： 

银行名：填写坐席所用银行卡的开户银行名称(用于兼职坐席结算用的)； 

银行账号：银行卡账号； 

银行编号：银行编号； 

银行帐户名：开户名称； 

对添加页面内的内容确认后，可以点击【保存】按钮进行保存，保存后，便可以

在坐席账务日志页面看到新保存的数据。坐席账务日志页面下的数据均不能进行

双击查看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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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坐席费用汇总 

左侧管理列表  【财务统计】→【坐席费用汇总】，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对坐席的费用的统计汇总。 

 

可以通过页面的按钮来选择一个时间段，或者手动点击时间框选择一个时间段 

来进行统计。 

点击【确定】按钮后，根据此页面内现有的条件进行查询。点击【导出】按钮后，

会按照【导出】按钮后的第一个下拉框 的格式进行导出，下拉框内有 2 个

格式(.xls 和 .csv)。 下拉框式确定要查询的坐席组。可以选择

相应的坐席组，在根据适当的时间区间进行查询，下面是一个测试的实例图： 

 

可以看到坐席组 card02 在 2010-5-5 00:00 到 2010-12-31 23:59 时间内付款

金额。  

总计付款金额：指当前坐席组的总计呼入费用，如：5031.5000。 

总计呼出金额：指当前坐席组的总计呼出费用，如：5.0000。 

注：如果没有选择具体的坐席组，点击【确定】，会计算指定时间区间内的所有坐席组的呼

入费用和呼出费用，并显示在相应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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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费用统计 

左侧管理列表，【财务统计】→【费用统计】，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查看团队或账户的 电话金额、团队费用、系统费用。 

 

表单格式：红色方框① 就是显示数据的格式，分为 表格格式 和 图表格式。 

表格格式如下： 

 

 

图表格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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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团队：红色方框② 可以选择多个团队。 

      如果只选择一个团队，将会在“选择账户”处选择当前该团队下的所有账

号。 

 

      如果同时选择多个团队，在“选择账号”处将不会显示账号。  

 

选择账户：红色方框③ 选择要查看某个账户的费用，仅针对只选择一个团队的

时候有效。 

时间划分： 红色方框④ 将上方所选时间的区域段， 按 全部、年、月、天 划

分，来显示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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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系统账单 

左侧管理列表，【财务统计】→【系统账单】，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如果您开启了账单功能(【系统设置】→【账单设置】 中开启)，那

么我们会按照您的指示，定期进行结算，并生成一张页面账单，您可以在线查看，

或要求我将它发送到您的邮箱，便于您保存和打印。 

 

整个页面用来显示所有系统管理员的账单，供您查看和发送至邮箱。 

点击【查看】，会在浏览器新打开一个页面，用来显示您的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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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团队账单 

左侧管理列表，【财务统计】→【团队账单】，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如果您开启了账单功能，那么我们会按照您的指示，定期进行结算，

并生成一张页面账单，您可以在线查看，或要求我将它发送到您的邮箱，便于您

保存和打印。 

整个页面用来显示所有团队管理员的账单，供您查看和发送至邮箱。 

点击【查看】，会在浏览器新打开一个页面，用来显示您的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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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用户账单 

左侧管理列表，【财务统计】→【用户账单】，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如果您开启了账单功能，那么我们会按照您的指示，定期进行结算，

并生成一张页面账单，您可以在线查看，或要求我将它发送到您的邮箱，便于您

保存和打印。 

整个页面用来显示所有用户的账单，供您查看和发送至邮箱。 

点击【查看】，会在浏览器新打开一个页面，用来显示您的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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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虚拟呼叫中心 

模块流程 

本模块实现下图所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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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公司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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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用户管理 

左侧管理列表 【虚拟呼叫中心】→【用户管理】，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储存虚拟中心用户资料及其业务相关设置。 

点击【添加】按钮，打开添加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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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入用户名称：虚拟用户的名称，用以标识虚拟呼叫中心业务； 

团队名：设置虚拟用户所属团队； 

默认坐席链接：坐席工作页面的链接(用户公司来电弹屏页)。当该用户公司有来

电弹屏，坐席界面将会弹出该链接对应的页面弹屏； 

管理链接：用户业务的管理链接； 

问卷名称：为该虚拟呼叫中心业务绑定问卷(可绑定多个)，将会在当前呼入用户

的客户弹屏界面上可以看到问卷，如果有多个问卷，需要选择问卷作答；问卷的

添加编辑等内容，下面会详细介绍； 

发送登陆信息：打开虚拟用户业务页面时，是否发送坐席登录信息(用户的业务

界面允许是一个外部的页面)； 

事件接收地址：通话事件发送地址； 

坐席组：设置此虚拟用户所属的坐席组； 

联系邮箱：此虚拟用户的联系邮箱； 

联系地址：虚拟用户的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虚拟用户的联系电话； 

公司网址：虚拟用户的公司网址； 

上传图片：上传虚拟用户的图片，用于在虚拟用户界面显示； 

强制新增客户：每当有新的电话呼入时，系统是否自动保存一个新的客户信息； 

来电提示窗浮起：当有来电的时候，是否需要右下角的来电提示窗浮起； 

业务描述：用户虚拟业务的简单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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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语：坐席界面弹屏时，坐席要读的开场白； 

主叫名称：作为主叫时，显示的名称(适用于 ip电话)； 

主叫号码：作为主叫时，显示的号码(适用于 ip电话)； 

强制使用主叫号码：是否启用此页面设置的主叫名称和主叫号码； 

转接方式：坐席界面的客户弹屏页上，坐席进行转接的方式，包括： 坐席转、

盲转 和 自选； 

转接号码限制：限制转接号码，包括：任意 和 常用联系人。 

      任意：表示可以随意进行转接。 

      常用联系人：只能在常用联系人里选择进行转接。 

被咨询坐席编辑客户：客户与坐席进行通话，坐席可将通话转接咨询其他坐席。

进行咨询时，被咨询的坐席也会弹出当前客户信息，此项控制其是否可以进行修

改该客户的资料。 

服务器 IP：可信任的服务器列表，当此用户需要用外部系统调用呼叫中心事件

功能时，需在此填写外部系统的服务器 IP，否则不能调用。 

资料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可以在呼入用户管理页面看到新增加的数据： 

 

双击此数据，打开编辑修改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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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呈黑色的数据，可对其进行编辑修改操作； 

点击【添加坐席组链接】按钮，打开坐席组链接管理页面： 

 

此界面作用：为不同坐席组设置不同的工作界面； 

例如某公司在 Astercc申请虚拟中心业务，该公司就是 astercc的用户，他的业

务分为技术咨询，产品真伪验证，代理咨询几个模块。在 IVR语音中选择，业务

选择的不同，就会有不同的坐席组为客户服务，当坐席振铃时，各组看到的页面

不同(同一用户业务不同造成)，所以要在此为各个组设置不同的弹屏链接地址。 

默认把此链接显示在坐席工作平台的设置列表中：此项若选是，在坐席工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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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置按钮菜单下，会出现该用户的名字，便于坐席随时打开业务页面，不用等

来电弹屏时才能看到业务页面。 

链  接：此下拉选框的链接地址，都是我们在【呼叫中心高级管理】→【链接管

理】页面设置的； 

新链接添加完毕后，点击【确定】按钮保存即可，保存后的数据会出现在其下面

的表格中。 

 

点击【主叫号码绑定】按钮，打开”呼入应用绑定“页面，相当于【呼叫中心高

级管理】→【呼入应用绑定】，如下图： 

 

此页面用于管理所有呼入用户的主叫号码绑定。点击【添加】按钮，打开号码绑

定的添加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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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  队：选择你要为哪个团队添加绑定号码； 

目标类型：用于哪个目标应用； 

主叫号码匹配：填写你要绑定的电话号码； 

目标名称：对应目标类型的具体应用； 

 

点击【保存】后，可在呼入应用绑定页面看到新增数据，双击此数据，可以进行

编辑修改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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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颜色呈灰色的不可修改，只能查看；呈黑色的可以进行双击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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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客户管理 

左侧管理列表 【虚拟呼叫中心】→【客户管理】，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此页面用作管理所有虚拟呼叫中心用户的客户。 

点击“呼入客户管理”后面的下拉菜单，选择虚拟呼叫中心用户，点击【添加】

按钮，打开客户添加页面： 

 

除了填写客户基本资料外，还要选择这个客户属于哪个呼入用户，数据填写完毕

后，点击【保存】按钮即可。 

编辑时，只要双击相应的数据即可打开该数据的编辑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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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你要修改的数据信息，信息显示区会变成输入框 

 

输入要改的值，完毕后，鼠标焦点离开输入框进行数据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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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自定义字段 

左侧管理列表 【虚拟呼叫中心】→【自定义字段】，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为具体的某个呼入用户建立自定义字段，以满足自己的特殊需求。 

 

点击【添加】，进入自定义字段添加页面，如下图： 

 

字段名称：自定义字段的名称，仅限英文字母、数字 和 下划线。不支持汉字；  

字段类型：自定义字段的类型。包括： 

      input类型的字段，在页面上的显示如下图： 

 

      select类型的字段，在页面上的显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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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添加 select类型的字段时选择 “select 可输入“ 为 ”是“，那么该 select

类型的字段 既可以许选择选项内容，也可以进行手动修改。手动修改时，每个选项之间通

过逗号(,)进行分割。 

      text类型的字段，在页面上的显示如下图： 

 

      upload类型的字段，在页面上的显示如下图： 

 

      date类型的字段，在页面上的显示如下图： 

 

      datetime类型的字段，在页面上的显示如下图： 

 

注意：date 和 datetime 类型的字段，出现在页面上，点击输入框，可以通过时间插件进

行时间的选择。 

      link类型的字段，在页面上的显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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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打开链接方式有两种，分为：浏览器窗口打开 和 坐席标签页打开。 

 

字段多语言：自定义段显示的多语言，需要根据默认语种配合使用； 

默认语种：字段名称要写入哪个多语言文件目录下(如:中文)； 

团队名：通过选择团队可以选择相应团队下的呼入用户； 

呼入用户：根据团队的选择，可以列出相应团队下的虚拟呼入用户，可以选择多

个呼入用户，但必须选择一个呼入用户才可以建立自定义字段；  

注意：添加完保存以后，在【虚拟呼叫中心】→【客户管理】中的编辑界面 和 坐席界面的

客户统计信息中，可看到添加的字段。 

 

双击本模块记录，灰色的字，代表不能修改；只有黑色的字体是可以修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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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通话记录 

左侧管理列表 【虚拟呼叫中心】→【通话记录】，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通过此页面查看所有虚拟呼叫中心中，呼入用户的通话记录情况。 

 

此功能模块没有添加、删除功能，只能试听 和 下载录音。 

点击 图标，对录音进行试听。 

点击 图标，对录音进行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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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费率管理 

左侧管理列表 【虚拟呼叫中心】→【费率管理】，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为不同的呼入用户建立不同的费率，通过费率计算呼入用户 拨入 和 

转接 所产生的费用，用于计费。 

 

点击【添加】按钮，进入添加费率页面 

 

团队名称：当前费率适用于此团队下的虚拟呼叫中心用户。 

呼入用户名称：根据所选团队，列出当前团队下的呼入用户。 

费率名称：费率的名称，用于识别该费率。 

连接费率：电话只要接通就收取的费用(与“初始计费时长”匹配使用)； 

初始计费时长：接通时使用连接费率进行通话的时间，如：3分钟； 



                                         Astercc使用说明书    第 208页 

 

每分钟费率：超过初始计费时长后，每分钟收费标准； 

计费周期：多久执行一次计费； 

计费有效开始和结束时间：设置该费率的适用的时间段(类似于忙时或闲时)； 

费率类型：设置该费率的类型，是用于拨入费率还是转接费率； 

费率说明：记录当前费率的一些信息； 

前  缀：需要配合费率类型进行使用，当”费率类型“为 转接时，可以填写前

缀； 

 

点击【保存】,保存成功后会在费率管理页面看到新增数据： 

 

双击该条记录，可显示数据编辑页面，可对数据进行修改，鼠标焦点离开文本框，

自动保存修改数据，无论编辑成功或者失败，都会返回红色字体提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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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修改“计费有效开始时间”和“计费有效结束时间”，双击时间编辑区，

修改完毕后，点击【确定】按钮，就可以保存修改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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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知识类别 

知识类别共分两级，一级类别和二级类别，这样可以使知识划分的更细致； 

左侧管理列表  【虚拟呼叫中心】→【知识类别】，进入知识类别的一级类别页

面： 

 

点击【添加】按钮，进入添加一级类别知识类别页面 

 

点击【保存】，在知识类别页面可以看到我们新增的数据。 

 

双击该条信息，可以对该条信息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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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标离开编辑区，数据将自动保存。 

点击【进入二级类别】进入该条记录的二级类别页面，或者在一级类别页面，直

接点击一条记录的【下级】按钮。点击【下级】按钮可进入该条记录的二级类别

页面。 

 

由于我们新增加的一级类别，所以一级类别下的二级类别暂无记录。 

 

点击【添加】，为其添加二级知识类别。 

 

点击【保存】，我们便可以在二级类别页面看到我们新增的信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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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级类别页面，点击【下级】可进入知识库编写， 

 

由于我们新增加的二级类别，所以二级类别下的知识库暂无记录。 

 

我们点击【添加】，为其添加知识库： 

点击【保存】，我们便可以在知识库页面看到我们新增的信息了 

 

同样，双击本条信息，便可进行数据修改。一级知识类别和二级知识类别，就像

一个标签，进行类别的细致划分，便于您更快查找到您需要的知识库。 

例如：体育(一级类别)下的篮球项目(二级类别)关系。 

      一个队伍有几个人在场上比赛？答：5人；(相当于知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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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又像卡片相关知识(一级类别)下的购卡常识(二级类别) 关系。 

      在哪可以买到充值卡？答：各代联通营业网点均有销售；(相当于知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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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知识库 

10.6 的操作只能查看符合一级和二级类别的知识库记录，如果要查看所用符合

条件的记录，点击左侧管理列表【虚拟呼叫中心】→【知识库】，进入知识库页

面： 

 

模块功能：为虚拟呼叫中心用户添加知识类别用于管理知识，为坐席提供帮助。 

点击【添加】按钮，进入添加知识库页面： 

 

对  象：用于哪个应用对象。 

对象名称：该知识库属于哪个虚拟客户。 

一级知识类别：该知识库属于哪个一级知识类别。 

二级知识类别：该知识库属于哪个二级知识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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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ID：为此知识库上传的文件。 

知识名称：简单的描述知识的作用。 

知识内容：该知识库的具体内容。 

点击【保存】，返回到知识库页面，我们可以看到刚刚新增加的信息。 

 

双击该条信息，可以对该条信息进行修改： 

 

双击更改一级类别时，二级类别会根据当前的一级类别列出相关的二级类别的名

称，当一级和二级类别都选择后点击【保存】按钮，则可更改该知识库所属的一

级和二级知识类别。 

直接点击二级知识类别进行修改，二级类别会列出当前一级类别下的二级类别，

选择完毕后，鼠标离开编辑区，数据将自动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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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外呼营销 

模块流程 

外呼功能主要包含三个部分：外呼管理模块，问卷管理模块，外呼坐席界面。 

建立一次外拨计划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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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外呼营销任务 

左侧管理列表 【外呼营销】–>【外呼营销任务】，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设置一个外呼营销任务，让坐席在工作页面进行工作； 为外呼营销

任务指定由哪些坐席参与外拨并为每个坐席分配给哪些客户打电话，为外呼营销

任务指定客户资料的哪些字段是坐席可以看到的,哪些是可以修改的，也可以设

置哪些字段是用于后台管理界面进行显示 或者 是编辑使用的 ，控制坐席是否

可看到同组人员的工作进度，可设置质检员为该计划工作的任务比重。  

 

点击【添加】按钮，进入外呼营销任务添加页面，建立新的外呼营销任务。在添

加页面里 可以看到有 基本资料、高级资料 和 脚本 三个标签。如果安装了预

拨号和电子商务，你还会看到 预拨号高级配置 和 电子商务 两个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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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名称：描述该外拨营销任务的功能，给这个外拨营销任务起个名称，方便识

别和区分。 

状  态：控制该外拨任务是否启用。  

任务等级：控制坐席外呼界面的外拨营销任务列表的显示顺序，优先级：紧急任

务>普通任务。 

客户包类型：指定该外拨营销任务使用的客户包类型，分为：个人客户 和 机构

客户。 

客户包： 创建外呼任务的同时，需要与之绑定客户包，可以新建客户包 或者 选

择团队下与“客户包类型”相对应的客户包。 

      新建客户包：说明建立外呼营销任务将会新建一个客户包，该客户包的名

称与外呼营销任务的名称一致。 

      个人客户总表(机构客户总表)：使用当前团队的个人客户总表或者机构客

户总表。同时也会新建一个同名的客户包，不过该客户包表只有与业务相关的数

据，无客户信息数据。每条数据都是与总表中的数据相关联的，如果选择此选项，

外呼营销任务将无法使用预拨号功能。 

      指定团队下对应客户包类型的客户包：使用本团队已经建立的相应客户包

类型的客户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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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时间包：用于控制该外拨营销任务的工作时间范围，任何时间 表明在任何

时间该外拨营销任务都可用。比如说选择一个工作时间包，工作时间是 上午 8

点到下午 5点，那么该外拨营销任务就在这段时间内可用。 

座席获取数据：控制坐席在坐席外拨界面是否可以手动获取客户数据。 

      默认为否，即坐席不允许手动获取客户，只能通过管理员分配。 

      如果选择是，在当前外呼营销任务的外拨界面上会看到出现 获取客户 按

钮，如下图： 

 

每次最大数目：坐席每次可获取客户数据的条数； 

最大可拥有数量：坐席可拥有客户数据的最大数目； 

团队，坐席组：设置当前该外呼营销任务由哪个团队下的坐席组去完成；  

工作链接：坐席在坐席工作界面，打开该外呼营销任务所使用的工作页面； 

可否添加新客户：是否允许坐席向此计划的客户包中添加客户资料； 

      如果选择否，则不允许坐席手动添加客户，此时坐席使用电话直接拨号时，

系统不会弹出添加客户资料的页面； 

      默认为是，即允许坐席手动添加新客户。在当前外呼营销任务的外拨界面

上会看到出现 添加客户 的按钮； 

 

保存信息后结束话后：坐席保存客户信息后，是否自动结束话后状态。 

      如果坐席的工作模式为 振铃话后或者应答话后，当通话结束后，坐席将

进入话后模式； 

      如果此参数选择为是，保存客户资料后后，就会自动结束话后状态，进入

空闲状态。 

      如果此参数选择为否，通话挂断后进入话后状态，即使提交了客户资料，

也仍处于话后状态。 

提交后挂断通话：坐席提交客户资料后，是否挂断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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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后自动清除回拨：是否在成功提交资料后清除原来回拨日程； 

默认查询联络记录：控制客户资料弹屏界面，是否加载历史联络记录，如果为否，

需要坐席手动点击才可获取到当前客户的历史联络记录； 

处理状态默认值：用于控制客户弹屏资料页面的处理状态的默认值，有四种状态

可供选择：未处理、继续跟踪、失败提交、成功提交； 

号码归属地查询：是否显示号码归属地； 

 

 

 

 

 

状  态：预拨号的状态，是否启用预拨号；如果当前外呼营销任务使用客户总表

(个人客户总表或者机构客户总表)，此参数为否，并且不可编辑。  

账  户：使用预拨号外呼时的计费账户； 

接入目标：客户电话接通后的转向； 

      当前坐席组：电话接通后直接交由相应的坐席组坐席人工应答； 

      电脑话务(IVR)：电话接通后将转到一个预先设定好的语音流程； 

最大并发限制：每个预拨号任务最大并发呼叫数量的上限值，0时表示不限制； 

单次拨号上限：每次发起预呼叫数量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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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隔：系统每间隔多少秒为该预拨号任务发起一次呼叫； 

客户接通振铃时长：客户应答通话的平均振铃时长； 

通话时长：预测的正常通话的通话时长； 

客户接通率：计算拨号数目时使用的客户接通率； 

话后时长：坐席在通话结束后处理通话所用的平均时长； 

短话单时长：用于设定一个标准，通话长度在该标准下的通话就为 短话单；  

短话单比例：短通话在全部通话中所占的比率； 

短话单话后处理时长：短话单通话结束后坐席处理通话所用的平均时长； 

客户等待时长：坐席接通客户在队列中的平均等待时长； 

 

座席拨号方式：选择一种拨号方式，指定坐席完成此任务时必须使用此方式进行

拨号。  

      默认方式，双击客户，弹出客户资料，点击拨号(小手机)图标可进行拨号。 

      拨号预览，双击客户，弹出客户资料，同时系统自动拨号给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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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拨号，开启自动拨号程序后，由系统自动给未完成的客户打电话，通

话结束后，会根据”自动拨号间隔”进行倒计时(此时间用于坐席处理事务)，倒

计时结束后，系统将再次自动拨号。 

      坐席自选，从上述三种方式中让坐席自主选择。 

自动拨号间隔：使用自动拨号方式时，设置的倒计时时间(用于坐席处理本次联

络信息和客户资料)； 

质检百分比：用于提示告知质检人员此外呼任务的质检比例； 

延时秒数：使用自动拨号时，当倒计时时间不够用时，坐席可以点击延时按钮，

此处设置每次点击延时按钮后，要延时多少秒； 

最大重拨次数：重拨的最大次数，作用于 自动拨号 和 预拨号 功能； 

保存时检测：控制坐席在何种状态下可以保存联络记录和问卷； 

    忽略通话：保存联络记录和问卷结果时，不检查坐席是否与客户发生了通话； 

      全局验证通话：只要与客户发生通话，就可以保存联络记录；只有正在与

客户通话，才能点击问卷【下一题】按钮，一旦通话结束，将不允许下一题，只

能保存当前问卷作答结果，防止坐席伪造问卷剩下问题的答案； 

      开始时验证通话：只要与客户发生通话，就可以保存联络记录；只有正在

通话时，才能点击【开始答题】按钮，过程中如果客户挂机，不影响问卷【下一

题】和保存问卷答案； 

主叫名称：显示给客户看的来电名称(只对 sip客户电话生效，与主叫号码一样，

受电信运营商控制)； 

主叫号码：显示给客户看的电话号码，但是此号码必须是电信服务商允许你送出

的号码； 

强制使用主叫设置：仅在坐席页面点击拨号或坐席分机模式拨号时有效； 

      默认为“否”，外呼时会使用坐席页面设置的主叫号码和名称，如果坐席

页面未设置，会使用分机的主叫号码和主叫名称，如果分机也未设置，才会使用

拨号计划的主叫号码和名称。  

      选择“是”时，不管坐席和分机是否设置主叫号码和名称，都将使用此任

务计划设置的主叫号码和名称。  

屏蔽客户联系方式：控制客户信息在客户弹屏资料页面的显示方式；如果选择

“是”，那么将会以 星号 代替电话号码进行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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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接号码限制：控制坐席转接的范围 。 任意：即没有限制。常用联系人：便只

能在常用联系人中进行转接； 

禁止坐席修改质检数据：坐席是否可以修改已经被质检过的客户资料。 

      如果选择”是”，坐席无法修改客户资料。 

      默认为“否”，坐席可以修改客户资料。 

黑名单导向：如果坐席选择外呼结果为 DNC，需要通过此参数来控制将客户的电

话号码加入到 DNC列表中的 DNC级别； 

      团队：在团队级别的 DNC数据中增加客户号码； 

      当前外呼营销任务：在外呼营销任务级别的 DNC数据中增加客户号码； 

启用排名查看：控制坐席工作平台上，外呼营销工作界面左侧的坐席工作状况功

能是否启用。此功能会为坐席提供工作的排名状况，但非常消耗系统资源，慎重

使用； 

被咨询坐席编辑客户：在被转接咨询的坐席的弹屏界面中，是否允许坐席编辑客

户信息； 

更新客户状态：设置是否仅归属坐席才能更改客户状态； 

允许手动弹出客户：显示一个按钮，每次坐席点击该按钮会自动弹出下一个需要

拨打的客户，坐席也可以手动输入号码弹出客户信息； 

 

快速预约：选择多长时间以后提醒坐席再次联络客户，应用于处理状态为“继续

追踪”的客户； 

 

当即将到达预约时间时，坐席界面会在”提醒”按钮下面弹出提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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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更多”按钮后，会进入坐席消息查看页面，如下图： 

 

双击那条”未读消息“，即可查看消息的全部内容，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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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处理客户默认排序：按什么顺序排列未处理的客户信息； 

验证客户被重新分配：是否验证客户被重新分配，如果验证的话，来电客户不属

于当前坐席的，则不弹出客户资料，仅给出提醒。坐席为该客户进行转接或者咨

询等服务； 

来电提示窗浮起：有电话呼叫时，是否在右下角有提示框的提醒； 

坐席听取录音：设置坐席是否可以听取录音，默认为”否“，表示不能听取； 

未联络自动回收(天)：未联络的客户信息，多少天后自动收回，可继续拨打； 

提交时向此地址发送数据：系统通话数据要向哪个地址发送；  

任务备注：用于描述该外呼营销任务的信息； 

服务器 IP：可信任服务器 IP地址，如外部系统调用本系统功能，事先要在此字

段内填写其服务器 IP； 

 

状  态：该外呼营销中的预拨号功能是否启用。 

账  户：使用预拨号外呼时的计费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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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目标：将用预拨号接入的客户转向的目标，分为： 

当前坐席组：电话接通后直接交由相应的坐席组坐席人工应答。 

电脑话务(IVR)：电话接通后将转到一个预先设定好的语音流程。 

未应答自动重拨：预拨号未应答的数据，只会拨一次，系统默认是不会自动重拨

的，若要重拨需在此处进行设置。 

客户振铃超时时长：客户那边振铃多长时间按超时处理。 

推送字段：选择要推送的字段。 

最大并发限制：和前边介绍的团队最大并发效果一样，只是这个是限制到此计划

任务上，即该任务最大并发不能超过多少路。此参数只在“按最大并发”模式时

有效，0表示不限制。 

单次拨号上限：拨号器每次发起拨号时，最大拨号数量。  

间  隔：拨号的间隔。 

客户接通振铃时长：客户应答通话的平均振铃时长。 

通话时长：坐席与客户平均通话时长，即坐席通话多久后会挂断电话。拨号器根

据此参数预测出哪些坐席即将空闲，为他们提前拨号，争取在他们进入空闲的一

刹那立即可以接听新的电话。 

客户接通率：输入框不可修改的值为系统计算出的参考值（截止到当前，应答客

户量/拨打客户量），管理者根据此值填写预计接通率，调节拨号器并发。  

短话单时长：坐席在短通话情况下，与客户通话的平均时长。此值要求管理员根

据录音和坐席提交结果进行总结，看看这种短话大致为多少秒。  

短话单话后处理时长：短通话情况下，并且开启了话后模式，坐席挂断电话后在

处理业务时需要多长时间。  

客户等待时长：坐席接通客户在队列中的平均等待时长。 

并发类型：并发线路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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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将一个电子商务绑定到外呼营销，在客户资料弹屏界面可以为客户选

择产品生成的订单。 

 

脚本模式：选择外呼营销时，弹出脚本的类型，分为 文本 和 问卷； 

脚本全屏控制：弹出的脚本显示方式，分为 手动 和 客户接通后自动全屏； 

问卷名称：当脚本模式选择”问卷“时，此选项才有效； 

文本内容：当脚本模式选择”文本“时，弹出在此填写的文本内容； 

 

资料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在外呼营销任务页面会显示在数据列表中，双

击该条记录，弹出一个新界面。 可以看到编辑界面上有如下几个功能按钮： 



                                         Astercc使用说明书    第 228页 

 

 

点击【报表别名】：为当前外呼营销任务相关的报表导出的标题头字段设置别名。

可以为每个字段设置一个名称，如果不填写，将还是使用系统默认的名称，此功

能用于【外呼营销】下【客户管理】和【质检管理】两个页面导出数据使用。

 

http://wiki.astercc.org/doku.php?id=zh:模块使用说明:外呼营销:客户管理
http://wiki.astercc.org/doku.php?id=zh:模块使用说明:外呼营销:质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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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后台字段显示设置】和【前台字段显示设置】两个按钮：控制哪些字段在 

系统后台管理页面 和 坐席工作界面 上显示或编辑。 

系统默认字段设置页面中的客户资料字段有编辑的权限。如果字段有查看或者编

辑的权限，才可以进行必填的设置。如：选择姓名后的查看，坐席只能查看客户

的姓名而不能对姓名修改；选择姓名后的编辑，坐席可以修改客户的姓名。 

两者选取其一，就可以设置姓名字段是否必填。两者都不选，坐席不能看见客户

姓名的信息，并且姓名字段不可以设置必填选项。  

在这个页面，同样可以对需要显示的字段显示顺序进行排列，可以拖动每个字段

行来进行排序，显示的顺序由上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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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自动分配任务】和【手动分配任务】两个按钮：分别以两种分配方式 为

组内坐席分配拨号任务。分配任务有两种形式： 

      自动分配：适合批量大规模； 

      手动分配：适合对任务局部调整，例如：把某个坐席的一部分客户 分配

给效率高的坐席或把某些特征的客户 提取出来 单独分给某个坐席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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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8001 号坐席分配 100% 点击确定时候，如果未设置执行时间，需要设置一个

执行时间，创建一个后台分配任务的计划，由后台进行分配，在同步进度处可以

看到当前分配任务计划的执行状态。我们可以看到 8000 号坐席的未完成人数变

成 6了，证明已经分配成功了。 

 

