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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叫中心管理员指南

关于本指南

本指南旨在帮助你了解和使用朗视网页版呼叫中心，实现呼叫管理， 客户管理，质检考评管理等功能。

读者对象

本手册介绍呼叫中心的基础应用功能及高级管理功能，适用于呼叫中心管理员。

4



入门

本节旨在介绍如何登录/登出呼叫中心系统，了解用户界面布局。

呼叫中心简介

朗视网页版呼叫中心是一款基于计算机电话集成技术（CTI）和云计算技术，集成电话、移动电话、在线客服等多种
通讯方式的一体化企业综合信息服务系统平台。呼入型为主的朗视呼叫中心，很好的融合了朗视 PBX 电话系统，可
以完美的为中小心呼叫中心提供服务。

优势

配置灵活：无需安装客户端软件。

功能齐全：集成 CRM 服务、自带工单、订单系统，以及灵活的班长管理、队列管理等。

操作简单：可通过浏览器直接登录呼叫中心，模块化的交互界面，无需专业技能即可轻松上手。

部署灵活：硬件和云两种部署方式，适用于集中式或分布式项目。支持 API 接口，可直接对接已有系统。

登录呼叫中心系统

1. 打开浏览器，输入呼叫中心服务器地址。
2. 输入管理员账号、密码和分机号。

 注: 首次登录的管理员账号和分机号默认为 1001，密码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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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 登录。

呼叫中心首页概览

区域 说明

座席区 座席⼯作台：签入/签出 (page 11)、通话处理 (page 12)等操作。

功能区
快速管理和查阅客户信息、订单信息、通话录⾳、知识库、呼叫统计、文件，监
控外线和分机。

数据区
快速查阅今⽇通话情况：通话数量、通话时⻓、接通率、业绩，以及最近的通话
记录和联系⼈。

菜单区 功能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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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说明

设置区 呼叫中⼼⻚⾯设置：全屏、⻚⾯主题、菜单区侧边栏伸缩和刷新⻚⾯。

团队IM
座席内部即时聊天，实时安排工作，协调座席资源。

登出呼叫中心系统

1. 点击右上角的账号名称，选择退出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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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设置

使用默认账号和密码登录后，你需要修改登录密码和个人资料。

修改头像

1. 在首页的个人信息区域，点击上传图片。

2. 选择本地图片。

修改密码

首次登录时，默认密码为空。出于安全考虑，建议你修改账号密码。

1. 前往用户管理→ 修改密码。
2. 输入旧密码和新密码，点击立即修改。

修改个人信息

修改名称、分机号和座席分组。

1. 前往 用户管理→ 座席管理。
2. 在对应的账号后面，点击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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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修改名称及分机号。

 注: 请确保绑定的分机号已在话机上成功注册，否则无法进行话务处理。

9



话务处理

登录呼叫中心系统之后，你可以设置来电路由，以及是否使用第三方弹屏。你也可以签入呼叫中心进行座席工作，话
务处理等。

 重要: 请确保账号绑定的分机号已在话机端注册，否则无法进行话务处理。

设置来电路由

按客户类型或来电归属地来设置来电的目的地。两种方式二选一。

按客户属性配置来电路由

你可以根据来电客户的类型，将不同客户的来电分配给不同的座席或队列。如果客户有分配固定的对接座席，你可以
设置将该客户优先转接给对接的座席，或优先将该客户分配给最后通话的座席。

1. 前往 数据配置→ 来电路由→ 按客户属性。
2. 勾选 启用电话呼入路由。
3. 勾选 按客户属性转接，选择来电优先转目的。

来电将优先转接给对接座席或最后通话的座席。

4. 点击 添加客户条件，选择客户类型及对应来电目的地。

来电将按照客户类型，分配给对应的人员处理。

5. 点击 修改。

按来电归属地配置来电路由

你可以根据来电来电归属地，将不同区域客户来电分配给对应的座席或队列。

1. 前往 数据配置→ 来电路由→ 按来电归属地。
2. 勾选 启用电话呼入路由。
3. 勾选按来电归属地转接。
4. 点击 添加省份条件，选择省份及对应的来电目的地。
5. 点击 修改。

