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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在呼叫系统中应用方案 
 

方案背景： 

客户需求： 

1.外线呼入到队列，队列内座席分机话务均衡（ACD） 

2.座席响铃要有弹屏 

3.座席挂断电话后转满意度调查 

4.可以一键呼叫外部电话 

5.座席迁入、迁出、可以置闲置忙 

具体方案： 

如果您第一次使用朗视 API 接口，请先查看文档“如何启用 API 进行指令交互

以及接收通话记录等 PBX 事件” 

一、PBX 配置 

1.开启 API 接口 

    1).  登录 PBX 网页，进入 配置→PBX→常规设置→二次开发接口。 

    2).  勾选 启用。 

    3).  设置用户名和密码，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注: 此处的用户名和密码是第三方应用通过 API 连接到 IPPBX 时所要用到的

用户名及密码（注意登录时，密码要 md5 加密）。 

  4).  选择是否监控分机的状态。 当该分机状态有变更时（如：分机状态

从忙变为空闲），API 会主动向第三方应用发送分机状态变更的事件报告。 

以下 

http://www.yeasta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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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是否开启中继状态监控。 

6）来电接听控制 

7）呼入目的地控制 

2.设置队列 

1）根据实际情况使用固定座席或者动态座席，动态座席可以通过 API 迁入、迁

出（上下班），建议使用动态座席。 

2）响铃策略依据实际需求，一般是使用话务平均分配（ACD），选择最少被叫

响铃、或者最少应答响铃 

 

二、对接说明： 

 注: 请求地址中的{api version}， 必须在 API 版本号前加小写字母“v”，

如：v1.1.0 

1.一键呼叫外部电话，分机呼叫外线 

拨打外线号码 

通过本接口可以让分机向外线发起呼叫，从而使两者能够建立通话。（此接口

只适用呼叫外线电话）。 

http://www.yeasta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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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通过呼出路由呼出，所以该分机必须要有使用该呼出路由的权限。 

⚫ 发送分机拨打外线请求后，分机先响铃（可设置自动应答），摘机后，再

拨打外线。 

请求地址 

https://{pbx ip}:{https port}/api/{api 

version}/extension/dial_outbound?token={token} 

 

请求参数 

名称 是否

必需 

类型 描述 

extid 是 Int 分机号。 

outto 是 String 要拨打的外线号码。 

autoanswer 否 String 是否⾃动接听(只针对 SIP 线路有效，

且需要话机⽀持，此参数不带则默认

为不⾃动应答) 

•       yes：是。 

•       no：否。 

响应参数 

名称 是否必需 类型 描述 

status 是 String 请求状态： 

•       Success：

请求成功。 

•       Failed：

请求失败。 

请求成功 

callid 否 String 该通通话的 id。 

请求失败 

http://www.yeasta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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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no 否 String 错误代码。 

请求示例 

{"extid": "1002","outto": "13779912345","autoanswer": "no"} 

请求让分机 1002 拨打外线号码 13779912345，请求成功： 

{"status": "Success", "callid": "1495710387.333"} 

 

2.分机呼叫分机： 

通过本接口可以让一个分机呼叫另一个分机，从而使两者能够建立通话。发送

分机 A拨分机 B 的请求后，分机 A 先响铃（可设置自动应答），摘机后，分机

B响铃。 

请求地址 

https://{pbx ip}:{https port}/api/{api 

version}/extension/dial_extension?token={token} 

请求参数 

名称 是否必

需 

类型 描述 

caller 是 String 主叫分机。 

callee 是 String 被叫分机。 

autoanswer 否 String 是否⾃动接听(只针对 SIP 线路有效，

且需要话机⽀持，此参数不带则默认

为不⾃动应答) 

•      yes：是。 

•      no：否。 

响应参数 

名称 是否必需 类型 描述 

status 是 String 请求状态： 

•      Success：请求

http://www.yeasta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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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 

•      Failed：请求

失败。 

请求成功 

callid 否 String 该通通话的 id。 

请求失败 

errno 否 String 错误代码。 

请求示例 

分机 1005 呼叫分机 1006 

{"caller": "1005","callee": "1006", "autoanswer": "no"} 

响应： 

{"status": "Success", "callid": "1547397927.431"} 

 

