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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
阿里云提醒您在阅读或使用本文档之前仔细阅读、充分理解本法律声明各条款的内容。
如果您阅读或使用本文档，您的阅读或使用行为将被视为对本声明全部内容的认可。

1. 您应当通过阿里云网站或阿里云提供的其他授权通道下载、获取本文档，且仅能用
于自身的合法合规的业务活动。本文档的内容视为阿里云的保密信息，您应当严格
遵守保密义务；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同意，您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本手册内容或
提供给任何第三方使用。

2. 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公司或个人不得擅自摘抄、翻译、复制本文
档内容的部分或全部，不得以任何方式或途径进行传播和宣传。

3. 由于产品版本升级、调整或其他原因，本文档内容有可能变更。阿里云保留在没有
任何通知或者提示下对本文档的内容进行修改的权利，并在阿里云授权通道中不时
发布更新后的用户文档。您应当实时关注用户文档的版本变更并通过阿里云授权渠
道下载、获取最新版的用户文档。

4. 本文档仅作为用户使用阿里云产品及服务的参考性指引，阿里云以产品及服务
的“现状”、“有缺陷”和“当前功能”的状态提供本文档。阿里云在现有技术的
基础上尽最大努力提供相应的介绍及操作指引，但阿里云在此明确声明对本文档内
容的准确性、完整性、适用性、可靠性等不作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任何单位、
公司或个人因为下载、使用或信赖本文档而发生任何差错或经济损失的，阿里云不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在任何情况下，阿里云均不对任何间接性、后果性、惩戒性、
偶然性、特殊性或刑罚性的损害，包括用户使用或信赖本文档而遭受的利润损失，
承担责任（即使阿里云已被告知该等损失的可能性）。

5. 阿里云网站上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著作、产品、图片、档案、资讯、资料、网
站架构、网站画面的安排、网页设计，均由阿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依法拥有其知识
产权，包括但不限于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商业秘密等。非经阿里云和/或其关
联公司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修改、复制、公开传播、改变、散布、发
行或公开发表阿里云网站、产品程序或内容。此外，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同意，任
何人不得为了任何营销、广告、促销或其他目的使用、公布或复制阿里云的名称
（包括但不限于单独为或以组合形式包含“阿里云”、“Aliyun”、“万网”等阿
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品牌，上述品牌的附属标志及图案或任何类似公司名称、商
号、商标、产品或服务名称、域名、图案标示、标志、标识或通过特定描述使第三
方能够识别阿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

6. 如若发现本文档存在任何错误，请与阿里云取得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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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约定
格式格式 说明说明 样例样例

 危险危险 该类警示信息将导致系统重大变更甚至故
障，或者导致人身伤害等结果。

 危险危险

重置操作将丢失用户配置数据。

 警告警告 该类警示信息可能会导致系统重大变更甚
至故障，或者导致人身伤害等结果。

 警告警告

重启操作将导致业务中断，恢复业务
时间约十分钟。

 注意注意 用于警示信息、补充说明等，是用户必须
了解的内容。

 注意注意

权重设置为0，该服务器不会再接受新
请求。

 说明说明 用于补充说明、最佳实践、窍门等，不是
用户必须了解的内容。

 说明说明

您也可以通过按Ct rl+A选中全部文
件。

> 多级菜单递进。 单击设置设置> 网络网络> 设置网络类型设置网络类型。

粗体粗体 表示按键、菜单、页面名称等UI元素。 在结果确认结果确认页面，单击确定确定。

Courier字体 命令或代码。
执行 cd /d C:/window 命令，进入
Windows系统文件夹。

斜体 表示参数、变量。
bae log list  --inst anceid

Inst ance_ID

[] 或者 [a|b] 表示可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ipconfig [-all|-t ]

{} 或者 {a|b} 表示必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swit ch {act ive|s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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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简介
欢迎您选择云呼叫中心 CCC（Cloud Call Center），我们提供了丰富的 API 供您使用，可以更方便的将云呼
叫中心的核心功能嵌入到基于BS架构的第三方系统中。更多API详情，请参阅 API 概览。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我们支持 HTTP 或者 HTTPS 请求，允许 GET 和 POST 方法。也可以通过SDK调用，详情如下：

API URL 请求，这种方式可以调用全部的API，但是需要OAuth2令牌（access_token）的方式来调用API，
令牌获取方式请参考：OAuth2单点登录

不同编程语言的云呼叫中心 CCC SDK ，目前SDK已对全部云呼接口支持AK（AccessKey）形式的调用。

点击上面的SDK，进入到Github，如下图，展示了阿里云各个语言版本的openapi-sdk。

1.简介1.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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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02700.html
file:///home/admin/dita-files/output/70702202/task18989710/~~85148~~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63062.html
https://github.com/aliyun?utf8=%25E2%259C%2593&q=aliyun-openapi&type=&language=


我们点击第一个 aliyun-openapi-java-sdkaliyun-openapi-java-sdk，已Java语言为例，如下图，展示了众多阿里云产品的
java版的sdk，其中aliyun-java-sdk-ccc代表为云呼叫中心，也就是最后为ccc。

instanceId(呼叫中心实例ID)获取方式instanceId(呼叫中心实例ID)获取方式
使用阿里云主账号登录 云呼叫中心控制台 ，在呼叫中心里列表中，每个呼叫中心最右侧有一个 实例实例 按钮，
鼠标放在实例按钮上，即可显示该呼叫中心，如下图所示：

开发指南··简介 云呼叫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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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呼1.0所有API文档的概览信息

我们为您汇总了云呼叫中心 CCC 所有可调用 API，具体接口信息请参阅相关文档。由于文档更新可能延迟，
你可以使用可视化调试API控制台 ，帮您快速调试。

认证方式说明如下：认证方式说明如下：
BEARERT OKENBEARERT OKEN：即为通过API URL 发起 HTTP/HTTPS GET请求，详情查看 调用方式;

AKAK：即阿里云通用的，通过AccessKey调用SDK，来访问API。

配置相关接口配置相关接口

接口接口 描述描述 认证方式认证方式

GetConfig 获取配置 BEARERTOKEN/AK

ListConfig 批量获取配置 BEARERTOKEN/AK

GetServiceExtensions 获取服务号码 BEARERTOKEN/AK

RefreshToken 刷新令牌 BEARERTOKEN/AK

RequestLoginInfo 登录信息 BEARERTOKEN/AK

LaunchAppraise 发送语音满意度 BEARERTOKEN/AK

LaunchShortMessageAppraise 发送短信满意度 BEARERTOKEN/AK

GetTURNCredentials 获取语音专线的用户名密码 BEARERTOKEN/AK

GetTURNServerList 获取语音专线列表 BEARERTOKEN/AK

ListTrunkProviders
查询指定用户下正在使用的供应商信
息

BEARERTOKEN/AK

ListTrunksOfSkillGroup 查询用户技能组下中继线路配置信息 BEARERTOKEN/AK

2.开发指南（1.x版本）2.开发指南（1.x版本）
2.1. API概述2.1. API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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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pi.aliyun.com/new#/?product=CCC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85146.html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63027.html?spm=a2c4g.11186623.6.619.35a14641j8KIUz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70128.html?spm=a2c4g.11186623.6.620.4bb12c61y129rP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63028.html?spm=a2c4g.11186623.6.621.439e372dnPikys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63029.html?spm=5176.21213303.J_6028563670.7.23cf3edao8KEn9&scm=20140722.S_help%2540%2540%25E6%2596%2587%25E6%25A1%25A3%2540%254063029.S_hot.ID_63029-OR_s%252Bhelpmain-V_1-P0_0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63030.html?spm=a2c4g.11186623.6.623.a6f8238fqoIrXr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71562.html?spm=a2c4g.11186623.6.624.25bae285IXWC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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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98048.html?spm=a2c4g.11186623.6.628.58bc5b8c702OGn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98042.html?spm=a2c4g.11186623.6.629.4d81129fQVgPNW


ModifyPrimaryTrunksOfSkillGroup 修改技能组线路中继配置信息 BEARERTOKEN/AK

DisableTrunkProviders 注销供应商 BEARERTOKEN/AK

接口接口 描述描述 认证方式认证方式

联系流相关接口联系流相关接口

接口接口 描述描述 认证方式认证方式

ListIvrTrackingDetail 获取IVR轨迹 BEARERTOKEN/AK

CreateContactFlow 创建联系流 BEARERTOKEN/AK

CommitContactFlowVersionModif
ication

提交联系流改动 BEARERTOKEN/AK

GetRoutePoint 获取联系流的路由点 BEARERTOKEN/AK

ListContactFlows 获取IVR流程列表 BEARERTOKEN/AK

PublishContactFlowVersion 发布IVR流程 BEARERTOKEN/AK

权限相关接口权限相关接口

接口接口 描述描述 认证方式认证方式

ListRoles 角色列表 BEARERTOKEN/A

号码管理相关接口号码管理相关接口

接口接口 描述描述 认证方式认证方式

AddPhoneNumber 新增号码 BEARERTOKEN/AK

RemovePhoneNumber 删除号码 BEARERTOKEN/AK

开发指南··开发指南（1.x版本） 云呼叫中心

13 > 文档版本：20220707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98051.html?spm=a2c4g.11186623.6.630.5a995806ijA6Y9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98036.html?spm=a2c4g.11186623.6.631.7fc2794bAYEs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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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fyPhoneNumber 修改号码 BEARERTOKEN/AK

ListPhoneNumbers 电话列表 BEARERTOKEN/AK

GetNumberRegionInfo 获取号码归属地 BEARERTOKEN/AK

PickGlobalOutboundNumbers 按照被叫归属地自主选择号码 BEARERTOKEN/AK

PickLocalNumber 本地号码优先策略 BEARERTOKEN/AK

PickOutboundNumbers 获取外呼号码 BEARERTOKEN/AK

AddBulkPhoneNumbers 批量新增号码 BEARERTOKEN/AK

CallOnlinePrivacyNumber 虚拟号码外呼 BEARERTOKEN/AK

ListOutboundPhoneNumberOfUse
r

获取坐席外呼号码 BEARERTOKEN/AK

ModifyPrivacyNumberCallDetail 更新话务ID BEARERTOKEN/AK

接口接口 描述描述 认证方式认证方式

呼叫相关接口呼叫相关接口

接口接口 描述描述 认证方式认证方式

StartBack2BackCall 双呼 BEARERTOKEN/AK

DialEx 后台外呼 BEARERTOKEN/AK

技能组相关接口技能组相关接口

接口接口 描述描述 认证方式认证方式

CreateSkillGroup 创建技能组 BEARERTOKEN/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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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42649.html?spm=a2c4g.11186623.6.656.b2223d44Jja6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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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teSkillGroup 删除技能组 BEARERTOKEN/AK

ModifySkillGroup 修改技能组 BEARERTOKEN/AK

ListSkillGroups 获取技能组列表 BEARERTOKEN/AK

ListSkillGroupsOfUser 坐席相关联技能组列表 BEARERTOKEN/AK

ListUsersOfSkillGroup 技能组相关联客服列表 BEARERTOKEN/AK

ModifySkillGroupOutboundNumb
ers

修改技能组外呼号码 BEARERTOKEN/AK

RemoveUsersFromSkillGroup 从技能组中删除坐席 BEARERTOKEN/AK

ListTransferableSkillGroups 获取呼叫中心实例的可转接技能组 BEARERTOKEN/AK

接口接口 描述描述 认证方式认证方式

坐席相关接口坐席相关接口

接口接口 描述描述 认证方式认证方式

CreateUser 新增客服 BEARERTOKEN/AK

RemoveUsers 移除客服 BEARERTOKEN/AK

ModifyUser 修改客服 BEARERTOKEN/AK

GetUser 客服信息 BEARERTOKEN/AK

ListUsers 获取客服列表 BEARERTOKEN/AK

AssignUsers 导入客服 BEARERTOKEN/AK

ListRealT imeAgent 获取客服实时数据列表 BEARERTOKEN/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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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tUserStatus 重置异常坐席状态 BEARERTOKEN/AK

FindUsers 查询客服信息。 BEARERTOKEN/AK

ListAgentEvents 查询坐席日志信息 BEARERTOKEN/AK

ModifySkillGroupOfUser 修改坐席从属的技能组 BEARERTOKEN/AK

GetUserByExtension 通过分机号获取客服信息 BEARERTOKEN/AK

ListInstancesOfUser 获取当前用户所属的呼叫中心 BEARERTOKEN/AK

接口接口 描述描述 认证方式认证方式

录音相关接口录音相关接口

接口接口 描述描述 认证方式认证方式

DownloadRecording 下载录音 BEARERTOKEN/AK

ListRecordingsByContactId 根据话务ID查询录音 BEARERTOKEN/AK

DownloadAllTypeRecording 下载双轨录音 BEARERTOKEN/AK

ListRecordingOfDualTrack 获取通话的双轨录音 BEARERTOKEN/AK

报表相关接口报表相关接口

接口接口 描述描述 认证方式认证方式

ListCallDetailRecords 获取通话详单 BEARERTOKEN/AK

GetConversationDetailByContactI
d

获取通话文本信息 BEARERTOKEN/AK

ListRecentCallRecords 坐席工作台获取通话记录 BEARERTOKEN/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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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eAgentStatisticReport 坐席报表数据 BEARERTOKEN/AK

GetInstanceSummaryReport 实例汇总报表 BEARERTOKEN/AK

GetInstanceSummaryReportByInte
rval

实例分段汇总报表 BEARERTOKEN/AK

GetInstanceSummaryReportSince
Midnight

实例当日汇总报表 BEARERTOKEN/AK

ListAgentStates 获取坐席状态 BEARERTOKEN/AK

ListAgentStateLogs 查询坐席状态日志 BEARERTOKEN/AK

ListAgentSummaryReports 坐席汇总报表 BEARERTOKEN/AK

ListAgentSummaryReportsByInter
val

坐席的分段汇总报表 BEARERTOKEN/AK

ListAgentSummaryReportsSinceMi
dnight

查询坐席指标的当天汇总报表 BEARERTOKEN/AK

ListSkillGroupStates 技能组瞬时状态列表 BEARERTOKEN/AK

ListSkillGroupSummaryReports 技能组汇总报表 BEARERTOKEN/AK

ListSkillGroupSummaryReportsByI
nterval

技能组的分段汇总报表 BEARERTOKEN/AK

ListSkillGroupSummaryReportsSin
ceMidnight

技能组当天汇总报表 BEARERTOKEN/AK

ListCallMeasureSummaryReports 查询计量数据列表 BEARERTOKEN/AK

ListCallEventDetailByContactId 根据通话ID获取通话操作日志 BEARERTOKEN/AK

接口接口 描述描述 认证方式认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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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CallMeasureSummaryReport 查询计量数据列表 BEARERTOKEN/AK

接口接口 描述描述 认证方式认证方式

问题排查相关接口问题排查相关接口

接口 描述 认证方式

AddAgentDevice 保存坐席设备信息 BEARERTOKEN/AK

ModifyAgentDevice 修改坐席登录状态 BEARERTOKEN/AK

ListAgentDevices 获取坐席设备信息 BEARERTOKEN/AK

GetRecordOssUploadParam 获取录音上传参数 BEARERTOKEN/AK

SaveWebRTCStats 保存WebRTC统计信息 BEARERTOKEN/AK

实例管理相关接口实例管理相关接口

接口 描述 认证方式

GetInstance 获取呼叫中心实例详情 BEARERTOKEN/AK

满意度相关接口满意度相关接口

接口 描述 认证方式

CreateVoiceAppraise 开通语音满意度 BEARERTOKEN/AK

ListVoiceAppraise 语音满意度 BEARERTOKEN/AK

短信相关接口短信相关接口

接口 描述 认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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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SmsConfig 获取短信配置 BEARERTOKEN/AK

SendPredefinedShortMessage 发送短信 BEARERTOKEN/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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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Demo 通过访问密钥 (AccessKey) 调用接口的方式演示了软电话与用户自有系统的集成。

CRM Demo AK版下载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什么是访问控制（RAM）

什么是主账号，RAM用户（子账号），以及访问密钥（AccessKey）

AccessKey包括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

AccessKeyId：简称AK，用于标识用户。

AccessKeySecret：简称SK，用于验证用户的密钥。AccessKeySecret 必须保密！AccessKeySecret 必须保密！

警告警告：主账号Accesskey泄露会威胁您所有资源的安全。建议使用子账号（RAM用户）Accesskey进行操
作，可以有效降低Accesskey泄露的风险。

时序图时序图

3.开发指南（2.x版本）3.开发指南（2.x版本）
3.1. 集成坐席工作台3.1. 集成坐席工作台
3.1.1. CRM Demo AK版介绍3.1.1. CRM Demo AK版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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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1. Demo下载后，根据项目中README文件内的说明进行配置并运行demo，可看到如下登录页面：

2. 首次进入需要录入管理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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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理员注册

在Demo的application.propert ies中配置好instanceId后，就绑定好了CRM系统所要集成的云呼叫中心实例。

注意注意：此处录入的 AccessKey ID 和 AccessKey Secret  对应的用户必须是所配置的云呼叫中心实例
ID（instanceId）对应云呼实例的管理员，并且具有RAM管理权限。相关操作请参考：

1. 坐席

2. 为RAM用户创建访问密钥

3. 为RAM用户授权

4. 访问密钥常见问题

其中参考3需要为RAM用户授予 “管理访问控制（RAM）的权限”。

4. 管理员注册后可以选择创建坐席，查看用户或是进入坐席工作台（如果坐席需要迁入需确保该坐席已绑定
技能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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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说明其他说明

关于Demo中参数格式转换的说明

参考：实现来自客户端（浏览器端）的请求转发

通过该文档，您可以实现将坐席工作台嵌入到第三方系统中，直接在您系统中实现单点登录、接打电话等功
能，并且您可以通过监听SDK中的方法来实现来电弹屏，下面的工作需要您公司的前端工程师来实施。您可
随时关注该文档页面，SDK有更新时会及时更新文档页面。

一、前端资源一、前端资源

备注：更新前端资源版本以后，一定要在本地环境做全面测试以后再发布线上环境！备注：更新前端资源版本以后，一定要在本地环境做全面测试以后再发布线上环境！

3.1.2. 前端SDK文档接入3.1.2. 前端SDK文档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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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k样式⽂件-->
<link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href="//g.alicdn.com/cloudcallcenter/web-workbench-s
dk/{version-workbench}/main.min.css">
<!--sdk js⽂件-->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g.alicdn.com/cloudcallcenter/SIPml/{version-sip}/SIPm
l-api.js"></script>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g.alicdn.com/cloudcallcenter-voip/web-agentbar-sdk/{v
ersion-agentbar}/index.js"></script>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g.alicdn.com/cloudcallcenter/web-workbench-sdk/{versi
on-workbench}/workbenchSdk.min.js"></script>
以上静态资源，将上⾯的{version-sip}、{version-agentbar}和{version-workbench}替换为对应的版本号，
当前最新版本号为：
version-sip ==> 0.4.0
version-agentbar ==> 1.8.1
version-workbench ==> 2.4.3

注意：若要适配chrom浏览器在100版本以上，请务必符合以下版本要求注意：若要适配chrom浏览器在100版本以上，请务必符合以下版本要求：

version-agentbar >= 1.7.4
version-workbench >= 2.3.4

二、初始化SDK二、初始化SDK

接入sdk之前需要做的工作：

1. 必须使用chrome浏览器，版本号为58以上。原因是云呼叫中心的通话是通过webRTC技术实现的，目前
chrome浏览器对于webRTC技术的支持是相对最好的。为了保证您的通话质量及安全性，所以我们做出
了这样的要求。

2. 软电话SDK所嵌入的自有业务系统必须使用ht t ps协议必须使用ht t ps协议。原因是chrome在47版本之后，禁止http协议
获取系统麦克风权限，会造成无法正常通话。

3. 如果您是在iframe标签内使用软电话SDK，那么需要为iframe标签增加allow="microphone"属性，来允
许iframe标签获取系统麦克风权限。

初始化SDK：

window.workbench = new WorkbenchSdk(config)

三、config必选配置三、config必选配置

dom

挂载元素id

instanceId

创建呼叫中⼼实例填写的域名， 
 https://ccc.console.aliyun.com/AccV2Instance  

访问地址查看，格式 #/workbencch/XXX（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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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Id

云呼服务器部署的集群，如果没有特殊说明，为'cn-shanghai'

四、config可选配置四、config可选配置

header

是否展⽰头部（⼩休，下线，场外模式接听等），默认展⽰，参数类型：Boolean

width

宽度，默认320，参数类型：Number；

height

⾼度，默认580，参数类型：Number；（为了保证完整的UI展⽰，建议⾼度最低580）；

defaultVisible

默认是否展⽰⾯板，默认为true，参数类型：Boolean；

defaultMainContentVisible

默认是否展开软电话⾯板，默认为true，参数类型：Boolean；

offlineImage

下线展⽰的静态图⽚地址，参数类型：String；

break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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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展⽰的静态图⽚地址，参数类型：String；

afterCallRule

挂机后进⼊空闲状态的时间，单位秒，默认15秒，参数类型：Number；
等待客服⼿动去从话后处理切换到空闲状态，为”manual”；

autoAnswerCall

有来电时⾃动接听电话的时⻓，单位秒，默认为⼿动接听，参数类型：Number；

isLoggedKeepBreak

是否在登录时保持⼩休状态（不想在业务繁忙时上线⽴即接电话可设置为true）
 
⽬前是登录时从⼩休默认⾃动变为空闲状态

******以下参数是前端请求服务端接口的API地址及请求参数******以下参数是前端请求服务端接口的API地址及请求参数配置配置：******：******

请求路径为：请求路径为：${ajaxOrigin}${ajaxPath}?
${ajaxApiParamName}=${apiName}&product=CloudCallCenter&version=2020-07-01&region=${regionId}

ajaxOrigin

请求源，默认请求当前源（location.origin），参数类型：String；

ajaxPath

请求路径，默认为”/data/api.json”

withCredentials

表⽰跨域请求时是否需要使⽤凭证,是否允许携带cookie,参数类型：Boolean

ajaxApiParamName

ajaxType为param时指定区分action的名称，默认action，参数类型：String；

ajaxMethod

请求⽅式，post|get 默认post，参数类型：String；

ajaxOtherParams

其他⾃定义参数和request同⼀层级，参数类型：Object；

ajaxHeaders

请求的header，参数类型：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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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提供一种通过传入坐席AK/SK的方式，可以直接调用云呼叫中心Open API，而无需做后端集成开发，
来方便您进行快速验证，您需要传入以下四个参数：

accessKeyId

阿⾥云RAM账号的accessKeyId，参数类型：String；

accessKeySecret

阿⾥云RAM账号的accessKeySecret，参数类型：String；

RPCEndPoint

云呼叫中⼼的endpoint地址，⽬前是"https://ccc.cn-shanghai.aliyuncs.com"；

apiVersion

⽬前为“aliyunrpc”；

******请求接口的参数配置结束************请求接口的参数配置结束******

exportErrorOfApi

Toast提⽰接⼝的错误信息、ApiName、ErrorCode、RequestId，当接⼝出现错误的，提供错误信息，
便于后端排查问题。默认是false，可根据需要是否Toast错误消息。

moreActionList

在头部的功能模块的按钮列表，
值可为["online", "ready", "onlyCall", "break", "offline", "adjustVolume", "changeWorkMode"]
，
分别对应[上线, 结束⼩休, 仅外呼, ⼩休, 下线, 调节⾳量, 场外模式接听]，⽤⼾可根据需求选择配置项，参数类
型：Array

默认值：["break", "offline", "adjustVolume", "changeWorkMode"]