设置来电弹屏

除了呼叫中心系统自动的弹屏方式，你也可以使用第三方系统的弹屏。

系统弹屏

客户来电或坐席主动呼出时，系统自动弹出客户资料，你可以在线编辑客户信息，创建客户工单、订单，老客户再次
来电时可以查看历史服务记录，提高座席服务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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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第三方弹屏

当有客户来电或坐席主动呼出时，会自动调取第三方客户管理系统内的客户数据，有效的解决与第三方客户管理系统
的对接问题。

1. 前往 数据配置→ 弹屏设置。
2. 勾选 开启第三方弹屏。
3. 输入弹屏 URL，如：http://url?

phone=13999999999&callid=-1&agentExt=1002&agentNumber=1002&agentQueue=6700。

 注: 第三方弹屏是系统会自带参数：

phone 来电或去电号码

callid 通话唯⼀编号

agentExt 座席分机

agentNumber 座席⼯号

agentQueue 座席⼯作组编号

签入/签出

签入

在座席区点击 签入，座席区显示当前状态为空闲后，你可以接听或拨打电话。

切换座席状态: 小休、培训、就餐、外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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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入呼叫中心后，暂时离开座位或短时间休息时，你可以点击右上角账号名称，将座席状态切换为 小
休、培训、就餐 或 外拨，切换后，座席状态显示红色图标，来电将自动分配给其他空闲座席。

签出

下班后，你可以点击 签出，签出后便无法接听或拨打电话。

处理通话

座席签入呼叫中心后，可以使用座席工作台拨打电话、挂断通话、保持/恢复通话和转接通话。

拨打电话

输入联系人号码，点击 呼叫。

挂断通话

在拨打电话时或与客户通话过程中，点击 挂机 则结束此次通话。

保持/恢复通话

如果在通话过程中，你需要咨询他人或处理其它对话，在不挂断通话的同时不希望用户听到本地的声音，你可以点击
保持 保持当前通话，客户将会听到默认系统提示音。点击 恢复 即可恢复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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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接通话

你可以将当前通话转接给其它队列、外部电话或其它空闲座席处理。

空闲座席状态显示绿色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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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列管理

根据通信服务器的队列设置，设置座席分组和座席，管理坐席角色和对应权限。

管理座席分组

根据 PBX 服务器的队列号码，在呼叫中心客户端设置座席分组。坐席可以分配到多个不同的分组中，每个分组服务
一个队列，每个队列服务不同的客户。

你可以按任务目标来设置分组，如咨询、订单、售后、投诉；也可以按地区来设置分组，如中国区、北美区、欧洲
区。本节旨在介绍如何添加、修改和删除座席分组。

添加座席分组

1. 前往 用户管理→ 分组管理，点击 添加坐席分组。
2. 输入分组名称、队列号码和分组序号。

 重要: 请确保输入的队列号码已在 PBX 服务器上设置。序号数字越小显示顺序越靠前。

3. 点击 保存。

编辑座席分组

1. 前往 用户管理→ 分组管理。
2. 选择要编辑的分组，点击 编辑。
3. 编辑分组信息后，点击 保存。

删除座席分组

1. 前往 用户管理→ 分组管理。
2. 选择要删除的分组，点击 删除。

管理座席角色

设置呼叫中心成员角色，每个角色赋予不同的操作权限。本节旨在介绍如何添加角色、分配权限和删除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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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角色

1. 前往 用户管理→ 角色管理，点击 添加角色。
2. 输入角色名称，点击 确定。
3. 点击灰色按钮开启相应权限。

删除角色

1. 前往 用户管理→ 角色管理。
2. 选择要删除的分组，点击 删除。

管理座席

管理当前呼叫中心中所有人员，包括座席和管理员。本节旨在介绍如何添加座席、修改座席信息、删除座席和重置座
席密码。

添加座席

1. 前往 用户管理→坐席管理，点击 添加座席。
2. 输入座席工号和座席姓名。
3. 选择座席归属的分组和座席角色。
4. 如果希望座席在呼叫客户时，页面自动展示用户信息，即可勾选 去电弹屏。
5. 勾选 绑定分机，输入座席分机号。
6. 点击 添加。