上图为手动分配计划：为每个坐席手动分配给哪些客户打电话。如果该外拨营销

任务对应的问卷有配额的话，将会在下图中显示该问卷的配额，可以根据配额的

完成情况来分配任务给坐席，如果该问卷没有配额的话，那么就不会在下图中出

现配额的相关情况。并且，还可以将客户分配到“未分配”的分组里，但前提是 

搜索区域内的“客户状态=未处理”时，选择坐席列表才会出现“未分配”选项。 

点击【添加挂机事件】：对不同目标的挂机设置事件。比如：挂机后发短信或邮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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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导入】：导入客户资料列表，供外呼营销中各功能使用。比如：预拨号、

自动拨号、群发信息 等功能。在坐席页面 预拨号、自动拨号 会详细介绍导入

功能。 

 

 

 

 

 

 

 

 

 

 

 

 

 

 

 



                                         Astercc使用说明书    第 233页 

 

11.2 客户集合包管理 

左侧管理列表 【外呼营销】–>【客户集合包管理】，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客户包就是从机构客户总表或个人客户总表按一定规则按一定需求，

选取一批客户进行打包，打包后可以为某个外呼营销任务服务，用于外呼。每个

外呼任务都会对应一个客户包，每创建一个包，系统就会自动为其建立一个单独

的数据表，称为个人客户的分表或者企业客户的分表，建立新表的目的是方便项

目管理自己的客户群，还能保护主表原始数据不受到破坏。 

包内数据还可以通过 “导入” ，进行批量导入。已经建立好的客户包，如果有

绑定的外呼营销任务，可以在客户管理中对每个客户包内的客户进行管理。 

 

点击【添加】按钮，进入添加外拨客户集合包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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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包名称：设置客户包名称，起标识作用，通常与外呼营销任务同名。 

状  态：标识当前客户包是否有与外呼营销任务进行绑定。分为 未指定外拨任

务 和 按外拨任务进行中。 

      未指定外拨任务 : 说明当前客户包无绑定的外呼营销任务； 

      按外拨任务进行中 : 说明当前客户包已经与某个外呼营销任务进行绑定

了； 

客户包类别：选择客户包类别，不同客户包对应不同的客户表结构，分为：个人

客户或企业客户； 

使用客户总表：标识当前客户包是否使用客户总表，如果使用总表客户，那么客

户包中的客户数据将来自总表数据； 

      设置为”是“时，那么该客户包在添加界面上将没有【选择客户】 按钮，

并且无法使用复选框 将总表客户全部导入到客户包。 

      设置为”否“时，点击【选择客户】按钮时，可以从总表选择数据复制到

客户包内。(如果勾选“选择客户”按钮旁的选框，会将所有总表内客户复制到

包内。)也可以进行搜索后再选择需要添加的客户。 选择完毕后，点击【确定】

按钮就可以将主表信息添加到分表。 

包内总人数：只是用来显示当前客户包中目前有多少个客户数据； 

已完成人数：显示当前客户包中，客户状态是 已处理成功 和 已处理失败 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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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的客户总和； 

唯一键值：设定将某个或某几个字段设定为唯一键值，防止导入和人工添加客户

时造成包内产生重复数据(系统默认选中”电话号码一”字段为唯一键值) 。 

索  引：将常用的搜索字段设定为索引，能够加速搜索操作。(系统默认将”电

话号码一”和”电话号码二”字段设定为索引)  

团  队：指定客户包属于哪个团队，只有该团队才能在外呼营销任务中选择此客

户包。  

 

双击进入编辑页面，可以对”唯一键值“和”索引“进行修改。  

 

若包内已存在重复数据，是无法成功修改唯一键值的，系统会给出提示告知。(此

时你应到【外呼营销】的【客户管理】页面进行数据查重，删除重复数据后，再

进行唯一键值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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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从表中选择客户】按钮，可以打开客户选择界面，可以从客户总表(分为 个

人客户总表 和 机构客户总表)中选择客户来为客户包添加客户。 

      如果当前客户包是使用总表客户，只能看到未被任何 使用总表客户 的客

户包选择的客户。 

      如果当前客户包是普通的客户包，可以查看到客户总表中的所有客户数

据。 

点击【导出客户】按钮，可将客户包的客户数据导出。 

 

导出后可发送至邮箱，在前面打勾后，会出现一下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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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呼叫结果管理 

左侧管理列表【外呼营销】–>【呼叫结果管理】，进入呼叫结果管理页面。  

 

模块功能：显示在坐席外呼工作界面，坐席与客户通话完成后，需要选择客户的

处理状态，填写联络详情，以及呼叫结果(对通话的概述)。【外呼营销】中【统

计报表】中，会统计各种呼叫结果发生的频次。 

 

添加呼叫结果的原则及目的：设置详细的呼叫结果，并规定坐席按照实际发生情

况准确选择相应的呼叫结果，有助于提高客户数据利用价值。当二次使用时，根

据呼叫结果可以筛查出更有效的客户，节省坐席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点击【添加】按钮，进入添加呼叫结果如下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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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叫结果：使用一个短语概括一次通话的大致情况(例如：无人接听，不配合，

不感兴趣，空号，错号等)。  

关联处理状态：关联一个客户处理状态(分为：所有，新的，继续跟踪，失败提

交，成功提交)，当坐席选择相应处理状态时才显示此呼叫结果。  

状  态：标记该呼叫结果在应答时显示，还是未应答时显示。坐席工作界面会根

据电话接通情况进行呼叫结果列表切换。 

团  队：如果指定团队，那么此呼叫结果只有该团队下的坐席才能看到并选择。  

所属外呼营销任务：如果指定营销任务，那么该呼叫结果只有在该任务处理时才

会显示。 

工  单：当前呼叫结果是否绑定工单，如果选择绑定一个工单，当坐席为客户选

择该呼叫结果的时候，允许为该客户创建工单。 

注意：只有当外呼营销任务使用客户总表，才能在客户弹屏资料页面上，选择绑定工单的呼

叫结果，看到“新建工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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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呼叫记录 

左侧管理列表【外呼营销】–>【呼叫记录】，进入呼叫记录页面。 

 

先在顶部下拉框选择要看哪个”外呼营销任务“的呼叫记录。 

模块功能：查看外拨电话记录(主叫号码，被叫号码，咨询电话，开始时间(振铃)，

应答时间(接通)，结束时间，总时长(结束-振铃)，计费时长(结束-接通)，消费

金额，坐席，呼叫结果(应答与否)，录音标记(有标记的可以听当时的通话录音))。 

 

创建时间：记录生成时间，有可能是后台程序处理话务事件生成记录的时候(一

般基本是通话开始的时间)，也可能是会席保存记录的时候，看哪个先生成，对

开展实际业务来说这个值用处不大。  

开始时间：通话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通话结束时间。 

申请拨号时间：预拨号申请拨号时间。 

 

该页面模块没有添加功能，只有对录音记录的删除、试听、下载 和 导出功能。 

点击 图标，试听录音文件。 

点击 图标，下载录音文件。 

如何在此页面进行批量录音导出：首先设置搜索条件，告知系统要下载哪些呼叫

记录的录音，然后在【导出】按钮后方下拉框选择”录音文件“，点击【导出】

按钮，系统弹出导出设置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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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默认导出时，不删除原始录音文件。如果你觉得导出后，保留在系统上的原

始文件没有用了，可以选择“删除”，这样会节省磁盘空间。 点击【保存】按

钮(系统后台会进行录音文件查找并打包)，系统会告知你一个文件夹名称，用于

下载录音时使用。  

 

下载录音有两种方式：  

1、如果在【系统设置】→【系统高级设置】→【Web 下载录音】中，设置了允

许 web下载录音，你稍后可以到【呼叫中心高级管理】→【导出文件管理】页面

进行录音下载，根据导出时系统提示的文件夹名称找到要下载的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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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 ftp 工具，进入系统/var/www/html/asterCC/data/monitor_ download

目录，根据导出时提示的文件夹名称找到下级目录，在此目录下有一个名字与”

告知文件名“相同的文件，下载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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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质检管理 

左侧管理列表【外呼营销】–>【质检管理】，进入质检管理页面。 

 

模块功能：质检人员给坐席评分。 

首先选择营销任务，如有问卷，请选择问卷。选择完毕后，点击【搜索】按钮，

系统会显示相关客户数据。  

列表中每行数据由三部分组成，质检操作+客户资料+问卷。 如果客户与坐席产

生通话了，会出现 按钮，点击后开看录音试听界面。此页面试听同时，还可

以看到客户信息和问卷作答情况。如下图： 

  

点击”呼叫记录“下面的【查看】按钮，可以看到该客户所有应答的通话记录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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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并且可以试听每次通话的录音。 

 

试听录音完毕，可以进行质检操作，选择此条数据是否合格。如需评分，请点击

【评分】按钮，打开评分界面。 

 

具体的评分项目标准，和增减分数可以在【外呼营销】→【质检标准管理】 的

页面进行设置。  

 

导出成功数据的录音文件： 

我们做外包任务时，客户不仅向我们索要成功客户资料，还要求我们提供相关录

音，现在介绍一下录音批量导出功能。首先设定搜索条件，选择我们的目标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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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问卷，请选择问卷)，再选择处理状态为“成功数据提交”(客户一般都要

求提供成功客户录音，然后进行抽查) ，具体操作可参照上一节中的记录的导出

下载。 

注意：本页面导出数据时，客户资料字段受【外呼营销任务】 中 ”后台显示字段”影响，

只有被勾选的客户资料字段才会被导出，否则不会在报表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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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质检标准管理 

左侧管理列表 【外呼营销】–>【质检标准管理】，进入质检标准管理页面。 

 

模块功能：为质检管理提供评分的标准。 

 

点击【添加】按钮，进入评分标准添加界面，每次添加一条评分标准。 

 

团队名：设置质检标准的所属团队，不指定团队，代表此规则对系统内所有团队

适用，在质检页面进行评分时，所有团队质检人员可见此评分标准； 

外拨任务：如果选择外呼营销任务，代表质检人员质检指定任务时，才可以看见

此条评分标准； 

分数类型：设置该标准是哪种类型的，分为：加分标准和减分标准。一般所有标

准仅选择一类(全是增加或减少)，例百分考核，都选择增加分数，制定若干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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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合计为 100)，达到标准的就加分； 

分  数：填写数字，代表要增加或减少的分值；  

标  准：描述此标准，符合时就执行加分或者减分； 

设置完毕后，点击【保存】按钮。这时去”质检管理”页面看看我们的评分标准

是否起作用了。  

 

双击“质检标准管理”页面数据，可进行质检标准的修改和编辑，灰色字体表示

不可修改，黑色表示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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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统计报表 

左侧管理列表 【外呼营销】–>【统计报表】，进入统计报表页面。 

 

模块功能：将外呼营销任务的坐席数据进行统计，并以报表形式展现。 

 

页面第一排是时间范围选择区： 

设置你要统计数据是在哪个时间范围内(系统默认选择当天日期)；  

页面第二排是统计条件区： 

第一个选择框，设置需要统计的任务范围，分为 全部任务 和 总表任务，其中

总表任务又会分为 呼叫统计 和 联络统计； 

第二个选择框，设置统计方式，分为 按外呼营销任务统计(以任务为主，列出任

务中所有坐席的情况，以及合计)和 按坐席统计(显示选定坐席在相应计划中的

情况)；  

第三个选择框，选择外呼任务； 

第四个选择框，设置统计表格的输出形式，是按合计显示，还是按人工日，按年

度，季度，月，周，日，小时来显示统计结果；  

条件设置完毕后，点击【确定】按钮，建立统计任务。(由于报表数据量过大，

涉及数据表过多，由系统后台进行统计) 

页面第三排是统计结果显示区： 

统计任务建立完毕后，会显示在下方表格内，点击【刷新统计列表】按钮，查看

统计进度。(当状态为“处理完毕”时，便可查看统计结果或导出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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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按钮，在统计任务列表下会显示统计结果，如下图： 

 

由于数据列表的标题比较多，无法在页面内显示完全，可以选择每列的标题的下

拉框，选择要查看的列进行显示，这样就避免了，拖动滚动条造成的困扰。 

时间段：当条数据的统计时间范围； 

外呼营销任务： 当条数据的统计的是哪个外呼任务的数据； 

坐席组/坐席工号：当条数据的统计的是哪个 坐席组/坐席 的任务数据； 

姓  名：显示坐席账号中姓氏。  

呼叫客户量：拨打客户的数量，以客户为基准(即使给一个客户打了 10次电话，

客户量仍为 1)。  

接通客户量：拨打客户总数中，应答的量。(例给一个客户打了 5 次，应答了 4

次，接通客户量为 1)  

按客户量接通率： 接通客户量/呼叫客户量； 

拨打次数： 坐席拨打客户的次数。(给一个客户打了 5次，拨打次数记作 5)； 

接通次数：拨打次数中，对方接通的次数。(给一个客户打 10次，接了 5次，记

作 5) ； 

按次数接通率： 接通次数/拨打次数； 

各种呼叫结果：指图例中从 DNC到 错误号码 这几列，这些字段均来自你设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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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叫结果(在【外呼营销】→【呼叫结果】中设置)，当坐席在前台保存一次通话

记录时，自然会存下这次通话的呼叫结果，所以就有了每个通话结果的次数。  

坐席未保存：如果坐席没保存联络记录(呼叫记录中没有呼叫结果描述)，那么通

话结果就会被系统默认为未保存； 

总时长：统计时间段内 坐席总话务时长(从振铃到挂机累计的时长)；  

通话时长：统计时间段内 坐席与客户的累计通话时长(从应答到挂机的时长)； 

无效总数：保存客户处理状态为“失败提交”的客户总数； 

无效率：无效总数/呼叫客户量； 

回拨总数：保存客户处理状态为“继续跟踪”的客户总数； 

回拨率：回拨总数/呼叫客户量； 

实际成功总数：经过质检后，最终坐席成功完成的客户数(质检后，客户状态为

“成功提交”的)； 

转换率：实际成功总数/接通客户量； 

成功率：实际成功总数/呼叫客户量； 

质检合格总数：坐席所有客户中(不论客户状态是什么)，参与质检后，合格的数

量； 

坐席提交成功数：指坐席保存客户处理状态为“成功提交”的总数； 

提交成功中被质检的：坐席提交成功数中被质检的数量； 

提交成功中合格数：提交成功被质检中合格的； 

提交成功中不合格数：提交成功被质检中不合格的； 

点击 按钮，可将统计数据下载下来。 

点击 按钮，可将统计数据删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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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客户管理 

左侧管理列表 【外呼营销】–>【客户管理】，进入客户管理页面。 

 

模块功能：查看具体某个外拨营销任务对应的客户包里的客户数据。 

 

通过 左上角“客户管理”后的下拉框，选择一个外呼营销任务来查看其对应的

客户包数据，如下图： 

 

 在这个页面中，可以对该客户包内的客户数据进行 搜索、添加 和 删除。此页

面搜索区域内的字段，以及列表标题头的字段 ，都是根据 该【外呼营销任务】

记录中，【编辑外呼任务】→【后台字段显示设置】 而来的。 

点击【添加】按钮，会提示先选择一个外呼营销任务。选择好后，再次点击【添

加】按钮，进入添加客户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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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信息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按钮，在客户管理页面就会新增一条信息： 

 

双击数据，即可对记录进行修改，对于后台设定“仅查看”的字段，是不允许修

改其对应的值，只是查看，后台设定“可编辑”的字段，才允许修改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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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数据查重】按钮，可以指定查重字段 对该客户包内的数据进行查重，点

击【确定】，查重后的数据将会显示到页面列表里，同样查重字段选择的下拉框

内字段也是根据 当前外呼营销任务的后台显示字段设置 而来的，如下图： 

 

删除功能模块，如下图： 

 

仅删除预拨号列表内的客户： 

      当前页面默认是选中状态。就是 点击 删除 或者 根据搜索删除 按钮的

时候，仅仅把该外呼营销任务对应的预拨号列表里的数据删除掉，而不删除客户

包内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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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未选中，点击 删除 或 根据搜索删除 按钮，将会同时删除 客户包 

和预拨号列表 里的数据。 

点击【删除】按钮，可对页面列表数据里选中的客户删除掉。  

点击【根据搜索删除】按钮，根据当前页面的搜索条件，删除满足条件的所有客

户数据。 

 

注意：如果当前页面列表里显示的是”数据查重“后显示的数据，请谨慎，因为点击 ”根

据搜索删除“，删除掉的是满足当前条件的客户数据，而不是你现在看到的页面列表里的全

部数据，所以点击此按钮前，需要点击一次页面上的【搜索】按钮，再执行 ”根据搜索删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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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黑名单过滤计划 

左侧管理列表 【外呼营销】–>【黑名单过滤计划】，进入黑名单过滤计划页面。 

 

模块功能：可以为某个外拨营销任务建立一个 黑名单过滤计划，通过“禁拨黑

名单”将该外拨营销任务对应的客户包内的相应数据过滤掉。 

点击【添加】按钮，进入添加黑名单过滤计划页面。 

 

团  队：选择一个团队； 

外拨任务：选择需要进行过滤的外呼营销任务； 

执行时间：可以 选择一个固定的执行时间，让过滤计划在这个时间进行过滤； 

是否启用：黑名单过滤计划的状态，默认为“否”。 

同样建立后的数据 ，如果当前状态不是“正在取消”，都可以通过双击编辑对

应数据列表的“执行时间”，重新选择执行时间。重新选择执行时间后，该条黑

名单过滤计划的状态将会变成“新的”，并且是可用的。对于已经执行完毕的数

据，可以在“最近一次过滤数据”列里点击“下载”，来查看上次过滤掉的客户

数据，如下图所示，页面中的执行操作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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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黑名单过滤计划执行完毕，可以点击 按钮来下载最后一次过滤掉的

客户数据进行查看分析，也可修改每个计划的执行时间来修改执行的时间。 

列表中执行时间是黑色加粗的，说明可以通过双击编辑进行修改，双击执行时

间 ，会看到 ，如果修改的时间未发生改变，点击【保存】，

不会更新黑名单过滤计划的执行时间。如果修改了时间，点击保存，保存成功后

会，看到 ，当前黑名单过滤计划的状态变成“新的”，并且 

是否启用列出现 启用、禁用 两个选项，默认为不启用，如果想让黑名单过滤计

划在修改的时间再执行过滤客户的功能，可以点击启用，如果提示修改成功，那

么该黑名单过滤计划就将在修改的时间执行过滤的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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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 禁拨黑名单 

左侧管理列表 【外呼营销】–>【禁拨黑名单】，进入禁拨黑名单页面。 

 

模块功能：用于从客户包内过滤掉一些不希望被拨打的客户。 

 

禁拨黑名单号码的导入，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在呼叫中心高级管理模块下，通过导入页面可以导入 禁拨黑名

单 数据，点击【呼叫中心高级管理】→【数据导入】→【选择表】→【禁拨黑

名单】，选择导入的号码 以及 团队，适合添加批量数据。 

 

 

在左侧“选择表”里选择“禁拨黑名单”，然后在右侧可以看到 团队下拉框 和 

外呼营销任务 下拉框： 

      如果未选择 团队 和 外呼营销任务，导入数据。此时这些导入的数据作

为 系统级别 的禁拨黑名单 来过滤客户。 

      如果选择团队，未选择 外呼营销任务，导入数据。此时这些导入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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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团队级别 的禁拨黑名单，仅对某个团队下的客户进行过滤。 

      如果同时选择 团队和 外呼营销任务，导入数据。此时这些导入的数据将

作为 外呼营销任务级别 的禁拨黑名单，仅对指定外拨任务下的客户包里的客户

进行过滤。 

执行导入会提交一个 导入计划来由后台执行 黑名单的导入操作，参见

【呼叫中心高级管理】→【任务管理】→【导入计划管理】，如果后台执行导入

成功后，可以在 外呼营销模块下的禁拨黑名单页面进行查看 已经存在的禁拨黑

名单数据。 

      另一种是：在外呼营销模块下，通过禁拨黑名单页面，添加禁拨号码，点

击【外呼营销】→【禁拨黑名单】→【添加禁拨号码】，选择 禁拨级别，适合添

加单个数据。添加多个号码时，用换行来进行区分。 

 

 可以选择黑名单级别下拉框，来查看相应级别下的禁拨黑名单客户数据，如下

图：查看外呼任务级别的禁拨黑名单。可以在禁拨号码后面的输入框内填写你要

查询的号码或者不填写任何东西，点击【搜索】会显示出匹配的禁拨黑名单号码。 

 

在页面红色方框内，显示出两个下拉框，第一个下拉框内显示的是：当前级别下

禁拨黑名单客户电话号码”前三位“的下拉框，第二个下拉框显示的是：第一个

下拉框前三位对应的禁拨黑名单下的客户电话号码的第二个三位号码下拉框。  

点击禁拨号码后面【删除】按钮，会删除禁拨黑名单数据。 

清空黑名单功能仅针对黑名单级别来进行清空，可以点击页面上的

http://wiki.astercc.org/doku.php?id=zh:模块使用说明:呼叫中心高级管理:导入计划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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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来清空某个级别下的禁拨黑名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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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数据量监控 

左侧管理列表 【外呼营销】–>【数据量监控】，进入数据量监控页面。 

 

模块功能：通过该页面可以查看选定的外呼营销任务的当前的状况。 

先选择团队，在选择对应团队下的外呼营销任务。选择完毕后，点击【确定】按

钮，即可显示对应外呼营销任务的当前情况。如果选择多个外呼营销任务进行查

看，则每个外呼营销任务为一行进行显示，如下图： 

 

客户总量：显示当前外呼营销对应的客户包中目前有多少个客户数据； 

导入数据量：外呼营销任务对应客户包中，有多少个客户数据是通过导入而到客

户包中的； 

已拨打数据量：客户包中已经拨打过的客户总数； 

成功数据量：已拨打的客户中，坐席将客户保存成 成功提交的客户总数； 

未拨打数据量：还未进行拨打电话的客户总数； 

预拨号列表剩余客户量：外呼营销任务对应的预拨号列表中，还有多少个客户未

进行拨打。前提是当前外呼营销任务开启预拨号功能，否则看到的数据为 0； 

预拨号最后回收时间：为预拨号回收客户，每次回收都会记录当时回收的时间，

可以清晰的显示当前预拨号列表最后一次回收客户的时间； 

预拨号回收数据次数：为预拨号回收客户数据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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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漏单管理 

漏单，即漏话，是指客户电话打到系统，没有空闲坐席为其服务，客户主动挂机

所产生的通话记录。  

何时会使用漏单管理页面：  

1.如果坐席组长需要给所有漏话创建工单时，可以在此页面进行操作。  

2.如果需要坐席直接对漏话进行回访，可以在此页面操作。 

 

左侧管理列表 【外呼营销】–>【漏单管理】，进入漏单管理页面。 

 

页面列表中 未回访的数据 用红色字体表示，也可以根据“是否已回访”字段进

行辨别。 

坐席使用此页面时，可以在列表中看到 按钮，点击后，系统在来电号

码前+0发起外呼(如果是外地号码)。 向本地号码发起外呼，直接用鼠标左键双

击漏话数据即可。 只要向客户发起回访，数据的回访状态将变为“是”，但页

面不会自动刷新(页面还会显示否)，所以坐席每次回访结束后，需要点击【刷新】

按钮，以获取最新漏话信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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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发起回访时，可能会看到提示：“当前坐席已被回访，是否继续拨号？”，

说明此客户已被别的坐席处理了。你应根据业务需要，决定是否继续拨号。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因为同组的坐席，都可以看到这些漏话记录，你还在决定先打哪条时，别的坐席

已经完成了回访操作。这个列表不是实时的，所以你能使用【刷新】按钮来获取

最新动态。 

  

如何为漏话添加工单？  

首先你必须是坐席组长，其次你必须创建一个漏话工单模板。  

最后，在要创建工单的数据前打勾，点击【添加工单】按钮。如何填写工单内容，

请参考«asterCC 工单使用说明.ppt»  

漏话工单创建后，系统认为漏话记录进入了一个新的处理流程中，将自动把回访

状态变为”是“，防止坐席在此页面进行回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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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漏话工单时，有人会问我，为什么看不到数据前的勾选框？  

因为系统标题栏采用了 cookie 记忆，你之前一定是用了其它帐号进入了系统管

理员后台，这种情况下访问漏话页面时，是没有勾选框的。而后你又用坐席组长 

登录，这时打开此页面采用了你上次访问此页面的 cookie，所以你看不到勾选

框，你需要在此页面任意一列标题栏处选择“重置标题栏”。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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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呼叫中心高级管理 

12.1 呼入应用绑定 

左侧管理列表  【呼叫中心高级管理】→【呼入应用绑定】，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为虚拟呼叫中心、外呼营销、呼入客服 下的业务设置号码绑定关系。

为虚拟用户(呼入用户)和拨号计划设定主叫号码和 DID号码，实现某号码打进系

统后，根据号码找到对应的计划或者用户进行弹屏处理。 

 

点击【添加】按钮，打开号码绑定界面。 

 

团  队：选择要为哪个团队的业务进行号码绑定； 

目标类型：选择为对应团队下的哪项业务绑定号码； 

目标名称：选择具体业务目标，为此计划进行号码绑定； 

团队、目标类型、目标名称：三个字段为关联选择框，辅助你选择一个目标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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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业务绑定号码关系。 

坐席组：虚拟呼叫中心和呼入客服的业务可以指定多个坐席组服务。 

如果此处不选择坐席组，那么通过此号码呼入时，触发业务中默认坐席组为客户

服务； 

如果指定坐席组，那么此号码呼入时，使用指定的坐席组为客户服务； 

 

DID 匹配模式：按 DID组匹配 或 按 DID单个号码匹配； 

DID 匹配：按 DID组匹配，列出的是 DID组名称； 

按 DID匹配，列出的是单个的 DID号码； 

中继匹配：指用哪条电话线路匹配，允许使用多条中继，但此处指定仅有此中继

送进的电话才去匹配相应业务； 

主叫号码匹配：通过呼入号码确定绑定的业务，进行弹屏； 

优先级：一个业务可以配置多条绑定关系，系统以优先级最高的为准。此处填写

数字，数字越大，优先级越高； 

注意：匹配模式可以组合使用，譬如你在一条绑定关系中即设置了 DID匹配，又设置了中继

匹配。这样代表只有此中继送进该 DID号码时，才触发此应用。  

绑定默认应用：因为线路问题或直接使用分机拨号时(在分机管理页面为分机开

启坐席模式)，我们可以为坐席组默认设置一个业务，作为坐席组的默认应用。 这

样只要有电话打进系统(或者坐席直接使用分机外呼)时，系统将视为此业务呼入

或呼出。 只需填写团队、目标类型、目标名称、坐席组即可，其它使用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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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数据导入 

左侧管理列表  【呼叫中心高级管理】→【数据导入】，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允许管理员向系统内批量导入数据，方便数据的添加。 

首先确认你选择了要导入的团队；其次，点击 【点击上传(csv/xls)文件】，系

统支持 csv格式或者 xls格式文件导入，建议使用 csv文件格式，但请确认 csv

文件编码格式为 UTF-8。上传结束后，如果上传数据有问题，可以点击 【删除】，

然后再上传新的文件；如下图： 

 

系统将在右侧面板中显示文件的前 10 条记录，在下拉列表中可以选择导入对象

(选择表)，包含： 

      群发目标客户表 – 用于批量发送电子邮件或者短信 

      个人客户总表 

      机构客户总表 

      禁拨黑名单 – 外呼营销的禁拨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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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码归属地 – 根据号码前缀提供相关信息，例如号码归属地，所在地时

区等 

      DID – 批量导入 DID号码 

      呼入黑名单 

      呼入白名单 

      其他外呼任务的客户包 

上传导入文件，选择导入对象后，系统将尝试自动匹配表头，如下图： 

 

对于没能匹配的字段, 可以人为调整，如下图： 

 

系统允许设定导入时间和表头去除选项，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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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导入后一分钟内任务还未完成，请检查服务器时间是否正确。 

点击 【将数据导入表】 按钮，系统可能会提示以下消息： 

 

出现以上这个提示，是因为你上传的文件名字与客户包名字不匹配，为防止在多

任务的情况下导入错误，所以给出提示；如果你确认数据文件没错，并且是要导

入当前所选的客户包，请点击 【确定】按钮继续。随即出现“计划成功创建提

示”，如下图： 

 

导入后可以到【呼叫中心高级管理】→【任务管理】 中查看导入计划的状态。

进入导入计划管理页面，刷新当前任务列表，当任务状态为“完毕”时，说明导

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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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计划管理页面允许你下载：成功数据、原始数据、重复数据 和 导入失败数

据，以及删除导入计划。 

 

即导即用的功能：适用于一个客户包的初始化(包括总表和单独表)，即导即用可

以帮助你快速建立字段，无需再配置自定义字段和显示顺序，文件上传后选择需

要导入的客户表，选中 【即导即用】，如下图： 

 

注意：只有 非使用总表的空数据客户包 和 未被其他客户包使用的空数据的总表 这种才可

以使用该功能。并且 即导即用功能将会清空客户包里的数据。 

使用即导即用的客户包,当你需要第二次向其中导入数据时, 如果你还有同样的表头, 系统

将自动匹配对应关系。 

然后可以看到页面文件数据列表上第一行已经变成蓝色的，说明如果执行即导即

用的规则的话，选择的每列生成的自定义字段将是第一行对应的文字。系统将会

自动建立相应的字段和显示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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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将自动尝试匹配几个特殊字段，如果你发现匹配错误可以手动修正： 