注意：
1. ⾯板收缩时，上⾯的值全部有效，⾯板展开时 ["online", "ready"] 设置⽆效（不显⽰），操作按钮在可在⾯
板中使⽤

useLocalStorageToCall

是否允许使⽤多标签⻚外呼，默认为false，参数类型：Boolean；详细介绍请参考第9条说明。

pollFrequenceWithoutWS

当坐席状态WebSocket连接失败时，调⽤Rest API来拉取坐席状态的频率。
默认值为1000，单位毫秒，参数类型：Number。
⽬前云呼叫中⼼采⽤双通道⽅式来保证坐席状态的实时性与准确性：WebSocket推送和Rest API拉取。

pollFrequenceWith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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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坐席状态WebSocket连接成功时，调⽤Rest API来拉取坐席状态的频率。
默认值为10000，单位毫秒，参数类型：Number。

pollSaveWebRtcInfoFrequence

SaveWebRtcInfo（存储通话信息）接⼝的调⽤频率；
默认值为：10000，单位毫秒，参数类型：Number。
最⼩值：2000。

sideNavList

⽀持⾯板左侧导航显⽰⾃定义，默认是显⽰全部，配置以后显⽰⾃定义的导航，
配置项：["呼⼊", "呼出", "内部通话", "通话记录", "转接", "会议", "监听", "我的⼯作", "设备检测", "
设置"]。

disableSaveStats

默认为false（不关闭收集通话录⾳数据），参数类型：Boolean。
收集坐席侧通话录⾳数据，⽅便出现问题时进⾏语⾳排查和⽹络分析。
强烈不建议关掉，当出现问题时不⽅便⼯程师排查。

reducePanel

sdk⾯板最⼩化Icon展⽰，默认为true，如果不需要该功能，可设置为false，参数类型：Boolean。

isEnableSwitchAdapter

为提⾼坐席语⾳通话质量，新增多个接⼊点语⾳专线，默认为true。
如果坐席需要直连云呼服务器，可设置为false，参数类型：Boolean。

customizedNotificat ion

⽀持集成客⼾⾃主定制来电桌⾯提醒，默认显⽰呼叫中⼼配置的桌⾯来电提醒，默认为false。
传值为true时不展⽰，参数类型：Boolean。

apiAxiosFu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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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客⼾⾃⼰写请求接⼝的⽅法，最终返回结果为⼀个promise对象且返回的数据格式要和云呼叫中⼼公有云数据接⼝
返回格式⼀致

apiAxiosFunc: (apiName, params) => {
   console.log(apiName, params);
   let promise = axios({
      method: 'post',
      url:`/aliyun/ccc/api?action=${apiName}`,
      headers: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
      data: Qs.stringify({ request: JSON.stringify(params)}),
    });
    return promise;
}

注意：
因为云呼内部使⽤axios请求库，默认返回的是结果数据结构是
{ 
  data: {
    code:xxx, 
    data: xxx, 
    httpStatusCode: xxx, 
    requestId: xxxx
  }
}
如果不是使⽤axios的话，请确保 return 的数据是这种数据结构，⽐ http 请求中返回的值多⼀个 data 包裹

******以下是钩子函数：某些事件触发时的回调函数，类型均为f unct ion************以下是钩子函数：某些事件触发时的回调函数，类型均为f unct ion******

onInit()

SDK对象实例化完成时触发

onRegister(config)

sip服务注册成功时触发

onLogIn()

签⼊、上线时触发

onBreak()

⼩休时触发

onReady()

空闲时触发

onCallComing(call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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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电时触发，可以在该函数内获取到⼀个对象callDetail，callDetail参数信息含义如下：

caller：主叫号码
callee：被叫号码
callType：呼叫类型
jobId：当前通话的ID
callContext：当前通话的详细信息

注意：为了提⾼接通率，当有来电振铃30s后未接听，会⾃动将当前坐席置为⼩休状态。
电话⾃动流转回转⼈⼯队列，分配给其他空闲坐席。

onBeforeCallDialing(payload)

调⽤call⽅法前触发，如果配置这样⼀个钩⼦函数⼀定要执⾏callback⽅法，否则电话不会被拨打出去。

payload返回数据的参数含义如下：
callee：被叫号码
userId：⽤⼾的userId
callback：满⾜条件以后的调⽤，可传⼊完参数callee：被叫前缀+被叫号码，不传为⾯板或call⽅法传⼊的被叫号
码

onCallDialing(callDetail)

去电、拨号振铃时触发，可以在该函数内获取到⼀个对象callDetail，callDetail参数信息含义如下：
caller：主叫号码
callee：被叫号码
callType：呼叫类型
jobId：当前通话的ID
callContext：当前通话的详细信息

onHangUp(type)

挂机时触发

参数type值：
`ringing`: 代表呼⼊未接时挂机
`dialing`: 代表呼出未接时挂机
`inbound`: 代表呼⼊通话，通话中挂断
`outbound`: 代表呼出通话，通话中挂断
`agentHeld`: 代表咨询通话，通话中挂断
`meeting`: 代表会议或会议中坐席状态变化，挂断
`consulted`: 代表被动求助（被咨询通话），挂断
`monitored`: 代表监听，通话中挂断
`monitoring`: 代表发起监听，还未监听成功，挂断
`bargedIn`: 代表强插，通话中挂断
`coached`: 代表⽿语坐席，进⼊三⽅通话，通话中挂断

onBeforeCallHangup(pay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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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hangUp⽅法前触发，如果配置这样⼀个钩⼦函数⼀定要执⾏callback⽅法，否则电话不会被挂断。

payload返回的参数含义如下：
callback：回调⽅法
jobId：当前通话ID
channelId：这个坐席通话的channel id
userId: loginInfo.userId 

onCallEstablish(callDetail)

通话建⽴连接时触发，可以在该函数内获取到⼀个对象callDetail，callDetail参数信息含义如下：

callContext：当前通话的详细信息

onCallRelease(callDetail)

通话结束时触发，可以在该函数内获取到⼀个对象callDetail，callDetail参数信息含义如下：

callContext：当前通话的详细信息

onErrorNotify(error)

当有⼀些错误信息的时候触发，可以获取error信息，error参数含义如下：

errorCode: 错误code,
errorMsg: response错误信息,
errorMsgTip: 我们定义的中⽂错误信息,
requestId: 请求ID

当处于开发阶段时建议在该钩⼦函数中打印参数表以获取错误信息

onStatusChange(codeDetail)

任何状态改变都会触发该函数，可在该函数内监听当前状态值的变化过程，状态code的含义请参考本⽂档第⼋条状态对
照表。
可以获取到codeDetail参数，codeDetail参数含义如下：

code: 当前状态码
lastCode： 上次状态码
context：上下⽂信息

onWorkModeChange(workMode)

坐席默认有两种⼯作模式：场内模式和场外模式。当坐席配置了SIP话机后，还有办公电话模式。
场内模式：通过浏览器接听、拨打电话。
场外模式：通过⼿机接听电话，即1.0中的“⼿机接听”⽅式。
办公电话模式：通过SIP话机接听、拨打电话，⽆需通过浏览器操作。
workMode参数含义如下：
"ON_SITE"：场内模式
"OFF_SITE"：场外模式
"OFFICE_PHONE"：办公电话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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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DeviceTypeChange(deviceType)

当坐席配置了SIP话机后，坐席如果通过浏览器上线，可选择使⽤哪种设备：WebRTC软电话和SIP话机。
参数deviceType类型为Number：
0:WebRTC软电话
1:SIP话机

onGetStatsData(payload)

具体概念请参考RTCPeerConnection.getStats()
可以订阅此钩⼦函数，获取通话中的通话语⾳质量。每秒返回⼀次数据。
payload中包含：
callId：当前通话的callId
sender：发送⽅数据
receiver：接收⽅数据

参考⽤法：
sender && sender.forEach(report => {
 console.log('sender', report);
}

onSelectOutboundNumber(number)

/**
 * ⾯板中选择主叫号码事件
 *
 * @param {string} number 选择的主叫号码
 */
onSelectOutboundNumber(number: string): void

以下是配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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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workbench = new window.WorkbenchSdk({
   dom: "workbench-container",
   regionId: 'cn-shanghai',
   width: "320px",
   height: "552px",
   instanceId: "XXX",
   ajaxPath: "/aliyun/ccc/api",
   ajaxMethod: "post";,
   afterCallRule: 15, // 挂机后的话后处理时间
   header: true,
   autoAnswerCall: 8, // 有来电振铃响8s后⾃动接听
   exportErrorOfApi: true,
   onInit: function () {
     // window.workbench.register() // 想实现⾃动上线在此注册
   },
   onErrorNotify: function (error) {
     console.warn(error)
   },
   onCallComing: function (callDetail) {
     console.log(callDetail);
   },
   onCallDialing: function (callDetail) {
     console.log(callDetail);
   },
   onStatusChange: function (codeDetail) {
     console.log(codeDetail);
   },
   onCallEstablish: function (callDetail) {
     console.log("这⾥是通话建⽴时触发的回调函数", callDetail)
   },
   onCallRelease: function (callDetail) {
     console.log("这⾥是通话结束时触发的回调函数", callDetail)
   },
   onHangUp: function (type) {
     console.log("这⾥是onHangUp事件，type =" + type)
   }
 })

五、SDK方法五、SDK方法

以下调用方式为：window.workbench.方法名（传参）;

注意：初始化SDK时定义的全局变量名称是否与文档定义的一致。注意：初始化SDK时定义的全局变量名称是否与文档定义的一致。

isAvailBroswer()

此⽅法⽤来检测当前浏览器是否⽀持使⽤软电话的，若浏览器不兼容软电话，会弹出⼀个提⽰框并维持3s，
并在钩⼦函数onErrorNotify中可得到错误信息提⽰；若⽀持则⽆弹框提⽰，onErrorNotify中也⽆错误信息。

checkNetwork()

此⽅法⽤来检测当前⽹络连接是否能连接到软电话的服务，检测是否被本地的防⽕墙拦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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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Visible(visible)

显⽰或隐藏软电话⾯板，参数visible类型为Boolean。

changeMainPaneVisible(visible)

展开或折叠软电话⾯板，参数visible类型为Boolean。

changeWidth(width)

设置软电话⾯板宽度。⽬前默认值为320px。参数width类型为Number。

reRender()

重新进⾏sdk的挂载，主要场景为在通话过程中或上线状态下切换到其他⻚⾯以后再回到坐席⼯作台界⾯，
主要适⽤于SPA应⽤。

register(loginSkillGroupArray, accessPoint, deviceType)

⾸次签⼊，包含了sip服务注册+签⼊+置空闲，⻚⾯加载完毕，⾸次签⼊需调⽤该⽅法，
调⽤完成后坐席进⼊空闲状态（需要在onInit钩⼦⽅法执⾏之后才可以调⽤）

loginSkillGroupArray为数组，从接⼝ListSkillGroupsOfUser得到坐席的技能组列表信息
{
    skillGroupId: xxx,
    skillGroupName: xxx,
    skillLevel: xxx
}

accessPoint为从接⼝GetTurnServerList获取的数组对象的region，必须和接⼝region保持⼀致，
否则不能切换成功，⾃动传'default'，sdk内部实现选择最近的接⼊点。
deviceType为设备类型，可选参数，当坐席注册了SIP话机，可设置参数为1，指定SIP话机上线。

logIn(loginSkillGroupArray)

签⼊（处于签出状态可调⽤，状态为1），调⽤该⽅法实现上线操作
loginSkillGroupArray数据格式跟register⽅法传loginSkillGroupArray的格式⼀致

logOut()

签出，调⽤该⽅法实现下线操作

ready()

置空闲、通过该⽅法可变为空闲状态，空闲状态后可接听、拨打电话。

applyForBreak(breakReason, call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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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申请⼩休，设置后来电将不会转到当前坐席，会转到其他空闲的坐席⼈员。
 *
 * @param breakReason 默认是`default`，可⾃定义⼩休原因，⽅便统计不同的⼩休类型
 * @param callback 调⽤成功后的回调函数
 */
applyForBreak(breakReason?: string, callback?: (e?: any) => void): void;

applyForCallOnly(isCallOnly)

/**
 * 设置是否仅外呼。如果为true，则坐席不会有电话呼⼊。
 *
 * @param isCallOnly 是否仅外呼
 */
applyForCallOnly(isCallOnly: boolean): void;

applyForOnSite()

设置场内模式。当坐席为场外模式时，可调⽤此⽅法设置场内模式后再调logIn⽅法上线。

applyForOffSite()

设置场外模式。当坐席空闲时，可调⽤此⽅法设置场外模式，即⼿机接听。

applyForOffSiteDirectly()

直接设置场外模式，不显⽰弹窗确认。当坐席空闲时，可调⽤此⽅法设置场外模式，即⼿机接听。

getStatusCode()

/**
 * 获取坐席当前状态码。
 */
getStatusCode(): {
  /**
   * 当前状态
   */
  code: number;
  /**
   * 上⼀次状态
   */
  lastCode: number;
};

hangUp(releaseJobId, releaseChannelId, call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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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挂断，通过该⽅法可结束通话。
 *
 * @param releaseJobId 可挂断指定通话。如果不传，则挂断当前通话。
 * @param releaseChannelId 可挂断指定通话中的指定⽅。如果不传，则挂断当前通话。
 * @param callback 调⽤成功后的回调函数
 */
hangUp(releaseJobId?: string, releaseChannelId?: string, callback?: (e?: any) => void): voi
d;

answer(callback)

接听电话，通过该⽅法可接听来电，建⽴通话连接。
callcallback: 调⽤成功后的回调函数，参数类型为Function

call(callee, caller, callback, otherParams)

拨打电话

callee：被叫号码，必传，数据类型是String
caller：主叫号码，可以指定主叫号码；
           也可以不传，或者传''或者‘auto’，根据外呼的号码的归属地选择与其同⼀归属地的主叫号码，
           若没有同⼀归属地的就随机在坐席绑定的外呼号码列表中随意选择⼀个；
callcallback: 调⽤成功后的回调函数，参数类型为Function
otherParams: 可选参数，发起外呼时，可增加⼀些参数，⽬前⽀持的参数有：
  {
    TimeoutSeconds: 超时时间，呼叫在经过该参数指定的时间仍然未接通的情况下，则主动挂断。参数类型为Num
ber
    Tags: 随路数据。参数类型为String。
    MaskedCallee: 脱敏后的被叫号码，例如"1318888****"。参数类型为String。
  }

sendDtmf(number, jobId, channelId, call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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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传 jobId和channelId 时，第⼆个参数为可为callback

/**
 * DTMF按键交互，发送dtmf。
 *
 * @param number 可为0~9，*或#
 * @param callback 调⽤成功后的回调函数
 */
sendDtmf(number: string|number, callback?:(e:any) => void)

/**
 * DTMF按键交互，发送dtmf。
 * 三⽅通话时，必须要传 jobId 和 channelId
 *
 * @param number 可为0~9，*或#
 * @param jobId 当前话务的 jobId
 * @param channelId 需要发送dtmf的 chennelId （可从 callContext ⾥⾯获取）
 * @param callback 调⽤成功后的回调函数
 */
sendDtmf(number: string|number, jobId?: string, channelId?: string, callback?:(e:any) => vo
id)

callHold(callback)

通话保持，通过该⽅法可使通话进⾏保持，客⼾端听到的是⼀段⾳乐，坐席端说话客⼾端⽆法听到。
callcallback: 调⽤成功后的回调函数，参数类型为Function

callRetrieve(callback)

通话取回，通过该⽅法结束通话保持的状态，重新建⽴客⼾端和坐席端的通话。
callcallback: 调⽤成功后的回调函数，参数类型为Function。

muteAgent()

通话中静⾳

umMuteAgent()

取消通话中静⾳

changeVolumeInCall(volumeInCall)

/**
 * 改变通话中的⾳量
 *
 * @param volumeInCall 值为[0, 1]的⼩数
 */
changeVolumeInCall(volumeInCall: number): void;

thirdCallTransfer(callee, caller, call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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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话过程中直接转接，A和B通话，将通话直接交给C
 *
 * @param callee 被叫号码 | 技能组ID
 * @param caller 主叫号码
 * @param callback 调⽤成功后的回调函数
 *
 * @description
 * ```text
 * 转接给坐席
 * callee：坐席分机号
 * caller: ''
 *
 * 转接给外部电话
 * callee：⼿机号
 * caller：'auto'
 *
 * 转接给指定技能组
 * callee：技能组ID
 * caller：''
 * ```
 */
thirdCallTransfer(callee: string, caller?: string, callback?: (e?: any) => void): void;

init iateAttendedTransfer(callee, caller, callback)

/**
 * 通话过程中咨询转接，A和B通话，咨询C，咨询过程中A等待
 *
 * @param callee 被叫号码 | 技能组ID
 * @param caller 主叫号码
 * @param callback 调⽤成功后的回调函数
 *
 * @description
 * 
 * 转接给坐席
 * callee：坐席分机号
 * caller: ''
 *
 * 转接给外部电话
 * callee：⼿机号
 * caller：'auto'
 *
 * 转接给指定技能组
 * callee：技能组ID
 * caller：''
 */
initiateAttendedTransfer(callee: string, caller?: string, callback?: (e?: any) => void): vo
id;

thirdCallRetrieve(call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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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话取回，回到原来的通话，A和B通话，咨询C，咨询完成回到A和B通话。
callcallback: 调⽤成功后的回调函数，参数类型为Function。

thirdCallTransferFinished(callback)

三⽅咨询通话过程中转移通话，A和B通话，咨询C，咨询完成回到A和B通话，实现A和C通话。
callback: 调⽤成功后的回调函数，参数类型为Function。

switchToConference(jobId)

/**
 * 咨询通话转会议（多⽅通话）
 * 
 * @param jobId 通话 id
 */
switchToConference(jobId?: string): void;

startConference(part icipantList Json, otherParams)

/**
 * 发起会议
 *
 * @param participantListJson 会议通话的另外两⽅，坐席的话传坐席的分机号，传参类型 `JSON.stringi
fy(['1234567', '7654321'])`
 * @param otherParams 其他参数
 *
 * @example
 * ```js
 * startConference(JSON.stringify(['1234567', '7654321']))
 * ```
 */
startConference(participantListJson: string, otherParams?: Record<string, any>): void;

monitor(userId, callback)

/**
 * 监听⽅法
 *
 * @param userId 坐席的ID
 * @param callback 调⽤成功后的回调函数
 */
monitor(userId: string, callback?: (result?: any) => void): void;

bargeIn(userId, jobId, call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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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强插⽅法。成功后，转⼊三⽅会议模式。
 *
 * @param userId 坐席的ID
 * @param jobId 要插⼊的通话ID
 * @param callback 调⽤成功后的回调函数
 */
bargeIn(userId: string, jobId?: string, callback?:(result?: any) => void): void;

intercept(userId, jobId, callback)

/**
 * 强拆⽅法，成功后，原坐席被踢出通话，新插⼊坐席与客⼾通话。
 *
 * @param userId 坐席的ID
 * @param jobId 要插⼊的通话ID
 * @param callback 调⽤成功后的回调函数
 */
intercept(userId: string, jobId?: string, callback?: (e?:any) => void): void;

coach(userId, jobId, callback)

/**
 * 辅导⽅法。管理员和技能组组⻓可以辅导坐席与客⼾通话。
 * 成功后，客⼾只能听到初始坐席的声⾳，被辅导坐席可以同时听到客⼾和辅导者的声⾳。辅导者可以同时听到客⼾
和坐席的声⾳。
 *
 * @param userId 坐席的ID
 * @param jobId 要辅导的通话ID
 * @param callback 调⽤成功后的回调函数
 */
coach(userId: string, jobId?: string, callback?: (e?:any) => void): void;

agentToAgent(userDN, callback)

/**
 * 内部通话⽅法
 *
 * @param userDN 坐席的分机号，为8位数字
 * @param callback 调⽤成功后的回调函数
 */
agentToAgent(userDN: string, callback?: (e:any) => void): void;

transferStat isfic(contactFlow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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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送语⾳满意度,或者转其他IVR流程。
 *
 * @param contactFlowId 如果不传，则发起已配置的语⾳满意度流程。也可以传⼊指定IVR流程ID，发起指定IVR
流程。发起IVR流程后，当前坐席被挂断。
 */
transferStatisfic(contactFlowId?: string): void;

launchShortMessageAppraise()

发送短信满意度，只有在话后处理状态下可⽤。

launchShortMessageMissedCall()

发送漏话短信，只有在拨号状态时可⽤。

launchAuthentication(contactFlowId, contactFlowVariables, callback)

/**
 * 发送指定IVR流程，当前坐席不被挂断。
 *
 * @param contactFlowId 发起指定IVR流程的ID
 * @param contactFlowVariables 给 IVR 流程传参，可在开始节点中定义同名参数获取
 * @param callback 核⾝接⼝调⽤成功的回调
 */
launchAuthentication(
  contactFlowId: string,
  contactFlowVariables?: Record<string, string | number>,
  callback?: (e: any) => void,
): void;

forceToPrepareSignIn()

 如果注册时收到7001错误，即已有设备在线，可以调⽤此⽅法继续注册。成功后会将原有设备踢下线。

testTurnServers(args)

测试云呼坐席接⼊点的时间。args的参数形式为：

accessPoint: 可以只测某个接⼊点的值。不传为测试当前所有接⼊点
currentFrequence： 测试⼏次。不传为1次，参数类型为Number
callback: (res) => { 在这⾥得到接⼊点结果 }

switchAccessPoint(accessPoint)

切换坐席接⼊点，accessPoint为从接⼝GetTurnServerList获取的turnServerListConfig数组对象的region，
必须和接⼝region保持⼀致，否则不能切换成功，⾃动传’default’

getSoftPhoneDevic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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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当前软电话id。可以根据此值进⾏MakeCall接⼝调⽤

getAudioDeviceList(callbackFunction)

获取当前⻨克⻛和⽿机列表

setAudioInputDevice(device_id)

设置⻨克⻛设备

setAudioOutputDevice(device_id)

设置⽿机设备

六、服务端准备工作六、服务端准备工作

因为软电话SDK是嵌入到了您的自有业务系统中，在软电话SDK的使用过程中，会发起多个请求到自有业务
系统的服务端，请求的调用地址可以通过四、config可选配置中的ajax相关配置来设置。需要将软电话SDK
发出的请求经过您的服务端转发到云呼叫中心的服务端（也就是调用云呼叫中心的openAPI），然后将返回
结果透传回软电话SDK中即可。详细步骤如下：

可以通过AK/SK方式请求接口，或通过oauth2方式请求接口

转发sdk发的请求到云呼叫中心服务端，根据 API简介说明调用对应openAPI，将返回结果透传回软电话
SDK即可，软电话SDK所需的返回结果必须是JSON数据格式。

坐席，技能组等需要在阿里云云呼叫中心控制台进行配置，否则无法正常工作；

类型类型 接口接口 描述描述

GetLoginDetails 获取坐席的信息

ListSkillLevelsOfUser 坐席的技能组信息

ListOutboundNumbersOfUser 坐席的外呼号码

ListConfigItems 坐席工作台配置信息

GetTurnServerList 获取云呼提供的turn服务接入点

ListPrivilegesOfUser 坐席的权限列表

GetTurnCredentials Turn服务的账号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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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接口业务接口

ListDevices 登录的设备信息

AddAgentDevice 保存设备信息

PickOutboundNumbers 自动选择外呼号码

GetNumberLocation 查询号码归属地

ListRealtimeAgentStates
查询当前坐席的状态列表（转接功
能）

ListAgentStates 查询当前的坐席列表（监听功能）

ResetAgentState 重置坐席状态

ListRecentCallDetailRecords 查询通话记录

ListSkillGroups 获取技能组，只有admin有权限

ListBriefSkillGroups 转接的技能组列表

ListHistoricalAgentReport 获取坐席我的工作数据

SaveTerminalLog 给服务端上报错误日志

SignInGroup 技能组登录

PollUserStatus 轮询获取用户状态

LaunchAuthentication 核验身份

SignOutGroup 退出

TakeBreak 小休

类型类型 接口接口 描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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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务操作相关接口话务操作相关接口