编辑座席信息

1. 前往 用户管理→坐席管理。
2. 选择要编辑的分组，点击 编辑。
3. 编辑座席信息后，点击 保存。

删除座席

1. 前往 用户管理→坐席管理。
2. 选择要删除的座席，点击 删除。

重置座席密码

如果座席忘记登录密码，你可以将座席密码重置为空。

1. 前往 用户管理→坐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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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要重置密码的座席，点击 重置密码。
3. 根据系统提示，点击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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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管理

本节旨在介绍如何自定义客户字段、管理客户信息、回收调拨客户资源，以及创建客户工单和订单。

自定义客户字段

你可以根据自身业务需求，自定义客户字段，包括客户信息字段，客户类型选项和客户来源选项。

自定义客户信息项

你可以自定义客户信息字段，在添加客户信息时，可以使用这些字段标记客户；在查找客户时，可以使用该字段作为
检索条件；在查看客户信息时，可以直接显示该字段信息。

 注: 客户编号、联系电话、客户姓名和客户来源为默认字段，不可自定义或修改。

1. 前往 数据配置→ 字段配置。
2. 点击 添加自定义字段。
3. 编辑字段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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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说明

字段名称 输入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选择字段类型：

• 文本框：在编辑客户信息时，可直接输入信息。

• 下拉列表框：在 列表选项 中输入选项内容，在编辑客户信息时，
可以从定义的选项中选择一种。

 注: 下拉列表列表选项要以英文逗号分隔。

字段排序
输入字段显⽰时的排列序号。

 注: 数字越小显示顺序越靠前。

必填字段 如果开启，编辑客户信息时该选项不能留空。

查询显⽰ 如果开启，查找客户时，可以通过该字段查找客户。

列表显⽰ 如果开启，客户列表将显⽰该字段信息。

4. 点击添加。

自定义客户类型选项

你可以自定义 客户类型 选项，在选择客户类型时可以使用这些字段标记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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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往 数据配置→客户类型。
2. 点击 添加客户类型。
3. 输入字段名称和序号。

 注: 序号数字越小显示顺序越靠前。

4. 点击保存。

自定义客户来源选项

你可以自定义 客户来源 选项，在选择客户来源时可以使用这些字段标记客户。

1. 前往 数据配置→客户来源。
2. 点击 添加客户来源。
3. 输入字段名称和序号。

 注: 序号数字越小显示顺序越靠前。

4. 点击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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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客户

1. 前往 客户管理→ 全部客户，或直接进入对应类型的客户管理页面。
2. 点击 添加客户。
3. 编辑客户信息。

4. 点击 保存。

导入/导出客户资源

导入客户资源

你可以使用客户数据模板，在本地编辑客户信息，然后通过导入的方式，批量添加客户信息。

1. 前往 资源管理→资源导入。
2. 点击 下载数据模板，在本地打开模板，编辑客户信息。

3. 点击 上传Excel，上传客户信息文件。

下方列表中显示上传的客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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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要导入的客户资源分类：客户来源、客户类型 和 导入账号。

5. 点击 导入。

导入成功后，页面会提示导入的客户数量。

导出客户资源

根据要导出客户资源的类型，你可以前往客户关离→ 全部客户 或进入对应类型的客户管理页面，通过搜索筛选出目
标客户资源，然后导出客户资源。

回收调拨客户资源

如果座席工作职责变动或客户资源分配不均衡时，你可以对座席分配的客户资源进行回收，重新分配给其他座席。

1. 前往 资源管理→ 资源回收调拨。
2. （可选）筛选要回收的客户资源，点击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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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出账号：选择客户资源对接的座席。
• 客户类型：选择要回收的客户类型。
• 客户编号：输入要回收的客户编号。

3. 选择要分配客户资源的对象。
4. 勾选要分配的客户资源。

如下图所示，将座席 1001 的客户资源分配给座席 1010。

5. 点击 开始分配。

修改客户信息

1. 前往 客户管理→ 全部客户，或直接进入对应类型的客户管理页面。
2. 选择要编辑的客户，点击 查看。
3. 编辑客户信息，点击 保存信息。

查找客户

1. 前往 客户管理→ 全部客户，或直接进入对应类型的客户管理页面。
2. 输入要查找客户的字段信息。

3. 点击搜索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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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长管理