      普通：普通数据； 

      电话类型：自定义字段的名称格式为 phone_custom*，导入数据中的前两

个电话类型字段将会自动对应为 phone1和 phone2，显示时有 点击拨号 和 短

信 的图标； 

      邮件类型：自定义字段的名称格式为 email_custom*，显示时有 点击邮

件 图标； 

      传真类型：自定义字段的名称格式为 fax_custom*，显示时有 点击传真 

图标； 

      地址类型：自定义字段的名称格式为 address_custom*，显示时有点击地

图图标； 

 

此时如果你需要调整显示顺序，请进入外呼营销任务，双击打开任务，点击 【前

台字段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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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坐席登陆，打开一个客户，可以看到客户信息： 

 

客户包导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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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空归属坐席：重复的客户将会被清除归属坐席； 

重置客户状态： 

      如果选择了“是”，当发现重复的客户时，该客户状态会被重置为新客户； 

重复客户导入方式： 

      跳过：当发现重复客户时，不再更新客户数据； 

      更新：当发现重复客户时，用当前导入的数据更新原客户； 

重复时是否添加到预拨号列表： 

      忽略重复：如果导入的客户在系统中已经存在，就不插入预拨号列表中； 

      全部导入：导入的客户资料全部导入到预拨号列表中； 

      忽略成功提交：导入的客户资料有重复的，并且重复的客户资料的状态是

成功提交，就不导入预拨号列表； 

 

预拨号导入参数： 

如果该客户包对应的计划开启了预拨号，那么还会出现一排选框，如下图： 

  

      预拨号电话：将此列加入预拨号拨号列表； 

      预拨号优先级：设定拨号优先级，数值越大优先级越高； 

      预拨号时间：设定自动拨号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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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数据导入后，只有客户有数据，拨号列表内没数据？  

你导入时应该可以看到两排按钮，第一排 选择要把每列数据放到客户包的哪个

字段里； 第二排 选择要把哪列放入预拨号列表中当作电话字段拨出(如果这排

你没选，系统不会向预拨号列表里导入数据)。如果你看不到第二排选框，说明

你客户包对应的外呼营销任务没开启预拨号功能。  

解决办法：进入预拨号模块下预拨号列表管理页面，根据条件将客户回收到预拨

号列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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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批次任务管理 

左侧管理列表 【呼叫中心高级管理】→【任务管理】，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方便管理员对 导入计划 和 数据删除任务 进行管理。此模块分为：

导入计划管理模块 和 数据删除任务管理模块。 

 

导入计划管理模块：在【呼叫中心高级管理】→【数据导入】页面，成功创建导

入任务后，需要到此页面查看导入进度和结果。 

 

导入计划 ID：数据导入页面任务创建后，系统会告知你一个计划 ID，凭借此 ID

在本页找到对应的计划任务； 

目标表：数据将导入哪个表(客户集合包管理中的)； 

上传文件：上传数据的文件名称，可以核查自己是否传错文件了； 

状  态：导入计划的状态，有 未进行、进行中、完毕、导入错误； 

总  量：预导入数据的总量，即你文件中一共有多少行数据； 

成功量：成功导入到表中的数据有多少； 

失败量：未能导入表内的数据量； 

重复量：有 N条数据已经存在于系统表，所以无法导入，告知你文件中有多少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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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数据； 

成功率：成功量/总量； 

执行时间：在什么时间开始执行导入计划； 

创建人：该导入计划的创建者； 

成功数据：下载成功导入的数据； 

失败数据：下载未导入的数据； 

重复数据：下载重复的数据； 

原始数据：下载你上传的数据文件； 

删  除：删除导入计划和文件。状态为“处理中”时，不能进行删除和下载操作； 

我文件中明明是 80行数据，为什么显示总量为 100行？  

因为你文件末尾存在 20 行空数据，你可以用 excel 工具打开文件，将末尾的空

行删除。 

 

我设置的 10:51分执行导入，现在都 11点了，为什么还不开始？  

请核对日期是否为今天，并且检查服务器时间是否正确，请联系管理员查看导入

进程是否开启。  

 

数据删除任务管理模块：在【外呼营销】→【客户管理】页面，成功“根据搜索

删除 

客户资料”任务后，需要到此页面查看导入进度和结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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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定】按钮，会提示任务已建立，任务 ID是多少 等信息，如下图： 

 

在 【呼叫中心高级管理】→【任务管理】→【数据删除任务管理】下可以看到，

如下图： 

 

删除任务计划 ID：客户管理页面任务删除创建后，系统会告知你一个计划 ID，

凭借此 ID在本页找到对应的计划任务； 

页  面：删除任务中的数据是哪个页面中的数据； 

目标表：删除哪个表中的客户数据(外呼营销→客户管理 中的)； 

状  态：删除计划的状态，有 未进行、进行中、完毕、导入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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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总量：删除客户数据的总量，即删除多少行数据； 

创建时间：什么时间开始执行数据删除任务计划； 

结束时间：该数据删除任务计划完成的时间； 

SQL：点击查看，可看到执行数据删除任务时，所使用的 SQL语句，例如： 

 

创建人：该删除计划的创建者； 

删除：删除数据删除任务的计划和文件，当状态为“处理中”时，不能进行 删

除 和 下载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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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导出文件管理 

左侧管理列表  【呼叫中心高级管理】→【导出文件管理】，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方便管理员对 导出文件 和 录音文件导出 进行管理。此模块分为：

导出文件列表模块 和 录音文件导出模块。 

导出文件列表模块：导出文件放置于系统中 /var/www/html/asterCC/data/ 

shellexport/ 目录下，可以根据文件名使用 sftp工具直接下载导出文件。 

文件名：导出数据存档于哪个文件。  

页  面：在系统中哪个页面执行的导出操作。  

进行状态：当前导出计划的执行状态，包括 未进行、正在执行、取消中、取消 和 

完毕。  

      未进行：表明该导出计划还未执行，此时你可以删除这个导出计划； 

      正在执行：此状态下你不能进行下载和删除操作，但可以点击【取消】按

钮，执行取消操作，当前状态变成“正在取消”； 

      正在取消：当前状态不能进行任何操作，如果导出计划取消成功，当前状

态会变成“取消”状态； 

      取消：表明当前导出计划已被人工取消，你可以下载已导出的数据或删除

这个导出计划； 

      完毕：表明导出计划执行成功，可以下载成功导出的数据或删除导出计划； 

已处理数据量：类似于导出过程，如果计划还在处理中，此数值告你已经处理多

少条数据了。如果计划执行完毕，此数值等于一共导出了多少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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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条件：点击这个按钮，可以看到执行导出时所使用的搜索条件； 

执行时间：当前计划将在什么时间执行； 

创建人：执行导出文件的管理员； 

取  消：只有当前导出计划的状态是“正在执行”，才可以取消； 

下  载：可以下载已经导出的数据； 

删  除：可以删除当前导出计划和文件； 

录音文件导出模块：导出的录音是以目录形式，放置于系统/var/www/html/ 

asterCC/data/monitor_download/目录下，可以根据“目录名称”使用 sftp 工

具下载录音文件。 

目录名称：根据导出条件，可能会搜索出多条录音，所以此次导出录音都集中放

在一个目录下，代表是某个导出计划导出的； 

页  面：在系统哪个页面执行的导出录音操作； 

进行状态：当前录音导出的状态， 未进行、正在进行 和 完毕； 

已处理数据量：已经导出的录音数量；  

导出条件：导出录音使用的搜索条件； 

执行时间：什么时间开始执行录音导出； 

创建人：执行导出录音的帐号； 

删  除：删除录音导出计划和已导出的文件； 

你可能还会看到下载按钮，这是因为系统管理员在【系统设置】→【系统设置】

→【系统高级设置】页面，开启了“Web 下载录音” 参数。此时系统把

/var/www/html /asterCC/data/monitor_download/ 目 录 映 射 到

/var/www/html/asterCC/app/webroot/下，这样你就可以在页面下载已导出的录

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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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链接管理 

左侧管理列表  【呼叫中心高级管理】→【链接管理】，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目的是为了减少重复劳动，一次设置，可多次使用。 

点击【添加】按钮，打开如下添加界面： 

 

团  队：指定该链接所属的团队，不设置团队则可以被任意团队使用；  

链接类型：设置该链接所属链接类型，分为： 

      坐席链接，设置虚拟呼叫中心(默认坐席链接)、呼入客服(工作链接)、业

务应用(应用链接)的弹屏地址； 

      管理链接，虚拟呼叫中心用户提供的管理页面连接地址； 

      事件链接，指系统通话事件发送地址，用于记录呼叫记录； 

      坐席组工作链接，坐席组设置时，选择此连接地址，用于自定义工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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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在坐席工作平台； 

      拨号计划链接，外呼营销任务的工作连接，用于业务弹屏； 

      电脑话务事件链接，指坐席组的自定义工作界面地址； 

链接名称：用于坐席工作平台的标签名称显示，类似于浏览器标签的显示名称； 

链接地址：填写访问地址，例如 http://astercc.org，http://www.baidu .com； 

 

 

 

 

 

 

 

 

 

 

 

 

 

 

 

 

 

 

 

http://aster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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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常用联系人 

左侧管理列表  【呼叫中心高级管理】→【常用联系人】，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类似于一个电话簿，用于记录常用电话信息，并提供给坐席使用。(坐

席咨询外线时，会显示常用联系人信息；虚拟呼叫中心，每个用户转接列表会显

示联系人信息)  

 

点击【添加】按钮，打开联系人添加界面： 

 

团队名：指定常用联系人所属团队； 

坐席组：指定常用联系人所属坐席组； 

对象类型：指定常用联系人所属业务范围； 

对象名称：指定常用联系人所属业务下对应具体对象； 

联系人：填写联系人的称呼或者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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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话：常用联系人的电话号，可用于外呼营销任务中咨询或转接，也可用于虚

拟呼叫中心的常用联系人； 

是否显示号码：坐席页面的虚拟呼叫中心，联系号码模块是否可以看见联系人的

“联系号码”。(不影响拨号，一种隐私保护)；  

 

描  述：对此联系人的标记； 

状  态：起到提示的作用，坐席可见，常用于虚拟呼入中心，告知坐席此联系人

适合什么时间联系，其中状态是可以自定义的。 

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按钮，在常用联系人页面会看到新增数据，双击该条

记录可进行编辑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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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任务类别管理 

左侧管理列表  【呼叫中心高级管理】→【任务类别管理】，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对任务进行分门别类的管理，方便在“任务管理”中调用此类别。 

 

点击【添加】按钮，进入任务类别添加界面： 

 

类别名称：任意填写，划分任务的类别；  

类别备注：对任务类别的具体说明；  

编辑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再此页面会多一条记录，双击可编辑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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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任务管理 

左侧管理列表  【呼叫中心高级管理】→【任务管理】，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用于发布任务及管理发布任务；  

点击页面【添加】按钮，打开添加界面： 

 

标  题：任务的名称，用于识别该任务；  

承接团队：选择由哪个团队来承接此任务；  

任务类别：任务属于哪个类别，这个类别可在【任务类别管理】中编辑、添加；  

任务级别：任务的优先级别，分为：一般，重要，紧急，十万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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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时间：任务的预计开始时间，即何时开始执行此任务；  

承接组：选择由哪个坐席组来承接此任务，分为： 

      当不选择组时，承接人只能是用户或者无承接人； 

      当选择组时，可以是由坐席来承接，也可无承接人； 

      当没有承接人时，默认整个团队可承接完成。  

承接人：具体到由哪个用户来承接此任务。 

附  件：为此任务上传附件；  

任务内容：此任务的详细内容，描述要完成什么具体任务；  

 

编辑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页面中会多出一条记录。双击该记录，会弹出

一个新标签页面，整个页面从上到下分为五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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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管理：灰色字体不可编辑修改，只能查看；黑色加粗的数据，可以双击进行

修改。此区域用于显示任务的基础信息；  

任务描述：用于显示任务初始发布时的任务内容； 

文  件：用于显示任务发布时，任务回复时所引用的附件信息；  

任务更改列表：用于显示任务更改的历史； 

任务回复：用于对任务的回复、意见 以及 完成进度 的反馈；  

      操 作：可以对任务进行 移交，承接； 

                  还可以对任务状态进行处理(完成，返工，取消)； 

      文本框：用于填写任务回复的文字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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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每当任务内容信息发生变更时，都会罗列在“任务更改列表”中，同时系统会给任务

的另一方发送任务提示。如果你在系统设置中，设置了额外提示，那么另一方还会收到邮件

或内部消息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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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电话号码显示规则 

左侧管理列表  【呼叫中心高级管理】→【电话号码显示规则】，进入下图所示

页面： 

 

模块功能：设置电话号码显示格式； 由于客户的资料来源不同，有坐席直接添

加，也有数据导入，为了保证数据格式的统一性，在添加和导入数据时，“电话

号码”字段会过滤掉所有特殊字符，将其存储为一串数字。如果直接显示出来，

看着不太方便，那么就需要本模块将其格式化显示了。 

点击【添加】按钮，打开格式化设置面板。 

 

注意：新系统中，默认了 4条规则，用于辅助显示中国大陆地区的固定电话号码，如有其它

显示需求，请参照以上“使用说明”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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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工作流管理 

左侧管理列表  【呼叫中心高级管理】→【工作流管理】，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对工作流进行添加和修改。 

 

点击【添加】按钮，打开工作流添加页面： 

 
团  队：设置当前工作流所属的团队； 

唯一标识：工作流的标识，用于识别该工作流； 

描  述：用于描述当前工作流的功能； 

备  注：详细记录工作流的一些情况； 

 

编辑完成后，点击【保存】，在此页面会增加一条数据。双击可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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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添加节点】，可进行节点的添加： 

 

工作流：增加节点的工作流； 

上级节点：选择一个节点，为其添加子节点； 

类  型：节点的类型，包括提醒和审阅。 

      提醒：说明到当前节点，只是发出提醒； 

      审阅：需要审查阅读； 

验证类型：包括 全部通过 和 部分通过。 

      全部通过，就是当前节点的选择的必须都审批通过才有效； 

      部分通过，只要有一部分人通过就可以继续； 

描  述：对当前节点的描述； 

团队名：当前节点所属的团队 与工作流同步； 

对象类型：执行审阅和提醒的对象，包括 帐号组、帐号、坐席组和坐席，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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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象类型选择相应团队下的帐号或者坐席； 

备  注：记录工作节点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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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 暂停原因管理 

左侧管理列表  【呼叫中心高级管理】→【暂停原因管理】，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坐席平台暂停工作或坐席组长强制坐席暂停时，需要选择一个暂停原

因，系统会统计各个暂停原因的时长。系统暂时不支持暂停原因的 添加、修改 和 

删除，仅支持 部分编辑功能。  

 

双击想要编辑的记录即可进行部分修改： 

 

原  因：暂停的理由； 

团  队：默认不填写团队，系统中任何坐席或组长都可以选择。指定团队后，只

有该团队的坐席或组长可以选择； 

状  态：是否允许选择此暂停原因； 

组管理员审批：如果选择“是”，坐席暂停时，需坐席组长输入登录系统的帐号

和密码，验证通过后，坐席才能进入暂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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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注：暂停原因的备注记录； 

 

坐席工作界面的使用： 

如果暂停的时候选择的是 其他，会出现一个 textarea框，用来输入自定义的信

息，如下 ： 

 

在坐席界面,坐席如果需要暂停、锁屏 或者同时，需要点击暂停按钮，就会弹出

一个暂停原因的弹出层，可以选择一个暂停原因进行操作。如果选择的操作需要

通过组长的审核(即【暂停原因管理】→【组管理员审批】 设置为“是”) 时，

此时需要组长输入自己的帐号和密码，然后才会执行 暂停的功能，否则不会执

行 ： 

 

 

坐席监控页面的使用： 

坐席组长可以通过坐席组监控页面，实时的查看组内坐席的情况，可以对相应坐

席进行 强制暂停的操作，点击“置忙”，同样需要选择一个暂停原因，即使选

择的暂停原因是需要组长审核的，也可以立马执行暂停的操作，而不需要组长输

入帐号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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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号码归属地 

左侧管理列表【呼叫中心高级管理】→【号码归属地】，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系统可以根据号码归属地中的号码前缀来匹配通话时号码的所属地。

通过本页面添加号码归属地，也可通过【呼叫中心高级管理】→【数据导入】 页

面批量导入归属地。 

 

点击【添加】按钮，打开号码归属地添加页面： 

 

号码前缀：号码的前几位，如：411(辽宁大连固话) 1381000(中国北京移动)，

主要用于匹配地区； 

国  家：号码所在地的国家名称； 

省  份：所在地的省份； 

城  市：所在地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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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码类型：电话号码的类型，如：固话、移动、电信 等； 

 

数据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按钮，就会看到页面列表中新增的数据： 

 

双击该数据可进行修改操作： 

 

如果想删除全部归属地号码，可以点击【清空表】按钮进行清空，点击按钮后会

弹出来个提示界面，点击确定即可以执行清空表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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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问卷管理 

13.1 问卷管理 

左侧管理列表  【问卷管理】→【问卷管理】，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问卷管理页面，用来建立和编辑问卷，进行问卷设置。  

 

点击【添加】按钮，打开问卷添加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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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  队：为该问卷设定所属团队，外呼营销任务和虚拟呼叫中心只能选择本团队

的问卷； 

问卷类型：问卷的类型，分为 普通类型 和 语音类型； 

问卷状态：新建时为“空闲”，当被外呼营销或虚拟呼叫中心绑定时，状态变为

“指定”。被指定的问卷，不能再被其它 外呼营销任务 或 虚拟呼叫中心 选择

和使用。 

关闭配额：默认不启用配额功能。当问卷作答数量无需限制时，可不启用配额。 

问卷名称：任意填写，用以标识问卷。 

      问卷名称后的下拉选框，默认为新建问卷，即问卷创建后，需要创建题组、

题目 和 选项。  

      也可选择一个已有问卷，代表此问卷创建后，复制所选问卷的题组、题目 

和 选项到新问卷中。 

欢迎语：问卷开始前，坐席引导客户答题的开场白。  

结束语：问卷作答结束后，坐席的结束话术。  

配额提示语：如果作答过程中，遇到问卷配额已满时，坐席要念给 客户的结束

语 或 管理员要告知坐席的话语。 

 

填写完上述信息后，点击【保存】按钮，在问卷管理列表中，可以看到新增问卷

记录，双击新增的问卷，打开问卷编辑界面： 

 

 

点击【设置题组】按钮，打开题组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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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组名称：任意填写。(甄别，主体，基础，客户资料收集…)  

问题随机：题组下的所有问题题目是否乱序出现(即任意客户作答时，问题随机

排序)。  

说  明：对题组的描述，坐席可以引导客户，在作答过程中可以看到此提示。  

点击【保存】按钮后，题组出现在下方的表格内，你可以对题组进行排序。序号

越小，该题组下的问题越优先作答，左列的上下箭头可调整题组顺序。 

 

点击【编辑问题】按钮，打开问题编辑界面： 

 
问卷名称：是刚才建的那个问卷的名称； 

题  组：问题归属于哪个题组下； 

问  题：填写问题内容。(例如：您对我们的服务是否满意？) 

题  型：单选(多个选项，只能选一个)，多选(多个选项，可以选多个。可以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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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最少/最多 选几项)，文本(一个文本输入框，用于填写大量文字内容)，组合(一

个大问题下由多个小问题和选项组合而成)。  

选项循环：每次做答此题时，就轮换一次选项显示顺序，防止客户先入为主。(例：

第一个客户听到的选项是 满意，非常满意，不满意；第二个客户则听到 非常满

意，不满意，满意。)  

必  答：此题是否为必须作答(如果不作答，无法进行下一题)。  

引  用：使用客户资料信息，自动勾选答案。当客户资料的信息=问题内某个选

项时，系统自动勾选该选项。  

可编辑引用值：当开启引用功能时，可以看见此设置。如果可以编辑，那么根据

客户资料选中选项后，坐席可以进行修改。反之不能修改，以客户资料为主。  

引用表：作答客户来源于哪种类型表，共有三个选项(外呼营销个人客户表，外

呼营销机构客户表，虚拟呼叫中心客户表)， 实际可以分为两大类(外呼营销，

虚拟呼叫中心)。根据问卷用于哪个模块，以及客户类型选择目标表。(注意：当

问卷被指定模块任务选定后，此处默认帮你选中引用表。如果问卷暂时未被任何业务选择，

需要你根据业务需要手动选择表)  

引用字段：选定引用表后，系统列出表内字段。选择你要用哪个字段对应的值去

填充问题的选项。  

引用功能举例，例如你有一道题目“客户目前所拥有车辆的品牌？”，对应的选

项有“A.大众 B.丰田 C.现代 D.奇瑞”。  

客户资料中已给出客户目前拥有的车辆品牌“大众”，客户作答到此题时，系统

根据客户资料默认帮你选择 A。如果“可编辑引用值=否”，答案选中后，是不

允许坐席修改的，即以客户资料为准。  

说  明：坐席引导客户作答过程中可以看到此内容，用于提醒坐席作答此题时需

要注意哪些情况，警示或告知。  

 

问题填写完毕后，点击【确定】。问题出现在下方列表内。列表内问题显示的顺

序如下： 

首先按题组正序显示(题组序号为 1的，然后是序号为 2的…)  

然后按题组下问题的正序显示(题组序号为 1 的并且组内问题序号为 1 的，然后

是题组序号为 1的并且组内问题序号为 2的…题组序号为 N的并且组内问题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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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的…)  

每个问题可以在表格内进行修改，双击启动编辑模式，鼠标离开后立即保存。  

 

首先，介绍单选题和多选题的选项设置页面。 

如上图：在问题编辑页面，每个问题(单选题，多选题，组合题)后边都有一个选

项【添加】按钮。点击按钮可为“问题”添加“选项”，在“选项”处填写选项

内容，写完点击【确定】，就会出现在下方，而且还可以调整四个选项的先后顺

序。 

问卷名称：即要调查的问题(例：您来自哪里？ 您的性别？)； 

选  项：填写选项内容(例：满意，不满意；男，女；5分，3分，1分)； 

选项导出显示：导出客户问卷时，用此内容替换选项内容。(有些公司为了统计

计算，会把一些文字选项替换成数值放入 excel文件中)； 

启用导出显示：是否开启导出显示替换选项功能； 

附加文本输入：在选项后附加文本输入框，输入辅助信息。(例：其它(…..))  

快速引用：快速的添加之前出现过的选项。(可以引用本问卷中出现过的选项或

从模板引用)  

有些选项出现频率较高，我们可以将其做成模板，到时只需引用模板，就可以把

10几个选项一瞬间加入到问题中。(例，打分题 10分，9分…；满意度题 满意，



                                         Astercc使用说明书    第 303页 

 

非常满意…；性别题 男，女，保密；)  

说  明：对选项的辅助描述，坐席引导客户答题过程中，可以看到此内容。也可

以填写用于告知或警示坐席的内容； 

选项保存后，立即显示在下方表格内，双击各项内容可进行选项修改。  

 

其次，我们介绍组合题选项设置界面，组合题一般就是多道小问题共用一组选项。 

例如：“请为您购买的草莓评分” 和 “请为坐席服务评分”就可以共用一组选

项，如下图： 

 

 

组合选项：可以选择模板(选择模板可以事先在【问卷管理】→【问卷选项模板】

中添加并设置，下节将详细讲述)，选择完后点击【保存】按钮。 

组合问题：此处以”草莓评分“和”坐席服务评分“为例。编辑完毕后，点击【保

存】按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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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 

已添加的小问题和选项表格，横向第一排为选项，纵向第一列为小问题。  

组合题在设置小问题时，可以选择是单选形式(只能选择一个答案)还是多选形式

(可以选择多个答案)。  

组合体设置选项时，可以设置附加文本功能(在每个小问题的此选项选框后面附

加文本输入框)。  

选项和组合题的小问题都可以直接排序(点击绿色箭头即可)，控制其显示顺序。  

 

 

点击【问题填补】按钮，打开问题填补界面：  

当问题的题干需要使用已作答问题的答案进行表述时，我们需要使用此功能(请

记住 【FILL】 元素，其代表需要填补)。  

举例说明： Q4.您是通过下述哪些渠道了解_品牌汽车？(请坐席使用 Q2 题答案

进行询问)  

首先，管理员应在设置问题时这样写 Q4.您是通过哪些渠道了解【FILL】品牌汽

车？ 

其次，打开问题填补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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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要选择哪个问题需要填补；第二步选择要用哪个问题的答案填补。点击【保

存】后，填补设置将显示在下方表格内。 

假设 Q2选择了”宾利”，到达 Q4题时，坐席将看到： Q4.您是通过哪些渠道了

解”宾利”品牌汽车？。  

 

当我们将问题和选项设置完毕后，我们应先进行问题排序。 点击【问题排序】

按钮，打开问题排序界面，首先看到下图所示提示框，要求你选择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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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题组后，点击【确定】按钮，对题组下的所有问题进行排序，如下图： 

 

鼠标拖动问题题干，可以上下移动进行排序。点击每个问题的【查看】按钮，可

以看到问题下的选项。排序完毕后，点击【保存】按钮，当前排序立即生效。  

 

 

问卷逻辑：用于设置问题作答后的逻辑跳转/问题隐藏/选项隐藏。系统支持多题

联合进行逻辑处理。 设置问卷逻辑，需要管理员具有一定的语言分析能力(分析

客户问卷要求)和思维逻辑能力(使用逻辑条件，满足客户需求)。点击【问卷逻

辑】按钮，打开问卷逻辑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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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 

首先选择哪道题作答后需要使用逻辑功能；其次，选择逻辑条件，即当此题(等

于/只要有/只要没有)哪些选项时，生效此逻辑功能；再次，选择逻辑功能，当

符合逻辑条件时，启用哪个逻辑功能(跳转/隐藏问题/隐藏选项)；最后，选择逻

辑目标，即要跳转到哪题/隐藏哪题/隐藏哪到题目的选项； 

逻辑设置完成后，我们可以使用问卷预览功能来检验逻辑的正确性。 

注意：做逻辑时，如果看到多选框(一个选框内显示多条内容，即为多选框)，可以按住键

盘”ctrl”键，然后用鼠标点选多条数据。 

 

只有编辑问卷基本设置界面中，“关闭配额”项 选为“否”时，才会显示【配

额】按钮。配额是用来限制问卷作答数量的，即某一种配额达到要求，此类客户

就无需坐席再访问了，防止资源浪费。 点击【配额】按钮，打开配额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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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额类型： 

一是以问卷，问题，选项的作答为配额限制(例：问卷只要 1000 份、答过 Q2 题

的只要 500份、选过 Q3题第二个选项的只要 200份)；  

二是以客户资料某个或某几个字段为条件做配额(例：地址北京+手机联通的客户

只要 1000份、性别男的只要 500份)； 

首先介绍问卷类型配额的设置方法： 

配  额：即限制数量，譬如只要 1000份，就填写 1000；  

溢出量类型：选择数量或百分比；当允许问卷数量超出一定配额时，会按此类型

进行计算； 

溢出量：允许超出多少数量或比例的问卷。 

溢出量类型=数量时，完成问卷数=配额+溢出量；  

溢出量类型=百分比时，完成问卷数=配额*(1+溢出量/100)；  

限制到问卷：如果只想控制问卷作答总数，那么只选本项(系统默认为此项)； 

限制到问题：如果想限制某道题作答多少份，需要在此选择问题； 

限制到选项：如果需限制到某个选项作答多少份，需要选择某题下的某个选项；  

设置完毕后，点击【保存】，一条配额就会显示在下方表格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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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资料类型配额的设置方法： 

问卷类型选择客户资料，参照表选择客户包对应的类型。  

 

 当选择客户资料类型配额时，下方会出现字段设置栏，如下图： 

 

1.你可以勾选“按所选字段的值，全部添加(即有多少种可能，便增加多少配

额)”，然后只选择字段，不填写目标值，这样系统会遍历客户资料，有多少种

字段值，就会建立多少条配额。  

如果需要多个字段关联建一条配额，那么点击【增加】，会再出一行字段选择域。  

2.你可以手动选择字段，然后在后方输入框填写目标值。例如：选择城市字段，

值填写为大连，这样你就建立一条城市=大连的配额(城市=大连的客户只作答 10

份)。  

同步配额：仅限于客户资料类型的配额使用，把配额设置同步到客户资料中，保

证坐席仅获取符合配额的客户进行访问。  

有效剩余客户数、获取剩余客户数：配合客户资料类型配额使用，用于查看每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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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资料配额下还有多少客户，提醒管理员及时上传相应数据。  

搜索区域：当配额数目较多时，用于筛选完成或未完成配额以供查看。  

导出配额：点击导出按钮，填写导出执行时间，将问卷下所有配额设置写入 excel

中，供管理者查看。  

导出任务建立后，系统会告知你一个任务编号即文件名，凭此文件名到呼叫中心

高级管理模块下导出文件管理页面进行下载。  

 

 

问卷预览：用于模拟坐席答题过程，核查问卷设置是否正确。要做到以下几点：  

检查问卷问题，选项内容设置是否正确；  

检查题组顺序，问题顺序，选项顺序是否正确；  

检查问题逻辑关系是否正确。  

点击【预览问卷】按钮，打开问卷预览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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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问卷选项模板 

左侧管理列表 【问卷管理】→【问卷选项模板】，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为问卷建立选项时提供便利，节省工作时间。 