ReadyForService 置空闲

MakeCall 拨打电话

AnswerCall 接听电话

ReleaseCall 挂电话

HoldCall 通话保持

RetrieveCall 通话取回

BlindTransfer 直接转接

InitiateAttendedTransfer 发起咨询转接

CompleteAttendedTransfer 咨询转接转移通话

CancelAttendedTransfer 取消转接

SendDtmfSignaling 发送DTMF按键

MonitorCall 发起监听

BargeInCall 监听状态下强插

InterceptCall 监听状态下强拆

Coach 监听状态下辅导

MuteCall 静音

UnmuteCall 取消静音

类型类型 接口接口 描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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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nchSurvey 发送语音满意度

ChangeWorkMode 切换工作模式

类型类型 接口接口 描述描述

七、开发错误、操作逻辑错误七、开发错误、操作逻辑错误

SDK会抛出两种类型的错误：开发错误、操作逻辑错误。建议您在开发时配置onErrorNotify钩子并打印参
数，方便排查问题并将相关错误抛出给客户，方便问题排查。

1. 开发错误：简单的说就是可以通过修改您的代码来修复的错误，是稳定重现的，这一类型的错误常见的
有配置参数类型出错、调用sdk方法未按照状态约束表进行。比如配置项onInit要求是一个方法，但是却
传入了一个字符串，那么sdk会直接执行如下代码，遇到这样的错误js执行被打断，必须要根据错误提示
先进行修复

2. 操作逻辑错误：这一类错误是用户使用呼叫中心过程中一些操作不当造成的错误，不一定是稳定重现
的，这一类型的错误常见的有未允许浏览器对本域名开启声卡权限、账号在别处登录、客服不在任何技
能组中、呼叫中心网络错误等。这类错误sdk会调用onErrorNotify方法通知外部系统，钩子函数
onErrorNotify中的所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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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1: '外呼失败',
  5002: '您尚未被加⼊到技能组中，暂时⽆法使⽤，请联系呼叫中⼼管理员添加',
  5003: '技能组信息异常',
  5004: '请检查坐席是否在通话中，并且设置了语⾳满意度流程',
  5005: '当前WebScoket连接缓慢，请等待或刷新后重新上线',
  5006: '请检查坐席是否在通话中，并且传⼊IVR流程ID',
  6001: '没有通话Channel信息',
  6002: '没有通话ChannelID',
  7001: '已有设备注册，软电话未初始化', // 初始化sip之前检测出有设备，可以让客⼾选择是否登录
  7002: '已有设备注册，软电话初始化异常, 请刷新⻚⾯', // 初始化sip之后，注册设备和sip不⼀致，报错
  7003: '⽆法获取接⼊点信息',
  7004: '接⼊点测速失败',
  7005: '请使⽤http协议',
  7006: '浏览器不满⾜要求',
  7007: '现在有新设备上线，请检查',
  7008: 'SIP话机不在线',
  9001: '当前状态不能执⾏此操作',
  9002: '参数异常',
  9003: '执⾏失败',
  9004: '软电话已初始化好',
  9005: '请先调⽤PrepareSignIn⽅法',
  9006: '下线失败',
  9007: '⽹络连接失败',
  9008: '缺少登录信息',
  9009: '主叫为空',
  9010: '⽆可⽤主叫',
  9012: '被叫为空',
  8001: '请检查声卡权限', // 提⽰设备异常的界⾯
  8002: '请检查声卡权限', // 提⽰设备异常的界⾯
  8003: '已在通话中',
  /* 以下为迁出的event事件 */
  stream_local_refused: '浏览器⽆⻨克⻛权限，请刷新⻚⾯',
  get_lo_failed: '⽆法获取本地媒体流，请切换接⼊点到上海',
  PollUserStatusErrorNotify: '⽆法获取坐席状态，请重新登录',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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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1错误中返回值事例：
{
  errorCode: 7001,
  errorMsg: {
     callId: '7089e388-b2db-e3b2-e4c2-572faf77c4d7',
     contact: 'sips:80001012@100.104.xx.xxx:15646;rtcweb-breaker=yes;transport=wss',
     deviceId: 'CCC-30.240.xx.xxx-chrome99-bs82ea17f7804263c',
     extension: '80001010',
     instanceId: 'ABC',
     userId: 'abc@ABC',
     userState: 'DIALING',
  },
  errorMsgTip: '已有设备注册，软电话未初始化'
}
参数说明：
deviceId：当前已登录的设备ID
userState：当前已登录设备状态。⽬前有以下状态：{
  TALKING: '通话中',
  DIALING: '拨号中',
  RINGING: '振铃中',
  WORKING: '话后处理',
  READY: '空闲',
  BREAK: '⼩休',
  OFFLINE: '下线',
}

当收到7001错误时，可调用forceToPrepareSignIn接口继续注册，并将原设备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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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1错误中返回的errorMsg是外呼失败所对应的sip code，errorMsgTip是sip code所对应的语义翻译。
不同号码运营商所对应的sip code可能有所差异，这⾥列出常⻅sip code关系表：
{
  100: '正在处理中',
  180: '振铃',
  182: '排队',
  181: '会话进⾏',
  200: '会话成功',
  300: '多重选择',
  301: '永久移动',
  302: '临时移动',
  305: '⽤⼾代理',
  380: '替代服务',
  400: '错误请求',
  401: '未授权',
  402: '付费要求',
  403: '禁⽌',
  404: '未发现',
  405: '⽅法不允许',
  406: '不可接受',
  407: '代理需要认证',
  408: '请求超时',
  410: '离开',
  413: '请求实体太⼤',
  414: '请求URL太⻓',
  415: '不⽀持的媒体类型',
  416: '不⽀持的URL计划',
  420: '不良扩展',
  421: '需要扩展',
  423: '间隔太短',
  480: '临时失效',
  481: '呼叫/事务不存在',
  482: '发现环路',
  483: '跳数太多',
  484: '地址不完整',
  485: '不明朗',
  486: '这⾥忙',
  487: '请求终⽌',
  488: '这⾥请求不可接受',
  491: '未决请求',
  493: '不可辨识',
  500: '服务器内部错误',
  501: '不可执⾏',
  502: '坏⽹关',
  503: '服务⽆效',
  504: '服务器超时',
  505: '版本不⽀持',
  513: '消息太⼤',
  600: '全忙',
  603: '丢弃',
  604: '不存在',
  606: '不可接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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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状态对照表及状态说明八、状态对照表及状态说明

状态码状态码 描述描述 操作操作 可允许调用的接口可允许调用的接口

-1 未注册
当前状态只能操作
register

register

0 注册中 register

1 离线 上线
logIn, applyForOffSite,
forceToPrepareSignIn

2 小休 置空闲，下线 ready, logOut,

3 空闲
下线、外呼、接听，发起
监听，会议

logOut, agentToAgent,
call, monitor,
applyForBreak,
applyForCallOnly,
bargeIn, intercept,
coach, startConference

5 话后处理 置空闲

logOut, applyForBreak,
ready, call,
launchShortMessageAp
praise,
applyForCallOnly,
applyForOffSite

6 振铃 接听 answer

8 拨号 挂断 hangUp, sendDtmf

9 呼入通话 挂断

hangUp, callHold,
callRetrieve, sendDtmf,
muteAgent,
umMuteAgent,
transferStatisfic,
launchAuthentication,
thirdCallTransfer,
init iateAttendedTransf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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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呼出通话 挂断

hangUp, callHold,
callRetrieve, sendDtmf,
muteAgent,
umMuteAgent,
transferStatisfic,
launchAuthentication,
thirdCallTransfer,
init iateAttendedTransfe
r

11 内部通话 结束通话

hangUp, callHold,
callRetrieve, sendDtmf,
muteAgent,
umMuteAgent

12 通话保持 取消通话保持 callRetrieve

16 发起三方 通话取回、取消三方通话 thirdCallRetrieve

17 咨询通话
取消咨询通话、咨询通话
转移

thirdCallRetrieve,
thirdCallTransferFinishe
d, sendDtmf,
switchToConference

19 会议 坐席由空闲状态发起会议 hangUp, sendDtmf

20
被动求助

挂断 hangUp

21 监听 挂断 hangUp

24 发起监听，还未监听成功

25 强插，进入三方通话 挂断 hangUp

26 耳语坐席，进入三方通话 挂断 hangUp

状态码状态码 描述描述 操作操作 可允许调用的接口可允许调用的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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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会议中坐席状态变化

例如有人退出会议，或者
有人进入会议 hangUp,

transferStatisfic

状态码状态码 描述描述 操作操作 可允许调用的接口可允许调用的接口

九、多标签页外呼使用要点九、多标签页外呼使用要点

使用场景使用场景

做了CRM系统集成的⽤⼾，可以使⽤我们的sdk界⾯进⾏外呼，但是也存在⼀些⽤⼾需要在其他⻚⾯，⽐如⼀些⽤⼾名
单列表或⽤⼾详情⻚⾯通过点击按钮进⾏外呼，这时就需要在该⻚⾯进⾏sdk注册，但是我们的sdk是不⽀持多标签注
册的，因此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案：在注册过sdk的标签⻚监听其他标签⻚localstorage的变化，在其他标签⻚设置l
ocalstorage来实现外呼。

使用方法使用方法
1. 设置配置项useLocalStorageToCall为true

2. 首先所有标签页都要在一个浏览器中，要求只有一个标签页注册WorkbenchSdk，并保持该标签页的登
录状态。

3. 在  其他标签⻚ 拨打电话时设置一个localstorage（如果拨打电话页和注册页处于同一标签页，该方法

将无法监听到，导致电话拨打不出去），key为workbenchSdkCall，value为{callee: ‘1558888****’,
caller: ‘05712823****’, random: 0.234234234}。其中caller的值具体设置参照上面sdk方法中
 call(callee, caller) 的规定，设置成功以后，当注册过WorkbenchSdk的标签页监听到

localstorge的workbenchSdkCall变化时，便自动外呼电话：

 var value = {
     callee: '1558888****',
     caller:'05712823****',
     publicKey: '',
     useVirNumCall: true,
     random: Math.random()
 }
 localStorage.setItem('workbenchSdkCall', JSON.stringify(value))

4. 在其他标签页挂断电话时，需设置一个key为workbenchSdkHangup，value为一个随机数的
localstorage，便自动挂断电话

 localStorage.setItem('workbenchSdkHangup',  Math.random())

5. 可通过  localStorage.getItem('workbenchSdkStatus') 来查询当前workbench状态码，当值为3,4,5

时才可以外拨号码；当值为8,9,10,11,12,21时才可挂断电话。

十、对比1.0sdk文档的更新十、对比1.0sdk文档的更新

一、前端资源地址有变化一、前端资源地址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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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onf ig必选配置项二、conf ig必选配置项

instanceId数据来源有变化，为呼叫中心填写的唯一域名

新增regionId配置，删除useOpenApiSdk参数

三、conf ig可选配置三、conf ig可选配置

前端请求资源的路径配置为
${ajaxOrigin}${ajaxPath}${ajaxApiParamName}=${apiName}&product=CloudCallCenter&version=2020-
07-01&region=${regionId}

回调函数onCallComing、onBeforeCallDialing、onCallDialing、onBeforeCallHangup、onCallEstablish、
onErrorNotify、onStatusChange返回的参数都统一为对象格式，具体见文档说明

删除enableRecord配置项

四、SDK方法四、SDK方法

离线坐席手机功能放到了坐席管理，通过后端接口修改坐席工作模式，不在前端SDK中提供了

五、服务端准备工作，新增了话务相关的接口，详见上方文档说明五、服务端准备工作，新增了话务相关的接口，详见上方文档说明

六、错误的code码六、错误的code码

减少了双登相关的错误码、2.0如果发现有坐席登录，提示已有设备在线，并列出设备id，请坐席确认

七、状态说明七、状态说明

小休状态码变成了2

十一、更新日志十一、更新日志

2022-06-292022-06-29
Workbench: Workbench: 2.4.32.4.3

Agent bar: Agent bar: 1.8.11.8.1

SIPml: 0.4.0SIPml: 0.4.0

Bug FixesBug Fixes

呼入通话，咨询转接外部通话后转移通话，咨询者报错问题修复

2022-06-282022-06-28
Workbench: 2.4Workbench: 2.4.22

Agent bar: 1.8.1Agent bar: 1.8.1

SIPml: 0.4.0SIPml: 0.4.0

Bug FixesBug Fixes

优化浏览器版本判断逻辑

修复在某些情况下不刷新页面更换用户登录，钩子函数不触发的问题

Feat uresFeat ures

添加  isLoggedKeepBreak  配置参数，在登录时保持小休状态

2022-06-212022-06-21
Workbench: 2.4.1Workbench: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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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 bar: 1.8.0Agent bar: 1.8.0

SIPml: 0.4.0SIPml: 0.4.0

Bug FixesBug Fixes

来电技能组太长显示toolt ip

修复切换场外模式再立马以场内模式上线参数没有更新的问题

部分通话时间累计问题修复

修复 moreActionList  填写不支持的参数报错

修复面板收起时主被叫号码更新不及时

收缩盘样式的更改，兼容被叫号码超长的逻辑

修复咨询通话-转移通话时，被叫归属地未显示，呼入时主叫来电次数和来电时间未显示

修复IVRTracking中，有设置变量节点时报错

修复设备检测，麦克风和耳机选择设备选择框中不显示

修复呼入出现滚动条，状态图标被覆盖

register方法传deviceType参数为0时，弹窗还是出现

缩小面板后，点击接听按钮，传参错误

修复获取浏览器版本号逻辑，兼容chrom 100版本

优化界面显示，提升体验

Feat uresFeat ures

 launchAuthentication  核身方法添加  contactFlowVariables  变量和  callback  成功回调方法

 sendDtmf  方法开放出  jobId  和  channelId  参数传入

发送语音满意度添加loading状态

来电呼入页面中添加来电技能组字段显示

添加仅外呼配置

添加仅外呼状态是否可以接收任何来电配置，转接和内部通话是否可以给坐席

SIPml 添加更多日志，方便排查问题

Perf ormance Improvement sPerf ormance Improvement s

优化 agentbar 体积，js文件减小55%，提升加载效率

通过该文档，您可以实现将IVR页面嵌入到第三方系统中，直接在您系统中实现IVR流程的展示、编辑、发布
等功能，下面的工作需要您公司的前端工程师来实施。

一、前端资源一、前端资源

备注：更新前端资源版本以后，一定要在本地环境做全面测试以后再发布线上环境！备注：更新前端资源版本以后，一定要在本地环境做全面测试以后再发布线上环境！

3.1.3. IVR SDK前端接入指南3.1.3. IVR SDK前端接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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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k样式⽂件-->
<link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href="https://g.alicdn.com/cloudcallcenter/acc-ivr/{
version-ivr-sdk}/main.min.css">
<!--sdk js⽂件-->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https://g.alicdn.com/cloudcallcenter/acc-ivr/{version-i
vr-sdk}/accIvrSdk.min.js"></script>

以上静态资源，将上⾯的{version-ivr-sdk}替换为对应的版本号，当前最新版本号为：
version-ivr-sdk ==> 1.2.3

二、初始化SDK二、初始化SDK

接入sdk之前需要做的工作：

1. 必须使用chrome浏览器，版本号为58以上。原因是云呼叫中心的通话是通过webRTC技术实现的，目前
chrome浏览器对于WebRTC技术兼容是高的。为了保证您的通话质量及安全性，所以我们做出了这样的
要求。

初始化SDK：

window.accIvr = new window.AccIvrSdk(config)

注意：当在同一个页面重复初始化实例时，需在下次初始化之前调用 注意：当在同一个页面重复初始化实例时，需在下次初始化之前调用 
 window.accIvr.unmountInstance()  方法卸载上次渲染的组件，避免重复渲染组件，出现意外情况。 方法卸载上次渲染的组件，避免重复渲染组件，出现意外情况。

三、config必选配置三、config必选配置

1. dom

挂载元素id

2. instanceId

创建呼叫中⼼实例填写的域名， 
 https://ccc.console.aliyun.com/AccV2Instance  

访问地址查看，workbench/xxx/agentdest中间的的字符串（xxx就是实例id）

3. region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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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呼服务器部署的集群，如果没有特殊说明，为'cn-shanghai'

四、config可选配置四、config可选配置

1. width

宽度，默认100%，参数类型：Number （px）或者String（%）

2. height

⾼度，默认100%，参数类型：Number （px）或者String（%）

3. baseURL

加载IVR⻚⾯的路径。
如果是hash路由，是window.location.hash。
如果是browser路由，是window.location.pathname。

4. isBrowserHistory

Boolean，如果是browser路由，指定为true。如果是hash路由可不指定。

******以下参数是前端请求服务端接口的API地址及请求参数配置：************以下参数是前端请求服务端接口的API地址及请求参数配置：******

请求路径为：请求路径为：${ajaxOrigin}${ajaxPath}?
${ajaxApiParamName}=${apiName}&product=CloudCallCenter&version=2020-07-01&region=${regionId}

5. ajaxOrigin

请求源，默认请求当前源（location.origin），参数类型：String；

6. ajaxPath

请求路径，默认为”/data/api.json”

7. withCredentials

表⽰跨域请求时是否需要使⽤凭证,是否允许携带cookie,参数类型：Boolean

8. ajaxApiParamName

ajaxType为param时指定区分action的名称，默认action，参数类型：String；

9. ajaxMethod

请求⽅式，post|get 默认post，参数类型：String；

10. ajaxOtherPa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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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定义参数和request同⼀层级，参数类型：Object；

11. ajaxHeaders

请求的header，参数类型：Object；

******请求接口的参数配置结束************请求接口的参数配置结束******

******以下是钩子函数：路由变化时的回调函数，类型均为f unct ion************以下是钩子函数：路由变化时的回调函数，类型均为f unct ion******

12. onChangeRouter(url)

当路由发⽣变化时触发。你可以根据路由变化做出相应处理

以下是配置示例：以下是配置示例：

window.customIvr = new window.AccIvrSdk({
  dom: 'ivr',
  instanceId: 'XXX',
  regionId: 'cn-shanghai',
  ajaxPath: '/aliyun/ccc/api',
  ajaxMethod: 'post',
  useOpenApiSdk: false,
  width: '800px',
  height: '500px',
  baseURL: '/ivr',
  onChangeRouter(url) {
    console.log(url);
  },
});

五、SDK说明五、SDK说明

IVR SDK中内置了一些路由配置，对应不同页面和操作：

接口接口 描述描述

${baseURL} IVR列表页面

${baseURL}/delete 删除IVR

${baseURL}/publish 发布IVR

${baseURL}/version IVR版本信息

${baseURL}/export 导出I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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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URL}/create 创建新的IVR

${baseURL}/modify/:contactFlowId 编辑IVR

${baseURL}/clone 克隆IVR

${baseURL}/import 导入IVR

接口接口 描述描述

六、服务端准备工作六、服务端准备工作

因为IVR SDK是嵌入到了您的自有业务系统中，在IVR SDK的使用过程中，会发起多个请求到自有业务系统的
服务端，请求的调用地址可以通过四、config可选配置中的ajax相关配置来设置。需要将IVR SDK发出的请求
经过您的服务端转发到云呼叫中心的服务端（也就是调用云呼叫中心的openAPI），然后将返回结果透传回
软电话SDK中即可。详细步骤如下：

可以通过AK/SK方式请求接口，或通过oauth2方式请求接口

转发sdk发的请求到云呼叫中心服务端，根据 API简介说明调用对应openAPI，将返回结果透传回软电话
SDK即可，软电话SDK所需的返回结果必须是JSON数据格式。

类型类型 接口接口 描述描述

ListContactFlows 获取IVR列表

GetContactFlowVersion 获取IVR流程版本信息

ListSnapshotsOfContactFlow 获取IVR流程快照信息

StartEditContactFlow 开始编辑IVR流程

PublishContactFlow 发布IVR流程

GetContactFlow 获取IVR流程画布信息

DiscardEditingContactFlow 丢弃IVR流程编辑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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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接口业务接口

DeleteContactFlow 删除IVR流程

RollbackContactFlow 回滚IVR流程到指定版本

ListSkillGroups 获取技能组列表信息

ListPhoneNumbers 获取电话号码列表

GetSmsConfig 获取短信配置信息

ListConfigItems 获取当前工作台配置信息

ListCallTags 获取黑名单标签列表

ListMedias 获取当前实例下的音频列表

DeleteMedia 删除音频

GetAudioFileDownloadUrl 获取指定音频URL

ListAsrSettings 获取语音配置开启状态

CheckNlsServiceStatus 检查智能语音服务是否授权

ListProjects 获取语音项目列表

GetTtsAuditionFile 获取文本试听音频链接

类型类型 接口接口 描述描述

调用接口ListConfigItems获取配置信息。

3.2. API参考3.2. API参考
3.2.1. 配置3.2.1. 配置

3.2.1.1. ListConfigItems3.2.1.1. ListConfigI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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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ConfigItem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ListConfigItems。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ObjectId String 是 ccc-test
配置项信息从属的对象。如果此参数为空
则表示处理当前用户相关的配置项，只包
括用户这一级的内容。

ObjectType String 是 INSTANCE

对象的类型。

主账号级别的配置：ALIYUN_UID

实例级别的配置项：INSTANCE

技能组级别的配置项：SKILL_GROUP

座席自己的配置项：USER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Array of
ConfigItem

数据。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Name String test-item 配置项名称。

ObjectId String ccc-test 配置项所归属的对象ID。

ObjectType String INSTANCE 配置项所归属的配置类型。

Value String 1 配置项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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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Params List 无 参数信息。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ConfigItems
&InstanceId=ccc-test
&ObjectId=ccc-test
&ObjectType=INSTANCE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Params>⽆</Params>
<Data>
    <Value>1</Value>
    <ObjectType>INSTANCE</ObjectType>
    <ObjectId>ccc-test</ObjectId>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Name>test-item</Name>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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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Params": "⽆",
 "Data": [{
  "Value": "1",
  "ObjectType": "INSTANCE",
  "ObjectId": "ccc-test",
  "InstanceId": "ccc-test",
  "Name": "test-item"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0
Parameter.Enumerat
ion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one
of the value of enumeration %s.

该参数必须为系统限定的枚举值之
一。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UpdateConfigItems修改呼叫中心实例的相关配置，例如：来电显示是否隐藏号码，呼入场景下是否允
许坐席主动挂机等。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UpdateConfigIte
m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UpdateConfigItems。

3.2.1.2. UpdateConfigItems3.2.1.2. UpdateConfigI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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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Items String 是

[{"name":"ShowC
alledID","value":"
-1"},
{"name":"ShowCa
lleeID","value":"1
"},
{"name":"AllowH
angup","value":"
0"},
{"name":"AutoAn
swerCall","value"
:"-1"},
{"name":"AllowA
udioDownload","
value":"1"},
{"name":"AllowC
hooseSignedSkill
Group","value":"1
"}]

配置项列表。其中的每一个元素对应一个
配置项，name 为配置项名称，value 为配
置项的值。下面是具体说明：

ShowCalledID：坐席来电显示。-1：隐
藏全部来电号码。0：隐藏部分来电号
码。1：显示完整来电号码。

ShowCalleeID：坐席外呼显示。-1：隐
藏全部外呼号码。0：隐藏部分外呼号
码。1：显示完整外呼号码。

AllowHangup：坐席呼入挂机方式。
0：不允许坐席挂机。1：允许坐席挂
机。

AutoAnswerCall：坐席接听来电方式。
-1：手动接听。n：振铃n秒后接听（n
为用户指定的数值。例如：n=10，则为
坐席振铃10秒后接听）。

AllowAudioDownload：是否允许坐席
下载录音。0：不允许。1：允许。

AllowChooseSignedSkillGroup：坐席
上线前是否手动选择签入的技能组。0：
自动签入所属的全部技能组。1：手动选
择签入的技能组。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ObjectId String 是 ccc-test 配置ID，为云呼实例ID。

ObjectType String 是 INSTANCE 配置类型，为 INSTANCE。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Params List 无 响应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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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 String
8E7Y5B39-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UpdateConfigItems
&ConfigItems=[{"name":"ShowCalledID","value":"-1"},{"name":"ShowCalleeID","value":"1"},{"na
me":"AllowHangup","value":"0"},{"name":"AutoAnswerCall","value":"-1"},{"name":"AllowAudioDo
wnload","value":"1"},{"name":"AllowChooseSignedSkillGroup","value":"1"}]
&InstanceId=ccc-test
&ObjectId=ccc-test
&ObjectType=INSTANCE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8E7Y5B39-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Params>⽆</Params>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8E7Y5B39-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Params":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Parameter.Enumerat
ion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one
of the value of enumeration %s.