3.自动外呼电话，接通后自动转给队列座席。 

队列外呼，PBX 会自动拨打外线号码，当外线被接听后，PBX 会将这通电话转接

到指定的队列。 

  注: 

⚫ 需采用某个分机的路由权限呼出。 

⚫ 呼叫的外线号码要符合呼出路由的规则。 

请求地址 

https://{pbx ip}:{https port}/api/{api 

version}/queue/dial_outbound?token={token} 

  注: 请求地址中的{api version}， 必须在 API 版本号前加小写字母“v”，

如：v1.1.0 

请求参数 

名称 是否必

需 

类型 描述 

queueid 是 Int 队列号码。 

http://www.yeasta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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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to 是 String 要拨打的外线号码。 

fromext 是 String 采⽤哪个分机的呼 ft路由权限。 

响应参数 

名称 是否必需 类型 描述 

status 是 String 请求状态： 

•      Success：请求成

功。 

•      Failed：请求失

败。 

请求成功 

callid 否 String 该通通话的 id。 

请求失败 

errno 否 String 错误代码。 

请求示例，使用分机 1000 的外呼权限，接通后转给队列组 6700： 

请求让 PBX 使用分机 1000 的权限，自动拨打外线号码 13779912345。如果外线

用户接听后，将这通电话转接给队列 6700，建立队列 6700 成员与外线用户

118396210850 的通话。 

{"queueid": "6700","outto": "13779912345","fromext": "1000"} 

响应示例 

{"status": "Success", "callid": "1495698843.215"} 

 

4.队列的相关操作： 

1）查询队列状态 

查询队列坐席的状态，可以了解当前坐席的忙碌状态，以及外线的等待个数等 

请求地址 https://{pbx ip}:{https port}/api/{api 

version}/queuestatus/query?token={token} 

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名称 是否必 类型 描述 

http://www.yeasta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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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queueid 是 Int 队列号码 

名称 是否必需 类型 描述 

status 是 String 请求状态： 

•      Success：请求

成功。 

•      Failed：请求失

败。 

请求成功 

queues 否 Object 队列。 

queuenumber 否 Int 队列号码。 

queuestatus 否 Object 队列状态。 

callercount 否 Int 当前队列等候⼈数。 

members 否 Object 队列成员。 

agent 否 Int 坐席号码。 

agentstatus 否 Int 坐席状态 

•      0-Unknown 

•      1-Not In Use 

•      2-In Use 

•      3-Busy 

•      4-Invalid 

•      5-Unavailable 

•      6-Ringing 

•      7-In Use 

Ringing 

•      8-On Hold 

•      9-Paused 

请求失败 

http://www.yeasta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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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no 否 String 错误代码。 

请求示例，查询队列 6700 的坐席状态。 

{"queueid": "6700"} 

响应示例 

{"status":"Success","queues":[{"queuenumber":"6700","queuestatus":[{"

callercount":"0","members":[{"agent":"6368","agentstatus":"1"},{"agen

t":"6505","agentstatus":"1"}]}]}]} 

 

2）动态座席签入签出 

请求地址 

https://{pbx ip}:{https port}/api/{api 

version}/queue/add_dynamicagent?token={token} 

请求参数 

名称 是否必

需 

类型 描述 

queueid 是 Int 请求时的队列号码。 

extid 是 Int 动态坐席的号码。 

password 否 Int 队列的密码。 

响应参数 

名称 是否必需 类型 描述 

status 是 String 请求状态： 

•       Success：请求成

功。 

•       Failed：请求失

败。 

请求失败 

errno 否 String 错误代码。 

 请求示例，请求将坐席 1000 签入队列 6700，队列的密码为 6700123。 

http://www.yeastar.cn/


                                                  API 在呼叫中心系统的应用 

厦门朗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592-5503309  传真： 0592-5503307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63-2 号 501 单元                        网址： http://www.yeastar.cn 