我们的选项经常遇到以下这些情况：  

1.评分题，10分，9分，8分…； 

2.满意度题，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 

3.性别题，男，女，未知，保密。等等这些情况，如果管理员每次建立选项时，

都填写一遍，那是极大的时间浪费，所以我们需要建立模板，再遇到这种选项时，

只需导入模板即可。正如上一节中：【设置组合选项】中引用过模板。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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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添加】按钮，打开问卷选项模板页面： 

 

模板名称：为模板设置名称，便于识别及在功能中的调用。 

填写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在选项模板页面可以看到新增数据： 

 

在模板列表内找到此模板，双击可打开模板编辑界面，再点击【模板问题选项】

按钮，打开选项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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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选项：填写选项的内容。例如：满意度模板，可以填写 非常满意、满意、

一般、不满意。 

附加文本输入：是否在选项后增加一个文本输入框，用于补充选项内容。例如：

其它(请填写)。 

选项导出显示：导出时，用此内容替换选项所写的内容(为了统计计算，会把选

项文字转化为分数)。 

启用导出显示：是否开启使用导出显示内容替换选项内容的功能。  

备  注：对选项的描述，可用于提示坐席。  

 

设置完毕后，点击【确定】，一条选项就出现在下方表格内。双击数据可以进行

选项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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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问卷分布统计 

左侧管理列表 【问卷管理】→【问卷分布统计】，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对每个计划使用的问卷进行概况统计，多少人答题，多人完成了问卷，

每个选项被选多少次等。统计类型不同，统计的数据也不同。 

首先，选择外拨任务，然后选择该任务下的某张问卷； 

其次，选择统计类型： 

      问卷结果统计(计算每个问题和每个选项被选次数及其占作答总数的比

例)； 

      问卷完成情况统计(统计某个时间范围内每天问卷完成的数量)； 

最后，选择条件有： 

      质检成功(只看被质检员认定合格的问卷数据)； 

      成功提交(只看坐席认定成功的问卷数据)； 

      失败提交(只看坐席认定失败的问卷数据) ； 

 

按问卷结果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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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问卷完成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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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群发信息管理 

14.1 信息模板管理 

左侧管理列表  【群发信息管理】→【信息模板管理】，进入信息模板管理页面： 

 

模块功能：模板用于减轻发送邮件短信时重复的录入工作。把经常发送的内容或

批量要发送的内容设置为模板，有助于提供坐席工作效率。有些模板的内容是系

统预先定义好的，用作业务通知，你可以修改这些模板内容的排版及文字。  

 

点击【添加】按钮，进入添加信息模板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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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名称：任意填写，最好能够体现此模板用途； 

模板类型：设置该模板的用途，分为：短信、邮件 和 传真。 发短信时，只能

选择短信类的模板；发送邮件和传真时，也只能选择相应模板；  

模板用途：普通模板或业务类模板。 

如果只是你们自己业务的需要，发送一些广告，告知之类的内容，请选择普通模

板。  

业务模板包括任务，账单，语音留言通知，用于系统相应模块的通知功能。当你

需要重新定义这些模板时，可以参照系统默认的模板设置，添加一个新模板，新

模板 创建后，记得把系统默认的模板状态改为“不可用”，把你的新模板改为

“可用”。系统下次发送相关业务的邮件时，会使用你新建立的模板； 

语  言：标记模板内容所使用的语言(同样内容的邮件可以建立多个语种的模

板)，这样坐席可以根据客户语言偏好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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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的语言种类，来自【系统设置】→【语言管理】页面，状态改为：启用。  

通配符：告知系统邮件内容中是否使用了系统变量，用来设置添加的模板的内容

中的##param0##等能否在群发信息时替换。发邮件时，系统会帮你进行变量替换。  

例如：短信内容如下  

尊敬的##param0##用户，您本月话费余额为##param1##元，剩余上网流量

##param2##M。  

我们称##param0##这样的参数为系统变量(这些变量都是系统指定的，稍后我们

会详细介绍)。  

标  题：邮件模板需要填写此内容，用于填充邮件中的标题； 

MIME：用于邮件模板，请选择“是”(系统中模板创建后均为 html 结构)，标识

邮件不是纯文本内容； 

回复地址：客户收到群发邮件后，回复邮件的地址； 

模板状态：只有可用的模板，才能被发送者选择。另外业务类模板(任务，账单，

语音邮件提示)每个团队中每个语种只能有一个可用模板，因为业务类模板是给

系统程序使用的，如果有多个可用模板，系统便无法确定你到底要用哪个模板发

送通知信息；  

团队名：若填写团队，代表此模板只能用于这个团队。否则可以被任何团队使用。 

对象类型，对象名：标识模板的使用范围，此模板能够用于哪个模块下的哪个业

务； 

坐席选择：坐席是否可以选择此模板，只有允许坐席选择的模板，才能被坐席看

到并使用； 

修  改：在短信或邮件发送界面，坐席选择一个模板，系统自动将标题和内容添

加到页面中。如果此模板不允许修改，那么模板是什么，坐席就要发什么。如果

允许修改，坐席可以对模板赋值的标题、内容等稍微修改后再发送。  

模板注释：对模板用途、内容等说明备注； 

文件 ID：发送邮件和传真时，需要发送的附件，点击“上传”可以添加；传真

类模板必须上传附件，即传真的文件内容(仅支持 pdf,doc,docx格式的文件)。 

内  容：短信或邮件的正文； 

短信的内容仅支持文本内容，即汉字，英文字母，符号。不支持图片，音频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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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条短息 70字，超过 70字发送时会自动拆分成多条短信。  

邮件内容填写无限制，从其它文档向此输入框粘贴内容前，请先把内容粘贴到记

事本中保存，然后再从记事本中复制粘贴到输入框中。  

因为系统不能解析 word 一类文档的特殊制符，会造成邮件内容缺失。你也可以

把 word中复制出的内容放到 gmail邮箱中保存，借助 google的强大技术转义这

些制符为 html结构。  

注意：如果你为某个业务设置了专用模板，坐席在外拨营销弹屏页面或呼入客服弹屏页面点

击发送邮件或短信按钮时，系统可以自动帮你选中此类模板。  

 

 

坐席页面使用模板： 

坐席登录界面后，可以直接点击【客户资料】 电子邮箱右面的信封图标，来编

辑和发送电子邮件。  

 
还可以以坐席身份登录后，点击【消息】→【邮件】，编辑完成后，点击【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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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群发信息 

左侧管理列表  【群发信息管理】→【群发信息】，进入群发信息页面： 

 
模块功能：用于批量发送短信或邮件(本节以“群发邮件”为例)。 

 

导入邮件群发列表： 

选择 群发目标客户表，点击左列的【呼叫中心高级管理】→【数据导入】，选择

完“团队”和“表”以后，点击【点击上传(csv/xls)文件】，选中要上传的电话

号码列表文件，最后【Open】。 如下图： 

 

上传完以后是如下样式，其中“替换内容 0”“替换内容 1”“替换内容 2”分

别对应【邮件模板】→【内容】中的 “param0”“param1”“param2”，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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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在下面“群发信息第二步”的截屏中有所显示。因为是群发邮件，所以选中

邮箱列，系统自动匹配 要发送的邮箱地址-即：target。在“群发信息第二步”

中绿色圈框位置会自动替换成“群发信息第四步”正文的红色下划线效果。 

 
点击【将数据导入表】，系统提示 ”导入计划创建完成，记住计划编号”  

 

 

 

 

群发信息： 

点击【群发信息管理】→【群发信息】，进入群发信息页面。 

 

群发信息第一步：选择群发类型，并选择目标客户来源，点击【下一步】。如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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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席界面的群发功能与此界面一致，没多大区别(前提是此坐席拥有群发权限)，

如下图：  

 
 

群发信息第二步：target列即上面选择“邮箱”列的信息，用于邮件群发地址，

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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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发信息第三步：选择好发送时间，双击右侧模板，便会预览到标题和正文，点

击【下一步】： 

 

 

 

群发信息第四步：预览信息内容及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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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发信息第五步：选择 smtp服务器，点击【开始发送】，如下图： 

 

看到“发送成功”的提示，代表数据已经成功插入到待发信息列表： 

 

所有的群发信息，你可以在【群发信息管理】–>【待发信息管理】页面看到哪

些信息还未发送或发送失败。还可以在【群发信息管理】→【已发信息管理】中

查看已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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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待发信息管理 

左侧管理列表 【群发信息管理】→【待发信息管理】，进入待发信息管理界面： 

 

双击该条信息，可以对该条信息进行修改： 

 
如： 

待发标题：发送邮件使用的标题。双击待发标题后面的 “恭喜您，中奖啦” 字

样就可以对待发标题进行修改了，鼠标离开编辑区，数据将自动保存。 

发送目标：就是要发给哪个邮箱账号； 

状  态：邮件所处的发送状态。双击状态后面的“错误”字样就可以对状态进行

修改了，鼠标离开编辑区，数据将自动保存； 

信息类型：此信息的类型是短信、电子邮件，还是 传真； 

计划发送时间：即相当于邮件的定时发送功能； 

发送信息内容：要发给客户的信息内容； 

待发信息管理只能对已有信息进行修改、删除，不能进行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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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已发信息管理 

左侧管理列表 【群发信息管理】→【已发信息管理】，进入已发信息管理界面： 

 

模块功能：相对于待发信息管理页面邮件或短信发送成功后，从待发信息页面转

移到此页面，可以理解为成功发送日志。 该管理页面，没有添加和删除功能。 

“已发信息管理”页面中，只可以对状态进行修改(用于信息重新发送功能上)

可以双击开该条数据，对其状态进行修改，改为“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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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信息存档管理 

左侧管理列表  【群发信息管理】→【信息存档管理】，进入信息存档管理界面： 

 

双击该条信息，可以查看该条信息具体内容： 

 

信息存档管理不能添加，修改和删除，只能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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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内部信息管理 

左侧管理列表  【群发信息管理】→【内部消息管理】，进入内部消息管理页面： 

 

模块功能：此页面用于查看你发出的内部消息和收到的内部消息。  

 

双击一条信息 ，便可查看该信息的详情，信件状态是“未读”时，代表收件人

还未查看此消息。只要收件人打开了内部消息，则信件状态就由“未读”变为

“已读”。  

 

每次收到新消息，坐席界面上的“提醒”按钮旁边，会弹出提示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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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发送内部消息 

左侧管理列表  【群发信息管理】→【发送内部消息】，进入发送内部消息页面： 

 

模块功能：内部消息，类似于公告，但是没有公告那么正式，主要用于员工间在

系统内进行文字通信、通知。 

 

发送内部消息流程： 

1.选择发送目标，可以单发，也可以选择多个帐号，即一条消息同时发给多人； 

2.编辑消息内容，例行公事的可以通过模板进行内容填充，减少劳动量； 

3.设置消息标题，言简意赅，表达消息的主要内容； 

 

收件人地址：在右侧快速列表【员工】中进行勾选，勾选中，自动为您填入收件

人地址内。假如员工多不好找，还可以使用搜索功能，选择好“搜索条件”，来

辅助查找。 

模  板：模板应提前在 左侧管理列表 【群发信息管理】→【信息模板管理】内

编写，如果有模板了，点击右侧快速列表【模板】，双击选中模板，自动为您把

模板添加到正文中，提高您发信效率。 

填写完标题、正文，点击【发送】按钮，收件人便会收到您发送的信息，立即收

到提醒。消息成功发送后，系统会建立一条存档，可在内部信息管理页面进行查

看。 

我们在右侧列表上方将弹出“即时通告面板”，来提醒他查看您发的内部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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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页面提醒： 

 

 

 

坐席页面提醒： 

 

点击【更多】，会跳转到一个新窗口： 

 

 双击橘黄色信息条，可以查看信息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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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邮件服务器 

左侧管理列表 【群发信息管理】→【邮件服务器】，进入邮件服务器管理界面： 

 

模块功能：为系统或团队设置一个有效邮箱帐号，astercc系统发送邮件时，将

使用此邮箱外发邮件。用于群发信息页面，坐席平台邮件发送界面，账单发送，

工单抄送等模块。  

点击【添加】按钮，打开添加邮件服务器界面： 

 

团  队：如果不选择团队，代表此邮件服务器用于系统级别的邮件发送。指定团

队，对应的团队发邮件可使用此邮箱。  

服务器类型： 

      SMTP 发送，可靠的，只要你的帐号未被服务商列为垃圾邮箱，所发邮件

均可送达目标。设置此类邮箱需要填写帐号和密码，系统外发邮件时，会向服务

商提交审核，审核通过后，即可发送邮件。(可以这样理解，有人用你的帐号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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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登录了你的邮箱，然后发送了一封邮件)  

      本机发送，不可靠，但是设置简单。填写一个发送邮箱，哪怕这个邮箱不

属于你，都可以以此名义发送邮件。  

如果你填写的邮箱后缀(@后边的内容)和你服务器域名，smtp服务不匹配，基本

是无法把邮件送达目标的。(QQ 邮箱，163 邮箱等大部分邮箱都会拒收。gmail

有时可以收到)； 

发送方式：邮件创建后是直接发送还是调用后台进程统一发送，分为： 

      PHP发送，即直接发送，邮件内容设置完毕后，选择此类邮件服务器，点

击【发送】。系统直接将邮件寄出，此时你需要等待发送结果成功或失败，根据

结果系统 插入一条已发信息(成功时)日志或待发信息日志(失败时)。优点是适

合单封邮件即时发送，不必等待系统进程处理。缺点是需要等待结果反馈，这个

时间可能会较长。  

      进程发送，速度上几乎和 PHP发送一样，进程每分钟处理一批邮件，好处

是不用等待反馈结果。坐席填写完邮件内容，点击【发送】后，等于向系统存入

一条待发日志，进程根据待发日志将邮件送达目标。  

注意：大批量邮件发送时，请使用设置为进程发送的邮件服务器。  

主机名称：自定义邮件服务器主机的名称，(比如用来标识这服务器的用途)； 

主机域名：如果是 gmail邮箱，则填写 smtp.gmail.com； 

如果是 QQ邮箱，则填写 smtp.qq.com； 

主机端口：gmail的是 465；QQ邮箱的也是 465； 

发信人邮箱：写全邮箱地址 liuxl@astercc.com； 

或者 552376279@qq.com 

是否默认：是否默认使用该邮件服务器群发邮件(一个团队下只能有一个邮件服

务器被默认)； 

状  态：是否启用该邮件服务器； 

是否 ssl：一般都没有，gmail有， 所以选“是”； 

用户名：gamil 的要写全邮箱，例 liuxl@astercc.com；另外，一般的比如 163

邮 箱 ， 写 liuxl( 正 常 的 都 写 @ 前 边 的 做 用 户 名 ) ； 再 如 qq 邮 箱

55237627279@qq.com，则写 552376279即可。 

密  码： 就是你邮箱(liuxl@astercc.com)的密码 

 

填写好上述内容，点击【测试】按钮，见到按钮旁出现红色信息提示(提示：connect 

success!)，则表示连接成功，服务器可以正常工作；反之则表示不能够发送邮

件。(其它邮箱请询问邮箱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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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测试】，见到按钮旁出现 红色信息提示(提示:connect success!)：表示

连接成功，服务器可以正常工作。反之则表示不能够发送邮件。点击【保存】，

回到邮件服务器页面。 

 

双击该条信息，可以对该条信息进行修改，鼠标离开编辑区，数据将自动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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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短信服务器 

左侧管理列表 【群发信息管理】→【短信服务器】，进入短信服务器管理界面： 

 

模块功能：为系统或团队添加短信服务器(核心：短信供应商)，astercc系统群

发短信(注:坐席一次只能发一条)时，将使用自带的短信供应商(希奥)群发短信。  

 

点击【添加】按钮，打开短信服务器添加页面： 

 
团  队：如果不选择团队，代表此短信服务器用于系统级别的短信发送；指定团

队，对应的团队发短信可使用此服务器； 

服务器类型：即 短信供应商。只要你的用户名、密码正确，并且对应用户余额

充足，所发短信均可送达目标。设置此类短信 服务器需要填写用户名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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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席系统外发短信时，会向短信供应商提交审核，审核通过后，即可发送短信。

可以这样理解，有人用你的手机(手机运营商是希奥，而不是中国移动、联通、

电信)然后发了一条短信； 

服务器名称：团队下的服务器名称，因为允许有多个服务器，以免混淆，所以设

置此项； 

用户名：即在希奥开户时的用户名； 

密  码：对应用户名的密码； 

状  态：是否启用此短信服务器； 

是否默认：在一个团队中，可以用多家 SMS供应商，但只能有一个服务器是默认

使用的； 

余  额：点击右面的【余额查询】按钮，可以查询到团队在此短信供应商的余额，

方便用户及时充值； 

编辑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页面会显示新增数据，双击可进行编辑修改： 

使用系统列表内 SMS 供应商发送短信： 

首先登录服务器，登录后查看短信供应商列表，我们会看到有： 1.驿家 365 短

信供应商(eaka365) 2.亿美短信供应商 3.瑞特维短信供应商 4.点点客短信供

应商  

 命令：vim /home/coder/astercc_dev/astcc_smsman.pl  

如果选择以上列表短信供应商的客户，只需将 【供应商、供应商提供的帐号(或

序号)、密码】，填写到相应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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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服务器的坐席工作界面介绍： 

用于坐席页面登录→【消息】→【短信】发送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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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 公告管理 

左侧管理列表 【群发信息管理】→【公告管理】，进入短信服务器管理界面： 

 

模块功能：发布系统公告(自动生成 html页面)，可以指定哪些账号可见。 

点击【添加】按钮，打开公告添加界面： 

 

标  题：任意填写，类似于新闻标题； 

状  态：公告的状态，也可以理解为公告的级别，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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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用，任何人都不可以看到此公告； 

      发布，指定的人员可以看见此公告，同为“发布”的公告按发布时间倒序

逻列； 

      置顶，此类公告显示在列表最顶端，即在“发布”之上。同为“置顶”的

公告，按照发布时间倒序逻列； 

账户类型，团队，所属组：用于筛选系统中的账号，方便你指定哪些账户可看到

此公告。 

只选择团队，不选择所属组(指的是账号组)，代表整个团队的账号都可以看见此

公告。  

选择团队、所属组，不选择账号，代表整个账号组内的人员才能看到此公告。  

不选择团队，也不选择所属组，那么系统内所有帐号均可看见此公告。  

细心的你，在切换团队或所属组时，可以看到帐号选择区域的内容会跟着变化。

这是告诉你当前情况下，有哪些账号可已看到此公告。  

 

如果你将左侧的账号转移至右侧，代表只有这些账号才能看到此公告。  

 

公告内容的编写，采用了 html 编辑器。你编辑完的内容，系统会帮你自动生成

html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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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编辑时看到的显示效果，即为网页的显示效果，所见即所得。 公告一旦发布

或置顶，系统会立即向相应的账号推送通知消息，告知他们有新公告需要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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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系统日志 

15.1 日志信息 

左侧管理列表 【系统日志】→【日志信息】，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记录用户，坐席的登录登出事件，记录模块数据操作的增，删事件； 

 

账  号：用户的账号，或者坐席的账号； 

行  为：记录其登录，登出，添加，删除等操作； 

模  块：事件源于哪个模块； 

坐席工号：坐席登录时，记录坐席的工号； 

登录类型：登录者类型； 

IP 地址：登录者的ＩＰ地址； 

操作详情：对事件的描述； 

创建时间：事件发生的时间； 

 

双击日志记录，可以查看日志详情，但不可以编辑、不可以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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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坐席事件日志 

左侧管理列表 【系统日志】→【坐席事件日志】，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用于查看坐席工作产生的事件日志； 

主要事件包含(振铃，应答，挂断，会议，来电，通话暂停，通话继续，签入，

签出，暂停，取消暂停，关闭自动话后，振铃话后，应答话后，init，开始话后，

结束话后，锁屏，解除锁屏，呼入呼出工作模式，仅呼入工作模式，仅呼出工作

模式，预拨号客户振铃，预拨号客户应答，预拨号坐席应答，预拨号进入目标，

开始，结束，输入，失败，其他)。 

所属团队，所属组，坐席工号：标识出事件属于哪个团队下哪个组的坐席； 

事件电话：显示事件来源方的电话； 

      如果事件来源是坐席，那么就显示坐席的电话号码； 

      如果事件来源是客户，就显示客户的电话号码； 

事件来源：显示事件来源于哪一方。(主叫客户，坐席，咨询方，被叫客户，通

话完成，预拨号，语音服务，其他)； 

事件类型：显示发生了什么事件(签入，签出，暂停，取消暂停，振铃，应答，

挂断，会议，来电 等)； 

IP 地址：仅用于显示坐席执行(签入，签出，暂停，取消暂停)四项操作时，所

使用的 IP地址； 

描  述：仅用于描述“签出”操作的原因(坐席正常签出或者超时强制签出或者

系统后台操作造成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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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  例：如下图所示的一条签出操作数据 

 

 

1 团队 1 组的 8000 坐席于 2015-03-30 09：36：02 执行了正常的签出操作，其

IP地址为 192.168.1.175。 

 

举  例：如下图所示的一条通话日志数据 

 

 

2015-03-24 17：26：59，客户号码是 5000 的电话振铃了，是 1 团队客服 1 组

8000坐席呼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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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系统实时信息 

16.1 在线坐席 

左侧管理列表  【系统实时信息】→【在线坐席】，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显示系统内当前在线的坐席，及其所处的工作状态； 

坐席号：坐席工号； 

队列号：队列号码； 

状  态：坐席所处的状态； 

呼入/呼出应答数量：坐席到目前为止 应答呼入/外呼拨通 了多少通电话； 

呼入/呼出数量：坐席到目前位置 呼入/外呼 了多少电话(不接通的通话也计入

数量)； 

通话时间：坐席登录后的累计通话时间； 

团队名：坐席所属团队； 

创建时间：坐席登录系统的时间； 

      本页面每 30 秒自动刷新一次，更新在线坐席数据；点击【立即刷新】按

钮，可以立即获得最新的在线坐席实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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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在线用户 

左侧管理列表 【系统实时信息】→【在线用户】，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可以查看系统内当前在线的用户账号信息，在每条数据(非当前登录

账号)前都有一个【登出】按钮，可以将登录的账号强制踢出系统； 

 

用户名：用户的账号； 

IP：用户登录到系统所使用的 IP地址； 

登录类型：用户在系统中所属的类型； 

团队名：用户所属团队； 

账户组名：用户所在账号组的名称； 

创建时间：用户登录系统的时间； 

 

本页面每 30秒自动刷新一次，更新在线用户数据；点击【立即刷新】按钮，

可以立即获得最新的在线用户实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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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坐席组监控 

左侧管理列表 【系统实时信息】→【坐席组监控】，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实时显示系统内坐席的通话信息； 

选择团队，坐席组：可以查看指定的团队或坐席组通话信息；不选择将默认显示

系统内全部坐席通话信息； 

上图所示的是团队下坐席组中每个坐席的通话情况， 

团队名字：  

坐席组名字： 

当前坐席情

况： 

 

如果有通话坐席： 

 

此表格下面会显示主叫号码、主叫名称、等待时间的信息； 

 

坐  席：坐席的工号(括号内是用户登录账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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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  态：当前坐席所处事件状态；(空闲，通话，振铃，暂停，话后，未签入…) 

 

 

 

 

 

应答数：坐席登录工作平台后的累计接听电话次数； 

拨打数：坐席登录工作平台后的累计拨打电话次数； 

通话时间：坐席登录工作平台后的累计通话时间； 

客户号码：当前通话的客户电话； 

签入时间：坐席签入队列的时间； 

距上次通话：到目前为止距离上一次通话的时间； 

坐席类型：”/” 前标识坐席的类型是静态还是动态； 

”/” 后标识这个坐席是在线型还是离线型； 

在线状态：显示当前坐席是否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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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系统使用信息 

左侧管理列表 【系统实时信息】→【系统使用信息】，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通过此页面可以查看当前系统下每个团队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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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系统信息 

左侧管理列表【系统实时信息】→【系统信息】，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这个页面大家比较熟悉，因为选择账号类型登录系统时，默认进入此页面。或者

点击左上角公司 logo： ； 

模块功能：查看系统的信息。 

①显示 Astercc系统信息 

②下载系统验证文件； 

③更新系统授权文件； 

④显示服务器的一些运行状况参数(主机信息，网络负载，系统信息，系统进程，

内存使用情况，已挂载分区)； 

⑤系统版本是否需要更新； 

 

本页面每 30 秒自动刷新一次，获取最新系统实时信息。你也可以点击【立即刷

新】按钮，马上获取系统最新信息： 

 

 

系统信息： 

授权用户：当前系统授权的用户； 

最大坐席数：授权的最大坐席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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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通道：授权的传真通道数； 

预拨号最大并发：授权的的预拨号最大并发数； 

IVR 最大并发：授权的 IVR的最大并发线数； 

发行厂商：软件的发行厂商； 

有效期：授权的有效期限； 

系统时间：当前系统的时间； 

下载验证文件：下载验证文件； 

上传授权文件：上传验证文件； 

 

系统进程： 

内核：系统内核的状态，可以通过状态后面的【重启】按钮来进行重启； 

CTI：系统当前 CTI 的状态 ，通过重启按钮 可以重启 CTI。可以点击 CTI 后面

的”状态“可以显示当前每个进程的状态，并且提供 重启或者启动的链接以供

操作，如下图： 

 

服务器重启：通过后面的按钮可以重新启动系统； 

服务器关闭：可以通过后面的【关闭】按钮来关闭系统； 

系统使用： 

坐席数量：当前系统建立的坐席数量； 

队列数量：当前系统建立的队列数量； 

分机数量：当前系统建立的分机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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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数量：当前系统建立的团队数量； 

系统过期提醒： 

系统如果有模块将要过期，将会看到： 

 

以下就是软件所在的服务器的各种信息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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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中继实时使用情况 

左侧管理列表  【系统实时信息】→【中继实时使用情况】，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显示当前中继线路发生的通话信息。页面数据按照团队逐条显示 中

继、呼出详细、呼入详细，分为两个表格罗列实时通话数据。页面信息默认每 5

秒自动刷新一次(不需要刷新时，需取消“5秒刷新”的选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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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通话监控 

左侧管理列表  【系统实时信息】→【通话监控】，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对系统内某个团下的所有通话情况进行实时监控。 

 

例如： 

 
主叫分机、主叫号码：作为主叫的分机的分机号码(内线号码)； 

被叫号码：被叫分机的分机号码； 

当前状态：当前通话的状态，是否为接通； 

呼出时间：通话主叫呼出的时间； 

总时长：振铃时长+每个分机的通话时长总和。 

通话时长：通话开始到通话结束的时长； 

 

 

 



                                         Astercc使用说明书    第 358页 

 

16.8 坐席状态 

左侧管理列表  【系统实时信息】→【坐席状态】，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查看系统或者团队的坐席工作情况。默认为”总览“，是该系统下所

有团队的坐席的工作情况。 

 

先选择想要查看的坐席所属团队，坐席总数、登录、签入 会自然显示出个数，

饼状图会显示出 空闲、振铃、暂停、话务处理、通话 的坐席个数及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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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通话状态 

左侧管理列表  【系统实时信息】→【通话状态】，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查看系统或者团队的通话情况。默认为”总览“，是该系统下所有团

队的通话情况。 

 

先选择团队，会自动显示不同通话情况(IVR、通话、振铃、队列等待)各自的数

量。管理员可将其与坐席状态搭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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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系统设置 

17.1 语言管理 

左侧管理列表 【系统设置】→【语言管理】，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本模块用于整个系统的语言控制，IVR语言，客户资料语言设置，邮

件模版语言等；系统在此模块默认 8种语言数据，不能修改，否则会造成系统异

常； 

 

语言名称：用于标识语种； 

语言编码：语种的英文简称写法； 

IVR 编码：用于 IVR的编号，一旦系统管理者设定后，他人不要修改，否则会造

成语音错误； 

状  态：该语言在系统中是否启用； 

备  注：对语言的备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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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错误通话数据处理 

左侧管理列表 【系统设置】→【错误通话数据处理】，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这是一个临时表，用来记录通话的实时数据，由于线路问题和一些不

可抗力的因素发生，会造成通话信号的异常而引起存在此表内的数据出错，这将

影响到坐席的正常工作。为了保障工作的顺利进行，可以在此表把有问题的数据

删除掉。删除前，请确认所涉及的坐席不在通话状态中，并已超过 1分钟。 

 坐席在工作平台也可删除，但需要权限。(关于权限请参考坐席组管理) 

 如果无权限，坐席工作平台会提示其输入组管理员的账号密码进行删除。 

 坐席平台只能是有权限的坐席或者组管理员可以进行删除操作。 

 在后台里，团队管理员和系统管理员有权利进行删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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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拨号错误处理 

左侧管理列表 【系统设置】→【拨号错误处理】，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线路问题或服务器当机，系统进程意外崩溃时，会造成待拨号码保留

在拨号表内未被及时清除。此时坐席拨号时，系统提示“请勿重复拨号”，管理

员需要进入此页面删除错误的拨号数据。 

 

删除数据前，请核对以下信息。 

1.创建时间超过当前 1分钟； 

2.确认坐席未与此客户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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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左侧列表类别管理 

左侧管理列表 【系统设置】→【左侧列表类别管理】，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用于存储左侧管理列表所有类别，并指定列表类别的显示顺序。 

   

点击【添加】按钮，打开类别添加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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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类别名称：只能使用英文和下划线还有数字，必须用英文开头。 