该参数必须为系统限定的枚举值之
一。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4 NotExists.UserId
The user %s does not exist in
instance %s.

呼叫中心实例中不存在指定的用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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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GetLoginDetails获取坐席工作台的登录信息。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LoginDetail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GetLoginDetails。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UserId String 否
user-test@ccc-
test

可选。呼叫中心实例的用户ID，实例内唯
一。不填默认查询当前用户。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DeviceId String
BS-2020-09-01-
11:11:11.888-
192_168_12_123

如果座席注册了SIP话机，则此参数是SIP话机设
备的设备ID，否则为空。

DisplayName String 测试用户 展示名称/姓名。

Extension String 80326034 分机号码。

3.2.1.3. GetLoginDetails3.2.1.3. GetLogin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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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ature String

B9ZSTwDHELlAwwY
CdfnxzHHYK0K+SJb
WwSwPM4DzJaosD5
7nNMfHKLjpeCFjolh/
R0WAFT/p1s0xijGbE
vm5xLofZgCfBZFypI
MuMQOerNfDWSfa3
90wRJBu9E/apUGX3k
6OQTmxMz6cozcaiN
gScwFSbAViT2dT9Z
5xvU5PqKY=

签名信息。

SipServerUrl String
sh-sip-
ccc.aliyuncs.com:44
3

SIP服务集群地址。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呼叫中心用户ID。

UserKey String
user-test@ccc-
test:80326034:1609
118499750

签名数据。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Params List 无 响应参数。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LoginDetails
&InstanceId=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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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Params>⽆</Params>
<Data>
    <Extension>80326034</Extension>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SipServerUrl>sh-sip-ccc.aliyuncs.com:443</SipServerUrl>
    <DeviceId>BS-2020-09-01-11:11:11.888-192_168_12_123</DeviceId>
    <UserKey>user-test@ccc-test:80326034:1609118499750</UserKey>
    <Signature>B9ZSTwDHELlAwwYCdfnxzHHYK0K+SJbWwSwPM4DzJaosD57nNMfHKLjpeCFjolh/R0WAFT/p1s0x
ijGbEvm5xLofZgCfBZFypIMuMQOerNfDWSfa390wRJBu9E/apUGX3k6OQTmxMz6cozcaiNgScwFSbAViT2dT9Z5xvU5
PqKY=</Signature>
    <DisplayName>测试⽤⼾</DisplayName>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Params": "⽆",
 "Data": {
  "Extension": "80326034",
  "UserId": "user-test@ccc-test",
  "SipServerUrl": "sh-sip-ccc.aliyuncs.com:443",
  "DeviceId": "BS-2020-09-01-11:11:11.888-192_168_12_123",
  "UserKey": "user-test@ccc-test:80326034:1609118499750",
  "Signature": "B9ZSTwDHELlAwwYCdfnxzHHYK0K+SJbWwSwPM4DzJaosD57nNMfHKLjpeCFjolh/R0WAFT/p1s0
xijGbEvm5xLofZgCfBZFypIMuMQOerNfDWSfa390wRJBu9E/apUGX3k6OQTmxMz6cozcaiNgScwFSbAViT2dT9Z5xvU
5PqKY=",
  "DisplayName": "测试⽤⼾"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4 NotExists.UserId
The user %s does not exist in
instance %s.

呼叫中心实例中不存在指定的用
户。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3.2.1.4. GetTurnCredentials3.2.1.4. GetTurnCredent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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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GetTurnCredentials获取TURN服务所需用户名和密码。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TurnCredentia
l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GetTurnCredentials。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UserId String 否
user-test@ccc-
test

可选。呼叫中心实例的用户ID，实例内唯
一。不填默认查询当前用户。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Password String
M0NQNG/uRUrfIxW7
er/S9gKXsT0=

密码。

UserName String 1602585817:null 用户名。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Params List 无 响应参数。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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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dpoint]/?Action=GetTurnCredentials
&InstanceId=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Params>⽆</Params>
<Data>
    <UserName>1602585817:null</UserName>
    <Password>M0NQNG/uRUrfIxW7er/S9gKXsT0=</Password>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Params": "⽆",
 "Data": {
  "UserName": "1602585817:null",
  "Password": "M0NQNG/uRUrfIxW7er/S9gKXsT0="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接口 GetTurnServerList  获取语音专线列表。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3.2.1.5. GetTurnServerList3.2.1.5. GetTurnServer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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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TurnServerList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GetTurnServerList。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ing

[{"region":
"shanghai", "name":
"上海", "domain":
"turn-sh-
ecs.ccc.aliyuncs.com
",
"cidr":"172.31.255.6
4/28"}]

Turn服务列表。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Params List 无 响应参数。

RequestId String
BCAB92FA-BAE6-
4E40-80B9-
2DDBE61939CF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TurnServerList
&InstanceId=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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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BCAB92FA-BAE6-4E40-80B9-2DDBE61939CF</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Params>⽆</Params>
<Data>[{"region": "shanghai", "name": "上海", "domain": "turn-sh-ecs.ccc.aliyuncs.com", "cid
r":"172.31.255.64/28"}]</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BCAB92FA-BAE6-4E40-80B9-2DDBE61939CF",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Params": "⽆",
 "Data": "[{\"region\": \"shanghai\", \"name\": \"上海\", \"domain\": \"turn-sh-ecs.ccc.aliy
uncs.com\", \"cidr\":\"172.31.255.64/28\"}]",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ListContactFlows获取呼叫中心实例中的IVR流程列表。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ContactFlow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ListContactFlows。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3.2.2. 联系流3.2.2. 联系流

3.2.2.1. ListContactFlows3.2.2.1. ListContactF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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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Number Integer 是 1 分页序号，范围1-100。

PageSize Integer 是 10 分页大小，范围1-100。

Type String 否 MAIN_FLOW

IVR流程类型：

MAIN_FLOW（主流程）

SUB_FLOW（子流程）

SURVEY_FLOW（满意度流程）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List
Array of
ContactFlow

IVR列表。

ContactFlowId String
78128960-bb00-
4ddc-8e82-
923a8c5bd22d

联系流ID。

CreatedTime String
2021-03-05
17:35:45.0

创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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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it ion String

{"activit ies":
[{"type":"INCOMING_
CALL","id":"e98f0d4
7","name":"开
始","properties":
{"posit ion":
{"x":263,"y":164}},"e
vents":
[{"event":"complete
","next":"2d3ad2c2"
,"edgeId":"41f7dbd
0"}],"nodeIndex":0},
{"type":"HANGUP","i
d":"bd4f37e2","nam
e":"挂
机","properties":
{"posit ion":
{"x":765,"y":185}},"e
vents":
[{"event":"complete
","next":null}],"nodeI
ndex":999},
{"type":"PLAY_SAY",
"id":"2d3ad2c2","na
me":"放
音","properties":
{"say":"您好，欢迎来
到阿里云呼叫中心。
","audioResourceId":
"","posit ion":
{"x":485.5,"y":153.5}
,"audioType":"tts","
audioInterrupt":fals
e},"events":
[{"event":"complete
","next":"bd4f37e2",
"edgeId":"e1af4f1f"
}],"nodeIndex":1}],"d
escription":""}

IVR的内容，由云呼IVR Engine解析，用户不需要
关心。

Description String 1.0 版本描述。

DraftId String
db07c0bb-6b1f-
47d2-b37e-
2451c617562d

草稿ID，当IVR流程处于未发布状态时返回此字
段。

Editor String ccc-test 此草稿的当前编辑人的用户名。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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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String 测试IVR IVR名称。

NumberList List ["400xxxx289"] IVR所绑定的号码列表。

Published Boolean true 是否发布过。

Type String MAIN_FLOW

IVR流程类型：

MAIN_FLOW（主流程）

SUB_FLOW（子流程）

SURVEY_FLOW（满意度流程）

UpdatedTime String
2021-03-08
15:34:49.0

上次修改的时间。

PageNumber Integer 1 分页序号。

PageSize Integer 10 分页大小。

TotalCount Integer 1 IVR总数。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ContactFlows
&InstanceId=ccc-test
&PageNumber=1
&PageSize=1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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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TotalCount>1</TotalCount>
    <PageSize>1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List>
        <Type>MAIN_FLOW</Type>
        <Description>1.0</Description>
        <CreatedTime>2021-03-05 17:35:45.0</CreatedTime>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ContactFlowId>78128960-bb00-4ddc-8e82-923a8c5bd22d</ContactFlowId>
        <Definition>{"activities":[{"type":"INCOMING_CALL","id":"e98f0d47","name":"开始","pr
operties":{"position":{"x":263,"y":164}},"events":[{"event":"complete","next":"2d3ad2c2","e
dgeId":"41f7dbd0"}],"nodeIndex":0},{"type":"HANGUP","id":"bd4f37e2","name":"挂机","propertie
s":{"position":{"x":765,"y":185}},"events":[{"event":"complete","next":null}],"nodeIndex":9
99},{"type":"PLAY_SAY","id":"2d3ad2c2","name":"放⾳","properties":{"say":"您好，欢迎来到阿⾥云
呼叫中⼼。","audioResourceId":"","position":{"x":485.5,"y":153.5},"audioType":"tts","audioIn
terrupt":false},"events":[{"event":"complete","next":"bd4f37e2","edgeId":"e1af4f1f"}],"node
Index":1}],"description":""}</Definition>
        <Published>true</Published>
        <UpdatedTime>2021-03-08 15:34:49.0</UpdatedTime>
        <DraftId>db07c0bb-6b1f-47d2-b37e-2451c617562d</DraftId>
        <Editor>ccc-test</Editor>
        <Name>测试IVR</Name>
        <NumberList>["400xxxx289"]</NumberList>
    </List>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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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TotalCount": "1",
  "PageSize": "10",
  "PageNumber": "1",
  "List": [{
   "Type": "MAIN_FLOW",
   "Description": "1.0",
   "CreatedTime": "2021-03-05 17:35:45.0",
   "InstanceId": "ccc-test",
   "ContactFlowId": "78128960-bb00-4ddc-8e82-923a8c5bd22d",
   "Definition": "{\"activities\":[{\"type\":\"INCOMING_CALL\",\"id\":\"e98f0d47\",\"name\"
:\"开始\",\"properties\":{\"position\":{\"x\":263,\"y\":164}},\"events\":[{\"event\":\"compl
ete\",\"next\":\"2d3ad2c2\",\"edgeId\":\"41f7dbd0\"}],\"nodeIndex\":0},{\"type\":\"HANGUP\"
,\"id\":\"bd4f37e2\",\"name\":\"挂机\",\"properties\":{\"position\":{\"x\":765,\"y\":185}},\
"events\":[{\"event\":\"complete\",\"next\":null}],\"nodeIndex\":999},{\"type\":\"PLAY_SAY\
",\"id\":\"2d3ad2c2\",\"name\":\"放⾳\",\"properties\":{\"say\":\"您好，欢迎来到阿⾥云呼叫中⼼
。\",\"audioResourceId\":\"\",\"position\":{\"x\":485.5,\"y\":153.5},\"audioType\":\"tts\",
\"audioInterrupt\":false},\"events\":[{\"event\":\"complete\",\"next\":\"bd4f37e2\",\"edgeI
d\":\"e1af4f1f\"}],\"nodeIndex\":1}],\"description\":\"\"}",
   "Published": "true",
   "UpdatedTime": "2021-03-08 15:34:49.0",
   "DraftId": "db07c0bb-6b1f-47d2-b37e-2451c617562d",
   "Editor": "ccc-test",
   "Name": "测试IVR",
   "NumberList": "[\"400xxxx289\"]"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List IvrTrackingDetails获取IVR轨迹。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3.2.2.2. ListIvrTrackingDetails3.2.2.2. ListIvrTracking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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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IvrTrackingDet
ail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ListIvrTrackingDetails。

ContactId String 是
job-
10963442671187
1319

通话ID。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PageNumber Integer 是 1 分页序号，范围1-100。

PageSize Integer 是 10 分页大小，范围1-100。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List
Array of
IvrTracking

IVR轨迹列表。

Callee String 053xxxx3128 被叫号码。

Caller String 133xxxx2315 主叫号码。

ChannelId String
65cp2c15-92ac-
4e67-98b2-
073a3c541c5d

通道ID。

ChannelVariabl
es

String A=B;C=D 随路数据。

ContactId String
job-
10963442671187131
9

通话ID。

EnterT ime Long 1621910542876 进入该IVR节点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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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wId String
abc99462-1058-
47d0-a114-
f145ea7444ff

联系流ID。

FlowName String 测试IVR 联系流名称。

Instance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LeaveTime Long 1621910545105 离开该IVR节点的时间。

NodeExitCode String Success 节点的状态码。

NodeId String e0bc19a3 节点ID。

NodeName String 放音 节点名称。

NodeProperties Map {"say":"您好。"} 节点的属性集合。

NodeType String PLAY_OR_SAY 节点类型。

NodeVariables Map {"digits":"2"} 节点变量。

PageNumber Integer 1 分页序号。

PageSize Integer 10 分页大小。

TotalCount Integer 4 总条目数。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D2RB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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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dpoint]/?Action=ListIvrTrackingDetails
&ContactId=job-109634426711871319
&InstanceId=ccc-test
&PageNumber=1
&PageSize=1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D2RB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TotalCount>4</TotalCount>
    <PageSize>1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List>
        <Callee>053xxxx3128</Callee>
        <NodeName>放⾳</NodeName>
        <Instance>ccc-test</Instance>
        <EnterTime>1621910542876</EnterTime>
        <NodeExitCode>Success</NodeExitCode>
        <ContactId>job-109634426711871319</ContactId>
        <ChannelId>65cp2c15-92ac-4e67-98b2-073a3c541c5d</ChannelId>
        <ChannelVariables>A=B;C=D</ChannelVariables>
        <FlowId>abc99462-1058-47d0-a114-f145ea7444ff</FlowId>
        <LeaveTime>1621910545105</LeaveTime>
        <NodeProperties>{"say":"您好。"}</NodeProperties>
        <Caller>133xxxx2315</Caller>
        <FlowName>测试IVR</FlowName>
        <NodeType>PLAY_OR_SAY</NodeType>
        <NodeId>e0bc19a3</NodeId>
        <NodeVariables>{"digits":"2"}</NodeVariables>
    </List>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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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D2RB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TotalCount": "4",
  "PageSize": "10",
  "PageNumber": "1",
  "List": [{
   "Callee": "053xxxx3128",
   "NodeName": "放⾳",
   "Instance": "ccc-test",
   "EnterTime": "1621910542876",
   "NodeExitCode": "Success",
   "ContactId": "job-109634426711871319",
   "ChannelId": "65cp2c15-92ac-4e67-98b2-073a3c541c5d",
   "ChannelVariables": "A=B;C=D",
   "FlowId": "abc99462-1058-47d0-a114-f145ea7444ff",
   "LeaveTime": "1621910545105",
   "NodeProperties": "{\"say\":\"您好。\"}",
   "Caller": "133xxxx2315",
   "FlowName": "测试IVR",
   "NodeType": "PLAY_OR_SAY",
   "NodeId": "e0bc19a3",
   "NodeVariables": "{\"digits\":\"2\"}"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Service.Com
mon

An internal service error
occurred. %s

内部服务错误。

400 Parameter.Format
The format of parameter %s is
invalid. %s

该参数的格式不合法。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ListRoles获取实例下的角色列表。

调试调试

3.2.3. 权限3.2.3. 权限

3.2.3.1. ListRoles3.2.3.1. ListRoles

开发指南··开发指南（2.x版本） 云呼叫中心

79 > 文档版本：20220707

https://error-center.aliyun.com/status/product/CCC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Role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ListRoles。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Array of Role 数据。

Name String Admin

角色名称。包括：

Agent（坐席）

Manager（技能组组长）

Admin（管理员）

RoleId String Admin@ccc-test 角色ID。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Roles
&InstanceId=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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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RoleId>Admin@ccc-test</RoleId>
    <Name>Admin</Name>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RoleId": "Admin@ccc-test",
  "Name": "Admin"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Parameter.Invalid The parameter %s is invalid. %s. 该参数无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AddPhoneNumber新增号码。

将从云呼控制台购买的电话号码绑定到呼叫中心实例中，并且可以和IVR流程进行绑定。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3.2.4. 号码管理3.2.4. 号码管理

3.2.4.1. AddPhoneNumbers3.2.4.1. AddPhoneNu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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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String 是
AddPhoneNumbe
r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AddPhoneNumbers。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Usage String 是 Bidirection

该电话号码的用途。取值：

呼入（Inbound）

呼出（Outbound）

同时用于呼入和呼出（Bidirection）

说明 说明 如果传入号码为400号
码，该值只能传入Inbound

ContactFlowId String 否 dDMD_0mif4hv 和电话号码绑定的联系流ID。

NumberList String 否
["0100xxxx008",
"0100xxxx009"]

号码列表。

NumberGroupId String 否
2cb77c29-5f60-
4b90-b21e-
9d2ba9833f14

号码分组ID。通过
ListCorpNumberGroups获取。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List 无 数据。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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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dpoint]/?Action=AddPhoneNumbers
&ContactFlowId=dDMD_0mif4hv
&InstanceId=ccc-test
&NumberGroupId=2cb77c29-5f60-4b90-b21e-9d2ba9833f14
&NumberList=["0100xxxx008", "0100xxxx009"]
&Usage=Bidirection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0
Parameter.Enumerat
ion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one
of the value of enumeration %s.

该参数必须为系统限定的枚举值之
一。

400 Parameter.Max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less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小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大值。

400 Parameter.Min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大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小值。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AddPersonalNumbersToUser为用户添加个人外呼号码。

调试调试

3.2.4.2. AddPersonalNumbersToUser3.2.4.2. AddPersonalNumbersTo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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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AddPersonalNum
bersToUser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AddPersonalNumbersToUser。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NumberList String 是
["0100xxxx008",
"0100xxxx009"]

待添加的号码列表，通过调用
ListPersonalNumbersOfUser
时，isMember参数传入false，UserId参
数传入待添加用户的UserId来获取可以绑
定的号码。

UserId String 是
user-test@ccc-
test

用户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List ["0100xxxx009"] 添加失败的号码列表。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BA03159C-E808-
4FF1-B27E-
A61B6E888D7F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AddPersonalNumbersToUser
&InstanceId=ccc-test
&NumberList=["0100xxxx008", "0100xxxx009"]
&UserId=user-test@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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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0100xxxx009"]</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0100xxxx009\"]",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0 Parameter.Max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less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小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大值。

400 Parameter.Min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大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小值。

400 Parameter.Blank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or blank.

该参数不能为null或含有空白符的
字符串。

400 Parameter.Empty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or empty.

该参数不能为null值或为空字符
串。

400 Parameter.Null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该参数不能为null值.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AddPhoneNumberToSkillGroups绑定号码和多个技能组。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3.2.4.3. AddPhoneNumberToSkillGroups3.2.4.3. AddPhoneNumberToSkill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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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AddPhoneNumbe
rToSkillGroup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AddPhoneNumberToSkillGroups。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Number String 是 010xxxx0002 待绑定的号码。

SkillGroupIdList String 是
["test1@ccc-
test","test2@ccc-
test"]

待绑定的技能组ID列表。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AddPhoneNumberToSkillGroups
&InstanceId=ccc-test
&Number=010xxxx0002
&SkillGroupIdList=["test1@ccc-test","test2@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Code>OK</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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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SON 格式

{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0 Parameter.Max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less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小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大值。

400 Parameter.Min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大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小值。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RemovePhoneNumbers从呼叫中心实例中移除电话号码，和该号码绑定的IVR流程，技能组关系也将被
解绑，号码将无法呼入呼出。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RemovePhoneNu
mber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RemovePhoneNumbers。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NumberList String 是
["010xxxx0002","0
10xxxx0008"]

待删除的号码列表。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3.2.4.4. RemovePhoneNumbers3.2.4.4. RemovePhoneNu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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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ing 无 数据。

FailureList List 无 删除失败的号码列表。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Params List 无 响应参数。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RemovePhoneNumbers
&InstanceId=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Params>⽆</Params>
<Data>⽆</Data>
<FailureList>⽆</FailureList>
<Code>OK</Cod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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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Params": "⽆",
 "Data": "⽆",
 "FailureList":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0 Parameter.Max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less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小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大值。

400 Parameter.Min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大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小值。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RemovePersonalNumbersFromUser移除用户的个人外呼号码。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RemovePersonal
NumbersFromUse
r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RemovePersonalNumbersFromUser。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NumberList String 是
["0100xxxx008",
"0100xxxx009"]

待移除的个人外呼号码列表，通过调用
ListPersonalNumbersOfUser
时，isMember参数传入true来获取已绑定
的号码。

3.2.4.5. RemovePersonalNumbersFromUser3.2.4.5. RemovePersonalNumbersFrom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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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Id String 是
user-test@ccc-
test

呼叫中心实例的用户ID。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BA03159C-E808-
4FF1-B27E-
A61B6E888D7F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RemovePersonalNumbersFromUser
&InstanceId=ccc-test
&NumberList=["0100xxxx008", "0100xxxx009"]
&UserId=user-test@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云呼叫中心 开发指南··开发指南（2.x版本）

> 文档版本：20220707 90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0 Parameter.Max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less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小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大值。

400 Parameter.Min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大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小值。

400 Parameter.Blank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or blank.

该参数不能为null或含有空白符的
字符串。

400 Parameter.Empty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or empty.

该参数不能为null值或为空字符
串。

400 Parameter.Null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该参数不能为null值.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RemovePhoneNumberFromSkillGroups解绑一个号码与多个技能组。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RemovePhoneNu
mberFromSkillGro
up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RemovePhoneNumberFromSkillGroups
。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Number String 是 010xxxx3008 解绑号码。

SkillGroupIdList String 是
["test1@ccc-
test","test2@ccc-
test"]

解绑技能组ID列表。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3.2.4.6. RemovePhoneNumberFromSkillGroups3.2.4.6. RemovePhoneNumberFromSkill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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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RemovePhoneNumberFromSkillGroups
&InstanceId=ccc-test
&Number=0100xxxx008
&SkillGroupIdList=["test1@ccc-test","test2@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0 Parameter.Max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less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小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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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Parameter.Min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大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小值。

400 Parameter.Blank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or blank.

该参数不能为null或含有空白符的
字符串。

400 Parameter.Empty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or empty.

该参数不能为null值或为空字符
串。

400 Parameter.Format
The format of parameter %s is
invalid. %s

该参数的格式不合法。

400 Parameter.Invalid The parameter %s is invalid. %s. 该参数无效。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ModifyPhoneNumber修改号码信息。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ModifyPhoneNum
ber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ModifyPhoneNumber。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Number String 是 010xxxx2134 待修改的呼叫中心号码。

Usage String 是 Bidirection

号码用途：

Inbound（仅用于呼入）

Outbound（仅用于呼出）

Bidirection（用于呼入和呼出）

ContactFlowId String 否
78128960-bb00-
4ddc-8a82-
923a8c5bd22d

号码待绑定的IVR流程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3.2.4.7. ModifyPhoneNumber3.2.4.7. ModifyPhone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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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ModifyPhoneNumber
&InstanceId=ccc-test
&Number=010xxxx2134
&Usage=Bidirection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4 NotExists.Number
The specified number %s does
not exist in instance %s.

