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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在预警宣传系统中的应用方案 
 

需求背景： 

1.某气象台，希望在有台风警告时，通过 PBX 给指定客户打电话，并且播报指

定的语音（如果有需要可以拨指定按键转座席） 

2.某呼叫中心应用，需要呼叫指定人员，给对方播报公司新产品，并且可以按

“0”键转到座席 

要求：1.要可方便的更换预警语音内容 

   2.通过通话记录（通话事件报告），确认对方是否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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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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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接预警，可以不需要状态监控 

http://www.yeasta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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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配置外线、呼出路由，略过 

需要有外线资源，分机要可以呼叫外部电话，如下图的分机 500 等可以使用中

继 SPS66 呼出 

 

3.配置 IVR，我们会使用这个 IVR 外呼，给外部被叫播放这个语音： 

1）上传要播放的语音，点击上传， 

http://www.yeasta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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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通过 FTP 上传录音文件： 

路径，如下图：/ysapps/pbxcenter/var/lib/asterisk/sounds/record/ 

 

 2）创建 IVR，并且选择 IVR 需要使用的语音文件 

http://www.yeasta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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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户接听后可以按单码转座席，如下设置，按 0转销售队列，人工接听： 

 

二、对接说明： 

1.如何开启 API 以及通话记录等基本对接说明，请查阅“如何启用 API 进行指

令交互以及接收通话记录等 PBX 事件”文档 

http://www.yeasta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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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 IVR 拨打外线 

通过本接口可通过 IVR 向外部电话发起呼叫，从而实现： 

⚫ 当外线接通后，向其播放语音文件。 

⚫ 检查外部电话输入的按键信息，且按键满足 IVR 配置的按键事件后，PBX 会

将按键信息报告给应用服务器。 

  注: 需采用分机呼出权限呼出。 

请求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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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sion}/iv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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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rid 是 Int IVR 号码。 

outto 是 String 呼出的外线号码 

fromext 是 String 采⽤哪个分机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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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yeasta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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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示例 

请求示例，请求通过 IVR 6500 拨打外线号码 10086，使用分机 1000 的路由权

限，1000 必须要有外呼的权限 

{ 

"ivrid": "6500", 

"outto": "10086", 

"fromext": "1000" 

} 

 

响应示例，请求成功，外线号码 10086 响铃 

{ 

"status": "Success", "callid": "1495698843.215" 

} 

 

3.‘通话被应答’报告 

当呼出的通话被应答时，PBX 会向应用服务器发送“通话被应答”报告。 

注意：如果是模拟外线，呼出的通话默认都是被应答的，如果要区分“应答”

或“未被应答”，需要模拟外线开通应答反极信号，并且在 PBX 上开通“应答

反极检测“。如果要准确的返回是否被应答，建议使用 E1 或 IMS 线路。 

”‘通话被应答’事件 

   报告参数 

名称 是否必

需 

类型 描述 

action 是 String 通话被应答事件。 

callid 是 String 该通通话的 id。 

ext 否 String 分机对象。 

extid 否 String 分机号。 

inboundid 否 String 来电编码或去电编码。 

http://www.yeasta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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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boundid 

outbound 

inbound 

否 String 对象参数 

from 否 String 主叫号码 

to 否 String 被叫号码 

trunk 否 String 使用哪条中继 

sn 是 String PBX 的 SN 码。 

应答后 PBX 的推送内容： 

{"action":"ANSWERED","callid":"1550482241.1718","call":[{"outbound":{

"from":"1500","to":"10086","trunk":"SPS66","outboundid":"1550482241.1

720"}}],"sn":"369463246239"} 

 

4.语音播放结束报告： 

通过记录这个世间，可以知道客户是否完整的听完了语音 

{"action":"PlayPromptEnd","callid":"1550482241.1718","call":[{"outbou

nd":{"trunk":"SPS66"}}],"ivr":{"ivrid":"1500"},"playtonum":"10086","s

n":"369463246239"} 

5.通话记录报告： 

{"action":"NewCdr","callid":"1550482241.1718","timestart":"2019-02-18 

17:30:41","callfrom":"1500","callto":"10086","desttrunkname":"SPS66",

"callduraction":"24","talkduraction":"20","status":"ANSWERED","type":

"Outbound","recording":"20190218173045-1550482241.1719-6368-10086-

Outbound.wav","sn":"369463246239"} 

 

http://www.yeastar.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