实时监控坐席状态、分机状态和外线话务量，监管座席通话。

监控分机

在 班长管理→ 分机监控 界面，管理员及班长可以查看座席的分机状态，签出座席，监听分机通话。

签出座席

如果座席绑定了分机，并且座席处于签入状态，你可以直接签出座席。

强拆

监听坐席与客户通话中，你可以点击 强拆 强行挂断座席当前的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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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座席

在 班长管理→ 座席监控 页面，管理员及班长可以实时查看所有座席状态及话务处理情况，如接通率、座席接听量、
平均通话时长等。

监控外线

在 班长管理→ 外线监控页面，管理员及班长可以实时查看当前呼入和呼出话务量和话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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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库管理

管理知识库目录和知识信息内容。

管理知识库内容

设置知识库目录

在添加知识信息前，你可以提前将信息分类，设置相关的知识目录。

添加知识库目录

1. 前往 知识库→ 知识库设置。
2. 点击 添加目录，输入目录名称和排列序号。
3. 点击 添加。

修改知识库目录名称和排序

1. 前往 知识库→ 知识库设置。
2. 点击要修改的目录，在 目录名 和 排序 中修改名称和序号。

 注: 序号数字越小显示顺序越靠前。

3. 点击修改内容。

删除知识库目录
如果当前目录下没有添加知识信息，你可以删除该目录。

1. 前往 知识库→ 知识库设置。
2. 点击要删除的目录，点击 删除内容。
3. 点击 确认。

管理知识信息

添加知识信息

1. 前往 知识库→ 知识库设置。
2. 点击 添加内容。
3. 编辑知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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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 添加。

修改知识信息

1. 前往 知识库→ 知识库设置。
2. 点击要修改的内容，修改标题、序号或内容。

3. 点击 修改内容。

删除知识信息

1. 前往 知识库→ 知识库设置。
2. 选中要删除的内容，点击 删除内容。

3. 点击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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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知识库

座席在通话过程中，可以从知识库快速获取信息，为客户提供相关信息。

在知识库→ 知识库查看页面，直接点击相关的知识条目可以查看详细的知识信息，也可以输入关键词搜索知识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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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管理

自定义商品信息及管理订单。

自定义商品信息

自定义 商品名称 选项和 商品单价 选项，在为客户创建订单时，可以直接使用定义的商品选项。

1. 前往 数据配置→ 订单字典。
2. 点击 添加商品信息。
3. 填写商品名称、商品单价和排列序号。

 注: 序号数字越小显示顺序越靠前。

4. 点击 保存。

新建订单

1. 前往 客户管理→ 全部客户，或直接进入对应类型的客户管理页面。
2. 选择要创建订单的客户，点击 查看。
3. 点击 新建订单。
4. 填写订单信息，点击 添加。

订单创建成功后，你可以在 订单记录 中查看、修改或审核订单。

28



查看订单

1. 前往 订单管理→ 全部订单，或直接进入对应类型的客户管理页面。
2. 选择要查看的订单类型，点击 查询订单。
3. 在下方查看相应的搜索结果及对应的订单信息。

修改订单

1. 前往 订单管理→ 全部订单，或直接进入对应类型的客户管理页面。
2. 选择要修改的订单，点击 查看。
3. 编辑订单信息，点击 修改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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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订单

1. 前往 订单管理→ 全部订单，或直接进入对应类型的客户管理页面。
2. 选择要审核的订单，点击 查看。
3. 点击 审核订单。
4. 选择审核结果，点击 保存。

删除订单

1. 前往 订单管理→ 全部订单，或直接进入对应类型的客户管理页面。
2. 选择要删除的订单，点击 删除。
3. 点击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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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订单

在订单管理 页面，你可以筛选订单类型，导出订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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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单管理

工单系统详细记录了客户问题从创建到解决的所有操作记录。你可以自定义工单类型及管理订单，实现客户问题的流
程化管理。

自定义工单类型

你可以自定义工单类型选项，在创建客户工单时，可以使用该字段标记工单类型。

1. 前往数据配置→ 工单字典。
2. 点击添加工单类型
3. 填写工单类型和排列序号。

 注: 序号数字越小显示顺序越靠前。

4. 点击保存。

新建工单

与客户通话时，你可以在弹屏界面上直接创建工单。你也可以在通话结束后为客户创建工单。

新建客户工单

1. 前往 客户管理→全部客户。
2. 选择要新建工单的客户，点击 查看。
3. 点击 新建工单。
4. 选择工单类型，填写工单信息，勾选工单处理人。

• 自办：自行处理客户工单并填写处理结果。如果用户问题已解决，勾选是否已经完成。
• 转办：将客户工单转交他人处理。选择处理人分组及对应的处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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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击 添加。