类别添加后，请在各版本多语言文件下找到 default.po 文件添加该类别各语种

名称，这样可以在不同语言下显示不同名称。 

列表类别显示：设置该类别用于哪个后台列表，分为 系统管理后台 和 坐席管

理后台。 

状  态：此列表类别是否启用。 

 

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即可。保存成功后可以在左侧列表类别管理页面看到

新增加的数据。双击这条数据，打开编辑界面，可对此数据进行编辑： 

当数据呈黑色字体时，可以编辑。状态为系统默认时呈灰色字体，不能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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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类别显示排序】按钮，打开排序页面。前边汉字是多语言后的名称，括号

内的数据是原始的类别名称。拖动每个类别可以交换位置，顺序设置完成后点击

【按此顺序保存】按钮，保存排序结果。关闭排序界面，刷新主页面，可看到左

侧列表已经按你设定的顺序显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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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左侧列表模块管理 

左侧管理列表 【系统设置】→【左侧列表模块管理】，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用于存储左侧管理列表所有类别下的模块信息，并指定模块在其类别

下的显示顺序。 

 

点击【添加】按钮，打开模块添加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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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角色添加权限：选中要赋予权限的角色，点击保存的时候，这个角色就会有当

前添加的页面的相关权限，省掉再次编辑这个角色的步骤； 

页面链接地址：外部页面请填写完整的页面地址。如果是框架内部的，直接写

controller name即可； 

      如果是系统框架内部页面，请根据页面的功能勾选(增，删，改，查，导)

权限，标识此页面可以进行哪些操作。勾选后系统自动为此页面生成权限 sql语

句，并添加到数据库，否则您需要自行向数据库添加； 

      系统外部页面无此功能，请根据需要自行处理。 

列表类别名称：选一个类别，新建的这个模块将显示在此类别之下； 

状  态：该模块是否启用； 

显  示：可以用来控制添加的列表显示在前台，还是后台，或者前后台都显示； 

设置完毕后，点击【保存】按钮，保存成功后，新增的数据就会显示在左侧列表

模块管理页面： 

 

双击这条数据，打开编辑界面，可对此数据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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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数据呈黑色字体时，可以编辑。状态为系统默认时呈灰色字体，不能编辑。 

点击【类别显示排序】按钮，打开排序页面。 

 

前边汉字是多语言后的名称，括号内的数据是原始的模块名称(即页面地址)拖动

每个模块可以交换位置，顺序设置完成后点击【按此顺序保存】按钮，保存排序

结果。关闭排序界面，刷新主页面，可看到左侧模块已经按你设定的顺序显示了，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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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系统设置 

左侧管理列表  【系统设置】→【系统设置】，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对系统进行统一的设置。 

业务参数设置页面： 

 

短信数量：每天向同一人发送短信息的最大数量； 

Email 数量：每天向同一人发送电子邮件的最大数量； 

 

账单设置页面： 

 

账单功能：是否启用账单功能，若启用账单功能，系统将在账单日向客户发送账

单。 

注意：启用账单功能系统需要配置默认邮件服务器。 

账务周期：账单统筹的是几号前的账务(例：写 24，代表上月 24号到本月 24号；

写 0，代表上月初到上月末)； 

还款日：每月几号进行账单还款。如果未在此日期之前还款，系统以此日期为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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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计算欠款利息。还款日应在“账单生成日期”之后； 

利息(%)：未偿还的金额，每月要支付的利息； 

基本 SIP 配置页面： 

 

allowguest：拒绝或允许来电。 

tos_sip：Sets TOS for SIP packets； 

tos_audio：Sets TOS for RTP audio packets； 

tos_video：Sets TOS for RTP video packets； 

trustrpid：设置 Remote-Party-IDSIP header是否被信任； 

sendrpid：确定是否发送 Remote-Party-IDSIP h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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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support：打开视频支持。 

externip： 

externhost： 

externrefresh： 

localnet： 

realm：认证的领域。默认是 astercc，如果在 asterisk.conf 中设置了系统名

称，该值就会默认成系统的名称，Realms 设置必须全局唯一，一般可以设置为

主机名或域名； 

bindport：SIP端口默认为 5060，如果改为其他的端口，请注意调整防火墙设置； 

bindaddr：SIP服务绑定地址，默认为绑定系统的所有地址，监听所有过来的电

话； 

rtpkeepalive：在 RTP流中发送保活信息，保持 NAT开放。默认是关闭(0) 

rtptimeout：如果 60秒之内音频通道没有 RTP 或 RTCP活动，将挂断电话，主要

使用在通话中对方掉电或是老人忘记挂电话的情况。 

useragent：修改 user agent字符串； 

srvlookup： 

tcpenable： 

tcpbindaddr： 

transport： 

 

大数据处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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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pbxcdr 表数据保留时间：当前 pbxcdr表的数据保留时间(天)，超期数据转

移至历史数据表； 

历史 pbxcdr 表保留时间：历史 pbxcdr表的数据保留时间(月)，超期数据将被系

统直接删除； 

工单保留时间：工单管理近期完成工单保留时间(月)，超期后，转移至历史完成

工单表；(点击【工单管理】→【近期完成工单】即可查看) 

团队联络记录保留时间：团队联系记录保留时间(天)，超期后，转移至团队历史

联络记录表； 

电子商务数据保留时间：电子商务数据保留时间(天)，超期后，转移至电子商务

历史数据表； 

统计数据保留时间：统计报表内基础统计数据保留时间(天)，超期数据将被系统

直接删除； 

系统日志保留时间：系统操作日志保留时间(天)，超期数据将被系统直接删除； 

坐席事件日志保留时间：坐席事件日志保留时间(天)，超期数据将被系统直接删

除； 

外呼营销联络记录：非主表的外呼营销任务联络记录保留时间(天)，超期数据转

移至历史数据表； 

日程数据保留时间：日程表的数据保留时间(天)，超期数据将被系统直接删除； 

 

 

系统基础设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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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区域：设置每个页面的搜索区域是否默认自动展开； 

每页显示几条数据：控制每页显示数据条数，系统默认 10条；  

谷歌地图：是否启用谷歌地图，目前系统已经支持谷歌地图 v3 版本，默认为不

启用该功能； 

注意：如果呼叫中心系统不能联网，切记关掉谷歌地图功能，否则会严重消耗系统资源，造

成坐席无法工作； 

任务额外提示方式：当你发布任务时，是否增加一种提示方式，来告知对方。分

为 不需要、电子邮件、内部信息； 

登录模式：用户登录系统的模式； 

帐号登录限制：同一帐号是否可以同时登陆系统?(yes/no)。即不同电脑或者不

同浏览器是否可以使用同一个帐号进行登录  

FTP 语音文件路径：设置 FTP上传语音文件的路径地址，用于批量向系统上传语

音文件。 

使用其他帐号分机：是否允许使用其他帐户名下的分机设备； 

时长格式：系统显示时长(秒)的格式，分为 `时:分:秒` 和 `秒数` 两种。比如

说时长 75 秒，那么使用`时:分:秒`格式将会看到 00:01:15，使用 `秒` 格式

将会看到具体的秒数，不进行时间格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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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单位：系统中计费的货币单位，分为 人民币、英镑、港元、美元、欧元、

韩元； 

默认导出数据格式：控制系统导出文件的格式。分为 xls、csv 和 xls|csv 三

种。  

      xls 系统只能导出 xls文件； 

      csv 系统只能导出 csv文件； 

      xls|csv 可以进行选择要导出的文件的格式； 

导出数据分页：导出文件中最大的行数，超过这个行数需要进行多个页面显示  

导出时间限制：设置系统导出文件的时间限制。对于系统中使用系统后台导出的

操作将只允许在设置值时间以后，才可以进行操作。比如说 设定为 20，那么仅

允许在 20点以后才可以进行导出操作； 

导出文件编码：导出文件的编码格式 ，分为 UTF-8 和 ANSI 两种编码； 

提醒面板工作方式：坐席工作平台如果有提醒信息，控制显示的方式； 

      弹窗提醒 ： 如果坐席收到新的消息，那么坐席平台界面上将会看到下图： 

 

      按钮闪烁 ：坐席工作界面，提醒面板将会闪烁，会看到：  

显示坐席调试菜单：是否显示坐席调试菜单； 

 

 

系统高级设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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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访问限制：设定的 IP段内的电脑才允许访问系统，此处可以设置一个 IP段 多

个 IP段通过换行进行区分。设置完成后，这些 IP段内的电脑，将可以登录到系

统中。其他 IP的电脑将不允许登录系统，会得到提示； 

HTTPPush 链接：需要设定系统的 http push 链接地址，系统默认安装的默认值

为 http://127.0.0.1/agentindesks/pushagent (即本机 80 端口)，如果遇到

nginx 服务监听其他端口或者在其他 IP 上时，请做相应的调整，错误的配置将

导致坐席不弹屏； 

系统授权客户名称：系统授权的客户名称； 

系统默认语言：访问系统默认使用的语言。浏览器默认语言 是根据使用系统的

用户的浏览器来判断使用的语言，其他选项来自语言管理中状态为可用的语言； 

呼入语音默认语言：呼入时 IVR语音默认语言，默认英文； 

拨号方式：系统通过进程进行拨号； 

重启服务：设置系统自动重启服务时间及是否开启此功能设置； 

默认团队：使用系统的默认团队； 

Web 下载录音：是否开启通过 web下载录音的功能，启用该选项时，用户可以在

系统的相关页面直接下载。关闭此选项时，用户需要通过 ftp或者其他方式下载

录音； 

压缩录音：对录音文件是否进行压缩，如果需要启用 mp3 压缩，则需要编辑

http://127.0.0.1/agentindesks/push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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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astercc.conf里的 convert_mp3选项； 

自动下载升级包：是否自动下载系统模块的升级包，启用时，如果系统检测到新

的版本，会自动下载升级包到本地，管理员只需在模块管理页面点击升级； 

中继故障时长：使用中继拨号时，如果总时长小于等于该设置，则认为该中继出

现一次故障； 

 

服务器时间和时区页面： 

 

时间同步：与 Internet时间服务器同步； 

服务器时间：双击可进行时间的修改。如下图： 

 

注意：此项修改成功后，系统将自动重启数据库。为了避免数据丢失，请在无人工作时进行

此参数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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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备份计划管理 

左侧管理列表 【系统设置】→【备份计划管理】，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根据系统配置文件的参数，对数据库，系统配置文件，语音文件进行

定期备份，并支持将备份文件 ftp至其它服务器，及时利用备份对系统进行恢复。

(只可使用与当前系统相同版本的恢复文件进行恢复) 

点击【添加备份计划】按钮，打开添加备份计划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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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名称：任意填写，能够标明备份的内容和目的。  

计划状态：是否启用这个备份计划，只有启用后，才能被系统备份。  

备份计划执行时间的设置： 

      月：表示一年中哪个月份执行备份，“所有”表示每个月都执行； 

      星期：表示一周内，星期几执行备份，“所有”表示周一到周日每天都执

行； 

      日：表示一个月内的哪天执行，“所有”表示 1-31日每天都执行； 

      时：表示一天内哪个小时执行，“所有”表示每小时执行一次； 

      分：表示一小时内哪个分钟执行，“所有”表示 0-59每分钟执行一次； 

举例 1：让计划每天 0点执行一次。  

月=所有，星期=所有，日=所有，时=0，分=0  

举例 2：每周日 2点执行一次备份。  

月=所有，星期=星期日，日=所有，时=2，分=0  

备份文件保留天数：此计划对系统文件或数据库备份后，会产生备份文件，这个

文件要在服务器上保留多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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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系统磁盘空间有限，建议备份文件保留 3-7天即可。超期的备份文件系统会

直接删除。假设备份文件保留 3 天，2015 年 6 月 18 日产生备份，在 6 月 21 日

会将此备份文件删除。 

将备份文件 ftp 到其他服务器： 

      FTP发送：是否启用将备份文件 ftp发送至其他服务； 

      FTP地址：目标服务器的主机地址，例如 192.168.1.146； 

      FTP用户名：登录目标服务器的用户名； 

      FTP密码：登录目标服务器的密码； 

      FTP上传路径：将备份文件上传到目标服务器的哪个目录； 

开启 ftp功能，本地的备份文件依然保留，并执行“备份文件保留天数”。只是

多附加了一个备份地址而已，如下图： 

 

备份内容：在输入框右侧给出了系统关键文件目录，鼠标左键双击每个目录即可

自动填充到输入框。输入框内每行代表一个要备份的文件目录。  

备份数据库：按行填写，每行代表一个数据库。右侧为填写格式举例。  

格式要求每行这样填写“数据库,数据库帐号 1,数据库帐号密码 1”  

系统默认数据库为 astercc10，默认帐号为 root，默认密码为 astercc  

填写格式为“astercc10,root,aster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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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数据库没设置密码，你可以这样填写“astercc10,root,” 。如下图： 

 

备份计划执行后，在备份计划管理页面，就会产生一条备份记录： 

 

点击【编辑】按钮，打开编辑页面，可对备份计划进行编辑，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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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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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备份文件管理 

左侧管理列表 【系统设置】→【备份文件管理】，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对备份文件进行管理。备份计划管理中，备份文件保留多少天，则备

份后的数据就要在系统上存储多久； 

 

对于备份的文件可执行 下载、查看、删除 三种操作。点击按钮，执行相应的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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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系统热键 

左侧管理列表 【系统设置】→【系统热键】，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快捷键和热键操作简单、快捷，提高工作效率。 

 

点击【快捷键】，进入快捷键页面： 

快捷键：直接提起话机，按下指定快捷键的值，即可执行此值对应的快捷键功能，

如  

使用电话按下【报本机号】的值 *62 ，就会执行“报本机号”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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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第 1 部分，是各个快捷键的名字，第 2 部分是对应的快捷键的值，第

3 部分是对应快捷键的备注，第 4 部分是对应快捷键的状态。其中，快捷键对应

的值是可以更改的。  

未发生改变时，快捷键下列出来的都是系统默认的快捷键数据，通

过选择此下拉框，选择相应的团队，便可以查看相应团队下的快捷键，可以对不

同团队下的快捷键进行不同的修改设置。 

 

点击【热键】，进入热键页面：      

热  键：在通话过程中，按下指定热键对应的值，就可以执行相应的热键功能，

如 



                                         Astercc使用说明书    第 386页 

 

在通话过程中 ，按下【盲转】对应的 *51 可以执行盲转的功能 

在通话过程中 ，按下【坐席转】对应的 *52 可以执行坐席转的功能 

 

上图中，第 1 部分是相应热键的名字，第 2 部分是对应热键的值，第 3 部分是

对应热键的备注，第 4 部分是对应热键的状态 

此时 是禁用状态，表示热键只有默认数据，无团队之分。 

修改热键的数据，都会调用重载功能，因此有 重载提

示，点击后会重新生成 featruecodes.conf文件。 

 

【状态】 分为 可用(enable)，禁用(disabled) 

状态为可用，表示可以通过指定的值，做相应的操作； 

状态为禁用，表示不能通过此快捷键或热键对应的值进行相关的操作； 

注意：快捷键和热键的值，最多可包含四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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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0 内核命令提示符 

左侧管理列表 【系统设置】→【内核命令提示符】，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如果对 asterisk 命令有一定的了解，可以通过此页面执行一些简单

的命令，查看相关结果，如执行 core show calls，core show channels，core 

show codecs，core show applications命令。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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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1 内核日志 

左侧管理列表 【系统设置】→【内核日志】，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通过此页面查看系统的内核相关日志。 

可以选择显示 200行(或 500行)，点击查看(或导出)。查看的话就显示在下面空

白处了。而点击【导出】按钮，会导出文件“asterisklog.txt”。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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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2 网络配置 

左侧管理列表 【系统设置】→【网络配置】，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配置系统的网络环境，此模块分为 NETWORK、DNS、ETH 三大部分。 

 

编辑 NETWORK 的相关参数： 

 

 

可以点 DNS后面的 ADD 按钮添加系统的 D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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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为 eth0 添加子网卡： 

 

可以编辑网卡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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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3 录音文件管理 

左侧管理列表 【系统设置】→【录音文件管理】，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由于系统运行环境下的硬盘空间有限，无法长期保留大量的录音文件。

所以我们需要设置一个电话录音处理计划，系统后台脚本会按照此计划对录音进

行转移(转移到服务器挂载硬盘)或直接删除。  

点击【添加】按钮，新增一个录音处理计划。 

 

团  队：指定要处理哪个团队的录音文件。如果系统中有多个团队需要处理录音

文件，那么需要为每个团队各自创建一个录音处理计划。 

多个团队的录音计划，需要把执行时间错开，每一个时间点系统只处理一个计划，

建议多团队时，执行时间相差 1小时。 

状  态：只有开启的计划才会被系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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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保留天数：当前团队的录音在系统内保留多少天，超过期限的录音将被系统

转移或删除，取决于“超期录音处理”设置。 

假设此项值填写 5,今天是 2015 年 3 月 31 日，如果今天执行此脚本，将会处理

2015 年 03 月 26 日的录音文件.(你可以通过计划列表的“下次执行描述”查看

到这样的信息“将于 2013-03-31 00:00 开始处理 2015-03-26 录音文件.”)  

另外，如果计划是初次建立，那么系统 2015 年 3 月 31 日只处理 2015 年 03 月

26日的录音，26日以前的录音需要你手动转移或删除。  

系统录音的存放路径是/var/spool/asterisk/monitor/  

一个完成录音文件的路径是： /var/spool/asterisk/monitor/1/2015/03/ 

26/xxxxx.wav  

其中，/var/spool/asterisk/monitor/为主目录；  

1为团队 ID，因团队而异；  

2015为录音创建时的年份；  

03为录音创建时的月份；  

26为录音创建时的日，这个目录下全是此天所产生的录音。  

执行时间：该计划每天的执行时间(即系统每天几点几分开始处理该团队的录音，

请选择系统空闲期，例如夜间)。  

超期录音处理：超期指录音的创建时间小于当前时间 N 天时(N 指"录音保留天

数")。  

转移录音，将录音从系统运行环境转移到一块挂载硬盘上。  

删除录音，销毁超期的录音。  

转移路径：“超期录音处理=转移录音”时，需要设置挂载硬盘的绝对路径，告

知系统把录音转移到哪里。  

转移文件打包：“超期录音处理=转移录音”时，需要设置此项。告知系统录音

转移到挂载硬盘后，是否压缩成 tar.gz包放置。  

压缩成 tar.gz 包可以节省硬盘空间，但是这部分录音将无法在页面上进行试听

和下载。  

 

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在录音文件管理页面可以看到新增录音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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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编辑】按钮，可对管理计划进行编辑。 

 

点击【删除】按钮，可删除录音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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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BPO 管理 

18.1 BPO 帐号管理 

左侧管理列表 【BPO管理】→【BPO帐号管理】，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为用户建立具有相应角色权限功能的帐号，方便用户查看操作相关的

外呼营销任务和虚拟呼叫中心的相关信息； 

点击【添加】按钮，打开 BPO用户添加页面： 

 

用户名：用户登录所使用的名称；  

密  码：用户登录的密码； 

名  字：用户的名字；  

姓  氏：用户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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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  态：是否启用该 BPO用户； 

团  队：设定该用户所属的团队； 

外呼营销中心：选择该账户可以查看或操作的 外呼营销中心任务(可多选)； 

虚拟呼叫中心：选择该账户可以查看或操作的 虚拟呼叫中心任务(可多选)； 

角  色：选择该 BPO账户的角色，用来控制其具有的权限； 

联系电话：用户的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用户的电子邮箱； 

国  家：用户的国家； 

城  市：用户的城市； 

邮  编：用户的邮编； 

地  址：用户的地址； 

 

编译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在此页面可看到一条新增记录： 

 

双击该记录可进行修改，点击【外呼任务字段设置】，可选择设置目标。如下图： 

 

点击【确定】按钮，即可对任务字段进行设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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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BPO 角色管理 

左侧管理列表 【BPO管理】→【BPO角色管理】，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建立相应的角色可以用来控制相应 BPO帐号的权限，包括添加、编辑、

删除、导出、查看。 

 

点击【添加】按钮，打开角色添加页面： 

 

角色名：创建新的 BPO角色时，为该角色设定的名称； 

权限类型：可以点击"权限设置"按钮，设定该角色具有的权限； 

备  注：可以简单的描述下当前角色具有的权限； 

 

 点击【权限设置】按钮，进行角色权限的设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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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页面可以看到 外拨营销任务 和 虚拟呼入中心 两个模块下相关页面的权

限，可以定义当前角色具有的权限，为 外呼营销任务 或者 虚拟呼入中心 下的

页面设置权限，当前角色对应的帐号，可以查看的 外呼营销任务 和 呼入营销

中心 的相应页面都会具有角色选择的权限的。 

双击列表数据中的一条数据，可以打开编辑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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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BPO 账号的登陆 

首先，BPO 账号需要通过特定页面进行登陆。地址为：asterCC 的 IP 地址

/bpologin/，例如：192.168.1.175/bpologin/，如下图： 

 

其次，输入用户名 和 密码后，点击【登陆】按钮，即可登录到呼叫中心 BPO账

户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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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预拨号 

19.1 拨号器 

左侧管理列表 【预拨号】→【拨号器】，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常称之为预拨号，预测拨号的意思，尽最大可能保证坐席处于持续接

听电话状态。 

 

预拨号流程：先拨打客户，客户接通后，把其转给空闲坐席。  

优点：省去坐席拨号时间，省去坐席等待客户接通的时间，避免坐席把时间浪费

在无法接通的客户身上，提高工作效率。  

常见用途：外呼营销，推广，宣传；客户接通后播放语音广播；扫号(在一批号

码中区分出哪些客户可以接通，哪些客户不能接通)等。  

系统管理员和团队管理员，以及坐席组长可以进入拨号器页面，对预拨号计划进

行设置。  

首先，我们先了解下拨号器页面的构造。先选择团队，再点击右边的【搜索】按

钮。 

 

：是由系统管理员在团队页面设置的团队显示名称。 

：由系统或团队管理员在【预拨号】→【拨号器设置】页面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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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并发数。指整个团队，最多只能发起 10路通话，即正在通话的、正在等待的、

正在振铃的总数不可超过 10个。如果三项加一起恰好是 10，即使你还有 2个空

闲坐席，系统此时也不会再拨打客户了，所以这个值会影响预拨效果。  

 

 

：为坐席组名称，其后参数为组内坐席状态统计。 

只有开启预拨号的外呼营销任务，才会出现在下图所示的列表中(600 队列的外

拨任务)  

 

外拨任务名：外呼营销任务的名称，鼠标点击此名称可以看到实时通话信息(有

多少客户振铃，有多少客户等待坐席接电话，有多少客户正在和坐席通话)，如

下图所示： 

 

最大并发限制：和前边介绍的团队最大并发效果一样，只是这个是限制到此计划

任务的，即该任务最大并发不能超过 10 路。此参数只在“按最大并发”模式时

有效。 

工作时间：预拨号程序只在某个时间范围内进行拨号。不设置工作时间，代表任

何时间，只要预拨号器已开启，都可以拨号。(如果当前是按坐席百分比模式，

需要有坐席签入才能拨号) 

待拨客户数：指拨号列表中还剩多少客户可以拨打。待拨量不足时，请及时回收

客户。 

按最大并发：按可用并发数进行拨号，一般来讲可用并发即最大并发数-已用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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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数，但是高级设置中一些参数会影响可用并发值，你可以把它视为一个最大上

限，同时最多只能拨打这么多客户。 

注意：最大并发数遵循 授权>=团队>=任务>=你设置的并发数，如果你设置的并发数超过上

一级，此字段自动更新为上一级指定的数值。 

按坐席百分比：根据签入坐席空闲比例进行拨号。(用此模式时，如果没有坐席

签入，系统将自动停止拨号。)一个坐席在线空闲，比例填写 200，就是每次拨 2

个客户(高级设置中的参数，会影响此客户数量)。  

 

勾选【高级设置】，打开高级设置界面，设定高级参数配合拨号器拨号。  

 

这些参数对预测效果产生一定影响，管理者应根据系统计算出的参考值进行适当

调整，尽量保证坐席一挂断电话，就能马上接听新电话(理想状态)。由于每个任

务需要的话务时长不同，号码质量不同(有时同一批号码，前(接通率很高)后(连

续大批无法打通)质量不同，造成拨号器效果锐减)，需要组长在一个任务中注意

观察总结。 

单次拨号上限：拨号器每次发起拨号时，最大拨号数量。  

假设当前情况为：按坐席百分比模式拨号，当前空闲坐席 3，百分比设置为 300%，

你的团队最大并发是 20，当前团队内正在通话的客户数量是 7，振铃客户数量是

2，等待客户数量是 4，单次拨号上限 5。  

拨号器此时理论上应该拨 3*300%=9 路，但是按照团队并发规定，你只能拨

20-7-2-4=7 路，此时又发现单次拨号上限是 5 路，那么此次拨号器仅发起 5 路

通话。目的是让不同振铃时长的客户分布的更均匀(错时振铃，等于并发允许的

情况下，把你预期的 9路分成两次发起)，避免同一时间出现大量客户接通电话，

超出预期理想值，造成客户数据浪费，在概率上讲，此方式更能减少空闲坐席数

量。  

预拨号间隔：拨号器两次拨号间需要相隔多少秒。预拨号每时每刻都在检测开启

预拨号功能的计划任务，并为其自动拨打客户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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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设置间隔时间 8 秒，第一次给某任务发起拨号的时间是 17:58:21，虽然

在 17:58:25 时又检测到此任务开启了预拨号，由于距离上次拨号时间小于 8 秒

所以不会拨号。只有在 17:58:29 时才会发起拨号。此参数目的也是为了让不同

振铃时长的客户分布的更均匀，以免浪费客户数据，在大概率上减少空闲坐席数。  

客户接通率：输入框前不可修改的值为系统计算出的参考值(截止到当前，应答

客户量/拨打客户量)，管理者根据此值填写预计接通率，调节拨号器并发。  

当前假设有 2个坐席空闲，程序预测有 1个坐席也即将空闲，为了保证他们三个

人能马上接到电话，我们需要拨打三个客户，并且三个客户都接通，才能保证这

三个 坐席有活可干。但是客户接通率只有 80%，也就是这批客户大致每拨 10个

才有 8个能接通，根据此值程序预测当前需要拨打 3/0.8=3.75≈4个客户 (四舍

五入)，才有可能满足三个坐席工作。  

此数量最终需要遵循并发限制和单次并发限制，即不能超出，若超出，以最低限

制数为准。  

客户接通平均振铃时长：截止到当前所有接通的客户中，平均需要振铃多少秒才

能接起电话。可根据系统算出的参考值填写。此参数用于计算振铃中的有效客户

数量，即有可能接通的客户数，也就是超过这个振铃时长的客户被视为无法接通。 

假设有 3个空闲坐席，振铃中的客户有(A已振 2秒，B已振 2秒，C已振 5秒,D

已振 11 秒)，客户接通平均振铃时长是 9 秒，刚才我们提到根据客户接通率 需

要拨打 4个客户才能保证三个坐席工作，由于 ABC客户处于振铃中，并且振铃时

长小于接通客户平均振铃时长 9 秒，拨号器认定这三个客户有可能会接听电话 

(D 被舍弃了，因为他的接通概率较低，小于历史平均值，如果还把他当作有效

客户，会大大降低坐席工作效能)。那么我们只需要再拨打 4-3=1 个客户就可以 

保证三个坐席工作了。  

客户平均等待时长：振铃中的客户应答后，都会进入等待池中，系统将这些等待

客户陆续分配给空闲坐席，即坐席接通的客户在队列中的平均等待时长 。也可

以反着理解，就是等待池中小于这个等待时长的客户，都有可能与坐席建立通话。

也就是说拨号器再次发起拨号时，可以少拨一些客户(有人会问，都没有空闲坐

席了，为什么还要拨号呢？)，因为一旦有坐席空闲，等待池中的客户(客户可能

还未挂机)就会与坐席建立通话，避免造成更多客户进入等待状态(大部分客户都

不会忍耐的，设置此参数可以减少应答客户数据损失)。  

 

有人会问，都没有空闲坐席了，为什么还要拨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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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你还没理解预拨号的真正含义，都等坐席空闲才拨号，那只能叫做自动拨号，

坐席每次挂断电话，都需要等待一些时间，这些时间就白白浪费了。预拨，预计

你即将空闲了，在空闲那一刹那保证有一个客户再次分配给你，让坐席能够持续

处于通话状态，所以我们要在你即将空闲时，帮你联系一些客户。  

 

启用设置：勾选中此设置，代表启用以下 5个参数调节拨号器拨号效率。  

平均通话时长：坐席与客户平均通话时长，即坐席通话多久后会挂断电话。拨号

器根据此参数预测出哪些坐席即将空闲，为他们提前拨号，争取在他们进入空闲

的一刹那立即可以接听新的电话。  

平均话后时长：如果坐席组开启了话后(通话结束后，需要进行一些业务处理，

此期间不希望接听电话)模式，那么坐席挂断电话后，会进入话后状态(此时不属

于空闲，类似于示忙)，此参数是指坐席话后处理一般需要多长时间，拨号器用

此参数预测哪些坐席即将进入空闲状态。  

短话单：(短通话)是对上述平均通话时长和平均话后时长的一种细分，多数指一

些无效客户，虽然接通了，但是此类客户并不配合，很快就与坐席结束通话了，

所以坐席在此客户身上花费的通话时间和话后处理时间相对较少，属于一种普遍

存在的现象，细分出来，有利于预判坐席进入空闲状态的时间。  

短话单时长：坐席在短通话情况下，与客户通话的平均时长。此值要求管理员根

据录音和坐席提交结果进行总结，看看这种短话大致为多少秒。 

短话单话后处理时长：短通话情况下，并且开启了话后模式，坐席挂断电话后在

处理业务时需要多长时间。  

短话单比例：短通话在此任务全部通话中所占比例。坐席与客户通话中，有一部

分通话可能刚开始，此时通话时长会小于短话单时长，但我们不能直接它认定为

短话单，所以根据此值判定其中一部分可能是短话单。  

注意：当按“最大并发模式”拨号时，只有“单次拨号上限”和“预拨号间隔”两个参数起

作用。  

全部配置完毕后，点击【开始】按钮，启动拨号器，便开始拨号。 

预测计算方法： 

参数我们都了解过了，现在介绍下详细的计算过程，看看拨号器对这些参数的使

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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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最大并发值  