呼叫中心实例中不存在指定的号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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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Parameter.Enumerat
ion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one
of the value of enumeration %s.

该参数必须为系统限定的枚举值之
一。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ListUnassignedNumbers获取账号下可分配的号码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UnassignedNu
mber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ListUnassignedNumbers。

PageNumber Integer 是 1 分页序号，范围1-100。

PageSize Integer 是 20 分页大小，范围1-100。

SearchPattern String 否 010
号码查找pattern，可以基于此参数模糊查
找。

InstanceId String 否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List
Array of
PhoneNumber

号码列表。

Active Boolean true 号码是否可用。

3.2.4.8. ListUnassignedNumbers3.2.4.8. ListUnassignedNu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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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String 乐山 号码归属地市。

Number String 083xxxx0011 号码。

Province String 四川 号码归属地省。

Usage Boolean true 号码用途。

PageNumber Integer 1 分页序号。

PageSize Integer 20 分页大小。

TotalCount Integer 1 总条目数。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BA03159C-E808-
4FF1-B27E-
A61B6E888D7F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UnassignedNumbers
&InstanceId=ccc-test
&PageNumber=1
&PageSize=20
&SearchPattern=01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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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 </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TotalCount>1</TotalCount>
    <PageSize>2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List>
        <Usage>true</Usage>
        <Active>true</Active>
        <Number>083xxxx0011 </Number>
        <City>乐⼭</City>
        <Province>四川</Province>
    </List>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TotalCount": 1,
        "PageSize": 20,
        "PageNumber": 1,
        "List": {
            "Usage": true,
            "Active": true,
            "Number": "083xxxx0011",
            "City": "乐⼭",
            "Province": "四川"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0 Parameter.Max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less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小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大值。

400 Parameter.Min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大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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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InternalService.Reso
urcePlatform

An internal ResourcePlatform
service error occurred. %s

内部ResourcePlatform服务错误。

400 Parameter.Blank
The parameter %s must not be
null or empty.

该参数不能为null值。

400 Parameter.Null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该参数不能为null值.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ListPhoneNumbers获取呼叫中心实例的电话号码。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PhoneNumber
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ListPhoneNumbers。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PageNumber Integer 是 1 分页序号，范围1-100。

PageSize Integer 是 20 分页大小，范围1-100。

SearchPattern String 否 010
号码查找pattern，可以基于此参数模糊查
找。

Usage String 否 Bidirection

号码用途，如果此参数为空，则获取所有
类型的号码。取值：

呼入（Inbound）

呼出（Outbound）

同时用于呼入和呼出（Bidirection）

Active Boolean 否 true
号码是否可用。如果为空，则获取所有类
型的号码。

3.2.4.9. ListPhoneNumbers3.2.4.9. ListPhoneNu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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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List
Array of
PhoneNumber

号码列表。

Active Boolean true 号码是否可用。

City String 乐山 号码归属地市。

ContactFlowId String
a3fb6c62-9b49-
4942-ae5b-
cf2abd4123ek

该电话号码所关联的联系流IVR ID。

ContactFlowNa
me

String 测试IVR 该电话号码所关联的联系流IVR名称。

CreateT ime String 1617958538000 创建时间。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Number String 083xxxx0011 号码。

Provider String ali 号码供应商。

Province String 四川 号码归属地省。

SkillGroups
Array of
SkillGroup

号码所关联的技能组列表。

DisplayName String 测试技能组 技能组展示名。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Name String test 技能组名称。

SkillGroupId String test@ccc-test 技能组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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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 String M1 号码业务标签。

Usage String Bidirection 号码用途。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坐席ID，如果此参数不为空，说明该号码是座席
专属号码。

PageNumber Integer 1 分页序号。

PageSize Integer 20 分页大小。

TotalCount Integer 1 总条目数。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PageNumber Integer 1 分页序号。

PageSize Integer 20 分页大小。

RequestId String
BA03159C-E808-
4FF1-B27E-
A61B6E888D7F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PhoneNumbers
&Active=true
&InstanceId=ccc-test
&PageNumber=1
&PageSize=20
&SearchPattern=010
&Usage=Bidirection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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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RequestId>
<PageSize>20</PageSize>
<Message>⽆</Message>
<PageNumber>1</PageNumber>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TotalCount>1</TotalCount>
    <PageSize>2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List>
        <Usage>Bidirection</Usage>
        <Active>true</Active>
        <Number>083xxxx0011</Number>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ContactFlowId>a3fb6c62-9b49-4942-ae5b-cf2abd4123ek</ContactFlowId>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CreateTime>1617958538000</CreateTime>
        <ContactFlowName>测试IVR</ContactFlowName>
        <City>乐⼭</City>
        <Tags>M1</Tags>
        <Province>四川</Province>
        <Provider>ali</Provider>
        <SkillGroups>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DisplayName>测试技能组</DisplayName>
            <SkillGroupId>test@ccc-test</SkillGroupId>
            <Name>test</Name>
        </SkillGroups>
    </List>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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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
    "PageSize": 20,
    "Message": "⽆",
    "PageNumber": 1,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TotalCount": 1,
        "PageSize": 20,
        "PageNumber": 1,
        "List": {
            "Usage": "Bidirection",
            "Active": true,
            "Number": "083xxxx0011",
            "InstanceId": "ccc-test",
            "ContactFlowId": "a3fb6c62-9b49-4942-ae5b-cf2abd4123ek",
            "UserId": "user-test@ccc-test",
            "CreateTime": 1617958538000,
            "ContactFlowName": "测试IVR",
            "City": "乐⼭",
            "Tags": "M1",
            "Province": "四川",
            "Provider": "ali",
            "SkillGroups": {
                "InstanceId": "ccc-test",
                "DisplayName": "测试技能组",
                "SkillGroupId": "test@ccc-test",
                "Name": "test"
            }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0
Parameter.Enumerat
ion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one
of the value of enumeration %s.

该参数必须为系统限定的枚举值之
一。

400 Parameter.Max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less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小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大值。

400 Parameter.Min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大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小值。

400 Parameter.Empty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or empty.

该参数不能为null值或为空字符
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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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Parameter.Null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该参数不能为null值.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接口GetNumberLocation 获取号码归属地信息。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NumberLocati
on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GetNumberLocation。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Number String 是 1312121**** 待查询号码。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City String 北京 号码归属地市。

Number String 1312121**** 电话号码。

Province String 北京 号码归属地省。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3.2.4.10. GetNumberLocation3.2.4.10. GetNumber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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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57BD0C70-1E91-
4655-A1B1-
31E5D2DAA4BD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NumberLocation
&InstanceId=ccc-test
&Number=1312121****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57BD0C70-1E91-4655-A1B1-31E5D2DAA4BD</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Number>1312121****</Number>
    <City>北京</City>
    <Province>北京</Province>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57BD0C70-1E91-4655-A1B1-31E5D2DAA4BD",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Number": "1312121****",
        "City": "北京",
        "Province": "北京"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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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ListPersonalNumbersOfUser查看用户的个人外呼号码，也可反向查看可作为个人外呼号码的号码列
表。

注意：如果号码已绑定了技能组，则不会出现在可作为个人外呼号码的号码列表中。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PersonalNum
bersOfUser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ListPersonalNumbersOfUser。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IsMember Boolean 是 true

是否和坐席关联。若为false，则查看可作
为外呼号码的号码列表，作为
AddPersonalNumbersToUser 的号码来
源。

PageNumber Integer 是 1 分页序号，范围1-100。

PageSize Integer 是 10 分页大小，范围1-100。

UserId String 是
user-test@ccc-
test

呼叫中心实例的用户ID。

SearchPattern String 否 083
号码查找pattern，可以基于此参数模糊查
找。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3.2.4.11. ListPersonalNumbersOfUser3.2.4.11. ListPersonalNumbersOf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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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List
Array of
PhoneNumber

号码列表。

Active Boolean true 号码是否可用。

City String 乐山 号码归属地市。

ContactFlowId String
a3fb6c62-9b49-
4942-ae5b-
cf2abd4123ek

该电话号码所关联的联系流IVR ID。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Number String 083xxxx0011 号码。

Province String 四川 号码归属地省。

PageNumber Integer 1 分页序号。

PageSize Integer 10 分页大小。

TotalCount Integer 1 总条目数。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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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dpoint]/?Action=ListPersonalNumbersOfUser
&InstanceId=ccc-test
&IsMember=true
&PageNumber=1
&PageSize=10
&UserId=user-test@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TotalCount>1</TotalCount>
    <PageSize>1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List>
        <Active>true</Active>
        <Number>083xxxx0011</Number>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ContactFlowId>a3fb6c62-9b49-4942-ae5b-cf2abd4123ek</ContactFlowId>
        <City>乐⼭</City>
        <Province>四川</Province>
    </List>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TotalCount": "1",
  "PageSize": "10",
  "PageNumber": "1",
  "List": [{
   "Active": "true",
   "Number": "083xxxx0011",
   "InstanceId": "ccc-test",
   "ContactFlowId": "a3fb6c62-9b49-4942-ae5b-cf2abd4123ek",
   "City": "乐⼭",
   "Province": "四川"
  }]
 },
 "Code": "O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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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0 Parameter.Max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less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小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大值。

400 Parameter.Min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大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小值。

400 Parameter.Empty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or empty.

该参数不能为null值或为空字符
串。

400 Parameter.Null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该参数不能为null值.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接口PickOutboundNumbers获取外呼号码。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PickOutboundNu
mber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PickOutboundNumbers。

CalledNumber String 是 1388888**** 被叫号码。

Count Integer 是 1 希望返回的可选号码数量， 默认1。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实例ID

SkillGroupIdList String 是 ["test@ccc-test"] 技能组ID集合， 格式 ： [技能组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3.2.4.12. PickOutboundNumbers3.2.4.12. PickOutboundNu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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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Array of
NumberPair

数据。

Callee Struct 被叫号码。

City String 北京 城市

Number String 1388888**** 号码

Province String 北京 省份

Caller Struct 主叫号码。

City String 北京 城市

Number String 0108989**** 号码

Province String 北京 省份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PickOutboundNumbers
&CalledNumber=1388888****
&Count=1
&InstanceId=ccc-test
&SkillGroupIdList=["test@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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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ML 格式

<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Callee>
        <Number>1388888****</Number>
        <City>  北京</City>
        <Province>北京</Province>
    </Callee>
    <Caller>
        <Number>0108989****</Number>
        <City>北京</City>
        <Province>北京</Province>
    </Caller>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Callee": {
            "Number": "1388888****",
            "City": "北京",
            "Province": "北京"
        },
        "Caller": {
            "Number": "0108989****",
            "City": "北京",
            "Province": "北京"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ListOutboundNumbersOfUser获取坐席可用外呼号码。

3.2.4.13. ListOutboundNumbersOfUser3.2.4.13. ListOutboundNumbersOf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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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OutboundNu
mbersOfUser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ListOutboundNumbersOfUser。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PageNumber Integer 是 1 分页序号。

PageSize Integer 是 10 分页大小。

UserId String 是
user-test@ccc-
test

呼叫中心实例的用户ID，实例内唯一。

SkillGroupIdList String 否

["skg-
default@ccc-
test","skg-
default2@ccc-
test"]

签入技能组ID列表，如果为空，则查询用
户归属的所有技能组的外呼号码。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List
Array of
PhoneNumber

号码列表。

City String 乐山 归属市。

Number String 083xxxx0019 号码。

Province String 四川 归属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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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Number Integer 1 分页序号。

PageSize Integer 10 分页大小。

TotalCount Integer 1 总数。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OutboundNumbersOfUser
&InstanceId=ccc-test
&PageNumber=1
&PageSize=10
&UserId=user-test@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TotalCount>1</TotalCount>
<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PageSize>10</PageSize>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TotalCount>1</TotalCount>
    <PageSize>1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List>
        <City>乐⼭</City>
        <Number>083xxxx0019</Number>
        <Province>四川</Province>
    </List>
</Data>
<Code>OK</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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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SON 格式

{
 "TotalCount": "1",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PageSize": "10",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TotalCount": "1",
  "PageSize": "10",
  "PageNumber": "1",
  "List": [{
   "City": "乐⼭",
   "Number": "083xxxx0019",
   "Province": "四川"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4 NotExists.UserId
The user %s does not exist in
instance %s.

呼叫中心实例中不存在指定的用
户。

400 Parameter.Min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大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小值。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CreateSkillGroup创建技能组。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3.2.5. 技能组管理3.2.5. 技能组管理

3.2.5.1. CreateSkillGroup3.2.5.1. CreateSkill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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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reateSkillGroup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CreateSkillGroup。

DisplayName String 是 测试技能组 技能组名称，可以为中文。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Name String 是 test

技能组Name：SkillGroupId的组成部分，
可以包含数字、字母、下划线（_）、短划
线（-），必须以字母开头，长度1-32。
SkillGroupId格式：skg-技能组
Name@InstanceId 。

Description String 否 测试 技能组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Description String 测试 技能组描述。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Name String test 技能组Name。

SkillGroupId String skg-test@ccc-test 技能组ID。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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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CreateSkillGroup
&DisplayName=测试技能组
&InstanceId=ccc-test
&Name=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Description>测试</Description>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SkillGroupId>skg-test@ccc-test</SkillGroupId>
    <Name>test</Name>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Description": "测试",
  "InstanceId": "ccc-test",
  "SkillGroupId": "skg-test@ccc-test",
  "Name": "test"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0 Parameter.Blank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or blank.

该参数不能为null或含有空白符的
字符串。

400 Parameter.Format
The format of parameter %s is
invalid. %s

该参数的格式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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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
AlreadyExists.SkillGr
oupId

Skill group %s already exists in
instance %s.

呼叫中心实例中已经存在指定的技
能组。

500 InternalService.DB
An internal DB service error
occurred. %s

内部数据服务错误。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leteSkillGroup删除技能组。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leteSkillGroup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DeleteSkillGroup。

Force Boolean 是 true 是否强制删除。如果技能组绑定了号码或
用户，只有设置为true才可以执行删除。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SkillGroupId String 是
skg-test@ccc-
test

待删除的技能组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3.2.5.2. DeleteSkillGroup3.2.5.2. DeleteSkill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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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leteSkillGroup
&Force=true
&InstanceId=ccc-test
&SkillGroupId=skg-test@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0 Parameter.Blank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or blank.

该参数不能为null或含有空白符的
字符串。

400 Parameter.Empty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or empty.

该参数不能为null值或为空字符
串。

400 Parameter.Null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该参数不能为null值.

400 InUse.SkillGroup Skill group %s is in use now.
技能组正在被使用，该状态表明技
能组可能关联着号码或坐席。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ModifySkillGroup修改技能组信息。

3.2.5.3. ModifySkillGroup3.2.5.3. ModifySkill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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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ModifySkillGroup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ModifySkillGroup。

DisplayName String 是 测试技能组 技能组名称。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SkillGroupId String 是 test@ccc-test 技能组ID。

Description String 否 测试 技能组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ModifySkillGroup
&DisplayName=测试技能组
&InstanceId=ccc-test
&SkillGroupId=test@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云呼叫中心 开发指南··开发指南（2.x版本）

> 文档版本：20220707 118

https://api.aliyun.com/#product=CCC&api=ModifySkillGroup&type=RPC&version=2020-07-01


 XML 格式

<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4
NotExists.SkillGroupI
d

The skill group ID %s does not
exist in instance %s.

呼叫中心实例中不存在指定的技能
组ID。

400 Parameter.Blank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or blank.

该参数不能为null或含有空白符的
字符串。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ModifyUserLevelsOfSkillGroup修改技能组所绑定的用户及对应的技能等级。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ModifyUserLevels
OfSkillGroup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ModifyUserLevelsOfSkillGroup。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3.2.5.4. ModifyUserLevelsOfSkillGroup3.2.5.4. ModifyUserLevelsOfSkill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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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llGroupId String 是
skg-default@ccc-
test

技能组ID。

UserLevelList String 是

[{"userId":"user-
test1@ccc-
test","skillLevel":
5},{"userId":"user-
test2@ccc-
test","skillLevel":
5}]

用户ID，技能等级列表字符串。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ing 无 数据。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E49D8B83-A3EC-
44D4-A920-
578BC3C698AD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ModifyUserLevelsOfSkillGroup
&InstanceId=ccc-test
&SkillGroupId=skg-default@ccc-test
&UserLevelList=[{"userId":"user-test1@ccc-test","skillLevel":5},{"userId":"user-test2@ccc-t
est","skillLevel":5}]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E49D8B83-A3EC-44D4-A920-578BC3C698AD</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Data>
<Code>OK</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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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SON 格式

{
 "RequestId": "E49D8B83-A3EC-44D4-A920-578BC3C698AD",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0 Parameter.Max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less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小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大值。

400 Parameter.Min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大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小值。

404
NotExists.SkillGroupI
d

The skill group ID %s does not
exist in instance %s.

呼叫中心实例中不存在指定的技能
组ID。

400 Parameter.Blank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or blank.

该参数不能为null或含有空白符的
字符串。

500 InternalService.DB
An internal DB service error
occurred. %s

内部数据服务错误。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ListSkillGroups获取呼叫中心实例的技能组。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SkillGroup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ListSkillGroups。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3.2.5.5. ListSkillGroups3.2.5.5. ListSkill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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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Number Integer 是 1 分页序号，范围1-100。

PageSize Integer 是 10 分页大小，范围1-100。

SearchPattern String 否 测试技能组 根据技能组名称或展示名模糊查询。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List
Array of
SkillGroup

技能组列表。

Description String 测试 描述。

DisplayName String 测试技能组 技能组展示名。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PhoneNumberC
ount

Integer 1 技能组关联的号码数量。

SkillGroupId String test@ccc-test 技能组ID。

SkillGroupName String test 技能组名称。

UserCount Integer 2 技能组关联的坐席数量。

PageNumber Integer 1 分页序号。

PageSize Integer 10 分页大小。

TotalCount Integer 1 总条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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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BA03159C-E808-
4FF1-B27E-
A61B6E888D7F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SkillGroups
&InstanceId=ccc-test
&PageNumber=1
&PageSize=1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TotalCount>1</TotalCount>
    <PageSize>1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List>
        <SkillGroupName>test</SkillGroupName>
        <Description>测试</Description>
        <PhoneNumberCount>1</PhoneNumberCount>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UserCount>2</UserCount>
        <DisplayName>测试技能组</DisplayName>
        <SkillGroupId>test@ccc-test</SkillGroupId>
    </List>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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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TotalCount": "1",
  "PageSize": "10",
  "PageNumber": "1",
  "List": [{
   "SkillGroupName": "test",
   "Description": "测试",
   "PhoneNumberCount": "1",
   "InstanceId": "ccc-test",
   "UserCount": "2",
   "DisplayName": "测试技能组",
   "SkillGroupId": "test@ccc-test"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0 Parameter.Max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less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小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大值。

400 Parameter.Min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大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小值。

400 Parameter.Null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该参数不能为null值.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接口ListBriefSkillGroups获取实例下技能组列表，坐席工作台转接时使用。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3.2.5.6. ListBriefSkillGroups3.2.5.6. ListBriefSkill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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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BriefSkillGrou
p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ListBriefSkillGroups。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PageNumber Integer 是 1 分页序号，范围1-100。

PageSize Integer 是 10 分页大小，范围1-100。

SearchPattern String 否 user-test 基于名称过滤。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List
Array of
SkillGroup

技能组列表。

Description String 测试技能组 技能组描述。

DisplayName String 测试技能组 技能组展示名。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PhoneNumberC
ount

Integer 1 技能组关联号码数量。

SkillGroupId String test@ccc-test 技能组ID。

SkillGroupName String 测试技能组 技能组名称。

UserCount Integer 1 技能组坐席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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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Number Integer 1 分页序号。

PageSize Integer 10 分页大小。

TotalCount Integer 1 总数。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3969FC68-CEC2-
4398-B76A-
60D2F7EDEBAF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BriefSkillGroups
&InstanceId=ccc-test
&PageNumber=1
&PageSize=10
&SearchPattern=user-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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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3969FC68-CEC2-4398-B76A-60D2F7EDEBAF</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TotalCount>1</TotalCount>
    <PageSize>1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List>
        <SkillGroupName>测试技能组</SkillGroupName>
        <Description>测试技能组</Description>
        <PhoneNumberCount>1</PhoneNumberCount>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UserCount>1</UserCount>
        <DisplayName>测试技能组</DisplayName>
        <SkillGroupId>test@ccc-test</SkillGroupId>
    </List>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3969FC68-CEC2-4398-B76A-60D2F7EDEBAF",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TotalCount": 1,
        "PageSize": 10,
        "PageNumber": 1,
        "List": {
            "SkillGroupName": "测试技能组",
            "Description": "测试技能组",
            "PhoneNumberCount": 1,
            "InstanceId": "ccc-test",
            "UserCount": 1,
            "DisplayName": "测试技能组",
            "SkillGroupId": "test@ccc-test"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0 Parameter.Min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大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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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Parameter.Blank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or blank.

该参数不能为null或含有空白符的
字符串。

400 Parameter.Null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该参数不能为null值.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ListUserLevelsOfSkillGroup查看指定技能组所绑定的用户及技能等级列表。也可反向查看不属于该技能
组的用户信息。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UserLevelsOfS
killGroup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ListUserLevelsOfSkillGroup。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IsMember Boolean 是 true
待查询用户是否与该技能组绑定。若为
false，则查看未与该技能组绑定的用户信
息。

PageNumber Integer 是 1 分页序号，范围1-100。

PageSize Integer 是 10 分页大小，范围1-100。

SkillGroupId String 是
skg-default@ccc-
test

技能组ID。

SearchPattern String 否 测试坐席 根据坐席的用户名或姓名模糊查询。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3.2.5.7. ListUserLevelsOfSkillGroup3.2.5.7. ListUserLevelsOfSkill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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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List
Array of
UserSkillLevel

用户列表。

DisplayName String 测试坐席 用户姓名。

LoginName String user-test 用户登录名。

RoleId String Admin@ccc-test 用户的角色ID。

RoleName String Admin

角色名称。

管理员（Admin）

技能组组长（Manager）

坐席（Agent）

SkillGroupId String
skg-default@ccc-
test

技能组ID。

SkillGroupName String Default 技能组名称。

SkillLevel Integer 5 用户技能等级。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用户ID。

PageNumber Integer 1 分页序号。

PageSize Integer 10 分页大小。

TotalCount Integer 1 用户总数。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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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UserLevelsOfSkillGroup
&InstanceId=ccc-test
&IsMember=true
&PageNumber=1
&PageSize=10
&SkillGroupId=skg-default@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TotalCount>1</TotalCount>
    <PageSize>1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List>
        <LoginName>user-test</LoginName>
        <RoleName>Admin</RoleName>
        <SkillLevel>5</SkillLevel>
        <SkillGroupName>Default</SkillGroupName>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DisplayName>测试坐席</DisplayName>
        <SkillGroupId>skg-default@ccc-test</SkillGroupId>
        <RoleId>Admin@ccc-test</RoleId>
    </List>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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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TotalCount": "1",
  "PageSize": "10",
  "PageNumber": "1",
  "List": [{
   "LoginName": "user-test",
   "RoleName": "Admin",
   "SkillLevel": "5",
   "SkillGroupName": "Default",
   "UserId": "user-test@ccc-test",
   "DisplayName": "测试坐席",
   "SkillGroupId": "skg-default@ccc-test",
   "RoleId": "Admin@ccc-test"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4
NotExists.SkillGroupI
d

The skill group ID %s does not
exist in instance %s.