{"queueid": "6700","extid": "6368","password": "6700123"} 

响应示例，签入成功 

{"status": "Success"} 

3）签出队列 

通过此接口，可以将指定动态坐席签出指定队列。 

请求地址 

https://{pbx ip}:{https port}/api/{api 

version}/queue/del_dynamicagent?token={token} 

 注: 请求地址中的{api version}， 必须在 API 版本号前加小写字母“v”，

如：v1.0.3。 

请求参数 

名称 是否必

需 

类型 描述 

queueid 是 Int 请求时的队列号码。 

extid 是 Int 动态坐席的号码。 

password 是 Int 队列的密码。 

响应参数 

名称 是否必需 类型 描述 

status 是 String 请求状态： 

•       Success：请求成

功。 

•       Failed：请求失

败。 

请求失败 

errno 否 String 错误代码。 

请求示例，请求将坐席 6368 签出队列 6700；队列的密码为 6700123。 

{"queueid": "6700","extid": "6368","password": "6700123"} 

 

http://www.yeasta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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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暂停坐席服务 

暂停某个坐席的服务。坐席被暂停之后，队列将不会分配新来电给座席 

请求地址 https://{pbx ip}:{https port}/api/{api 

version}/queue/pause_agent?token={token} 

 

名称 是否必

需 

类型 描述 

queueid 是 Int 请求时的队列号码。 

extid 是 Int 坐席的号码。 

名称 是否必需 类型 描述 

status 是 String 请求状态： 

•       Success：请求成

功。 

•       Failed：请求失

败。 

请求失败 

errno 否 String 错误代码。 

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请求示例，请求暂停坐席 1000 的服务 

{"queueid": "6700","extid": "6368"} 

5）恢复坐席服务 

恢复某个坐席的服务。坐席被恢复之后，队列会继续给座席分配来电。 

请求地址 https://{pbx ip}:{https port}/api/{api 

version}/queue/unpause_agent?token={token} 

请求参数 

名称 是否必

需 

类型 描述 

queueid 是 Int 队列号码。 

http://www.yeasta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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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id 是 Int 坐席号码。 

响应参数 

名称 是否必需 类型 描述 

status 是 String 请求状态： 

•       Success：请求成

功。 

•       Failed：请求失

败。 

请求失败 

errno 否 String 错误代码。 

请求示例，请求恢复坐席 1000 的服务 

{"queueid": "6700","extid": "1000"} 

5.来电弹屏，获取响铃报告实现弹屏： 

响铃报告 

当分机响铃时，PBX 向应用服务器发送响铃报告 

报告参数 

名称 是否必

需 

类型 描述 

action 是 String RING 响铃事件。 

callid 是 String 该通通话的 id。 

ext 否 String 分机对象。 

extid 否 String 分机号。 

inbound 

outbound 

否 String 对象参数。 

inboundid 

outboundid 

否 String 外线来电编号或外线去电编号。 

from 否 String 来电的原始主叫号码。 

http://www.yeasta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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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否 String 来电的原始被叫号码。 

trunk 否 String 通过哪条中继呼入。 

sn 是 String PBX 的 SN 码。 

报告示例： 

外线号码 13779912345 呼入，分机 6368 响铃： 

{"action":"RING","callid":"1551087728.2537","call":[{"ext":{"extid":"

6368"}},{"inbound":{"from":"13779912345","to":"6368","trunk":"spstrun

k","inboundid":"1551087728.2537"}}],"sn":"369463246239"} 

 

6）接收满意度调查事件： 

a.当外线呼入到队列，座席接听完挂断电话，通话会自动进入满意度调查提示

（比如：“满意请按 1，不满意请按 2”，按按会自动挂机），外部电话可以按

单码（DTMF 码）进行满意度评价。PBX 开启配置： 

 

b.外部电话听到满意度调查，按单码按键（DTMF），PBX 主动向应用服务器发

送满意度调查的结果。 

报告参数 

名称 是否必

需 

类型 描述 

action 是 String 满意度调查事件。 

surveyresult 是 String 满意度调查按键结果。 

callid 是 String 该通通话的 id。 

sn 是 String PBX 的 SN 码 。 

 报告示例 

http://www.yeasta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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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satisfaction", "surveyresult": "1","callid": 

"1547396435.415","sn": "369362089179"} 

 

5.其他更多的 API 功能可以参考 API 使用手册 

比如：强拆、监听、通话保持、恢复通话、静音/取消静音、转接电话等等 

S系列 API: https://help.yeastar.com/zh-cn/s-

series/topic/api_guide.html 

云的 API：https://help.yeastar.com/zh-

cn/cloudpbx/topic/api_guide.html 

 

 

http://www.yeasta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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