      拨号数 = 最大并发值 – 振铃中客户 – 等待中客户 – 与坐席通话的

客户  

按坐席百分比  

      空闲坐席数 = 所有状态为空闲的坐席数(工作模式不能是仅呼出) 

      有效振铃客户数 = (当前振铃时长⇐客户接通平均振铃时长的话务数量) *

客户接通率  

      有效等待客户数 = 客户当前等待时长<客户平均等待时长的话务数量 

      拨号数 = (空闲坐席数–有效振铃客户数–有效等待客户数)/客户接通

率*坐席百分比 

按坐席百分比(启用高级设置)  

      空闲坐席数 = 所有状态为空闲的坐席数(工作模式不能是仅呼出) 

      话后中预计可用坐席 = 处于话后状态的坐席当前话后时长大于(平均话

后时长-客户接通平均振铃时长) 的数量 

      短话单预计可用坐席 = 当前通话时长小于短话单时长的话务量*短话单

比例 

注意：当前通话时长必须大于(短话单时长+短话单话后处理时长-客户接通平均振铃时长) 

      长话单预计可用坐席 = 当前通话时长大于短话单时长并且大于(通话时长

+ 话后时长-客户接通振铃时长)的数量 

      有效振铃客户 = (当前振铃时长⇐客户接通平均振铃时长的话务数量) *

客户接通率 

      有效等待客户 = 客户当前等待时长<客户平均等待时长的话务数量 

      拨号数 = (空闲坐席数+话后中预计可用坐席+短话单预计可用坐席+长话

单预计可用坐席-有效振铃客户-有效等待客户) /客户接通率* 坐席百分比 

注意：以上得出的拨号数为预测应拨数量，最终本次拨号数量会受预拨号任务的最大并发限

制、单次拨号上限、预拨号并发授权、团队预拨号并发上限等参数限制。  

点击【查看拨号列表】按钮，列表内客户，都是拨号器将要拨打的客户，未拨打

时，都处于“待拨”状态，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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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看到一些客户的拨号状态不是待拨，说明拨号器已拨打了此数据，但是数

据还未被系统删除(列表内数据都是临时的，拨打后系统把拨号状态更新到客户

包中，然后删除列表内数据。)，需要等待通话结束后 1分钟才能被删除。  

      删除选中，从预拨号列表中删除勾选的客户。  

      删除全部，从预拨号列表中删除符合当前搜索条件的所有客户。  

无论哪种删除方式，都只能删除拨号状态为“待拨”的数据。  

 

点击【回收】按钮，查看客户包内的数据，将包内数据复制放入到预拨号列表中。 

 
回收选中数据：从客户包列表中回收勾选中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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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全部当前条件数据：从客户包列表中回收符合当前搜索条件的所有客户。  

回收时，需要填写以下参数，如下图： 

 

选择预拨号码：指定拨号器要拨打客户哪个号码字段。默认有 电话号码一 和 电

话号码二； 

优先级：填写正整数，数字越大，越优先拨号； 

拨号时间：可以指定什么时间才拨号，默认值 0000-00-00 00:00:00为任何时间； 

清空归属坐席：是否清空所回收号码归属座席； 

 

回收可以根据你的实际需要，来选择相应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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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预拨号列表 

左侧管理列表 【预拨号】→【预拨号列表】，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预拨号列表页面是对拨号器页面的扩展，除了具有管理拨号列表和回

收数据功能外，还增加了过滤器功能。 

预拨号列表和客户包的关系： 

      客户包是客户数据的真实存在，你每次导入数据，都是导入到客户包中。 

      预拨号列表是客户包的复制表，供拨号器使用，每次拨号至话 务结束，

系统会把预拨号列表数据回滚到客户包，并从预拨号列表中删除，表示此客户已

完成了一次预拨号。当你需要再次使用预拨号拨打某些数据时，会使用“回收”

功能，从客户包里复制相关数据放入预拨号列表中。 

 

进入页面后，首先要选择外拨营销计划。计划选定后，默认展示计划预拨号列表

中的数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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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页处，可以看到预拨号列表中数据总量，如下图： 

 

 

只要计划的拨号器开启，有坐席签入，系统将自动从列表中选取客户进行拨号。  

如果有些号码你不想拨打，可以删除预拨号列表中的数据，删除个别客户，你可

以通过搜索条件筛选出这些客户，然后选中要删除的客户，点击【按选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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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批量客户，设置好这批客户的搜索条件，点击【按搜索删除】按钮。要删除

的数据总量较大时，建议细划搜索条件，形成少量多次删除，以免程序处理超时。

建议每次不超过 5000数据量。 

 

如果搜索框内未设置任何条件，将会删除全部数据。  

注意：你只能删除“拨号状态=待拨”的数据，即还未被拨号器拨打的数据。其余拨号状态

的数据不属于未拨客户，无需删除，系统会自动转移。  

 

点击【可回收数据】按钮，数据列表切换至客户包，显示客户包内的所有客户数

据，你可以进行数据回收，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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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页处，可以看到客户包中数据总量： 

 

 

个别客户回收，你可以通过搜索条件筛选出这些客户，然后选中要回收的客户，

点击【根据选中回收】，如下图： 

 

批量客户回收，设置好这批客户的搜索条件，点击【根据搜索条件回收】。要回

收的数据总量较大时，建议细划搜索条件，形成少量多次回收，以免程序处理超

时。建议每次不超过 5000数据量。  

 

如果搜索框内未设置任何条件，将会回收全部数据。  

常用回收条件一般为客户状态=(未处理、继续跟踪)，拨号状态=(待拨、客户振

铃、客户应答)，也可以结合预拨号次数=(1、2、3…)  

确认回收时，需要填写下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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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预拨号码：指定使用客户包中哪个电话号码字段作为预拨号目标号码，即：

拨打客户的哪个电话； 

优先级：填写正整数，数字越大，越优先拨号； 

拨号时间：可以指定什么时间才拨号，默认值 0000-00-00 00:00:00为任何时间； 

清空归属坐席：是否清空所回收号码归属座席； 

 

过滤器的使用： 

使用预拨号的计划开始后，我们会发现经常要回收同一条件的数据，为了避免这

种重复性的工作，你可以使用过滤器功能。  

先选中外呼营销任务，再点击【过滤器】按钮，打开过滤器设置页面，如下图： 

 

预拨号过滤器名：标明此过滤器回收的是哪些数据，因为一个计划可以建立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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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通过名称最好能区别出与其它过滤器的不同； 

状  态：只有启用时，系统才会按过滤器设置的条件，进行数据回收； 

优先级：填写正整数，数字越大，越优先拨号； 

拨号时间：可以指定什么时间才拨号。 

      默认不填写，代表任何时间都可以拨号； 

      填写时间，代表只有此时间才拨打这批数据； 

预拨号码字段：拨打客户的哪个电话号码； 

执行时间：指定过滤器在什么时间回收数据； 

全部选择*，发现客户包里有符合设置条件的数据，就立即放入预拨号列表中。  

如果你想每天回收一次，可以设置为 0 分 0 小时 *日 *月 *周，每天 00:00 回

收一次数据。 

设置过滤器条件：由于实际情况不同，条件因业务而异，我们此处举例说明。  

假设我们需要回收 客户状态=未处理 并且 预拨号状态=客户振铃 并且 自动拨

号次数等于 1或 2次的数据。如下图，我们首先选择：客户状态 等于 未处理 并

且 预拨号状态 等于 客户振铃。点击【添加】按钮，生成第一组条件，此条件

显示在“已选择的预拨号过滤器条件”区域。 

 

在我们生成的条件后选择“并且” ： 

 

接下来，我们继续设置条件：自动拨号次数 等于 1 或者 等于 2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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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添加】按钮，把第二组条件放入到“已选择的预拨号过滤器条件”区域。 

 

确认生成的条件正确后，点击【保存预拨号过滤器】。创建后，过滤器会按照你

设置的执行时间开始回收工作了。  

创建的过滤器会显示在此页面下端的列表中，你可以控制它是否启用。 

 

有的时候过滤器还未到回收时间，但是你列表内已经没数据了，你可以点击【立

即执行】，让过滤器提前执行。 

你若想知道过滤器什么时间执行的，并且在什么时间结束的，回收了多少数据。

可以到【预拨号】→【预拨号过滤器日志】页面进行查看。 

过滤器，实际上就是模仿人工回收数据过程，减少人工劳动量。你只需设置一次

回收条件，系统便按设定时间进行回收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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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拨号器设置 

左侧管理列表 【预拨号】→【拨号器设置】，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控制各个团队预拨号并发值，以及预拨号可以采用哪种拨号规则。 

 

预拨号中的并发限制有三级： 

      第一级是系统并发许可限制，无论你在团队或计划任务中设置并发数有多

大，都不会超过许可的限制。(在系统信息页面可看到许可限制)  

 

      第二级是团队并发限制，系统支持运营，可以多团队共存，系统管理员需

要在预拨号设置页面为每个团队设置最大的并发值，-1代表无限制，0代表禁止

并发，其它数字为并发量。  

我们此章节介绍的就是第二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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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团队并发值总和，不能超过许可限制。如果都设置为-1，系统将按许可最大

值拨号。 

拨号规则：控制拨号器页面可以使用哪种规则进行拨号；设置为所有，那么管理

员可以在拨号器页面自选拨号方式(按并发拨号，按坐席拨号)。  

      仅按通道并发，拨号器页面只能选择按最大并发拨号。 

      仅按坐席，拨号器页面只能选择按坐席拨号。 

      第三级是每个外呼营销任务设置的最大并发数量。 

 

为 0时，表示不限制预拨号的最大并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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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预拨号统计 

左侧管理列表 【预拨号】→【拨号器统计】，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统计报表按照各个外拨营销计划，以件形式存储于服务器。 

 

每日 0 点由程序计算昨天的数据并写入文件。例如 2013 年 6 月 1 日 0 点程序启

动，计算出 2013 年 5 月 31 日全天数据写入文件(2013-05-31 00:00:00 ~~ 

2013-05-31 23:59:59)。  

如果你想查看今天进行的情况，请在日期栏填写今日日期后，点击【立即生成今

日当前报表】按钮。收到提示“统计文件生成完毕”，点击【查看】按钮，进行

统计数据查看。 

注意：本报表统计数据，仅采集预拨号方式拨出的数据，即呼叫开始的时间在统计日期范围

内，并且预拨号的拨号时间不等于 0000-00-00 00:00:00；  

下文中所述的“表”，指外呼营销计划对应的业务呼叫记录表。 

 

统计类型介绍： 

接通客户等待时长： 

首先需要明确预拨号的处理流程，预拨号是先拨打客户，客户接通后再把其转给

空闲坐席处理，也就是说，此次话务中，客户接通时长有可能大于坐席接通时长。

因为客户接通后，不一定有空闲坐席，所以 客户接通时长 - 坐席接通时长 > 0，

说明客户产生了等待。(此条件忽略掉 0 等待客户，即客户接通后立即有坐席服

务的情况)。统计呼叫记录中 客户应答时间!=0000-00-00 00:00:00 并且 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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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答时间!=0000-00-00 00:00:00 并且 客户接通时长-坐席接通时长>0的数据。 

 

根据上图可以看到，2412 个等待客户需要等待 1 秒就有坐席为其服务，占等待

客户比例的 89.5%  

时长 = 遍历等待客户中等待时长。  

数目 = 求出各个等待时长的客户数。  

百分比 = 数目/等待客户总量  

 

放弃客户时长： 

 放弃，指客户接通后，未能等待坐席服务，客户主动挂断电话。包含一种特殊

情况，坐席接通的瞬间，客户挂断电话(即坐席有应答时间，但是坐席的通话时

长为 0)。 统计呼叫记录中 客户应答时间!=0000-00-00 00:00:00 并且 坐席接

通时长=0的数据。 

 

根据上图可以看到，20%的客户会等待 6 秒钟，若无坐席服务，他们就会挂断电

话。  

时长 = 遍历放弃客户的等待时长。  

数目 = 求出各个放弃时长的客户数。  

百分比 = 数目/放弃客户总量  

 

接听客户振铃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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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通客户中，需要振铃多少秒才能接起电话。统计呼叫记录中 客户应答时

间!=0000-00-00 00:00:00的数据。 

 

根据上图可以看到，326个客户振铃 13秒后会接起电话，占应答客户总量的 8.4%  

时长 = 遍历应答客户的振铃时长。  

数目 = 求出各个振铃时长的客户数。  

百分比 = 数目/应答客户总量  

 

成功提交客户通话时长： 

统计呼叫记录中 客户状态=成功提交 并且 计费时长>0的数据。  

 

根据上图可以看到，成功客户中，通话 99 秒的客户有 2 人，占成功客户比例的

6.7%  

时长 = 遍历成功客户的接通时长。  

数目 = 求出各个接通时长的成功客户数，通话 xx秒的客户有多少人。  

百分比 = 数目/成功客户总量  

 

失败提交客户通话时长： 

统计呼叫记录中 客户状态=失败提交 并且 计费时长>0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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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图可以看到，失败客户中，通话 13 秒的客户有 157 人，占失败客户比例

的 4.3%  

时长 = 遍历失败客户的接通时长。  

数目 = 求出各个接通时长的失败客户数，通话 xx秒的客户有多少人。  

百分比 = 数目/失败客户总量  

 

继续跟踪客户通话时长： 

统计呼叫记录中 客户状态=继续跟踪 并且 计费时长>0的数据。 

 

根据上图可以看到，继续跟踪客户中，通话 33 秒的客户有 2 人，占继续跟踪客

户比例的 4.8%  

时长 = 遍历继续跟踪客户的接通时长。  

数目 = 求出各个接通时长的继续跟踪客户数，通话 xx秒的客户有多少人。  

百分比 = 数目/继续跟踪客户总量  

 

未保存客户通话时长： 

统计呼叫记录中 客户状态=未处理 并且 计费时长>0 并且 呼叫结果=空值的数

据。坐席与客户进行了通话，但坐席由于一些原因，最终未保存此次联络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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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图可以看到，未保存客户中，通话 12 秒的客户有 2 人，占未保存客户比

例的 16.7%  

时长 = 遍历未保存客户的接通时长。  

数目 = 求出各个接通时长的未保存客户数，通话 xx秒的客户有多少人。  

百分比 = 数目/未保存客户总量。 

 

成功提交客户话后时长： 

话后时长，指通话结束后，坐席处理业务(保存本次联络记录，修改客户资料等)

所消耗的时间。统计呼叫记录中 客户状态=成功提交 所消耗的话后时长。 如果

坐席组未开启话后模式，那么话后时长均为 0。 

 

时长 = 遍历成功客户的话后时长。  

数目 = 求出各个话后时长的客户数。  

百分比 = 数目/成功提交客户总量  

 

失败提交客户话后时长： 

统计呼叫记录中 客户状态=失败提交 所消耗的话后时长。  

时长 = 遍历失败客户的话后时长。  

数目 = 求出各个话后时长的客户数。  

百分比 = 数目/失败提交客户总量 

 

继续跟踪客户话后时长： 

统计呼叫记录中 客户状态=继续跟踪 所消耗的话后时长。  

时长 = 遍历继续跟踪客户的话后时长。  

数目 = 求出各个话后时长的客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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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 = 数目/继续跟踪客户总量  

 

分布比率： 

 

包含以下项目，这些项目都是和预拨号发起的拨号总数相比较。  

未接通，计算表内 客户应答时间=0000-00-00 00:00:00 并且 坐席应答时间

=0000-00-00 00:00:00的数据量。  

用这个数据量/拨号总数 求出未接通客户所占比例。  

放弃，指客户接通后，未能等待坐席服务，客户主动挂断电话。包含一种特殊情

况，坐席接通的瞬间，客户挂断电话(即坐席有应答时间，但是坐席的通话时长

为 0)。  

计算表内 客户应答时间!=0000-00-00 00:00:00 并且 坐席接通时长=0 的数据

量。  

用这个数据量/拨号总数 求出放弃客户所占比例。  

成功提交，百分比=客户状态等于成功提交客户数/拨号总数  

失败提交，百分比=客户状态等于失败提交客户数/拨号总数  

继续跟踪，百分比=客户状态等于继续跟踪客户数/拨号总数  

未保存，百分比=(客户状态等于未处理，并且呼叫结果等于空值的客户数)/拨号

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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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预拨号过滤器日志 

左侧管理列表 【预拨号】→【预拨号过滤器日志】，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过滤器的工作日志，按照不同的拨号计划显示其各个过滤器的日志。 

首先选择外呼营销任务： 

 

此日志可以看到过滤器每次运行时的开始执行时间和执行结束时间，可以看到过

滤器条件下的客户总数以及实际回收客户数。备注，记录了过滤器回收时所使用

的 sql语句。sql是根据你设置的回收条件生成。在预拨号列表章节中，我们说

到每个过滤器名称要有所区分，不然无发辨别日志是哪条过滤器所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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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工单管理 

20.1 工单 

左侧管理列表，点击【工单管理】→【工单】，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可用于外呼营销和呼入客服，用来创建客户或企业内部职员提交的事

务请求。一个工单就像一个追踪器，能很清晰的追踪，处理和归档内外的问题事

务请求。 具有规范化统一管理，明确服务支持流程，跨坐席、跨坐席组协作，

易追踪，易管理，从而提升企业客户支持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有效管理企业内部

支持服务动向、 提升企业专业服务的形象。 适用于电子商务，客服，教育，外

包企业等。  

 

 

如何建立你的工单流程？ 

下面以电子商务为例子来明确该体系所应包含的内容以及一个工单系统流程具

体的操作方式 。 

      1.坐席接到一个客户电话，建立一条工单记录，确认购买信息无误后将工

单转给财务组处理 。 

      2.财务组需要核实单价，货物数量，总价是否正确，等待货款到账后，完

成本节点工作，并将工单转移至仓储组。 

      3.仓储组按照工单要求进行捡货，包装。完成后将工单转至物流组。 

      4.物流组根据收货人信息负责发货，追踪货物状态，直到客户签收，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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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点工作，将工单转回给工单发起坐席。 

      5.坐席进行客户回访，询问产品使用情况，收集客户评价，结束此工单。 

注意：流程中出现问题，可以将工单退回(退回至上一节点或本节点组长)。 

 

使用工单模块前，我们需要先设置一个工单流程，此流程可看作一个工单类别，

用于处理某类事务，我们称之为工单模板，进入【工单管理】–>【工单】页面。

点击【添加】按钮，打开添加工单页面： 

 

团队名称：必须填写，规定此类别工单只能在某个团队下使用； 

流转范围：指定工单可以在哪几个坐席组间进行流转。(未设置自动流转的情况

下有效)； 

工单名称：工单流程的名称，用简单的语言表名此流程的用途。例如：电视购物，

维修，投诉等； 

首组新建工单流向："创建者保留工单"表示初次建立时，如果工单流向的第一个

组就是填写工单坐席所在组，则把这个工单直接分配给这个坐席处理。如果选

择"直接流向组"，那么工单需要等待该组组长分配或系统自动分配后才能到达本

组内某个坐席； 

工单编辑权限：设置哪些人可以编辑工单内容，分为： 

所有人：工单所属者和坐席组长可以修改工单内容、回复工单信息、修改工单处

理状态。其他人仅可对此工单进行回复、修改内容，但是不可以修改工单处理状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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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自己：只有工单所属者和坐席组长可以修改工单内容、回复工单信息、修改工

单处理状态。其余人只能查看工单信息，不可以进行任何操作； 

流转时保留坐席：举例说明，一个工单目前属于 g2 组 A 坐席(工单是由 g1 组 B

坐席创建)，坐席本节点处理完毕后，需要将工单流转至 g3组处理； 

      如果选择“是”，那么工单进入 g3组后，先查找 g3组中是否有工单创建

者 B，如果有，把工单直接分配给 B处理。如果未找到 B，系统将查找 g3组中是

否存在 工单当前所属者 A，如果 g3 组存在 A，将工单直接分配给 A 处理。如果

A，B均未找到，工单进入 g3组后，等待 g3组长或系统分配给某个坐席。  

      如果选择“否”，工单将直接进入 g3组等待组长或系统分配给某个坐席。 

注意：一个坐席可以从属于不同的坐席组。 

工单结束动作：所有节点全部完成后，由最后一个节点操作者完成者关闭整个工

单(当最后一个节点操作者，点击完成本节点工作时，系统自动关闭整个工单)。 

结束动作：是指工单关闭后是否还要创建一个新的此类工单。 

无动作：关闭后，不再做任何处理。 

默认创建此类工单：关闭后，系统自动为该客户创建一个新工单。下次客户再有

此类需求时，坐席可以直接使用这个新建工单。而且系统中会标注出客户此工单

是由上一次工单创建的。此模式相当于为客户生成一个工单流，每个工单都有上

下关系，便于在系统中了解客户的里程。  

选择创建此类工单：由工单最后一个操作者决定在工单结束时是否创建一个此类

工单(即坐席结束工单时，自行选择"无动作"或"默认创建此类工单")。  

默认邮件抄送地址：指定此类工单发生变化时(修改了工单内容，回复了新进展

或修改了工单状态等)，使用邮件方式通知相关人员。多个邮件间采用英文半角

字符分号“;”进行分割(aaa@xx.com;bbb@xx.com;)。设置默认的好处是省得坐

席每次建工单都手动输入一遍。  

备  注：对该工单的补充说明； 

因为每个工单都有自己的业务流程，所以我们需要自定义一些业务字段，来完善

工单内容，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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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语种：将字段名称写到哪个多语言文件目录下。 

字段类型：添加的该自定义字段的类型，包括 input(输入框，适合输入短，简

内容) 、select(下拉选择框，单选)、text(文本输入框，适合大量文字输入，

例如备注，工作详情)、upload(用于文件、图片上传)、date(选择年月日)、

datetime(选择年月日+时分)六种类型的自定义字段。  

字段名称：仅可填写英文，起到标识作用，此名字将放入数据库表结构中。 

字段多语言：字段的显示名称，用于客户资料字段显示，标明字段用途(譬如：

电话号码，联系地址，国家)。 

select 选项：当自定义字段类型为 select时出现，用于设置选项，每个选项之

间以逗号”,”分割。 

select 可输入：当自定义字段类型为 select时出现，除了提供的默认选项外，

是否允许坐席填写其它内容。 

 

如果需要设置工单自动流转，即一个组完成后，自动转给另一个坐席组。我们需

要编辑此工单模板，设置自动流转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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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工单从 1至 4依次流转。不管哪个组为客户创建一个此类工单，工单创

建后都将自动划分到第一个节点 600组。由其处理完毕后，依次向下流转。当第

4个节点结束本节点工作时，整个工单将自动关闭，状态变为“完成”。之前我

们提到，当你设置自动流转功能时，“流转范围”将自动失效，工单遵循自动流

转。 

 

FAQ：工单模板我已经建好了，如何使用这个工单模板？ 

系统中 外呼营销 和 呼入客服 两个模块可以加载工单应用。两个模块加载的途

径都是通过呼叫结果进行工单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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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叫结果绑定工单后，坐席在相应的任务弹屏页面选择呼叫结果时，可以看见新

建工单提示。根据业务需要，告知坐席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填写工单。  

 

FAQ：在哪些页面可以新建工单？ 

系统中有四个页面可以新建一个工单任务。  

1.呼入客服模块来电性质绑定工单后，坐席可通过弹屏页为客户建立工单。如下

图(图 1)： 

 

2.在呼入客服模块，坐席组长可以通过漏单管理页面，创建漏话工单。如下图(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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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单指客户电话打到系统，没有空闲坐席为其服务，客户主动挂机所产生的通话

记录。管理者如需为漏话处理建立工单，需要先设置一个漏话工单流程模板，坐

席根据工单流程对客户进行回访。 

3.外呼营销模块呼叫结果绑定工单后，坐席可通过弹屏页为客户建立工单。如下

图(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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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坐席组长通过“我的工单”页面，为本组新建工单任务。如下图(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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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添加工单任务时，需要注意哪些内容？  

图 1，图 2为工单添加基础页面，添加者只需填写： 

标  题：对工单内容的简要概括，让他人和自己根据标题能预知此工单的目的； 

抄送邮件：可填写多个邮件， 用分号’;’分割。工单新建或有改动时，会给他

们发邮件告知； 

描  述：工单任务的具体内容，填写客户相关表述或告知他人应该做什么； 

如果你添加工单时，在添加工单页面看到如右图所示字段：  

则说明工单模板未设置自动流转过程，此时需要工单任务创建者指定工单创建后

交给哪个坐席组处理(列表中的坐席组是流转范围设置的)。  

图 3在工单添加基础页面上多出两个英文字段，是由管理者设置的自定义字段，

用于业务的扩展，如何填写请咨询工单模板创建者。  

图 4是坐席组长为本组添加工单任务(一般是为坐席补录)。下面介绍下这些字段

的含义。  

模  块：选择呼入客户或外呼营销，标明工单产生于哪个模块。  

模块 ID：根据所选模块，标明工单产生于所选模块下的哪个任务。 

客 户表 ：客户来源，机构客户 (outbound_enterprises) 或  个人客户

(outbound_individuals)，用于工单到相应客户表获取客户资料。 

客  户：从客户来源表中，选择目标客户。标识出此工单是为此客户服务。 

创建者所属组：你可能是多个坐席组的组长，选择此工单是为哪个坐席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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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未完成工单 

每个工单模版创建后，系统会为其创建三个表：未完成工单表、近期完成工单表、

历史完成工单表。  

 

左侧管理列表，点击【工单管理】→【未完成工单】，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管理者可以通过未完成工单、近期完成工单、历史完成工单页面，进

行工单记录查看。 

 

选中团队后，下方会自动显示属于本团队的未完成工单，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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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每条工单记录，可以打开工单详情页面。无论这个工单是否完成，你只能查

看此工单内容，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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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未完成工单，工单当前所属者和其坐席组长可以对工单进行修改。如果此

模板设置了所有人可修改，那么能看到此工单的坐席都可以参与编辑，但是不能

修改工单的状态。  

坐席界面下的未完成工单： 

 

编  号： #+工单模板 ID+此类工单的创建序号； 

标  题：由工单创建者录入，一般用于描述工单的核心内容； 

客户名称：此工单是为哪个客户创建的，如果客户资料中录入了客户名称，此处

显示客户名称，否则显示客户 ID； 

状  态： 工单的整体状态，分为：新的(新建的，还未开始处理)、处理中(正在

处理)、完毕(工单已完成)； 

节点状态：工单在某一处理流程中的状态。新的(刚进入节点，坐席暂无坐席处

理，或还未分配)，处理中(坐席正在处理)，退回(工单被下一个节点退回(需要

坐席重新处理)或由本节点坐席退回至本组(坐席认为工单有问题，需要组长查

看)，审核(坐席节点工作完成，需要组长审批)； 

服  务：工单是在由哪个模块下业务引起的，也可以理解为客户请求了哪个服务

后，才为其创建了工单； 

类  别：工单属于哪个工单模板，此工单每一步操作都会遵循此工单模板设定的

流程与规则； 

描  述：工单创建时，由创建者记录的描述内容，这是工单的主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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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组：标识当前工单已流转到哪个坐席组； 

所属坐席： 

如果有工号：代表工单目前已分配给此坐席处理。 

无工号：代表工单暂时还未分配； 

所属帐号：所属坐席的帐号； 

最后修改日期：工单最后的修改日期； 

创建者坐席组：记录工单是由哪个坐席组创建的； 

创建者坐席工号：创建者的坐席工号； 

创建者帐号：工单创建者的帐号； 

创建日期：工单初始创建的日期； 

 

注意：新建的工单自动进入未完成工单表；当工单完成后，将从未完成工单表转移到近期完

成工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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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近期完成工单 

当工单完成后，将从未完成工单表转移到近期完成工单表。近期完成工单是根据

【系统设置】–>【系统设置】–>【大数据处理】–>【工单保留时间】的设置，

将超期的近期完成工单数据转移到历史完成工单表。超期与否，是依据工单表中

“最后修改日期”字段进行判断。  

 

左侧管理列表，点击【工单管理】→【近期完成工单】，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管理者可以通过未完成工单、近期完成工单、历史完成工单页面，进

行工单记录查看。 

 

进入工单记录页面，需要选择团队，查看该团队下的工单记录： 

 

双击工单记录，可查看工单信息，例如：状态、工单的历史详情 等等，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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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历史完成工单 

左侧管理列表，点击【工单管理】→【历史完成工单】，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管理者可以通过未完成工单、近期完成工单、历史完成工单页面，进

行工单记录查看。 

 

系统自动将超期的 近期完成工单数据 转移到 历史完成工单表中。超期与否，

是依据工单表中“最后修改日期”到现在的时间段长度，是否超过了系统设置里

的工单保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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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分配规则 