呼叫中心实例中不存在指定的技能
组ID。

400 Parameter.Max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less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小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大值。

400 Parameter.Min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大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小值。

400 Parameter.Empty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or empty.

该参数不能为null值或为空字符
串。

400 Parameter.Null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该参数不能为null值.

400 Parameter.Blank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or blank.

该参数不能为null或含有空白符的
字符串。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AddUsersToSkillGroup添加多个用户到技能组。

3.2.5.8. AddUsersToSkillGroup3.2.5.8. AddUsersToSkill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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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AddUsersToSkillG
roup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AddUsersToSkillGroup。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SkillGroupId String 是 test1@ccc-test 技能组ID。

UserSkillLevelList String 是

[{"userId":"agent
1@ccc-
test","skillLevel":
10},
{"userId":"agent2
@ccc-
test","skillLevel":
10}]

由用户ID和对应的技能等级组成的JSON
Array。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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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dpoint]/?Action=AddUsersToSkillGroup
&InstanceId=ccc-test
&SkillGroupId=test1@ccc-test
&UserSkillLevelList=[{"userId":"agent1@ccc-test","skillLevel":10},{"userId":"agent2@ccc-tes
t","skillLevel":1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4
NotExists.SkillGroupI
d

The skill group ID %s does not
exist in instance %s.

呼叫中心实例中不存在指定的技能
组ID。

400 Parameter.Max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less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小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大值。

400 Parameter.Min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大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小值。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ListPhoneNumbersOfSkillGroup查看技能组所绑定的号码列表，也可反向查看可添加到该技能组的号
码。

注意：如果号码已作为个人外呼号码使用，则不会出现在可添加到技能组的号码列表中。

调试调试

3.2.5.9. ListPhoneNumbersOfSkillGroup3.2.5.9. ListPhoneNumbersOfSkill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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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PhoneNumber
sOfSkillGroup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ListPhoneNumbersOfSkillGroup。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IsMember Boolean 是 true

待查询的号码是否与该技能组绑定。若为
false，则查看可添加到该技能组的号码列
表，作为 AddNumbersToSkillGroup 的号
码来源。

PageNumber Integer 是 1 分页序号，范围1-100。

PageSize Integer 是 10 分页大小，范围1-100。

SkillGroupId String 是
skg-default@ccc-
test

技能组ID。

SearchPattern String 否 083
号码查找pattern，可以基于此参数模糊查
找。

Active Boolean 否 true
号码是否可用。如果为空，则获取所有类
型的号码。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List
Array of
PhoneNumber

号码列表。

Active Boolean true 号码是否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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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String 乐山 号码归属地市。

ContactFlowId String
a3fb6c62-9b49-
4942-ae5b-
cf2abd4123ek

该电话号码所关联的联系流IVR ID。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Number String 083xxxx0011 号码。

Province String 四川 号码归属地省。

Usage String Bidirection

号码用途。

呼入（Inbound）

呼出（Outbound）

同时用于呼入和呼出（Bidirection）

PageNumber Integer 1 分页序号。

PageSize Integer 10 分页大小。

TotalCount Integer 1 总条目数。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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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dpoint]/?Action=ListPhoneNumbersOfSkillGroup
&InstanceId=ccc-test
&IsMember=true
&PageNumber=1
&PageSize=10
&SkillGroupId=skg-default@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TotalCount>1</TotalCount>
    <PageSize>1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List>
        <Usage>Bidirection</Usage>
        <Active>true</Active>
        <Number>083xxxx0011</Number>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ContactFlowId>a3fb6c62-9b49-4942-ae5b-cf2abd4123ek</ContactFlowId>
        <City>乐⼭</City>
        <Province>四川</Province>
    </List>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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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TotalCount": "1",
  "PageSize": "10",
  "PageNumber": "1",
  "List": [{
   "Usage": "Bidirection",
   "Active": "true",
   "Number": "083xxxx0011",
   "InstanceId": "ccc-test",
   "ContactFlowId": "a3fb6c62-9b49-4942-ae5b-cf2abd4123ek",
   "City": "乐⼭",
   "Province": "四川"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4
NotExists.SkillGroupI
d

The skill group ID %s does not
exist in instance %s.

呼叫中心实例中不存在指定的技能
组ID。

400 Parameter.Max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less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小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大值。

400 Parameter.Min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大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小值。

400 Parameter.Empty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or empty.

该参数不能为null值或为空字符
串。

400 Parameter.Null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该参数不能为null值.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AddNumbersToSkillGroup绑定多个号码与技能组。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3.2.5.10. AddNumbersToSkillGroup3.2.5.10. AddNumbersToSkill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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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AddNumbersToS
killGroup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AddNumbersToSkillGroup。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NumberList String 是
["010xxxx3182","0
10xxxx2387"]

待绑定的号码列表。

SkillGroupId String 是
skg-default@ccc-
test

待绑定的技能组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AddNumbersToSkillGroup
&InstanceId=ccc-test
&NumberList=["010xxxx3182","010xxxx2387"]
&SkillGroupId=skg-default@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Code>OK</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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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SON 格式

{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4
NotExists.SkillGroupI
d

The skill group ID %s does not
exist in instance %s.

呼叫中心实例中不存在指定的技能
组ID。

400 Parameter.Max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less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小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大值。

400 Parameter.Min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大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小值。

400 Parameter.Blank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or blank.

该参数不能为null或含有空白符的
字符串。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RemoveUsersFromSkillGroup移除技能组下指定的坐席绑定关系。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RemoveUsersFro
mSkillGroup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RemoveUsersFromSkillGroup。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SkillGroupId String 是 test1@ccc-test 解绑的技能组ID。

3.2.5.11. RemoveUsersFromSkillGroup3.2.5.11. RemoveUsersFromSkill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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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IdList String 是

["user-
test1@ccc-
test","user-
test2@ccc-test"]

解绑的用户ID列表。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RemoveUsersFromSkillGroup
&InstanceId=ccc-test
&SkillGroupId=test1@ccc-test
&UserIdList=["user-test1@ccc-test","user-test2@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Code": "O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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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4
NotExists.SkillGroupI
d

The skill group ID %s does not
exist in instance %s.

呼叫中心实例中不存在指定的技能
组ID。

400 Parameter.Max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less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小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大值。

400 Parameter.Min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大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小值。

400 Parameter.Blank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or blank.

该参数不能为null或含有空白符的
字符串。

400 Parameter.Empty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or empty.

该参数不能为null值或为空字符
串。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RemovePhoneNumbersFromSkillGroup移除技能组下指定的号码绑定关系。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RemovePhoneNu
mbersFromSkillGr
oup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RemovePhoneNumbersFromSkillGroup
。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NumberList String 是
["010xxxx0002","0
10xxxx0008"]

解绑的号码列表。

SkillGroupId String 是 test1@ccc-test 解绑的技能组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3.2.5.12. RemovePhoneNumbersFromSkillGroup3.2.5.12. RemovePhoneNumbersFromSkill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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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RemovePhoneNumbersFromSkillGroup
&InstanceId=ccc-test
&NumberList=["010xxxx0002","010xxxx0008"]
&SkillGroupId=test1@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4
NotExists.SkillGroupI
d

The skill group ID %s does not
exist in instance %s.

呼叫中心实例中不存在指定的技能
组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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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Parameter.Max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less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小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大值。

400 Parameter.Min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大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小值。

400 Parameter.Blank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or blank.

该参数不能为null或含有空白符的
字符串。

400 Parameter.Empty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or empty.

该参数不能为null值或为空字符
串。

400 Parameter.Format
The format of parameter %s is
invalid. %s

该参数的格式不合法。

400 Parameter.Invalid The parameter %s is invalid. %s. 该参数无效。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AddSkillGroupsToUser绑定一个用户与多个技能组。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AddSkillGroupsTo
User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AddSkillGroupsToUser。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SkillLevelList String 是

[{"skillGroupId":"t
est1@ccc-
test","skillLevel":
5},
{"skillGroupId":"t
est2@ccc-
test","skillLevel":
5}]

技能组ID和技能等级列表。

3.2.6. 客服3.2.6. 客服

3.2.6.1. AddSkillGroupsToUser3.2.6.1. AddSkillGroupsTo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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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Id String 是
user-test@ccc-
test

解绑的用户ID。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Params List 无 响应参数。

RequestId String
BA7F9545-8312-
4190-9BD0-
63144B3F1ACC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AddSkillGroupsToUser
&InstanceId=ccc-test
&SkillLevelList=[{"skillGroupId":"test1@ccc-test","skillLevel":5},{"skillGroupId":"test2@cc
c-test","skillLevel":5}]
&UserId=user-test@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BA7F9545-8312-4190-9BD0-63144B3F1ACC</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Params>⽆</Params>
<Code>OK</Cod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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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BA7F9545-8312-4190-9BD0-63144B3F1ACC",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Params":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0 Parameter.Max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less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小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大值。

400 Parameter.Min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大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小值。

404
NotExists.SkillGroupI
d

The skill group ID %s does not
exist in instance %s.

呼叫中心实例中不存在指定的技能
组ID。

404 NotExists.UserId
The user %s does not exist in
instance %s.

呼叫中心实例中不存在指定的用
户。

403
Permission.SkillGrou
p

You have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skill group(s) %s.

您无权访问这些技能组。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AssignUsers将RAM中的一组用户添加到一个呼叫中心实例中。

查看RAM用户：https://ram.console.aliyun.com/users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AssignUser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AssignUsers。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3.2.6.2. AssignUsers3.2.6.2. Assign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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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mIdList String 是
["2803641112345
67890","2923430
11234567890"]

待添加到呼叫中心实例的RAM用户ID。

RoleId String 是
Manager@ccc-
test

分配的角色ID。

WorkMode String 是 ON_SITE

工作模式：

场内模式，用户在职场办公，通过软电
话或者SIP话机接入，也称为正常模式
（ON_SITE）

场外模式，用户不在职场办公，通过手
机或者其他PSTN话机接听客户来电
（OFF_SITE）

SkillLevelList String 否

[{"skillGroupId":"d
efault@ccc-
test","skillLevel":
5}]

待导入用户所归属的技能组ID以及技能等
级。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ing
1ca2b084-6f0a-
454b-9851-
29768a9a5832

数据，内容同WorkflowId。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Sync String 无 废弃。

WorkflowId String
1ca2b084-6f0a-
454b-9851-
29768a9a5832

工作流ID。

示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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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AssignUsers
&InstanceId=ccc-test
&RamIdList=["280364111234567890","292343011234567890"]
&RoleId=Manager@ccc-test
&WorkMode=ON_SITE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1ca2b084-6f0a-454b-9851-29768a9a5832</Data>
<WorkflowId>1ca2b084-6f0a-454b-9851-29768a9a5832</WorkflowId>
<Sync>⽆</Sync>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1ca2b084-6f0a-454b-9851-29768a9a5832",
 "WorkflowId": "1ca2b084-6f0a-454b-9851-29768a9a5832",
 "Sync":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Parameter.Enumerat
ion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one
of the value of enumeration %s.

该参数必须为系统限定的枚举值之
一。

400 Parameter.Max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less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小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大值。

400 Parameter.Min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大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小值。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0 Parameter.Blank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or blank.

该参数不能为null或含有空白符的
字符串。

开发指南··开发指南（2.x版本） 云呼叫中心

147 > 文档版本：20220707



400 Parameter.Empty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or empty.

该参数不能为null值或为空字符
串。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CreateUser创建用户。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reateUser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CreateUser。

DisplayName String 是 云呼测试1 用户的姓名。

Email String 是
1886666****@163
.com

用户电子邮件地址。

新建成功后会发送邮件，邮件中包含呼叫
中心登录地址，以及用户名密码。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LoginName String 是 user-test-1

用户登录名，即RAM用户@符号前的名
称。长度在4-32之间，可包含英文字母、
数字、英文句点 "."、下划线 "_"或短划线
"-"。

RoleId String 是 Agent@ccc-test 用户的角色ID。

WorkMode String 是 ON_SITE

工作模式

场内模式，用户在职场办公，通过软电
话或者SIP话机接入，也称为正常模式
（ON_SITE）

场外模式，用户不在职场办公，通过手
机或者其他PSTN话机接听客户来电
（OFF_SITE）

3.2.6.3. CreateUser3.2.6.3. Create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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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e String 否 1382114**** 用户电话号码。

SkillLevelList String 否

[{"skillGroupId":"d
efault@ccc-
test","skillLevel":
5}]

待创建用户所归属的技能组ID以及技能等
级。

ResetPassword Boolean 否 false 是否需要重置密码，默认为false。

DisplayId String 否 1001 工号。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DisplayName String 云呼测试1 用户的姓名。

Email String
1886666****@163.co
m

用户电子邮件地址。

Extension String 8032**** 分机号码。

LoginName String user-test-1 用户登录名。

Mobile String 1382114**** 用户电话号码。

UserId String
user-test-1@ccc-
test

用户ID。

WorkMode String ON_SITE 工作模式。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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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s List 无 响应参数。

RequestId String
BA03159C-E808-
4FF1-B27E-
A61B6E888D7F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CreateUser
&DisplayName=云呼测试1
&Email=1886666****@163.com
&InstanceId=ccc-test
&LoginName=user-test-1
&RoleId=Agent@ccc-test
&WorkMode=ON_SITE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Params>⽆</Params>
<Data>
    <Extension>8032****</Extension>
    <LoginName>user-test-1</LoginName>
    <Email>1886666****@163.com</Email>
    <UserId>user-test-1@ccc-test</UserId>
    <DisplayName>云呼测试1</DisplayName>
    <Mobile>1382114****</Mobile>
    <WorkMode>ON_SITE</WorkMode>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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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Params": "⽆",
    "Data": {
        "Extension": "8032****",
        "LoginName": "user-test-1",
        "Email": "1886666****@163.com",
        "UserId": "user-test-1@ccc-test",
        "DisplayName": "云呼测试1",
        "Mobile": "1382114****",
        "WorkMode": "ON_SITE"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Parameter.Blank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or blank.

该参数不能为null或含有空白符的
字符串。

400
Parameter.Enumerat
ion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one
of the value of enumeration %s.

该参数必须为系统限定的枚举值之
一。

400 Parameter.Max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less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小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大值。

403 Permission.StsToken
You have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sts token %s.

您无权访问STS Token。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4 NotExists.RoleId Rol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角色不存在。

409 AlreadyExists.User
User %s already exists in
instance %s.

呼叫中心实例下已存在指定的用
户。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GetUser根据用户ID或坐席分机号获取用户信息。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3.2.6.4. GetUser3.2.6.4. Get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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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User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GetUser。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UserId String 否
user-test@ccc-
test

呼叫中心实例的用户ID。作为入参与
Extension坐席分机号二选一。

Extension String 否 80035691 坐席分机号。作为入参与UserId二选一。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DeviceExt String 80xxxx33
如果座席注册了SIP话机, 则此参数SIP话机设备的
分机号。

DeviceId String
Yealink SIP-T23G
44.84.203.6

如果座席注册了SIP话机，则此参数是SIP话机设
备的设备ID，否则该参数为空。

DeviceState String OFFLINE
SIP话机设备的状态，如果deviceId或者
deviceExt为空，则为UNREGISTERED, 否则为
ONLINE or OFFLINE。

DisplayName String 测试用户 姓名。

Email String
user-test@aliyun-
cc.com

电子邮件地址。

Extension String 80xxxx91 坐席分机号。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LoginName String user-test 用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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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e String 139xxxx1234 手机号码。

RoleId String Admin@ccc-test 角色ID。

RoleName String Admin 角色名称。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用户ID。

WorkMode String ON_SITE 工作模式。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Params List 无 响应参数。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User
&InstanceId=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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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Params>⽆</Params>
<Data>
    <Extension>80xxxx91</Extension>
    <LoginName>user-test</LoginName>
    <DeviceState>OFFLINE</DeviceState>
    <RoleName>Admin</RoleName>
    <Email>user-test@aliyun-cc.com</Email>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DeviceId>Yealink SIP-T23G 44.84.203.6</DeviceId>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DisplayName>测试⽤⼾</DisplayName>
    <DeviceExt>80xxxx33</DeviceExt>
    <RoleId>Admin@ccc-test</RoleId>
    <Mobile>139xxxx1234</Mobile>
    <WorkMode>ON_SITE</WorkMode>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Params": "⽆",
    "Data": {
        "Extension": "80xxxx91",
        "LoginName": "user-test",
        "DeviceState": "OFFLINE",
        "RoleName": "Admin",
        "Email": "user-test@aliyun-cc.com",
        "InstanceId": "ccc-test",
        "DeviceId": "Yealink SIP-T23G 44.84.203.6",
        "UserId": "user-test@ccc-test",
        "DisplayName": "测试⽤⼾",
        "DeviceExt": "80xxxx33",
        "RoleId": "Admin@ccc-test",
        "Mobile": "139xxxx1234",
        "WorkMode": "ON_SITE"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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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List InstancesOfUser获取用户所属的呼叫中心实例。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InstancesOfUs
er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ListInstancesOfUser。

PageNumber Integer 是 1 分页序号，范围1-100。

PageSize Integer 是 10 分页大小，范围1-100。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List
Array of
CallCenterInsta
nce

实例列表。

AdminList Array of User 管理员列表。

DisplayName String 云呼测试1 管理员的姓名。

Email String
1886666****@163.co
m

电子邮件地址。

3.2.6.5. ListInstancesOfUser3.2.6.5. ListInstancesOf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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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nsion String 8032**** 分机号码。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LoginName String user-test 用户登录名。

Mobile String 1382114**** 用户电话号码。

RoleId String Admin@ccc-test 用户的角色ID。

RoleName String Admin

角色名称。

管理员（Admin）

技能组组长（Manager）

坐席（Agent）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用户ID。

WorkMode String ON_SITE 工作模式。

AliyunUid String 157123456789**** 呼叫中心系统规格所对应的阿里云账户ID。

ConsoleUrl String
https://ccc-
v2.aliyun.com/#/wo
rkbench/ccc-test

呼叫中心控制台URL，由阿里云呼叫中心官方URL
加呼叫中心实例的域名组成。

Description String 测试实例 呼叫中心实例简单描述。

DomainName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的二级域名，全局唯一。

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Name String 云呼测试实例 呼叫中心实例名称。

NumberList
Array of
PhoneNumber

呼叫中心号码列表。

Active Boolean true 是否可用。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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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String 乐山 号码归属地市。

ContactFlowId String
a3fb6c62-9b49-
4942-ae5b-
cf2abd4123ek

该电话号码所关联的联系流IVR ID。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Number String 0830011**** 号码。

Province String 四川 号码归属地省。

SkillGroups
Array of
SkillGroup

号码所关联的技能组列表。

Description String 测试 技能组描述。

DisplayName String 测试技能组 技能组展示名。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Name String test 技能组名称。

PhoneNumberC
ount

Integer 1 该技能组关联的号码数量。

SkillGroupId String test@ccc-test 技能组ID。

UserCount Integer 2 技能组所关联的客服数量。

Usage String Bidirection 号码用途。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坐席ID，如果此参数不为空，说明该号码是座席
专属号码。

Status String RUNNING 实例状态。

PageNumber Integer 1 分页序号。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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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Size Integer 10 分页大小。

TotalCount Integer 1 实例总数。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Params List 无 响应参数。

RequestId String
3969FC68-CEC2-
4398-B76A-
60D2F7EDEBAF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InstancesOfUser
&PageNumber=1
&PageSize=1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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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3969FC68-CEC2-4398-B76A-60D2F7EDEBAF</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Params>⽆</Params>
<Data>
    <TotalCount>1</TotalCount>
    <PageSize>1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List>
        <Status>RUNNING</Status>
        <Description>测试实例</Description>
        <DomainName>ccc-test</DomainName>
        <ConsoleUrl>https://ccc-v2.aliyun.com/#/workbench/ccc-test</ConsoleUrl>
        <AliyunUid>157123456789****</AliyunUid>
        <Id>ccc-test</Id>
        <Name>云呼测试实例</Name>
        <AdminList>
            <Extension>8032****</Extension>
            <LoginName>user-test</LoginName>
            <RoleName>Admin</RoleName>
            <Email>1886666****@163.com</Email>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DisplayName>云呼测试1</DisplayName>
            <RoleId>Admin@ccc-test</RoleId>
            <Mobile>1382114****</Mobile>
            <WorkMode>ON_SITE</WorkMode>
        </AdminList>
        <NumberList>
            <Usage>Bidirection</Usage>
            <Active>true</Active>
            <Number>0830011****</Number>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ContactFlowId>a3fb6c62-9b49-4942-ae5b-cf2abd4123ek</ContactFlowId>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City>乐⼭</City>
            <Province>四川</Province>
            <SkillGroups>
                <Description>测试</Description>
                <PhoneNumberCount>1</PhoneNumberCount>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UserCount>2</UserCount>
                <DisplayName>测试技能组</DisplayName>
                <SkillGroupId>test@ccc-test</SkillGroupId>
                <Name>test</Name>
            </SkillGroups>
        </NumberList>
    </List>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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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3969FC68-CEC2-4398-B76A-60D2F7EDEBAF",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Params": "⽆",
    "Data": {
        "TotalCount": 1,
        "PageSize": 10,
        "PageNumber": 1,
        "List": {
            "Status": "RUNNING",
            "Description": "测试实例",
            "DomainName": "ccc-test",
            "ConsoleUrl": "https://ccc-v2.aliyun.com/#/workbench/ccc-test",
            "AliyunUid": "157123456789****",
            "Id": "ccc-test",
            "Name": "云呼测试实例",
            "AdminList": {
                "Extension": "8032****",
                "LoginName": "user-test",
                "RoleName": "Admin",
                "Email": "1886666****@163.com",
                "InstanceId": "ccc-test",
                "UserId": "user-test@ccc-test",
                "DisplayName": "云呼测试1",
                "RoleId": "Admin@ccc-test",
                "Mobile": "1382114****",
                "WorkMode": "ON_SITE"
            },
            "NumberList": {
                "Usage": "Bidirection",
                "Active": true,
                "Number": "0830011****",
                "InstanceId": "ccc-test",
                "ContactFlowId": "a3fb6c62-9b49-4942-ae5b-cf2abd4123ek",
                "UserId": "user-test@ccc-test",
                "City": "乐⼭",
                "Province": "四川",
                "SkillGroups": {
                    "Description": "测试",
                    "PhoneNumberCount": 1,
                    "InstanceId": "ccc-test",
                    "UserCount": 2,
                    "DisplayName": "测试技能组",
                    "SkillGroupId": "test@ccc-test",
                    "Name": "test"
                }
            }
        }
    },
    "Code": "O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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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Parameter.Max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less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小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大值。

400 Parameter.Min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大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小值。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ListPrivilegesOfUser获取坐席权限。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PrivilegesOfUs
er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ListPrivilegesOfUser。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Array of Data 数据。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Name String Workbench:Call 权限名称。

Scope String SELF_ONLY 权限范围。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3.2.6.6. ListPrivilegesOfUser3.2.6.6. ListPrivilegesOf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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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PrivilegesOfUser
&InstanceId=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Scope>SELF_ONLY</Scope>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Name>Workbench:Call</Name>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Scope": "SELF_ONLY",
        "InstanceId": "ccc-test",
        "Name": "Workbench:Call"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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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ListRamUsers获取未导入呼叫中心实例的RAM用户。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RamUser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ListRamUsers。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PageNumber Integer 是 1 分页序号，范围1-1000。