添加完成后，你可以在 工单记录 查看、修改或关闭工单。

查看工单

1. 前往 工单管理→ 全部工单，或直接进入对应类型的工单管理界面。
2. 选择要查看的订单类型，点击 查询。
3. 在下方查看相应的搜索结果及对应的工单信息。

处理工单

 注: 已完结的工单无法编辑处理结果。

1. 前往 工单管理→全部客户，或直接进入对应类型的工单管理界面。
2. 选择要修改的工单，点击 查看。
3. 填写工单处理信息，点击 提交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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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工单

如果客户问题已解决，你可以关闭客户工单。

1. 前往 工单管理→全部工单，或直接进入对应类型的工单管理界面。
2. 选择要关闭的工单，点击 查看。
3. 点击 关闭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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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 关闭。

导出工单

在订单管理 界面，你可以筛选工单类型，导出工单信息。

35



文件管理

你可以使用呼叫中心客户端存储文件，在需要使用的时候下载到本地，也可以将文件共享给其他座席查阅。

管理文件

设置文件目录

新建目录

1. 前往 文件管理→ 全部文件。
2. 点击 新建目录。
3. 填写目录名称、备注和序号。

 注: 序号数字越小显示顺序越靠前。

4. 点击 添加。

修改目录
我的图片 和 我的文件 为系统默认目录，不可修改。

1. 前往 文件管理→ 全部文件。
2. 选择要修改的目录，点击 编辑。

3. 编辑目录信息。
4. 点击 修改。

删除目录
我的图片 和 我的文件 为系统默认目录，不可删除。

1. 前往 文件管理→ 全部文件。
2. 选择要删除的目录，点击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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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编辑目录信息。
4. 点击 修改。

管理文件

上传文件
你可以上传图片或文本文件。

1. 前往 文件管理→全部文件。
2. 根据要上传的文件类型，点击 上传图片 或 上传文件。
3. 编辑上传的图片和文件信息。
4. 如果你希望上传的文件供其他座席查阅，在 文件共享 区域选择 共享。
5. 点击 选择文件，选择要上传的文件。
6. 点击 上传。

修改文件信息

你可以修改文件名称、添加备注信息，修改文件存放目录、修改文件排列顺序、共享文件或取消文件共享。

1. 前往 文件管理→全部文件。
2. 双击要修改文件存放的文件夹。
3. 选择要修改的文件，点击 编辑。
4. 修改文件信息，点击 修改。

删除文件

1. 前往 文件管理→全部文件。
2. 双击要删除文件存放的文件夹。
3. 选择要删除的文件，点击 删除。

4. 点击 确认。

下载文件

1. 前往 文件管理→全部文件。
2. 双击要下载文件存放的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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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要下载的文件，点击 下载。

4. 点击 确认。

查阅共享文件

你可以在呼叫中心客户端查看自己或其他座席共享的文件，也可以直接下载共享的文件。

1. 前往 文件管理→ 共享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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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报表

通话记录

你可以在 统计报表→ 通话记录 查看每个坐席实时通话详情，包括接通情况、通话评分、通话时长、与座席通话的客
户信息等。

查看通话记录

查看与座席通话的客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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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座席通话录音

导出通话记录

呼叫统计

统计每个时间段呼入和呼出的话务情况。

选择要查看或导出话务记录的时间段，先点击 统计，再点击 导出。

客户类型统计

统计所有客户类型比率，以及每个座席的客户类型分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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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要查看的座席，点击 统计。

座席状态统计

统计每个时间段座席的工作状态。

选择要查看的时间段，点击 统计。

座席通话统计

统计座席每个时间段的通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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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要查看的时间段，点击 统计。

应答及时率

统计每个时间段座席组，以及座席组内每个座席的通话应答情况。

选择要查看的时间段，选择座席组，点击 统计 可以查看座席组通话应答情况。

选择座席组成员，点击 统计 可以查看座席通话应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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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R 按键统计

统计每个时间段，IVR 号码及主叫号码的按键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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