工单模板建立后，会根据流转范围或自动流转为涉及此工单的坐席组创建一条分

配规则。需要参与组组长自行设置修改本组工单处理方案。我们称之为工单分配

规则。在上一节中，我们新建的工单模板涉及 4个节点，2个坐席组。此时点击

【工单管理】→【分配规则】进入分配规则页面，可以看到 3条参与组数据。 

 

模块功能：此规则的作用是告知系统，当工单流转到我们组时，工单应如何分配

给组内坐席。当坐席结束本节点工作时，是否需要我审核后才能向下流转。该数

据只能由相关坐席组的组长编辑，其余人不能修改。 

 

进入坐席组长页面，点击【工单管理】→【分配规则】，双击要设置的那个工单

进行编辑，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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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规则：  

手动分配：默认为此设置，由坐席组长在“我的工单”页面，手动选择进入本节

点的工单分配给哪个坐席； 

坐席工号顺序：属于自动分配，由系统按照坐席工号正序(坐席工号都是由数字

组成的，如 1000，1001，1002)依次将新进入本节点的工单分配给坐席(节点状

态=新的，且未指定当前所属坐席的工单)。  

未完成工单最少：属于自动分配，由系统按照当前组内坐席未完成工单数量正序

排列(如 1000坐席未完成工单 1个，1002坐席未完成工单 3个…)，依次将新进

入本节点的工单分配给坐席(节点状态=新的，且未指定当前所属坐席的工单)。  

坐席规则： ，设置系统自动分配时的坐席范围。 

      在线：即只将工单分配给当前在线的坐席； 

      全部：即不管坐席是否在线，组内所有坐席都参与工单分配； 

 

节点完毕审核：  

本节点工作结束时，是否需要组长审核，只有审核通过的工单才能向下流转。当

审核未通过时，工单将退回给坐席重新处理(此时工单节点状态=处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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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呼入客服 

21.1 呼入客服 

左侧管理列表  【呼入客服】→【呼入客服】，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为用户提供售后服务和销售管理。呼入客服的客户与客户管理下的 个

人客户管理 和 机构客户管理 相结合，即呼入客服的客户就是本团队下的个人

客户或者机构客户。保存当前呼入客服的新客户，也将保存到个人客户或者机构

客户。 

 

点击【添加】按钮，打开呼入客服添加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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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名称：定义呼入客服的名称，最好能够表达业务目的，比如：产品使用； 

状  态：设置此呼入客服的状态，分为启用和禁用，只有启用的客服，才能在相

关页面进行客户记录的查询； 

团  队：设置当前呼入客服的所属团队； 

坐席组：指定由哪个坐席组对该呼入客服进行服务； 

事件接收地址：通话事件接收的地址，用于记录呼叫记录。默认选择 文件记录； 

工作链接：指定当前呼入客服来电弹屏的地址，即来电弹屏使用哪个页面，默认

请选择 dialininterfaces； 

注意：在【呼叫中心高级管理】→【链接管理】中可以分别定义 事件接收地址 和 工作链

接。 

事件接收地址：可以不选择团队 或 选择当前呼入客服团队，建立链接类型为 事件链接； 

工作链接：可以不选择团队 或 选择当前呼入客服团队，建立链接类型为 坐席链接； 

 

默认读取历史记录：客户来电弹屏时，是否同步查询客户的历史联络记录。(建

议选“否”，降低服务器性能消耗，当坐席需要查看客户联络记录时，手动点击

获取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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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客户优先级：控制新客户来电弹屏界面默认使用哪种资料卡进行填充。 

      仅个人客户：只能使用个人客户资料卡添加客户； 

      个人客户优先：默认使用个人客户资料卡，但可以通过页面切换至机构客

户资料卡； 

      仅机构客户：只能使用机构客户资料卡添加客户； 

      机构客户优先：默认使用机构客户资料卡，但可以通过页面切换至个人客

户资料卡。 

根据业务客户主要来源进行选择，减少坐席在页面上的操作步骤。 

电子商务：系统安装电子商务模块后，呼入客服可以绑定电子商务业务，坐席工

作界面可以进行电子商务相关的操作； 

主叫名称：使用此呼入客服模块进行外呼时，显示给客户看的来电名称(只对 sip

话机生效，与主叫号码一样，受电信运营商控制)； 

主叫号码：使用此呼入客服模块进行外呼时，显示给客户看的电话号码，但是此

号码必须是电信服务商允许你送出的号码； 

譬如你的线路号码原本是 39735857，打到客户手机时，客户手机屏显示 39735857

来电。你填写 995858时，虽然是 39735857线路送出的呼叫，但客户手机会看到

995858(前提是电信已允许你使用 39735857 送出 995858 ，如果未允许，你将拨

号失败)。 

强制使用主叫：是否强制使用本呼入客服设置的主叫名称和主叫号码；仅在坐席

页面点击拨号或坐席分机模式拨号时有效。 

正常情况下(默认值为“否”时)，外呼时会使用坐席页面设置的主叫号码和名

称。 

      如果坐席页面未设置，会使用分机的主叫号码和名称； 

      如果分机也未设置，才会使用此页面设置的主叫号码和主叫名称； 

当此处选择“是”时，不管坐席和分机是否设置主叫号码和名称，都将使用此页

面设置的主叫号码和名称。 

坐席听取录音：坐席是否可以听取录音； 

被咨询坐席编辑客户：被咨询的坐席是否可以编辑客户资料； 

优先呼叫：选择优先呼叫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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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电提示窗浮起：有来电时，是否弹出悬浮窗； 

备  注：记录备注信息； 

 

数据填写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保存呼入客服数据，点击页面列表中数据，

可以打开编辑页面： 

 

点击页面上的【客户搜索页面字段设置】，设置呼入客服在 客户搜索 页面里可

以使用哪些搜索字段进行搜索。点击按钮，首先需要确认设置的客户类型(因为

一个呼入客服业务对应着两个客户表，即 个人客户 和 机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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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个人客户，进入到搜索字段设置页面： 

 

未开启搜索：不能在客户搜索页面使用此字段进行搜索； 

模糊搜索：在客户搜索页面可以使用此字段进行搜索，并以模糊匹配(包括：任

意匹配、头部匹配、尾部匹配、>和<)的方式检索。例如：数据库内有姓名=xxx

有限公司，你只需搜索有限公司，就可以找到这条数据； 

完全匹配：在客户搜索页面可以使用此字段进行搜索，并将以精确匹配的方式搜

索数据。例如数据库内有姓名=xxx 有限公司，你必须搜索 xxx 有限公司，才能

找到这条数据。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客户资料，同一团队的呼入客服业务使用的客户表都是

相同的。只有坐席知道客户信息时(由管理控制精确或模糊搜索所决定)，才能收

到相关客户。  

注意：客户搜索页面用于坐席事后对客户补单或回访客户时使用。 

 

点击页面上的【前台字段显示设置】 按钮，设置坐席在客户弹屏页能看到哪些

客户资料字段，看到的字段中，又有哪些可以编辑。  

首先需要确认设置的客户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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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定】按钮，进入字段选择页面： 

 

必  填：是指添加和修改客户信息时，哪些字段不能为空，即必须填写相应内容，

系统默认电话号码一字段为必填项，其余可根据需要自行设置； 

在对应坐席页面，如下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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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添加坐席组链接】 按钮，打开设置界面，此界面用于控制同一个业务下，

不同坐席组的弹屏页面，或指定多个坐席组服务于此页面。 

 

坐席组：为呼入客服增加一个坐席组参与服务。 

链  接：指定此坐席组弹屏时，使用哪个操作界面为客户服务。 

来电性质：可以在 【呼入客服】→【来电性质】 页面进行设置。指定默认来电

性质目的在于减少坐席操作；也可以结合 IVR 设置此来电性质，弹屏时坐席就可

以知道客户选择了哪项服务。 

 

为什么要使用此设置？  

譬如你代理 xx公司客服，客户来电后进入语音导航(我们称为电脑话务或 IVR)，

提示客户按 1键咨询产品，按 2键进行投诉，按 3键产品报修。  

三个按键可以对应三个坐席组，但实际上都隶属于一个呼入客服。我们需要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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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条坐席组链接数据，指定客户来电弹屏后使用各自的页面，进行相关的业务处

理。 如果你使用了默认来电性质，弹屏后，坐席就无需选择客户为什么打来电

话了。  

点击【保存】按钮，在页面的下部就可以显示当前设置的坐席组链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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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来电性质 

左侧管理列表  【呼入客服】→【来电性质】，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来电性质也可以称为呼叫结果，表述一次通话的最终结果或目的。所

以应使用言简意赅的词语。例如：售前咨询，售后咨询，投诉，报修，需要再联

系，客户不配合等。用于控制客户来电弹屏页面→本次联络历史记录→来电性质 

字段下拉列表的显示内容。 

 

点击【添加】按钮，打开来电性质添加页面： 

 
来电性质：使用言简意赅的词语，表述客户来电目的或坐席外呼的最终结果。 

状  态：分为 应答 和 未应答。弹屏页面根据是否应答，切换显示来电性质下

拉列表的内容。 

团  队：设置此来电性质归属于哪个团队，"默认"表示所有团队均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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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单：如果安装工单模块，当前来电性质将与工单进行关联。坐席在弹屏页面

选择此来电性质后，会看到提示，是否添加工单。 

例如，来电性质咨询可以对应一个咨询类工单；来电性质投诉，可以对应一个投

诉类工单； 

所属呼入客服：将该来电性质指定给呼入客服，则只有指定的呼入客服才可以使

用该来电性质； 

备  注：记录备注信息； 

 

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按钮，在该页面会看到新增数据，双击页面列表中一

条数据，打开编辑页面： 

 

如果系统安装了工单模块，可以到【工单管理】→【工单】 页面添加一个工单

模版，创建后，可以在添加和编辑页面选择来电性质与此工单进行关联，例如此

处的”测试_工单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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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呼叫记录 

左侧管理列表  【呼入客服】→【呼叫记录】，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按不同的呼入客服业务分别记录呼叫记录。 

 

先选择呼入客服的业务，再点击刷新查看呼入客服通话记录： 

 

在数据列表中： 

红色的数据：表示客户呼入到系统，但是坐席未应答的通话记录。 

绿色的数据：表示坐席回访呼出电话，但是客户未应答的通话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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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按钮，试听通话录音。 

点击 按钮，下载通话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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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漏单管理 

左侧管理列表  【呼入客服】→【漏单管理】，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漏单，即漏话。指客户电话打到系统，没有空闲坐席为其服务，客户

主动挂机所产生的通话记录。页面列表中”未回访的数据“用红色字体表示，也

可以根据“是否已回访”字段进行辨别。 

 

何时会使用此模块页面？ 

1.如果坐席组长需要给所有漏话创建工单时，可以在此页面进行操作。 

2.如果需要坐席直接对漏话进行回访，可以在此页面操作。 

 

坐席使用此页面时，可以在列表中看到”加 0 呼出”按钮，点击后，系统在来电

号码前+0发起外呼(如果是外地号码)，如下图： 

 

向本地号码发起外呼，直接用鼠标左键双击漏话数据即可。  

只要向客户发起回访，数据的回访状态将变为“是”，但页面不会自动刷新(页

面还会显示否)，所以坐席每次回访结束后，需要点击【刷新】按钮，以获取最

新漏话信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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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发起回访时，可能会看到这样的提示“当前坐席已被回访，是否继续拨

号？”，说明此客户已被别的坐席处理了。你应根据业务需要，决定是否继续拨

号，如下图：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因为同组的坐席，都可以看到这些漏话记录，你还在决定先打哪条时，别的坐席

已经完成了回访操作。这个列表不是实时的，所以你能使用【刷新】按钮来获取

最新动态。 

 

如何为漏话添加工单？  

首先你必须是坐席组长，其次你必须创建一个漏话工单模板。最后，在要创建工

单的数据前打勾，点击【添加工单】按钮。如何填写工单内容，请参考 20.1。 

漏话工单创建后，系统认为漏话记录进入了一个新的处理流程中，将自动把回访

状态变为”是“，防止坐席在此页面进行回访操作。 

  

创建漏话工单时，有人会问：为什么看不到数据前的勾选框？  

因为系统标题栏采用了 cookie 记忆，你之前一定是用了其它帐号进入了系统管

理员后台，这种情况下访问漏话页面时，是没有勾选框的。而后你又用坐席组长 

登录，这时打开此页面采用了你上次访问此页面的 cookie，所以你看不到勾选

框，你需要在此页面任意一列标题栏处选择“重置标题栏”，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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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重置标题栏**】后，勾选框即可显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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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统计报表 

左侧管理列表  【呼入客服】→【统计报表】，进入下图所示页面： 

 

模块功能：将呼入客服任务的坐席数据进行统计，并以报表形式展现。 

 

 

如上图中： 

图框①：可以选择查看报表的方式，分为：按呼入客服 或者 坐席进行统计；  

图框②：可以选择要统计的坐席组，选择相应的坐席组后，会在 图框 ③后面出

现一个下拉框，可以统计一个坐席，也可以选择所有坐席的数据； 

图框③：可以选择统计的类型，分为：按合计、按年、按季度、按月、按周 等； 

 

选择完毕要统计的条件后，点击【确定】按钮，会提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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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生成一个统计任务，交由后台进行统计，可以点击页面上的【刷新统计列表】 

按钮，刷新统计任务列表。如果统计任务生成完毕，每个统计任务将可以查看统

计结果 和 导出统计结果。点击【查看】按钮， 会在 当前统计任务列表下方 将

统计结果以表格的形式显示出来 ，如下图： 

 

在此列表中可以查看详细的统计数据信息，点击【导出】按钮，可以将该统计任

务统计的数据导出到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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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知识库 

22.1 知识库 

知识库的作用 

呼叫中心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专家”的知识和经验只集中在个人层面，无法实现坐席间的共享； 

客户的问题千奇百怪，并且希望立即得到答复； 

产品更新快，流程多而繁，工作人员短时间难以掌握； 

坐席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和学习压力，满意度低； 

人员流动快，知识流失，得不到积累； 

 

使用知识库可以为企业： 

为客户提供专业的服务，提高客户满意度； 

有效的管理坐席的工作经验，实现相互间的共享 避免流失； 

避免重复的工作，提高工作效率； 

 

左侧管理列表 【知识库】→【知识库】，进入下图所示知识库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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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页面左上角的下拉框，选择相应的团队，为该团队建立知识库信息  

如上图中，点击左上角 “astercc 知识库” 文字，添加第一个知识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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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完毕知识类别信息后，点击【保存】按钮，保存成功后，会在左侧列表上显

示一级知识类别，如下图： 

 

注意：如果需要添加多个一级知识类别，请点击“知识库”，继续添加。 

 

点击建立的知识类别，可以看到该类别名称后面出现三个图片按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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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可以为选中的知识类别 添加子类别： 

 

填写完毕子类别信息后，点击【保存】按钮，就会生成一个子类别，会在页面左

侧的知识类别列表显示出来，如下图： 



                                         Astercc使用说明书    第 463页 

 

  

点击 可以对选中的知识类别进行编辑，如下图： 

 

 

点击 可以对选中的知识类别进行删除，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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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左侧列表中的具体某个知识类别，可以在页面右侧点击【添加知识】按钮为

该类别增加知识： 

 

知识名称：用于标识出当前知识的简要作用； 

知识标签：添加当前知识的标签，可以用于快捷的搜索出 所属的知识； 

状  态：当前知识的状态，分为 草稿 和 发布。 

      草  稿：只有自己创建的才可以看到，其他任何人看不到该状态的知识； 

      发  布：表示当前知识共享出去，只要可以查看知识信息的人，就可以看

到该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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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文件：上传一些附件之类的文件，其他人可以下载这个问题，查看创建者共

享的文件信息； 

显示内容：可以填写一些带有 格式化的文字，在查看知识的页面上可以更清晰

的看到内容； 

文本内容：与知识内容相同，只不过没有文字特殊处理。在此参数值中进行搜索

要匹配的搜索值，显示符合的知识； 

填写知识信息完毕后，点击添加页面上的【保存】按钮，保存成功后，就会在左

侧列表显示出当前添加的知识名称。并且会在新弹出一个页面，显示该知识的信

息： 

 

 

 

将鼠标放到右侧列表的知识名称上面，知识名称会变成蓝色，并且名称后面出现

两个按钮：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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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按钮，会看到： 

 
在此页面，可以修改知识的相关信息。点击具体的知识名称，会新弹出一个页面 

显示该知识的详细信息，与添加新知识后，弹出的页面一样： 

点击 会弹出一个提示框，如果点击提示框上的确定按钮，就会把知识删除掉： 

 

如果觉得已经建立的知识类别的顺序有问题或者某个知识类别所属的知识类别

有问题，可以通过拖动左侧列表里相应的知识类别,将其移动到合理的位置，如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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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知识类别拖动到指定未知后，就可以松开鼠标左键，那么该知识类别就会保存

到期望位置，并保存该顺序。如果觉得某个知识类别下的知识的顺序有问题，可

以通过拖拽 具体某个知识名称 进行移动，将其移动到指定位置，然后点击 保

存顺序 按钮，就会保存当前知识的顺序，如下图： 

 

 

搜索知识： 

页面的右侧列表的下部，会显示当前知识库的知识标签，如下图： 

 

 

可以点击具体的某个标签，在页面中部的搜索知识的地方，会显示与点击的知识

标签相关的知识，相当于一个搜索知识的快捷方式，如上图。 

 

也可以在搜索知识处，输入信息，查找“文本内容”符合搜索条件的知识，搜索

结果会在搜索框下面，以列表的形式显示出来，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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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页面的权限控制： 

知识库页面可以通过角色的权限进行控制，控制每个帐号查看该页面的权限，打

开 【账户和权限管理】→ 【角色管理】 页面，新建或者编辑一个角色，点击

页面上的 按钮，打开权限设置页面，找到知识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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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知识库拥有以下权限： 

添加知识类别：控制当前角色是否有添加新知识类别的权限，如果未勾选，无法

添加知识类别，点击具体某个知识类别，在知识类别名称后面，将不会出现按

钮； 

添加知识：控制当前角色是否有添加新知识的权限，如果未勾选，右侧列表将不

会出现添加按钮； 

编  辑：控制当前角色是否有编辑 知识类别或知识的权限，如果未勾选，点击

知识类别名称 或 知识名称，名称后面，将不会出现，同时无法对 知识类别 或 

知识进行排序的功能； 

查  看：控制角色是否可以查看知识库页面，如果未勾选，将会在左侧列表看到

知识库页面； 

删  除：控制当前角色是否有删除 知识类别 或 知识 的权限，如果未勾选，无

法进行删除操作，点击具体某个 知识类别 或 知识，在名称后面，将不会出现

按钮； 

发  布：控制当前角色是否有发布新建的知识的权限，只有被发布的知识，才会

在坐席间进行共享查看。如果未勾选，添加的知识，选择发布，只能进入待审核

状态，需要有 发布权限的用户审核后，点击【发布】按钮，才会发布成功。拥

有发布权限的帐号，可以查看到系统中待审核的知识，可以对其进行审核和发布； 

http://wiki.astercc.org/lib/exe/detail.php?id=zh%3A模块使用说明%3A知识库%3A知识库&media=zh:模块使用说明:知识库:知识库_添加按钮.jpg
http://wiki.astercc.org/lib/exe/detail.php?id=zh%3A模块使用说明%3A知识库%3A知识库&media=zh:模块使用说明:知识库:知识库_编辑按钮.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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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客户管理 

23.1 自定义字段 

左侧管理列表 【客户管理】→【自定义字段】，进入下图所示知识库页面： 

 

模块功能：为了满足业务的需要，我们经常要为客户表增加一些字段，以满足数

据录入，此时你可以进入此模块进行设置。本页面可以为 个人客户管理 和 机

构客户管理，及客户集合包管理页面进行字段添加。 

 

点击【添加】按钮，打开字段添加页面： 

 

团队名：必选项，代表此字段仅限于该团队下的客户表使用； 

客户包：指定客户包，代表此字段只用于该客户包。 

      如果未选择客户包，那么以后该团队创建的新客户包，默认都增加此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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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选择客户包，那么只有此客户包增加此字段； 

表名称：控制此字段是给哪种类型的客户包使用，分为 个人类客户包 或 机构

类客户包； 

字段类型：要添加的自定义字段的类型； 

      input：输入框，适合输入短，简内容，如下图： 

 

      integer：整数类型，如下图： 

 

      select：下拉选择框，单选，如下图： 

 

      可输入 select字段类型在页面显示效果为： 

 

      text：文本输入框，适合大量文字输入，例如：备注，工作详情 

 

      upload：用于文件，图片上传，例如：个人照片 

 

      date：选择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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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etime：选择年月日+时分 

 

      relate：用于关联性选择字段，省市区关联选择，如下图： 

 

字段名称：仅可填写英文，起到标识作用，此名字将放入数据库表结构中使用。 

字段多语言：字段的显示名称，用于客户资料字段显示，标识此字段的用途（比

如：电话号码三，联系地址，国家，备注...） 

select 选项：当“字段类型”为 select时出现，用于设置选项，每个选项之间

以逗号,分割。 

select 可输入：当自定义字段类型为 select时出现，除了提供的默认选项外，

是否允许坐席填写其它内容。 

默认语种： 字段名称要写到哪个多语言文件目录下。 

 

relate 类型字段如何使用？ 

假设我们需要做一个省市区关联选择字段，即选择省份后，城市字段中列出该省

的城市，选择城市后，区县字段列出该市的区县。 

第一步设置字段名称，把三个字段英文名连续写到字段名称中，用逗号分割，结

尾无逗号，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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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设置字段多语言，对应字段名称填写其中文含义，同样连续写到字段多语

言中，用逗号分割，结尾无逗号，如下图： 

 

第三步设置 select选项，首先确认选项输入方式。  

通过 textarea 填写，适合少量数据直接在系统页面编写保存。要求连续书写，

对应字段名称的格式，每组以分号”;”结束。同组字段间以逗号”,”分割，如

下图书写方式。 

 

通过 txt 文件上传，适合大量数据编写保存。可以按 textarea 方式编写文件内

容，也可每组换行书写（推荐，此方式便于编辑）。 

   

注意：文章中所提到的分割符，均为英文半角分割符号(‘,’和’;’)。  

数据填写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页面中显示新增数据，双击可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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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字体是不允许修改的，黑色字体是可修改的。 

如果自定义字段创建时未选择客户包，那么编辑时将不允许修改客户包字段。  

如果自定义字段创建时选了客户包，那么编辑时只允许再增加客户包（即给某个

客户包也增加一个此字段），但是不允许将已选过的客户包取消（因为客户包中

的字段可能已被入录数据，一旦删除，此字段存的数据就没了）。  

字段类型为 input 或 select，允许将其修改成 select 或 input，如果由 input

修改成 select，需要填写 select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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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个人客户管理 

左侧管理列表 【客户管理】→【个人客户管理】，进入下图所示知识库页面： 

 

模块功能：用于操作个人客户总表数据。系统中每建立一个团队，都会为该团队

创建个人客户总表和机构客户总表。表内数据可用于呼入客服和外呼营销模块。 

 

 

页面中的搜索字段，标题栏，以及添加和编辑界面可录入字段，都受【客户管理】

–>【总表字段设置】页面控制。 

 

数据来源： 

1.通过【呼叫中心高级管理】→【数据导入】页面，可以进行数据的批量添加； 

直接向个人客户总表导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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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使用个人总表的客户包导入数据。  

2.通过【客户管理】–>【个人客户管理】页面添加； 

3.呼入客服中坐席的来电弹屏页面添加； 

4.客户包使用个人总表的外呼营销计划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添加客户： 

通过【外呼营销】–>【客户管理】页面添加；  

通过外呼营销中坐席的工作界面添加。 

 

点击【添加】按钮，打开个人客户的添加界面： 

 

 

姓  名：客户的姓名； 

性  别：客户的性别； 

年龄，生日：录入任一字段时，系统会自动计算赋值给另一字段。例如：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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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1990-01-01，系统会自动填充年龄字段=2015-1990=25。 

 

黑名单：选择“是”，自动将你填写的所有客户电话号码放入【PBX高级管理】

–>【呼入黑名单】，这些号码将无法打入系统。建议黑名单=“是”时，填写黑

名单原因字段(黑名单原因字段需要到【客户管理】–>【自定义字段】页面添加)。  

 

当前客户包：可选的客户包来自【外呼营销】–>【客户集合包管理】页面（这

些客户包选择了使用个人客户总表），选择一个客户包代表将此客户分配到该客

户包。总表客户只能属于一个客户包，不可同时存在于多个客户包。  

 

标  签：点击输入框右侧的按钮，为客户选择标签，标识客户特性。可选标签来

源于【客户管理】–>【个人客户标签】管理，也可直接“新增标签”，如下图： 

 

输入框中显示的标签即为你选择的内容，不可直接修改，必须通过右侧按钮打开

选择界面，才可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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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机构：将个人客户和机构客户进行关联，标识这个个人客户属于某机构名下，

只能选择同一个团队的机构客户。 

 

点击选择所属机构，打开机构展示列表，鼠标左键双击目标机构，即为选中。 

 

快捷搜索： 

快捷搜索，相当于你点击快速链接后，系统自动把值填写到对应的搜索字段，并

触发【搜索】按钮。意在减少管理者操作步骤。 

客户标签：点击标签，迅速查询贴有此标签的客户。 

 

客户包：查询当前已分配至某个客户包的客户。 

 

 

 

批量删除： 

根据当前搜索区域内的搜索条件，查找相关客户并删除。如果你未设置任何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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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将删除表内所有客户信息。 

 

建议先执行搜索，查看下数据量有多少，未避免程序处理超时，大数据量需要分

多次删除（每次设定一些限制条件，比如：创建时间或导入批次 id 等，来减少

搜索出的数据量），就是我们常说的多次少量。每次建议不超过 3000条。 

客户分配： 

目的是把客户分配到使用了总表的客户包中，可选的客户包来自【外呼营销】–>

【客户集合包管理】页面（这些客户包选择了使用个人客户总表）。分配时选择

一个客户包代表将这批客户分配到该客户包。  

总表客户只能属于一个客户包，不可同时存在于多个客户包。如果分配前客户已

经属于一个客户包了，你再次分配相当于重新分配。  

客户分配有三种方式：  

1.根据选中客户进行分配，要求你至少选中一个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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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搜索条件批量分配，和批量删除一样，需要多次少量进行，防止程序执行

超时，每次建议不超过 3000条。 

 

3.添加客户时，通过选择“当前客户包”字段达到分配目的。(客户资料编辑界

面不可直接修改此字段，你可以采用 1，2方法进行分配或重新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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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1，2方法分配时，需要设置两项内容  

保留坐席状态勾选此项，譬如客户目前在 A包由坐席 1000负责，当你把客户分配到 B包时，

系统检查 B包是否有坐席 1000，如果有，将各户直接分给 1000 负责。  

保留处理状态勾选此项，譬如客户目前在 A包的状态是继续跟踪，当你把客户分配到 B包时，

系统会保留这个处理状态。即该客户进入 B包后就是继续跟踪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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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机构客户管理 

左侧管理列表 【客户管理】→【机构客户管理】，进入下图所示知识库页面： 

 

模块功能：此页面用于操作机构客户总表数据。系统中每建立一个团队，都会为

该团队创建机构客户总表和个人客户总表。表内数据可用于呼入客服和外呼营销

模块。 

 

此模块的操作请参考【客户管理】→【个人客户管理】，此处不做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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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个人客户标签管理 

左侧管理列表 【客户管理】→【个人客户标签管理】，进入下图所示知识库页面： 

 

模块功能：此页面用于设置个人客户总表”标签“字段的选项内容。 

 

标签用途：可以理解为类别，用于标记客户属于哪一种类型。也可以理解为描述，

描述客户都符合什么条件。如何运用标签，决定于你的业务体系。  

举  例：设置如下标签 “有孩子”，“月收入过万”，“有车”，“有贷款未

还”等。添加或编辑客户时，根据客户实际情况，我们可以为客户贴上符合的标

签。下次调用数据时，可以根据标签字段进行快捷搜索，迅速调出相关条件的客

户。如下图： 

标签使用规则控制： 

规则控制只对本团队的个人客户总表有效。可以控制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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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坐席添加标签：坐席新增客户或编辑客户时，发现客户有新的特性，但是管

理员并未设置此标签，此时是否允许坐席添加一个新标签并使用。（标签增加成

功后，团队下所有人员都可以为客户选择）  

是否允许标签多选：是否允许为客户贴上多个标签。是否开启此项，应根据你的

业务情况决定。假设你用此字段描述客户的流程状态，可以选“否”。假设是用

来描述客户特质的，可以选“是”。  

 

点击【新增标签】按钮，打开个人客户标签管理页面： 

 

标  签：使用言简意赅的词语，描述客户一种特性，状态或类型； 

默  认：如果标签被设置为默认，向总表导入客户时，系统会自动为客户贴上此

标签。另外在页面添加客户时，系统自动帮你把默认的标签选中（可以手动取消

选中的标签）； 

如果规则中禁止标签多选，那么一个团队下只能有一个标签是默认。  

状  态：只有启用的标签才能被选择贴到客户资料中； 

 

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按钮，页面可以看到新增的标签，双击黑色加粗的文

字进可对其进行修改： 

 

客户数量：个人客户总表中有多少客户贴了此标签。 

点击【删除】按钮，删除一个标签。标签删除后，不会删除客户资料中的信息。

例 A 客户贴着“vip”标签，当你删除 vip 标签后，客户标签字段里依然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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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  

 

