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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注意事项

 注:

• 呼叫中心服务端软件需要安装在 Windows Server 2008 及以上版本。

最低配置要求：I5-CPU，主频3.0以上；内存： 8G；硬盘： 1T。

• 先关闭杀毒软件、安全卫士等软件，再开始安装呼叫中心服务端软件。
• 朗视 S20 和 S412 不支持对接呼叫中心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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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启用 PBX 的二次开发接口

1. 登录 PBX 的网页界面，进入  PBX→常规设置→二次开发接口，勾选 启用。
2. 填写二次开发接口的 用户名 和 密码 。

 注: 呼叫中心服务端需要使用这个用户名和密码与 PBX 对接。

3.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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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修改 Windows Server 服务器设置

1. 右键点击 计算机，选择 属性，进入 高级系统设置→性能。
2. 点击 设置 打开 性能选项 窗口。
3. 进入 数据执行保护 页面，选中 仅为基本 Windows 程序和服务启用 DEP（T） 。

4. 点击应用，保存设置并重启服务器。

5



第三步、安装服务端软件

1. 双击呼叫中心服务端软件的安装包。
2. 点击 立即安装。

等待软件安装。

3. 安装过程中，提示安装 Microsoft Visual C++ 2008 Redistributable 程序时，根据向导提示完成安装。

4. 安装过程中，提示安装 Microsoft Visual C++ 2012 Redistributable (x86) 程序时，根据向导提示完成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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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装过程中，提示安装 Microsoft Visual C++ 2015 Redistributable (x86) 程序时，根据向导提示完成安装。

6. 在安装界面，点击 安装完成。

桌面上出现 4 个应用：呼叫中心服务器端、呼叫中心配置、phpStudy 和 websocket。

7



第四步、配置 phpStudy 参数

1. 双击 phpStudy 应用。

2. 选择 系统服务 。

3. 点击 其他选项菜单，选择 站点域名管理。

4. 配置本服务器的 IP 地址和 HTTP 端口，点击保存设置并生成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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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返回 phpStudy 主界面，点击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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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配置呼叫中心参数

配置呼叫中心参数，使呼叫中心软件与 PBX 建立连接。

1. 双击 呼叫中心配置 应用。

2. 填写呼叫中心配置参数。

配置项 说明

IPPBX 事件接收地址

填写本服务器的 IP 地址。

• 如果服务器与 PBX 在同一局域网内，填写服务器 IP 地
址。

• 如果服务器与 PBX 不在同一局域网内，填写外网 IP 地址
或域名（需要做映射）。

IPPBX 地址 填写 PBX 的 IP 地址。

IPPBX ⽤户名 填写 PBX 的⼆次开发接⼝⽤户名。

IPPBX 密码 填写 PBX 的⼆次开发接⼝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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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 说明

IPPBX 端⼝

填写与 PBX 通信的服务器 HTTP 端⼝，默认使⽤ 80(如果服务
器处于外⽹，则填写映射的端⼝)。

 注: 请确保 PBX 启用了 HTTP 协议访问。

API 版本号
填写与 PBX 固件版本相对应的 API 版本号：

• 30.10.0.59 及以上版本填写 API 版本号：v1.1.0。

客户端域名

填写客户端登录呼叫中⼼的地址。

• 如果客户端与服务器在同一局域网内，填写服务器 IP 地
址。

• 如果客户端与服务器不在同一局域网内，填写外网 IP 地
址或域名（需要做映射）。

域名端⼝

填写与服务器通信的客户端 HTTP 端⼝，默认使⽤ 80 (如果客
户端处于外⽹，则填写映射的端⼝)。

 注: 端口设置需要与 phpStudy 参数 (page 8)设置
的端口号一致。

3. 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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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激活呼叫中心软件

你需要联系朗视购买注册码，激活呼叫中心软件，才能使用更多呼叫中心功能。

 注: 呼叫中心软件的试用期为 1 个月，5 个座席。

购买注册码之后，根据以下步骤激活呼叫中心软件。

1. 双击 呼叫中心配置 应用。

2. 取消勾选 试用软件，填写注册码。

3. 点击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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