PageSize Integer 是 10 分页大小，范围1-100。

SearchPattern String 否 测试
根据用户的登录名（用户名）或展示名
（姓名）模糊查询。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List
Array of
RamUser

RAM用户列表。

AliyunUid Long 157724000000000 阿里云主账号。

DisplayName String 测试用户 用户的展示名（姓名）。

Email String
1886666****@163.co
m

电子邮件地址。

LoginName String user-test 用户登录名（用户名）。

3.2.6.7. ListRamUsers3.2.6.7. ListRam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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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e String 1382114**** 用户电话号码。

Primary Boolean false 是否是主账号。

RamId String
28036411123456xxx
x

RAM用户ID。

PageNumber Integer 1 分页序号。

PageSize Integer 10 分页大小。

TotalCount Integer 1 总条目数。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Params List 无 响应参数。

RequestId String
24753D71-C91D-
1A38-A8AD-
372BF12453F6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RamUsers
&InstanceId=ccc-test 
&PageNumber=1
&PageSize=1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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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24753D71-C91D-1A38-A8AD-372BF12453F6</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Params>⽆</Params>
<Data>
    <TotalCount>1</TotalCount>
    <PageSize>1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List>
        <LoginName>user-test</LoginName>
        <Email>1886666****@163.com </Email>
        <Primary>false</Primary>
        <AliyunUid>157724000000000</AliyunUid>
        <RamId>28036411123456xxxx</RamId>
        <DisplayName>测试⽤⼾ </DisplayName>
        <Mobile>1382114****</Mobile>
    </List>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24753D71-C91D-1A38-A8AD-372BF12453F6",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Params": "⽆",
    "Data": {
        "TotalCount": 1,
        "PageSize": 10,
        "PageNumber": 1,
        "List": {
            "LoginName": "user-test",
            "Email": "1886666****@163.com",
            "Primary": false,
            "AliyunUid": 157724000000000,
            "RamId": "28036411123456xxxx",
            "DisplayName": "测试⽤⼾",
            "Mobile": "1382114****"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Parameter.Max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less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小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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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Parameter.Min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大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小值。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接口ListRealt imeAgentStates获取指定坐席当前状态。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RealtimeAgen
tState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ListRealtimeAgentStates。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PageNumber Integer 是 1 分页序号，范围1-100。

PageSize Integer 是 10 分页大小，范围1-100。

SkillGroupId String 是
skg-default@ccc-
test

技能组ID。

AgentIdList String 否
["user-test@ccc-
test", "user-
test2@ccc-test"]

坐席ID列表，最多20个。

3.2.6.8. ListRealtimeAgentStates3.2.6.8. ListRealtimeAgent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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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List String 否 ["ACW", "Dialing"]

想要查询的状态列表，为空查询全部。取
值：

ACW 话后处理

Ringing 振铃

Break 小休

Dialing 拨号

Talking 通话

Ready 空闲

Offline 离线

AgentName String 否 云呼测试坐席 坐席名字，模糊匹配。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List
Array of
AgentState

坐席状态列表。

Agent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坐席ID。

AgentName String 云呼测试坐席 坐席姓名。

CounterParty String
user-admin@ccc-
test

监听场景指监听和被监听的对方。

Extension String 80317391 坐席分机号。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SkillGroupIdList List
["skg-default@ccc-
test"]

签入的技能组ID列表。

SkillGroupName
List

List [“默认技能组”] 技能组名称列表。

State String ACW 坐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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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Code String Monitored

针对监听场景。

监听状态：
State=Talking，StateCode=Monitoring。

被监听状态：
State=Talking，StateCode=Monitored。

StateT ime Long 8 状态持续时长，单位秒。

PageNumber Integer 1 分页序号。

PageSize Integer 10 分页大小。

TotalCount Integer 1 总条目数。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RealtimeAgentStates
&InstanceId=ccc-test
&PageNumber=1
&PageSize=10
&SkillGroupId=skg-default@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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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TotalCount>1</TotalCount>
    <PageSize>1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List>
        <Extension>80317391</Extension>
        <CounterParty>user-admin@ccc-test</CounterParty>
        <StateTime>8</StateTime>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State>ACW</State>
        <StateCode>Monitored</StateCode>
        <AgentName>云呼测试坐席</AgentName>
        <AgentId>user-test@ccc-test</AgentId>
    </List>
    <List>
        <SkillGroupIdList>["skg-default@ccc-test"]</SkillGroupIdList>
    </List>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TotalCount": "1",
  "PageSize": "10",
  "PageNumber": "1",
  "List": [{
   "Extension": "80317391",
   "CounterParty": "user-admin@ccc-test",
   "StateTime": "8",
   "InstanceId": "ccc-test",
   "State": "ACW",
   "StateCode": "Monitored",
   "AgentName": "云呼测试坐席",
   "AgentId": "user-test@ccc-test"
  }, {
   "SkillGroupIdList": "[\"skg-default@ccc-test\"]"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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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Service.Com
mon

An internal service error
occurred. %s

内部服务错误。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ListSkillLevelsOfUser获取坐席所归属的技能组列表。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SkillLevelsOfU
ser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ListSkillLevelsOfUser。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PageNumber Integer 是 1 分页序号。

PageSize Integer 是 10 分页大小，最大数量为100。

UserId String 是
user-test@ccc-
test

呼叫中心实例的用户ID，实例内唯一。

IsMember Boolean 否 true 是否与用户关联，默认值为true。

SearchPattern String 否 skillgroup-test 查询匹配，可根据技能组名称进行查询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3.2.6.9. ListSkillLevelsOfUser3.2.6.9. ListSkillLevelsOf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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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
Array of
UserSkillLevel

技能组列表。

SkillGroupId String test@ccc-test 技能组ID。

SkillGroupName String 测试技能组 技能组名称。

SkillLevel String 5 技能等级。

PageNumber Integer 1 分页序号。

PageSize Integer 10 分页大小。

TotalCount Integer 1 总数。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SkillLevelsOfUser
&InstanceId=ccc-test
&PageNumber=1
&PageSize=10
&UserId=user-test@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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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TotalCount>1</TotalCount>
    <PageSize>1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List>
        <SkillLevel>5</SkillLevel>
        <SkillGroupName>测试技能组</SkillGroupName>
        <SkillGroupId>test@ccc-test</SkillGroupId>
    </List>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TotalCount": "1",
  "PageSize": "10",
  "PageNumber": "1",
  "List": [{
   "SkillLevel": "5",
   "SkillGroupName": "测试技能组",
   "SkillGroupId": "test@ccc-test"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4 NotExists.UserId
The user %s does not exist in
instance %s.

呼叫中心实例中不存在指定的用
户。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ListUsers获取呼叫中心实例下的用户。

调试调试

3.2.6.10. ListUsers3.2.6.10. List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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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User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ListUsers。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PageNumber Integer 是 1 分页序号，范围1-100。

PageSize Integer 是 10 分页大小，范围1-100。

SearchPattern String 否 测试
根据用户的登录名（用户名）或展示名
（姓名）模糊查询。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List
Array of
UserDetail

用户列表。

DeviceExt String 80xxxx33
如果座席注册了SIP话机, 则此参数SIP话机设备的
分机号。

DeviceId String
Yealink SIP-T23G
44.84.203.6

如果座席注册了SIP话机，则此参数是SIP话机设
备的设备ID，否则该参数为空。

DeviceState String OFFLINE
SIP话机设备的状态，如果deviceId或者
deviceExt为空，则为UNREGISTERED, 否则为
ONLINE or OFFLINE。

DisplayId String 1001 工号。

DisplayName String 测试用户 用户的展示名（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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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String
1886666****@163.co
m

电子邮件地址。

Extension String 80xxxx31 座机分机号。

LoginName String user-test 用户登录名（用户名）。

Mobile String 1382114**** 用户电话号码。

PersonalOutbo
undNumberList

Array of
PhoneNumber

个人外呼号码列表。

Active Boolean true 是否可用。

City String 乐山 号码归属地市。

Number String 083xxxx0011 号码。

Province String 四川 号码归属地省。

Usage String Bidirection 号码用途。

PrimaryAccount Boolean false 是否为RAM主账号。

RamId Long 2022546208793 用户的RAM账号。

RoleId String Admin@ccc-test 用户的角色ID。

RoleName String Admin 角色名称。

SkillLevelList
Array of
UserSkillLevel

坐席关联的技能组列表。

SkillGroupId String skg-test@ccc-test 技能组ID。

SkillGroupName String skg-test 技能组名称。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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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llLevel Integer 5 技能等级。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用户ID。

WorkMode String ON_SITE 工作模式。

PageNumber Integer 1 分页序号。

PageSize Integer 10 分页大小。

TotalCount Integer 1 总条目数。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Params List 无 响应参数。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Users
&InstanceId=ccc-test
&PageNumber=1
&PageSize=1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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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Params>⽆</Params>
<Data>
    <TotalCount>1</TotalCount>
    <PageSize>1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List>
        <LoginName>user-test</LoginName>
        <Email>1886666****@163.com</Email>
        <DeviceId>Yealink SIP-T23G 44.84.203.6</DeviceId>
        <PrimaryAccount>false</PrimaryAccount>
        <RamId>2022546208793</RamId>
        <DisplayId>1001</DisplayId>
        <RoleId>Admin@ccc-test</RoleId>
        <Mobile>1382114****</Mobile>
        <Extension>80xxxx31</Extension>
        <DeviceState>OFFLINE</DeviceState>
        <RoleName>Admin</RoleName>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DisplayName>测试⽤⼾</DisplayName>
        <DeviceExt>80xxxx33</DeviceExt>
        <WorkMode>ON_SITE</WorkMode>
        <PersonalOutboundNumberList>
            <Usage>Bidirection</Usage>
            <Active>true</Active>
            <Number>083xxxx0011</Number>
            <City>乐⼭</City>
            <Province>四川</Province>
        </PersonalOutboundNumberList>
        <SkillLevelList>
            <SkillGroupName>skg-test</SkillGroupName>
            <SkillLevel>5</SkillLevel>
            <SkillGroupId>skg-test@ccc-test</SkillGroupId>
        </SkillLevelList>
    </List>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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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Params": "⽆",
    "Data": {
        "TotalCount": 1,
        "PageSize": 10,
        "PageNumber": 1,
        "List": {
            "LoginName": "user-test",
            "Email": "1886666****@163.com",
            "DeviceId": "Yealink SIP-T23G 44.84.203.6",
            "PrimaryAccount": false,
            "RamId": 2022546208793,
            "DisplayId": 1001,
            "RoleId": "Admin@ccc-test",
            "Mobile": "1382114****",
            "Extension": "80xxxx31",
            "DeviceState": "OFFLINE",
            "RoleName": "Admin",
            "UserId": "user-test@ccc-test",
            "DisplayName": "测试⽤⼾",
            "DeviceExt": "80xxxx33",
            "WorkMode": "ON_SITE",
            "PersonalOutboundNumberList": {
                "Usage": "Bidirection",
                "Active": true,
                "Number": "083xxxx0011",
                "City": "乐⼭",
                "Province": "四川"
            },
            "SkillLevelList": {
                "SkillGroupName": "skg-test",
                "SkillLevel": 5,
                "SkillGroupId": "skg-test@ccc-test"
            }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Parameter.Max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less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小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大值。

400 Parameter.Min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大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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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Parameter.Null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该参数不能为null值.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ModifySkillLevelsOfUser修改坐席的技能等级。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ModifySkillLevels
OfUser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ModifySkillLevelsOfUser。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SkillLevelList String 是

[{"skillGroupId":"s
kg-test1@ccc-
test","skillLevel":
10},
{"skillGroupId":"s
kg-test2@ccc-
test","skillLevel":
10}]

待修改技能组ID，技能等级JSON Array。

UserId String 是
user-test@ccc-
test

呼叫中心实例的用户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3.2.6.11. ModifySkillLevelsOfUser3.2.6.11. ModifySkillLevelsOf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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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Params List 无 响应参数。

RequestId String
E49D8B83-A3EC-
44D4-A920-
578BC3C698AD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ModifySkillLevelsOfUser
&InstanceId=ccc-test
&SkillLevelList=[{"skillGroupId":"skg-test1@ccc-test","skillLevel":10},{"skillGroupId":"skg
-test2@ccc-test","skillLevel":10}]
&UserId=user-test@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E49D8B83-A3EC-44D4-A920-578BC3C698AD</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Params>⽆</Params>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E49D8B83-A3EC-44D4-A920-578BC3C698AD",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Params":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Parameter.Max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less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小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大值。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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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Parameter.Blank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or blank.

该参数不能为null或含有空白符的
字符串。

400 Parameter.Null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该参数不能为null值.

403 Permission.User
You have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user(s) %s.

您无权访问这些用户。

403
Permission.SkillGrou
p

You have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skill group(s) %s.

您无权访问这些技能组。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ModifyUser修改用户信息。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ModifyUser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ModifyUser。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UserId String 是
user-test@ccc-
test

用户ID。

WorkMode String 是 ON_SITE

工作模式。包括：

ON_SITE（场内模式，用户在职场办
公，通过软电话或者SIP话机接入，也称
为正常模式）

OFF_SITE（场外模式，用户不在职场办
公，通过手机或者其他PSTN话机接听客
户来电）

Mobile String 否 138xxxx2114 用户电话号码。

RoleId String 否 Admin@ccc-test 用户的角色ID。

3.2.6.12. ModifyUser3.2.6.12. Modify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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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layId String 否 1001 工号。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ing 无 数据。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Params List 无 响应参数。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ModifyUser
&InstanceId=ccc-test
&UserId=user-test@ccc-test
&WorkMode=ON_SITE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Params>⽆</Params>
<Data>⽆</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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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Params": "⽆",
 "Data":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Parameter.Enumerat
ion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one
of the value of enumeration %s.

该参数必须为系统限定的枚举值之
一。

400 Parameter.Blank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or blank.

该参数不能为null或含有空白符的
字符串。

403 Permission.Common
You have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s

您无权进行访问。

403
Permission.SkillGrou
p

You have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skill group(s) %s.

您无权访问这些技能组。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4 NotExists.RoleId Rol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角色不存在。

500
InternalService.Com
mon

An internal service error
occurred. %s

内部服务错误。

500 InternalService.DB
An internal DB service error
occurred. %s

内部数据服务错误。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RemoveSkillGroupsFromUser解绑一个用户与多个技能组。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3.2.6.13. RemoveSkillGroupsFromUser3.2.6.13. RemoveSkillGroupsFrom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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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String 是
RemoveSkillGrou
psFromUser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RemoveSkillGroupsFromUser。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SkillGroupIdList String 是
["test1@ccc-
test","test2@ccc-
test"]

解绑技能组ID列表。

UserId String 是
user-test@ccc-
test

解绑的用户ID。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ing 无 数据。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RemoveSkillGroupsFromUser
&InstanceId=ccc-test
&RoleId=⽆
&SkillGroupIdList=["test1@ccc-test","test2@ccc-test"]
&UserId=user-test@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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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Parameter.Max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less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小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大值。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0 Parameter.Blank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or blank.

该参数不能为null或含有空白符的
字符串。

400 Parameter.Empty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or empty.

该参数不能为null值或为空字符
串。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RemoveUsers从呼叫中心实例中移除一组用户。（RAM用户不受影响）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RemoveUser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RemoveUsers。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3.2.6.14. RemoveUsers3.2.6.14. RemoveUsers

云呼叫中心 开发指南··开发指南（2.x版本）

> 文档版本：20220707 184

https://error-center.aliyun.com/status/product/CCC
https://api.aliyun.com/#product=CCC&api=RemoveUsers&type=RPC&version=2020-07-01


UserIdList String 是

["user-
test1@ccc-
test","user-
test2@ccc-test"]

待移除的用户ID列表，格式为JSON数组字
符串。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Params List 无 响应参数。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RemoveUsers
&InstanceId=ccc-test
&UserIdList=["user-test1@ccc-test","user-test2@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Params>⽆</Params>
<Code>OK</Cod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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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Params":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Parameter.Max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less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小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大值。

400 Parameter.Blank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or blank.

该参数不能为null或含有空白符的
字符串。

400 Parameter.Empty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or empty.

该参数不能为null值或为空字符
串。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接口ResetAgentState重置坐席状态。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ResetAgentState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ResetAgentState。

DeviceId String 是

ACC-YUNBS-
1.0.10-
b18bp53c1736c2
914176a801ei90

座席端提供的唯一ID，用来表示一个座席
工作台，一个座席可以有多个不同类型的
座席台，比如浏览器，iOS, Android等，
但是在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生效。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3.2.6.15. ResetAgentState3.2.6.15. ResetAgent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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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Id String 否
user-test@ccc-
test

用户ID，格式为username@domain。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BreakCode String 无 小休状态码

DeviceId String 无 设备标示

Extension String 80011112
座席分机号，一共8位，如果一个用户账号有多
个设备，则多个设备用一个分机号，且同一时间
只有一个设备可用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无 在呼叫状态时的通话ID。

OutboundScen
ario

Boolean false 仅外呼。

SignedSkillGrou
pIdList

List 无 签入的技能组ID列表。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用户ID。

UserState String OFFLINE 用户状态。

WorkMode String ON_SITE 工作模式。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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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s List 无 参数信息。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ResetAgentState
&DeviceId=ACC-YUNBS-1.0.10-b18bp53c1736c2914176a801ei90
&InstanceId=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Extension>80011112</Extension>
    <UserState>OFFLINE</UserState>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OutboundScenario>false</OutboundScenario>
    <WorkMode>ON_SITE</WorkMode>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Extension": "80011112",
  "UserState": "OFFLINE",
  "InstanceId": "ccc-test",
  "UserId": "user-test@ccc-test",
  "OutboundScenario": "false",
  "WorkMode": "ON_SITE"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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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4 NotExists.UserId
The user %s does not exist in
instance %s.

呼叫中心实例中不存在指定的用
户。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ResetUserPassword重置用户密码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ResetUserPasswo
rd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ResetUserPassword。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Password String 是 123456 重设的密码。

UserId String 是
user-test@ccc-
test

用户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BA03159C-E808-
4FF1-B27E-
A61B6E888D7F

请求ID。

3.2.6.16. ResetUserPassword3.2.6.16. ResetUser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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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ResetUserPassword
&InstanceId=ccc-test
&Password=123456
&UserId=user-test@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Parameter.Blank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or blank.

该参数不能为null或含有空白符的
字符串。

403 Permission.Role
You have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role %s.

您无权访问指定角色。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4 NotExists.UserId
The user %s does not exist in
instance %s.

呼叫中心实例中不存在指定的用
户。

500
InternalService.Com
mon

An internal service error
occurred. %s

内部服务错误。

500 InternalService.RAM
An internal RAM service error
occurred. %s

内部RAM服务错误。

500 InternalService.STS
An internal STS service error
occurred. %s

内部STS服务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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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GetMonoRecording获取合成录音。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MonoRecordin
g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GetMonoRecording。

ContactId String 是
job-
65382141036893
491

通话ID。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FileName String
job-
65382141036893491
.wav

文件名称。

FileUrl String

http://ccc-v2-
online.oss-cn-
shanghai.aliyuncs.co
m/ccc-record/job-
65382141036893491
.wav?
Expires=1610910578
&OSSAccessKeyId=X
XXX&Signature=XXX
X

文件下载地址。

3.2.7. 录音3.2.7. 录音

3.2.7.1. GetMonoRecording3.2.7.1. GetMonoReco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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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MonoRecording
&ContactId=job-65382141036893491
&InstanceId=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FileUrl>http://ccc-v2-online.oss-cn-shanghai.aliyuncs.com/ccc-record/job-6538214103689
3491.wav?Expires=1610910578&amp;OSSAccessKeyId=XXXX&amp;Signature=XXXX</FileUrl>
    <FileName>job-65382141036893491.wav</FileName>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FileUrl": "http://ccc-v2-online.oss-cn-shanghai.aliyuncs.com/ccc-record/job-653821410368
93491.wav?Expires=1610910578&OSSAccessKeyId=XXXX&Signature=XXXX",
  "FileName": "job-65382141036893491.wav"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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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GetMult iChannelRecording获取分轨录音。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MultiChannelR
ecording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GetMultiChannelRecording。

ContactId String 是
job-
65382141036893
491

通话ID。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FileName String
job-
65382141036893491
.mkv

文件名。

3.2.7.2. GetMultiChannelRecording3.2.7.2. GetMultiChannelReco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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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Url String

https://ccc-v2-
online.oss-cn-
shanghai.aliyuncs.co
m/ccc-record-
mixed/cccV2-
kmz/2021/04/job-
65382141036893491
.mkv?
Expires=1617435462
&OSSAccessKeyId=X
XXX&Signature=XXX
X

文件下载路径。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MultiChannelRecording
&ContactId=job-65382141036893491
&InstanceId=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FileUrl>http://ccc-v2-online.oss-cn-shanghai.aliyuncs.com/ccc-record/job-6538214103689
3491.mkv?Expires=1610910578&amp;OSSAccessKeyId=XXXX&amp;Signature=XXXX</FileUrl>
    <FileName>job-65382141036893491.mkv</FileName>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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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FileUrl": "http://ccc-v2-online.oss-cn-shanghai.aliyuncs.com/ccc-record/job-653821
41036893491.mkv?Expires=1610910578&OSSAccessKeyId=XXXX&Signature=XXXX",
        "FileName": "job-65382141036893491.mkv"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0 Parameter.Min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大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小值。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GetVoicemailRecording获取语音邮箱录音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VoicemailRec
ording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GetVoicemailRecording。

ContactId String 是
job-
65382141036893
492

通话ID。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3.2.7.3. GetVoicemailRecording3.2.7.3. GetVoicemailReco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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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FileName String
job-
65382141036893492
.wav

文件名称。

FileUrl String

http://ccc-v2-
online.oss-cn-
shanghai.aliyuncs.co
m/ccc-record/job-
65382141036893491
.wav?
Expires=1610910578
&amp;OSSAccessKe
yId=XXXX&amp;Sig
nature=XXXX

文件下载地址。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VoicemailRecording
&ContactId=job-65382141036893492
&InstanceId=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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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FileUrl>http://ccc-v2-online.oss-cn-shanghai.aliyuncs.com/ccc-record/job-6538214103689
3491.wav?Expires=1610910578&amp;OSSAccessKeyId=XXXX&amp;Signature=XXXX</FileUrl>
    <FileName>job-65382141036893492.wav</FileName>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FileUrl": "http://ccc-v2-online.oss-cn-shanghai.aliyuncs.com/ccc-record/job-653821
41036893491.wav?Expires=1610910578&amp;OSSAccessKeyId=XXXX&amp;Signature=XXXX",
        "FileName": "job-65382141036893492.wav"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ListCallDetailRecords获取呼叫中心中的通话详单数据。

注意注意：为了保证查询效率，返回数据中的 TotalCount 字段，只会在查询第一页时赋值。查询其他页时返回
0。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3.2.8. 报表3.2.8. 报表

3.2.8.1. ListCallDetailRecords3.2.8.1. ListCallDetailRec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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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CallDetailReco
rd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ListCallDetailRecords。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PageNumber Integer 是 1 分页序号，范围1-100。

PageSize Integer 是 100 分页大小，范围1-100。

StartT ime Long 否 1532448000000
获取的历史数据的起始时间，默认为当天
的0时。

EndTime Long 否 1532707199000
获取的历史数据的终止时间，默认为当前
时间。

ContactType String 否 Outbound

按呼叫类型筛选。呼叫类型取值：
Inbound（呼入）、Inbound（呼入）、
Outbound（呼出）、Back2Back（双
呼）、Predictive（预测式外呼）、
VoiceBot（语音机器人）、
PrivacyDial（加密通话）、
Conference（会议）、PrivacyCall（隐私
呼叫）。