排序，用于控制标签列表的显示顺序。当你为客户选择标签时，序号小的优先列

在前面显示： 

 

 

系统默认标签： 

Empty：系统占位标签，用于查找未绑定标签的客户，无法通过页面选择此标签

贴给客户。当客户未选择此标签时，通过标签=空值，即可搜索到所有无标签客

户。  

DNC：指黑名单，即当客户不希望你们打电话给他时，为客户贴上此标签。 

注意：系统默认标签是不允许删除和修改的，但是你可以改变他的显示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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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机构客户标签管理 

左侧管理列表 【客户管理】→【机构客户标签管理】，进入下图所示知识库页面： 

 

模块功能：此页面用于设置机构客户总表标签字段的选项内容。 

 

标签用途：可以理解为类别，用于标记客户属于哪一种类型。也可以理解为描述，

描述客户都符合什么条件。如何运用标签，决定于你的业务体系。 举例：设置

如下标签 “500 强企业”，“通过 iso9001”，“已上传营业执照”，“VIP”

等。 

添加或编辑客户时，根据客户实际情况，我们可以为客户贴上符合的标签。下次

调用数据时，可以根据标签字段进行快捷搜索，迅速调出相关条件的客户。  

 

此模块的操作请参考【客户管理】→【个人客户标签管理】，此处不做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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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联络记录 

左侧管理列表 【客户管理】→【联络记录】，进入下图所示知识库页面： 

 

模块功能：用于查看团队的联络记录，即模块中使用 个人客户总表 和 机构客

户总表 的业务，保存的本次联络记录信息都存档在此页面。 

 

团队联络记录分别存于两个表中，一个表称为近期记录，另一个为历史记录。近

期和历史是相对而言的，新记录保存后，存储于近期记录表，根据【系统设置】

→【系统设置】→【大数据处理】→【团队联络记录保留时间】，将超期的数据

转移至历史记录表。 

  

进入页面，默认显示的数据是近期记录，如需查看历史记录，请勾选“选中查看

历史联络记录”。  

 
模  块：此次联络发生在哪个任务模块； 

客户名：保存联络记录时，客户所使用的客户名称； 

联络方式：与客户联络的途径。分为：phone(与客户通话联系)，sms(与客户短

信联系)，email(与客户邮件联系)，fax(与客户采用传真方式联系)；  

联络目标：与联络方式相对应，phone(此处记录客户电话)，sms(记录客户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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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记录客户邮箱)，fax（记录客户传真号码）； 

呼叫结果：呼入客服模块保存的是坐席选的来电性质，外呼营销模块保存的是坐

席选的呼叫结果； 

坐席名：与客户联系的坐席姓名（即坐席账号中的姓氏）； 

客户状态：仅对外呼营销模块起作用，保存联络记录时，存坐席选的处理状态； 

备  注：储存本次联络记录区域填写的备注内容； 

创建者：与客户联系的坐席工号； 

创建时间：联络时间； 

创建区域：仅对区域布署系统有效，标识此条记录是在哪个区域创建的； 

客户来源区域：仅对区域布署系统有效，标识客户隶属于哪个区域； 

客户来源 ID：仅对区域布署系统有效，客户在区域表中的 id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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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总表字段设置 

左侧管理列表 【客户管理】→【总表字段设置】，进入下图所示知识库页面： 

 

模块功能：控制 个人客户管理页面和机构客户管理页面可以显示、编辑、必填 哪

些字段。  

 

首先要选择团队和表类型，表示你要对 xx团队的个人/机构页面进行字段设置： 

 

查  看：勾选此项，添加客户时，此字段不可见；编辑客户资料时，只能看此字

段的内容，不能修改； 

编  辑：勾选此项，添加或编辑时此字段均可见，并且可以入录； 

      无论你选择查看还是编辑：在页面标题栏和搜索区域都可以查看此字段。 

      查看和编辑都不选：代表此字段不可用，即不可见。 

必  填：添加或编辑客户资料时，此字段必须有内容，否则系统提示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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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新建一个团队时(系统会自动创建个人和机构客户表)，默认帮你选中所有字

段为编辑状态，其中“电话号码一”字段为必填项，你可以在此页面取消不需要

的字段，如下图： 

 

 

此模块中可以调整总表的字段，适用于呼入客服，使用主表的外呼营销任务，调

整包括是否显示、编辑权限、显示顺序： 

 

在【外呼营销】→【外呼营销任务】中的”前台字段显示”、“后台字段显示设

置”可以调整该任务的显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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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电子商务 

24.1 电子商务 

左侧管理列表 【电子商务】→【电子商务】，进入下图所示知识库页面： 

 

模块功能：用于呼入客服或外呼营销在线产品售卖，建立售卖体系。 

 

点击【添加】按钮，打开电子商务添加页面： 

 

商务名称：为此商务体系起一个名字。比如你们卖保健品，又卖电子产品，可以

创建两个商务体系（xx保健品或 xx电子）分给不同的客服或营销计划。 

团  队：为此电子商务设定所属团队。 

状  态：是否启用这个电子商务，启用后才能在订单页面看到商务下的产品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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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类型：设置该电子商务属于哪种类型，分为 产品和订单 和 仅订单。 

      产品和订单：电子商务页面既有产品，又有订单； 

      仅订单：电子商务页面仅有订单模块，产品模块是隐藏的； 

订单编号：订单编号生成的方式，分为 自动 和 手动； 

货币单位：电子商务的货币单位； 

来  源：用于标识电子商务的渠道，是电话销售呼出的，还是呼入的。是从杂志

看到，还是从互联网得知的。 

备  注：选填，用于记录一些描述信息。 

 

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按钮，页面上可看到新增数据，双击可对其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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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产品管理 

左侧管理列表 【电子商务】→【产品管理】，进入下图所示知识库页面： 

 

模块功能：为指定的电子商务添加产品信息。 

首先在页面顶部，可以通过下拉框选择一个电子商务，然后可以对该电子商务进

行产品的添加、编辑和删除操作。点击【添加】按钮，打开产品添加界面：  

 

如上图添加火腿肠产品： 

产品名称：要卖的产品名称。假设你有火腿肠要卖，但是卖法不同，可以在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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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标明，这样坐席电话售卖时，易于区分。（火腿肠 1 根或火腿肠 1 箱或火腿

肠买 1送 1）； 

是否上市：坐席只能看见或售卖上市的商品； 

产品类型：产品的类型 分为 实体商品 虚拟商品 和 商品服务。这个需要根据

产品实际类型进行选择； 

产品类别：产品的归属种类，需手工录入，将一个体系内的产品，按照某种方式

（用途等）进行分类，如：乳制品、肉制品、面食 等； 

条形码：产品的条形码； 

规  格：产品规格，自定义，可参考产品的包装说明。例“1根/包 60克/根”； 

单  位：产品售卖单位，譬如你是按箱卖还是按盒卖； 

数  量：产品售卖的数量（坐席在前台买 1 个此产品，你发货时应为 1*数量+

单位），结合单位一起使用； 

成  本：产品的成本价； 

举  例：你的产品是火腿肠，单位为包，数量填写 10； 

坐席在前台售卖 5 个此产品，等于卖了 5*10=50 包，则你发货就要发 50 包。系

统本身不会去计算你发货量是多少。只会告诉你卖了 5个此产品，具体的产品定

义由你自己控制。 

再如招聘网站售卖简历，他可以把这个简历产品构建出多种产品形式去卖。  

简历 A，单位份，数量 1. 如果我买了 1个此产品，就等于买了 1份简历。  

简历 B，单位份，数量 500. 如果我买了 1个此产品，等于我买了 500份简历。  

所以我们这个产品你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物品的售卖形式。  

单  价：即买一个你规定的此产品要花费多少钱。为了你记账方便，系统中所有

产 品的金额单位最好统一。不要出现有的产品单价都为 5，却一个代表 5 元，

一个代表 5角。 

会员价：可以理解为优惠价。如果你的商务体系没有这种说法，此字段就和单价

写一样。坐席售卖时是可以选择按单价或会员价售卖。管理员应告知坐席什么情

况下才能以会员价售卖。 

有效起始日期：产品的售卖起始时间，仅用于对产品的时间描述； 

有效结束日期：产品的售卖的结束时间，仅用于对产品的时间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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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卖的是服务类产品保修期，便可以用到此字段。描述保修期范围。  

优先级：填写数字，数字越大优先级越高，产品列表会按优先级倒序显示。当你

有很多产品时，坐席售卖页面的产品列表会出现分页。但是常卖的产品就那么几

个，为了减少坐席翻页次数，我们把常卖产品优先级调高，这样坐席在第一页产

品中能立即选择(避免翻页和搜索产品)； 

关联产品：可以选择关联到同属电商的其他产品； 

功能描述：对产品功能的介绍，防止客户问起相关功能，坐席却无法回答； 

备  注：记录相关信息； 

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按钮，保存成功后就会页面列表里生成一条记录。双

击可进行编辑： 

如果有上市的产品，就可以使用电子商务的模块来为客户选择产品添加订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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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近期订单 

左侧管理列表 【电子商务】→【近期订单】，进入下图所示知识库页面： 

 

模块功能：查看、编辑近期订单的信息。如上图：可以通过页面顶部的下拉框选

择电子商务，查看相应电子商务下的近期订单。不能添加，只能删除 导出 和编

辑。如果系统中有多个电子商务，打开页面，该下拉框默认为“请选择”，如果

仅有一个电子商务，默认选中该电子商务。 

 

双击列表中的一条数据，打开编辑页面，会看到编辑页面上有 4 个标签：分别

点击四个标签(基本信息、其它信息、快递信息、物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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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编号：根据表 id生成，长度 11位，id位数不够的，左侧以 0补位； 

状  态：当前订单的状态；分为：未发货、发货、投递中、签收(成功)、拒签(失

败)、取消、潜在。 

应  收：实际应收金额；应收金额=原价-优惠金额 

是否要发票：客户是否索要发票收据； 

发票要求：如果索要发票，填写客户的发票要求； 

发票编号：发票的编号； 

发货日期：订单中的产品是在什么时候发货的； 

签收日期：客户签收货物的日期； 

收件人信息：收件人、电话、手机、邮编、省份、城市、区县、地址 

备  注：记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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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模块业务：表示订单是在处理哪个模块业务时创建的； 

客  户：订单所属客户； 

原  价：订单中所购买产品的原价总和。每个产品的原价=购买数量*单价； 

优  惠：在订单原价基础上进行的优惠； 

是否发送短信：是否启用短信追踪功能，需要向 astercc提出定制开发； 

订单短信是否发送：订单生成后，关于订单基础信息的短信，是否已向客户发送； 

发货短信是否发送：我方发货短信，是否已向客户发送； 

是否参与核算统计：当前该订单是否参与统计； 

销售模式：分为 线上销售 和 线下销售； 

来  源：指订单的来源，此项在【电子商务】→【电子商务】→来源 字段里面

可设置； 

填单者账号：填单坐席所属的账号； 

填单者工号：填单坐席的工号； 

最后修改日期：订单最后一次的修改日期； 

创建日期：订单创建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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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信息：快递公司、快递公司电话、单号、快递员、快递员手机 

 

 

 

修改完成后，点击【返回】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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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历史订单 

左侧管理列表 【电子商务】→【历史订单】，进入下图所示知识库页面： 

 

模块功能：查看、编辑历史订单的信息。所谓历史订单，是指超过【系统设置】

→【系统设置】→【大数据处理】→【电子商务数据保留时间】 中设置的时间，

订单便会从 近期订单 到 历史订单 中。 

 

此模块的操作请参考【电子商务】→【近期订单】，此处不做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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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近期售卖记录 

左侧管理列表 【电子商务】→【近期售卖记录】，进入下图所示知识库页面： 

 

模块功能：在此页面可以查看 近期订单 中所购买的产品信息。 

 

订单是标识一次购物经历，一次购物可能会买多个产品，订单下所购买的产品信

息详情，记录在此表中。 

近期售卖记录与历史售卖记录是相对而言的，依据【系统设置】→【大数据处理】

→【电子商务数据保留时间】，进行数据划分。保留时间以内的数据我们称为近

期记录，超过保留时间的数据称为历史记录。 

 

通过页面上部红色框内的下拉框，可以选择要查询的电子商务，进一步查看该电

子商务下的近期售卖记录，如下图： 

 

双击页面列表中的一条记录，打开查看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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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编号：当前产品所属订单的编号； 

模  块：标识订单是由哪个模块添加的； 

模块业务：标识订单是由哪个模块下的业务添加的； 

客  户：购买产品的客户； 

产  品：产品下单时，所买产品的名称； 

购买数量：购买数量； 

单  价：购买产品时的单价； 

原  价：购买数量*单价； 

优惠金额：在原价基础上进行的优惠额度； 

应收总额：原价-优惠金额； 

帐  号：显示坐席所属的帐号，标识订单是由哪个坐席创建的； 

坐  席：显示坐席工号，标识订单是由哪个坐席创建的； 

更新时间：产品售卖记录的更新时间； 

创建时间：产品售卖记录的创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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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历史售卖记录 

左侧管理列表 【电子商务】→【历史售卖记录】，进入下图所示知识库页面： 

 

模块功能：在此页面可以查看 历史订单中所购买的产品信息。 

所谓历史售卖记录，是指超过【系统设置】→【系统设置】→【大数据处理】→

【电子商务数据保留时间】中设置的时间，记录便会从 近期售卖记录 到 历史

售卖记录 中。 

 

 

此模块的操作请参考【电子商务】→【近期售卖记录】，此处不做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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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我的订单 

左侧管理列表 【电子商务】→【我的订单】，进入下图所示知识库页面： 

 

模块功能：查看自己订单情况，作为管理员可以用【电子商务】→【线下销售】

进行补单操作，所形成的订单就会在此模块进行查看。 

 

首先选择要查看订单所属的电子商务，再搜索进行查看。并且分为：近期订单 和 

历史订单。 

 

此模块的操作请参考【电子商务】→【近期订单、历史订单】，此处不做详细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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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自定义字段 

左侧管理列表 【电子商务】→【自定义字段】，进入下图所示知识库页面： 

 

模块功能：为了满足电子商务的需要，我们经常要为 订单表 和 产品表 增加一

些字段，以满足数据录入，此时你可以进入此模块进行设置。本页面可以为 订

单表 和 产品管理的产品表 页面进行字段添加。 

点击【添加】按钮，打开自定义字段添加页面： 

 

团  队：为此团队下的电子商务的表添加字段。 

电子商务：为该电子商务下的目标表添加表字段。 

目标表：将自定义字段添加到此目标表中。 

字段类型：选择要添加字段的类型。 

字段名称： 

默认语种： 

字段多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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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对数据进行保存。双击新增数据，可进行编辑： 

 

黑色字体表示可以修改，灰色字体表示不可以修改。 

还可以为【电子商务】→【物流地区】和【电子商务】→【线下销售】中的 省

份、城市 字段添加关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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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物流地区 

左侧管理列表 【电子商务】→【物流地区】，进入下图所示知识库页面： 

 

模块功能：进行订单物流地区的管理。 

 

点击【添加】按钮，进入物流地区的编辑页面： 

 

区域名称：物流地区的名称，用以识别和管理； 

团  队：该物流地区归哪个团队管理； 

仓  库：该物流地区所属的仓库； 

备  注：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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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组：设置此物流地区归哪个坐席组管理； 

负责坐席：由坐席组内的哪个(些)坐席负责该物流地区； 

省  份：物流地区的所在省份； 

城  市：物流地区的所在城市； 

管辖地区：对此物流地区范围进行管辖； 

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按钮，页面中便可显示新增数据，双击可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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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0 线下销售 

左侧管理列表 【电子商务】→【线下销售】，进入下图所示知识库页面： 

 

模块功能：线下销售是相对于 外呼营销、呼入客服等 线上销售而言的。 

 

首先，选择电子商务： 

 

框 1：选择电子商务； 

框 2：用来搜索欲购商品，用来缩小搜索范围，其中条形码是最准确的搜索； 

框 3：搜索到的符合条件的商品； 

 

其次，点击 按钮，将商品加入购物车。同时，在下面会呈现出与之“相

关的商品”，例如：将牛奶加入购物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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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4：表示已经加入购物车的商品。若选错或客户不想购买，点击【取消】按钮； 

框 5：自动呈现出来的“相关商品”； 

最下面是对订单信息的填写： 

 

数据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订单】按钮，对订单进行保存。 

 

若想查看订单信息，可到【电子商务】->【近期订单】 或者 【电子商务】->

【我的订单】中双击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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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库存管理 

25.1 仓库管理 

左侧管理列表 【库存管理】→【仓库管理】，进入下图所示知识库页面： 

 

模块功能：对电子商务中的物流仓库(包括：总库和分库)进行管理。 

 

点击【添加】按钮，打开仓库添加页面： 

 

仓库名称：物流仓库的名称，方便管理和标识仓库； 

团  队：设定该仓库所属哪个团队； 

仓库类型：仓库的类型，分为 总库和分库； 

      总库：在【库存管理】->【仓库管理】中，可以与所有分库进行调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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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库：在【库存管理】->【仓库管理】中，可以与总库进行调库操作，但

不可以与分库进行调库； 

备  注：对该仓库的附加描述； 

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按钮，在此页面可以看到新增数据，双击可进行编辑： 

 

 

在“基本资料”中，可以看到当前仓库中的产品信息。与添加时不同的是：多了

一个“仓库日志”的标签，此标签下，记录着【库存管理】->【入库】中，对此

仓库中产品的一系列操作日志。 

点击 按钮，可对此库中的产品进行调库操作。其中，总库可以调库产品给

所有分库。而分库只能调库产品给总库，而不能给分库。 

 

 

 

 

 

 



                                         Astercc使用说明书    第 513页 

 

25.2 入库 

左侧管理列表 【库存管理】→【入库】，进入下图所示知识库页面： 

 

模块功能：对产品进行入库管理和操作。 

 

点击【添加】按钮，打开添加入库界面： 

 

团  队：选择产品进入的仓库所属的团队； 

商务体系：选择对应团队下的电子商务； 

产  品：选择对应电子商务下的产品； 

数  量：入库产品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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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单位：入库产品的计量单位； 

总  价：入库产品的总价； 

货物供应商：入库产品的供应商； 

状  态：产品的入库状态，分为 新建、已付款、已到货、已入库、退货； 

仓库名称：选择产品要入到哪个仓库中，此处选择的仓库属于总库类型； 

备  注：对本次入库操作的特殊标记； 

 

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按钮，在页面中可以看到新增数据，双击可进行编辑： 

 

黑色表示可修改，灰色表示不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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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仓库日志 

左侧管理列表 【库存管理】→【仓库日志】，进入下图所示知识库页面： 

 

模块功能：记录各个仓库的产品流向，比如：进货、调库、客户下单 等动作。

方便查询和管理。 

 

此模块没有添加、删除的功能，只可以根据条件搜索和查看仓库记录，可对记录

里的“支付状态”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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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财务录入 

左侧管理列表 【库存管理】→【财务录入】，进入下图所示知识库页面： 

 

模块功能：对仓库产品的账款进行财务账单的录入。 

 

 

 

账单类型：该账单的类型，分为 收款、付款 和 退款； 

支付方式：对账款的支付方式，分为 银行 和 现金，假如选择了银行支付，则

下方会出现“银行信息”，包括 收款方 和 付款方的信息； 

金  额：支付或收取的账款金额； 

到账日期：款项到账的日期； 



                                         Astercc使用说明书    第 517页 

 

原  因：标明此账单用途、原因等； 

 

 

业务对象：根据条件来搜索，并查看可以对哪些业务进行清算。 

团  队：选择查看哪个团队下的业务； 

仓  库：选择查看哪个仓库的业务； 

电子商务：业务所属的电子商务； 

对象类型：业务对象的类型，分为 订单、入库 和 调库； 

ID：具体业务的 ID； 

订单编号：具体业务订单的编号； 

支付状态：业务的支付状态，分为 未支付、部分支付、全额支付； 

发起动作：发起动作与“对象类型”相对应，分为 出货仓库变更、进货 和 调

库，分别与 订单、入库 和 调库 对应； 

创建日期：业务的创建日期范围； 

 

选择好搜索条件后，点击【搜索】按钮，便可以看到产品业务对象的 发起动作、

货款、支付状态 等信息。 

 

注意：财务录入中的 账单类型 与业务对象中的 对象类型是相互对应的。例如：

对象类型为 入库，那么账单类型为 付款，才会找到业务对象。这样做的目的是

避免财务录入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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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财务日志 

左侧管理列表 【库存管理】→【财务日志】，进入下图所示知识库页面： 

 

模块功能： 对库存管理中，财务录入进行记录，可对记录日志进行 查看、编辑、

删除 操作。 

 

双击记录，可对其进行编辑： 

 

黑色表示可修改，灰色表示不可修改。 

可对记录进行删除操作，首先打勾选中，再点击删除按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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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微信 

26.1 微信帐号 

左侧管理列表 【微信】→【微信帐号】，进入下图所示知识库页面： 

 

 

模块功能： 

 

使用呼叫中心微信模块，需具备以下条件  

1.呼叫中心系统拥有外网，且页面访问地址为 80端口。 

2.呼叫中心系统已安装微信模块，并取得至少 1个帐号的授权。 

3.拥有微信公众平台服务号，通过 V认证(微信需要收 300元认证费)。 

对接步骤： 

1.进入呼叫中心服务器执行 vi /etc/astercc.conf 设置微信模块参数，如果配

置文件中无下述参数，请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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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x_token：与微信公共平台对接时的验证码，对应微信平台开发模式的 Token

参数。 

wx_log：呼叫中心微信日志目录，呼叫中心收到微信消息后会记录日志在此目录

下。 

 

2.进入微信公众平台开发者中心页面，开启高级开发者模式，按要求填写如下参

数： 

 

URL：填写呼叫中心微信接入程序访问地址，http://呼叫中心地址/wechat； 

Token：填写 weixin （即第一步设置的 wx_token）； 

 

3.进入微信公众平台开发者中心页面，找到接口权限列表，开启并获得下列接口

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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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用户消息、向用户回复消息、接受事件推送、会话界面自定义菜单、语音识

别、客服接口、获取用户地理位置、获取用户基本信息、上传下载多媒体文件。  

 

4.将微信公众平台提供的微信帐号原始 ID,AppId、AppSecret填写到呼叫中心微

信帐号中，进行绑定。点击【添加】按钮，打开微信账号添加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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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原始 ID：进入微信公众平台公众号设置页面，找到“原始 ID”项；  

 

AppId、AppSecret：进入微信公众平台开发者中心页面，在“开发者 ID”栏下

找到这两个参数； 

 

坐席组：当客户通过微信发起“在线客服”时，由此组的坐席为客户提供服务； 

坐席同时最大接待量：一个坐席同时可以为几个客户提供“在线客服”服务； 

关注时回复：当有新客户关注微信公众号时，系统第一次推给客户的消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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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为公司业务介绍或公众号服务范围； 

结束时回复：“在线客服”服务结束后，系统推送给客户的文字消息。一般为结

束服务告知，感谢语等； 

非客服时回复：客户在微信中未通过“在线客服”，而是直接向微信发送消息时，

系统自动发送此文字消息给客户。一般为提醒使用在线客服或公司服务介绍。  

描  述：用于备注此微信公众号。  

5.进入呼叫中心坐席组管理页面，为第四步中涉及到的坐席组设置媒体属性。 

 

媒体接入属性是指当有微信“在线客服”接入到呼叫中心系统时，应该让何种状

态的坐席为客户提供服务。  

仅空闲或媒体：由空闲（未暂停，未通话）坐席或正在处理媒体坐席服务。  

无限制：忽略坐席状态，即不管坐席是否暂停，是否在通话，只要坐席同时处理

媒体数量未达上限，即被接入。  

6.进入呼叫中心系统微信菜单页面，进行自定义菜单设置，创建一个“在线客

服”按钮，其 key值为 online_customer_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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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设置可参考【微信】->【微信菜单】。 

7.设置好上述内容后，登录一个微信服务组的坐席，并签入。 

用你的手机关注此微信公众号，点击“在线客服”，开始体验吧！  

客户可以向我方发送文字消息，图片消息，语音消息，地理位置消息。  

坐席可以在工作平台通过聊天会话框看到文字消息，图片，地理位置，收听语音。  

我方坐席目前只能回复给客户文字消息。  

“在线客服”会话建立后，如果三分钟内坐席与客户互相未说话，系统会自动终

止此会话。  

会话终止后，坐席将无法再向此客服主动发送消息。  

会话终止后，客户将收到评分消息，回复评分后，客户才可再次使用“在线客户”

服务。  

坐席完成与客户会话后，可根据实际情况，在聊天框内可主动结束此次会话。  

 

效果图： 

有客户点击了微信的“在线客服”，坐席端收到弹窗提醒： 

 

坐席收到客户发送的语音消息： 

http://wiki.astercc.org/doku.php?id=zh:模块使用说明:微信:微信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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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席收到客户发送的图片消息： 

 

客户端手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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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tercc使用说明书    第 528页 

 

26.2 微信菜单 

左侧管理列表 【微信】→【微信菜单】，进入下图所示知识库页面： 

 

模块功能：完成呼叫中心微信账号与微信公众平台对接后，进入此页面，进行自

定义菜单设置。 

 

按照微信要求，你需要注意如下事项： 

目前微信菜单最多包括 3个一级菜单，每个一级菜单最多包含 5个二级菜单。  

一级菜单最多 4个汉字，二级菜单最多 7个汉字，多出来的部分将会以”…“代

替。  

请注意，编辑菜单后，由于微信客户端缓存，需要 24 小时微信客户端才会展现

出来。  

建议测试时可以尝试取消关注公众账号后再次关注，则可以看到创建后的效果。  

 

如何设置一个"在线客服"按钮？ 

首选，选择一个微信帐号，点击菜单管理旁的”+“按钮，创建一个一级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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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菜单建立后，选择此菜单，在右侧动作区为此菜单设置 KEY 值

online_customer_service 

 

最后，点击【发布】按钮，向微信生效此菜单。 

 

设置一个按钮，客户点击后，可以在微信里展示一个网页： 

首先，创建一个菜单，为此菜单设置动作，动作类型为跳转到网页。 

 

 

设置一个按钮，客户点击后，自动回复一段文字消息： 

首先，创建一个菜单，为此菜单设置动作，动作类型为发送消息。  

其次，设置 key值，key值应是独一无二的，不要与其它按钮 key值重复。注意，

请不要使用 online_customer_service，此 key值为系统“在线客服”功能所保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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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保存动作，发布此菜单。 

 

如何修改菜单名称： 

首先，选中要修改的菜单，点击菜单旁的“笔形”按钮。 

其次，填写菜单新名称并保存。 

 

最后，发布菜单。 

 

如何删除菜单： 

首先，选中要修改的菜单，点击菜单旁的“垃圾箱”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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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确认删除，并发布菜单。 

 

如何调整菜单顺序： 

鼠标划过每个菜单时，菜单右侧均会出现“上”，“下”箭头型按钮。 

点击此按钮，对菜单顺序进行调整。 

 

调整完毕后，记得发布菜单。 

注意：你不必每个操作完成保存后，都去点击发布按钮，这样做会浪费你的时间。你可以把

菜单全部设置好，最后一起发布。但在离开此页面前，一定记得发布，不然就白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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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系统模块管理 

系统模块管理 

左侧管理列表【系统模块管理】，进入下图所示知识库页面： 

 

 

此页面分为四大部分：当前系统版本信息、系统升级、已安装模块、可安装模块。 

 

点击【获取升级信息】按钮，假如有新版本系统，则“系统升级”板块的“当前

系统”下方会有新版本提示。假如当前版本是最新版本，则会显示“当前系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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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版本，无需升级！” 

 

 

已安装模块：显示的是已经安装的应用模块信息，点击右边的“卸载”按钮，可

将该模块卸载掉。 

 

 

可安装模块：显示的是未安装的应用模块，点击右边的“安装”按钮，可将该模

块安装到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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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运行环境 

28.1 系统软件硬件要求 

①坐席端电脑要求(如下) 

 

浏览器： 谷歌浏览器，火狐浏览器 

计算机操作系统：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3 

Cpu：  酷睿 2双核即可 

内存： 2G以上 

硬盘： 80G以上 

软件：Excel2003标准版 

 

 

②服务器要求(如下) 

 

 系统：CentOS release 5.3 (Final) 

Cpu：Intel(R) Xeon(R) CPU E5504以上 

 内存：8G以上 

 硬盘：320G以上 

软件：mysql5.0以上版本，php5.0以上版本，Astercc呼叫中心系统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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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联系我们 

29.1 联系我们 

Sonicwell 科技公司 

电  话：(86) 411-84170201 

传  真：(86) 411-84170201 

电子邮箱：solo@sonicwell.com 

邮  编：116023 

地  址：辽宁省大连市高新园区万达广场 SOHO 3号楼 0617室 

地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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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附 

30.1 软电话配置 

通过 eyeBeam，来介绍下桌面软电话的简单配置过程 

启动 eyeBeam 后  在软电话界面上右键  单击“SIP Account Setting”见到下

图 

 

点击 Add 添加一条新的线路信息 

 

把设置的分机信息填入其中   

User name：填写分机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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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word：填写分机的密码 

Domain：填写系统的主机地址  

填写完毕后保存。 

 

见到软电话屏幕上显示 Ready  代表软电话已经连到主机了。 

进入后台  PBX管理→分机管理界面 

 

如果看到状态值处显示着 OK(延迟数 ms)证明我们软电话配置成功了，否则失败。

延迟数越小，话质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