ContactDispositio
n

String 否 Success

按挂断类型筛选。_注意：语音邮箱、转人
工失败、排队超时、排队溢出、IVR异常的
挂断原因需要客户配置挂断原因节点才能
体现出来，如果没有配置且IVR中无转人工
模块这时候的挂断原因默认为IVR放弃。

挂断类型取值如下：Success（ 正常）、
AbandonedInQueue（排队放弃）、
AbandonedInRing（振铃放弃）、
AbandonedInIVR（IVR放弃）、
NoAnswer（未接通）、Voicemail（语音
邮箱）、QueuingTimeout（排队超
时）、QueuingOverflow（排队溢出）、
QueuingFailed（转人工失败）、
AbandonedInVoiceNavigator（智能导航
放弃）、IVRException（IVR异常）、
ForwardToOutsideNumber（转外线）、
Reject（客户拒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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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Id String 否
job-
12515239414412
4921

通过指定的contactId来查询某一通电话的
记录，contactId可以通过软电话SDK发生
通话时获取到。如果传入该参数，则自动
忽略其他查询参数。

AgentId String 否
ccc-user@ccc-
test

坐席ID。

SkillGroupId String 否
skg-default@ccc-
test

通话涉及的技能组ID。

SortOrder String 否 ASC
如果OrderByField为空，默认按开始时间
降序排列。取值：ASC（升序）、
DESC（降序）。

OrderByField String 否 startT ime

排序字段。取值：startT ime（话务开始时
间）、callDuration（话务时长）、
ivrT ime（ivr时长）、queueTime（排队时
长）、ringTime（响铃时长）、
talkT ime（通话时长）、dialingTime（拨
号时长）。

Criteria String 否
{"phoneNumber":
"073"}

根据主叫或被叫号码模糊查询，JSON字符
串。

CallingNumber String 否 073xxxx7539 主叫号码。

CalledNumber String 否 132xxxx0523 被叫号码。

SatisfactionList String 否 ["1", "3"] String类型的满意度列表。

SatisfactionSurve
yChannel

String 否 IVR
满意度调查渠道，取值：IVR（语音满意
度）、SMS（短信满意度）。

SatisfactionDescri
ptionList

String 否 ["满意","一般"] 满意度描述列表。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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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yMediaStateLi
st

String 否
["NotConnected",
"NoAnswer"]

早媒体状态列表。取值：
NotConnected（无法接通）、
NoAnswer（无人接听）、PowerOff（关
机）、OutOfService（停机）、
NotExist（空号）、Busy（占线）、
Restricted（呼叫受限）。

ContactDispositio
nList

String 否
["Success","NoAn
swer"]

挂断原因列表，用于批量查询场景。取
值：Success（正
常），AbandonedInQueue（排队放
弃）、AbandonedInRing（振铃放弃）、
AbandonedInIVR（IVR中放弃）、
NoAnswer（未接通）、Voicemail（转语
音邮箱）、QueuingTimeout（排队超
时）、QueuingOverflow（排队溢出）、
QueuingFailed（转人工失败）、
AbandonedInVoiceNavigator（智能导航
中放弃）、IVRException（IVR异常）、
ForwardToOutsideNumber（转外线）、
Reject（客户拒接）。

ContactTypeList String 否 Success

挂断原因。取值：Success（正
常），AbandonedInQueue（排队放
弃）、AbandonedInRing（振铃放弃）、
AbandonedInIVR（IVR中放弃）、
NoAnswer（未接通）、Voicemail（转语
音邮箱）、QueuingTimeout（排队超
时）、QueuingOverflow（排队溢出）、
QueuingFailed（转人工失败）、
AbandonedInVoiceNavigator（智能导航
中放弃）、IVRException（IVR异常）、
ForwardToOutsideNumber（转外线）、
Reject（客户拒接）。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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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
Array of
CallDetailRecor
d

通话记录列表。

AdditionalBroke
r

String 053xxxx3128 中间备用号码。

AgentIds String user-test@ccc-test 坐席ID列表，多个值用逗号分隔。

AgentNames String 云呼测试坐席 坐席名称列表。

Broker String 053xxxx3127 中间号码。

CallDuration String 30 通话时长，单位秒。

CalledNumber String 133xxxx2315 被叫号码。

CalleeLocation String 北京 被叫归属地。

CallerLocation String 北京 主叫归属地。

CallingNumber String 053xxxx3128 主叫号码。

ContactDisposit
ion

String Success

电话结束原因。 取值：Success（正
常），AbandonedInQueue（排队放弃）、
AbandonedInRing（振铃放弃）、
AbandonedInIVR（IVR中放弃）、
NoAnswer（未接通）、Voicemail（转语音邮
箱）、QueuingTimeout（排队超时）、
QueuingOverflow（排队溢出）、
QueuingFailed（转人工失败）、
AbandonedInVoiceNavigator（智能导航中放
弃）、IVRException（IVR异常）、
ForwardToOutsideNumber（转外线）、
Reject（客户拒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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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Id String
job-
12515239414412492
1

通话ID。

ContactType String Outbound

通话类型。取值：Inbound（呼入）、
Inbound（呼入）、Outbound（呼出）、
Back2Back（双呼）、Predictive（预测式外
呼）、VoiceBot（语音机器人）、
PrivacyDial（加密通话）、Conference（会
议）、PrivacyCall（隐私呼叫）。

EarlyMediaStat
e

String NotConnected

早媒体状态。取值：NotConnected（无法接
通）、NoAnswer（无人接听）、PowerOff（关
机）、OutOfService（停机）、NotExist（空
号）、Busy（占线）、Restricted（呼叫受
限）。

EstablishedTim
e

Long 1532448000000
通话建立的时间，如果通话没有建立，此值为
空。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IvrT ime Long 8
IVR时长，单位秒。即从开始进入IVR到开始进入
转人工队列（或客户放弃）之间的时长。

QueueTime Long 0
排队时长，单位秒。即从开始进入转人工队列到
坐席开始振铃（或客户放弃，队列超时，队列溢
出）之间的时长。

RecordingDurati
on

Long 10 录音时长，单位秒。

RecordingRead
y

Boolean true
录音是否已经生成。若通话没有建立，则返回
false。

ReleaseInit iator String agent
挂断方。取值：agent（坐席）、customer（客
户）。

ReleaseTime Long 1532707199000 通话结束时间。

RingTime Long 5
振铃时长，单位秒。即从坐席振铃到坐席接起
（或客户放弃）之间的时长。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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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isfactionDes
cription

String 满意
满意度描述。对应于满意度IVR中满意度模块的配
置。

SatisfactionInd
ex

Integer 1 满意度。即满意度按键数字（1位数字）的值。

SatisfactionSur
veyChannel

String IVR 满意度调查渠道。

SatisfactionSur
veyOffered

Boolean true 是否发送了满意度。

SkillGroupIds String
skg-default@ccc-
test

参与通话的座席所属的技能组ID，多个技能组以
逗号分隔。

SkillGroupName
s

String 默认技能组
参与通话的座席所属的技能组名称，多个技能组
以逗号分隔。

StartT ime Long 1532448000000
通话开始时间，内呼从进入IVR开始，外呼从开始
接通计算。

WaitT ime Long 5
客户等待时长，单位秒。即 QueueTime

RingTime，若客户等待期间放弃，则为0。

PageNumber Integer 1 分页序号。

PageSize Integer 10 分页大小。

TotalCount Integer 11
总条目数，只有PageNumber为1才会返回，其
他都是0。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开发指南··开发指南（2.x版本） 云呼叫中心

203 > 文档版本：20220707



http(s)://[Endpoint]/?Action=ListCallDetailRecords
&InstanceId=ccc-test
&PageNumber=1
&PageSize=10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TotalCount>11</TotalCount>
    <PageSize>1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List>
        <IvrTime>8</IvrTime>
        <CalledNumber>133xxxx2315</CalledNumber>
        <ContactType>Outbound</ContactType>
        <ContactDisposition>Success</ContactDisposition>
        <SatisfactionIndex>1</SatisfactionIndex>
        <ContactId>job-125152394144124921</ContactId>
        <CallingNumber>053xxxx3128</CallingNumber>
        <RecordingReady>true</RecordingReady>
        <SkillGroupNames>默认技能组</SkillGroupNames>
        <SatisfactionSurveyOffered>true</SatisfactionSurveyOffered>
        <QueueTime>0</QueueTime>
        <EstablishedTime>1532448000000</EstablishedTime>
        <SkillGroupIds>skg-default@ccc-test</SkillGroupIds>
        <Broker>053xxxx3127</Broker>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ReleaseInitiator>agent</ReleaseInitiator>
        <EarlyMediaState>NotConnected</EarlyMediaState>
        <StartTime>1532448000000</StartTime>
        <RingTime>5</RingTime>
        <CallDuration>30</CallDuration>
        <CalleeLocation>北京</CalleeLocation>
        <ReleaseTime>1532707199000</ReleaseTime>
        <SatisfactionSurveyChannel>IVR</SatisfactionSurveyChannel>
        <AgentIds>user-test@ccc-test</AgentIds>
        <SatisfactionDescription>满意</SatisfactionDescription>
        <AdditionalBroker>053xxxx3128</AdditionalBroker>
        <CallerLocation>北京</CallerLocation>
        <WaitTime>5</WaitTime>
        <AgentNames>云呼测试坐席</AgentNames>
        <RecordingDuration>10</RecordingDuration>
    </List>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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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SON 格式

{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TotalCount": 11,
        "PageSize": 10,
        "PageNumber": 1,
        "List": {
            "IvrTime": 8,
            "CalledNumber": "133xxxx2315",
            "ContactType": "Outbound",
            "ContactDisposition": "Success",
            "SatisfactionIndex": 1,
            "ContactId": "job-125152394144124921",
            "CallingNumber": "053xxxx3128",
            "RecordingReady": true,
            "SkillGroupNames": "默认技能组",
            "SatisfactionSurveyOffered": true,
            "QueueTime": 0,
            "EstablishedTime": 1532448000000,
            "SkillGroupIds": "skg-default@ccc-test",
            "Broker": "053xxxx3127",
            "InstanceId": "ccc-test",
            "ReleaseInitiator": "agent",
            "EarlyMediaState": "NotConnected",
            "StartTime": 1532448000000,
            "RingTime": 5,
            "CallDuration": 30,
            "CalleeLocation": "北京",
            "ReleaseTime": 1532707199000,
            "SatisfactionSurveyChannel": "IVR",
            "AgentIds": "user-test@ccc-test",
            "SatisfactionDescription": "满意",
            "AdditionalBroker": "053xxxx3128",
            "CallerLocation": "北京",
            "WaitTime": 5,
            "AgentNames": "云呼测试坐席",
            "RecordingDuration": 10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Parameter.Format
The format of parameter %s is
invalid. %s

该参数的格式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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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InternalService.Com
mon

An internal service error
occurred. %s

内部服务错误。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ListRecentCallDetailRecords获取呼叫中心当前坐席的最近通话记录。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RecentCallDet
ailRecord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ListRecentCallDetailRecords。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PageNumber Integer 是 1 页码，范围1-100。

PageSize Integer 是 10 每页大小，范围1-100。

StartT ime Long 否 1604638129000
开始时间戳，默认是当天开始时间， 最早
为当前时间往前180天。

EndTime Long 否 1604639129000 截止时间戳，默认是当前时间。

Criteria String 否
{"phoneNumber":
"139xxxx1234"}

搜索条件。JSON格式：

{

"phoneNumber": "xxxx", // 主叫或被叫

"callingNumber": "xxxx", // 主叫

"calledNumber": "xxx" // 被叫

}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3.2.8.2. ListRecentCallDetailRecords3.2.8.2. ListRecentCallDetailRec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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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List
Array of
CallDetailRecor
d

通话记录列表。

AgentIds String user-test@ccc-test 坐席ID列表，多个值用逗号分隔。

CallDuration String 16 通话时长，单位秒

CalledNumber String 133xxxx2315 被叫号码。

CallingNumber String 053xxxx3128 主叫号码。

ContactDisposit
ion

String Success

电话结束原因。

Success（正常），NoAnswer（未接
通），AbandonedInContactFlow（IVR中放
弃），AbandonedInQueue（排队放
弃），AbandonedRing（振铃放
弃），QueueOverflow（排队超
时），OneStepTransfer（转外线）。

ContactId String
job-
76604722428454704

通话ID。

ContactType String Outbound
通话类型。取值：INBOUND（呼
入），OUTBOND（呼出）。

Duration Long 16 通话持续时间，单位为秒。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SkillGroupIds String
skg-default@ccc-
test

参与通话的座席所属的技能组，多个技能组以逗
号分隔。

StartT ime Long 1532448000000
通话开始时间，内呼从进入IVR开始，外呼从开始
接通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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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Number Integer 1 分页序号。

PageSize Integer 10 分页大小。

TotalCount Integer 11
总条目数，只有PageNumber为1才会返回，其
他都是0。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RecentCallDetailRecords
&InstanceId=ccc-test
&PageNumber=1
&PageSize=1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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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TotalCount>11</TotalCount>
    <PageSize>1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List>
        <SkillGroupIds>skg-default@ccc-test</SkillGroupIds>
        <CalledNumber>133xxxx2315</CalledNumber>
        <ContactType>Outbound</ContactType>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ContactDisposition>Success</ContactDisposition>
        <StartTime>1532448000000</StartTime>
        <AgentIds>user-test@ccc-test</AgentIds>
        <Duration>16</Duration>
        <ContactId>job-76604722428454704</ContactId>
        <CallDuration>16</CallDuration>
        <CallingNumber>053xxxx3128</CallingNumber>
    </List>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TotalCount": "11",
  "PageSize": "10",
  "PageNumber": "1",
  "List": [{
   "SkillGroupIds": "skg-default@ccc-test",
   "CalledNumber": "133xxxx2315",
   "ContactType": "Outbound",
   "InstanceId": "ccc-test",
   "ContactDisposition": "Success",
   "StartTime": "1532448000000",
   "AgentIds": "user-test@ccc-test",
   "Duration": "16",
   "ContactId": "job-76604722428454704",
   "CallDuration": "16",
   "CallingNumber": "053xxxx3128"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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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Parameter.Blank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or blank.

该参数不能为null或含有空白符的
字符串。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ListHistoricalAgentReport获取坐席历史数据报表。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HistoricalAgen
tReport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ListHistoricalAgentReport。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PageNumber Integer 是 1 分页序号，范围1-100。

PageSize Integer 是 100 分页大小，范围1-100。

AgentIdList String 否
["user-test@ccc-
test", "user-
test2@ccc-test"]

坐席ID列表，范围0-100 。

说明 说明 如果坐席ID列表不为空，
则直接按照坐席ID列表进行查询，此
时pageSize和pageNumber参数无
效，数据直接返回，如：请求参数：
pageNumber = 3 则响应参数中
pageNumber = 3 。

StartT ime Long 否 1532448000000

获取的历史数据的起始时间，默认为当天
的0时，最早为当前时间往前180天。统计
的时间精度为小时，向前取整，闭区间。

3.2.8.3. ListHistoricalAgentReport3.2.8.3. ListHistoricalAgent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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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pTime Long 否 1532707199000

获取的历史数据的终止时间，默认为当前
时间。统计的时间精度为小时，向后取
整，开区间。例如：开始时间为
11:12:20，结束时间为 11:45:50，则对
齐后的入参时间范围为

11:00:00, 12:00:00) ，即大于等于11
点，小于12点。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List Array of Items 坐席报表列表。

Agent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座席ID，等同于userId。

AgentName String 云呼测试坐席 坐席姓名。

DisplayId String 8001xxxx 坐席分机号。

Inbound Struct 呼入指标。

AverageHoldTi
me

Float 0
平均通话保持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HoldTime/CallsHold。

AverageRingTi
me

Float 0
平均振铃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RingTime/CallsRinged。

AverageTalkT i
me

Float 0
平均通话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TalkT ime/CallsHandled。

AverageWorkT i
me

Float 0
平均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WorkT ime/CallsHand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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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sAttendedT
ransferIn

Long 0
咨询转入量。若一通电话多次转入给该坐席，每
次转入算一次。

CallsAttendedT
ransferOut

Long 0
咨询转出量。若一通电话多次转出给其他坐席，
每次转出算一次。

CallsBlindTrans
ferIn

Long 0

直接转入量。若一通电话多次转入给该坐席，每
次转入算一次。

CallsBlindTrans
ferOut

Long 0
直接转出量。若一通电话多次转出给其他坐席，
每次转出算一次。

CallsHandled Long 0 应答量，即坐席应答的次数。

CallsHold Long 0 保持量，即发生通话保持的次数。

CallsOffered Long 0
分配量，即分配给此坐席的电话次数, 包括其他
坐席盲转和咨询转给此坐席的电话。

CallsRinged Long 0 坐席振铃的电话数量。

HandleRate Float 0

应答率。计算公式为：CallsHandled /
CallsOffered（由于应答事件与分配事件可能落
在不同的时间范围内，所以某些情况下结果可能
大于100%）。

MaxHoldTime Long 0 最大通话保持时长，单位秒。

MaxRingTime Long 0 最大振铃时长，单位秒。

MaxTalkT ime Long 0 最大通话时长，单位秒。

MaxWorkT ime Long 0 最大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

SatisfactionInd
ex

Float 0
满意度指数，即满意度按键数字（1位数字）的
平均值。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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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isfactionRat
e

Float 0
满意率，计算公式为：标记为满意的评价数/满意
度调查响应次数。

SatisfactionSur
veysOffered

Long 0 满意度调查发送次数。

SatisfactionSur
veysResponded

Long 0 满意度调查响应次数。

TotalHoldTime Long 0 总通话保持时长，单位秒。

TotalRingTime Long 0 总振铃时长，单位秒。

TotalTalkT ime Long 0 总通话时长，单位秒。

TotalWorkT ime Long 0 总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

Outbound Struct 呼出指标。

AnswerRate Float 0

接通率，计算公式为：
CallsAnswered/CallsDialed（由于接听事件与
应答事件可能落在不同的时间范围内，所以某些
情况下结果可能大于100%）。

AverageDialing
Time

Float 0
平均拨号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DialingTime/CallsDialed。

AverageHoldTi
me

Float 0
平均通话保持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HoldTime/CallsHold。

AverageRingTi
me

Float 0
平均振铃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RingTime/CallsRinged。

AverageTalkT i
me

Float 0
平均通话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TalkT ime/CallsAnswered。

AverageWorkT i
me

Float 0
平均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WorkT ime/CallsDialed。

CallsAnswered Long 0 接通量。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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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sAttendedT
ransferIn

Long 0
咨询转入量。若一通电话多次转入给该坐席，每
次转入算一次。

CallsAttendedT
ransferOut

Long 0
咨询转出量。若一通电话多次转出给其他坐席，
每次转出算一次。

CallsBlindTrans
ferIn

Long 0
直接转入量。若一通电话多次转入给该坐席，每
次转入算一次。

CallsBlindTrans
ferOut

Long 0
直接转出量。若一通电话多次转出给其他坐席，
每次转出算一次。

CallsDialed Long 0 拨号量。

CallsHold Long 0 保持量，即发生通话保持的次数。

CallsRinged Long 0 坐席振铃的电话数量。

MaxDialingTime Long 0 最大拨号时长，单位秒。

MaxHoldTime Long 0 最大通话保持时长，单位秒。

MaxRingTime Long 0 最大振铃时长，单位秒。

MaxTalkT ime Long 0 最大通话时长，单位秒。

MaxWorkT ime Long 0 最大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

SatisfactionInd
ex

Float 0

满意度指数，即满意度按键数字（1位数字）的
平均值。

SatisfactionRat
e

Float 0
满意率，计算公式为：标记为满意的评价数/满意
度调查响应次数。

SatisfactionSur
veysOffered

Long 0 满意度调查发送次数。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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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isfactionSur
veysResponded

Long 0 满意度调查响应次数。

TotalDialingTim
e

Long 0 总拨号时长，单位秒。

TotalHoldTime Long 0 总通话保持时长，单位秒。

TotalRingTime Long 0 总振铃时长，单位秒。

TotalTalkT ime Long 0 总通话时长，单位秒。

TotalWorkT ime Long 0 总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

Overall Struct 整体指标。

AverageBreakTi
me

Float 0
平均小休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BreakTime/小休次数。小休次数为非接口
统计字段。

AverageHoldTi
me

Float 0
平均通话保持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HoldTime/（呼入CallsHold+呼出
CallsHold）。

AverageReadyT
ime

Float 0
平均就绪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ReadyTime/就绪次数。就绪次数为非接口
统计字段。

AverageTalkT i
me

Float 0
平均通话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TalkT ime/（CallsAnswered+CallsHandle
d）。

AverageWorkT i
me

Float 0
平均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WorkT ime/TotalCalls。

MaxBreakTime Long 0 最大小休时长，单位秒。

MaxHoldTime Long 0 最大通话保持时长，单位秒。

MaxReadyTime Long 0 最大就绪时长，单位秒。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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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TalkT ime Long 0 最大通话时长，单位秒。

MaxWorkT ime Long 0 最大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

OccupancyRate Float 0
座席利用率，计算公式为：
（TotalworkT ime+TotalTalkT ime） /
TotalLoggedInT ime。

SatisfactionInd
ex

Float 0
满意度指数，即满意度按键数字（1位数字）的
平均值。

SatisfactionRat
e

Float 0 满意率，计算公式为：标记为满意的评价数/满意
度调查响应次数。

SatisfactionSur
veysOffered

Long 0 满意度调查发送次数。

SatisfactionSur
veysResponded

Long 0 满意度调查响应次数。

TotalBreakTime Long 0 总小休时长，单位秒。

TotalCalls Long 0
总电话量。计算公式为：
CallsOffered+CallsDialed。

TotalHoldTime Long 0 总保持时长，单位秒。

TotalLoggedIn
T ime

Long 0 总登录时长，单位秒。不包含小休时长。

TotalReadyTim
e

Long 0 总就绪时长，单位为秒。

TotalTalkT ime Long 0 总通话时长，单位秒。

TotalWorkT ime Long 0 总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

PageNumber Integer 1 分页序号。

PageSize Integer 100 分页大小。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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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Count Integer 10 总条目数。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HistoricalAgentReport
&InstanceId=ccc-test
&PageNumber=1
&PageSize=10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TotalCount>10</TotalCount>
    <PageSize>10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List>
        <DisplayId>8001xxxx</DisplayId>
        <AgentId>user-test@ccc-test</AgentId>
        <AgentName>云呼测试坐席</AgentName>
        <Inbound>
            <TotalWorkTime>0</TotalWorkTime>
            <CallsRinged>0</CallsRinged>
            <TotalHoldTime>0</TotalHoldTime>
            <AverageHoldTime>0</AverageHoldTime>
            <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0</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
            <CallsOffered>0</CallsOffered>
            <MaxRingTime>0</MaxRingTime>
            <CallsHold>0</CallsHold>
            <SatisfactionIndex>0</SatisfactionIndex>
            <CallsHandled>0</CallsHandled>
            <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0</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
            <TotalRingTime>0</TotalRingTime>
            <HandleRate>0</Handle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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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lsAttendedTransferIn>0</CallsAttendedTransferIn>
            <TotalTalkTime>0</TotalTalkTime>
            <AverageRingTime>0</AverageRingTime>
            <MaxTalkTime>0</MaxTalkTime>
            <SatisfactionRate>0</SatisfactionRate>
            <CallsBlindTransferOut>0</CallsBlindTransferOut>
            <AverageWorkTime>0</AverageWorkTime>
            <CallsAttendedTransferOut>0</CallsAttendedTransferOut>
            <CallsBlindTransferIn>0</CallsBlindTransferIn>
            <MaxWorkTime>0</MaxWorkTime>
            <AverageTalkTime>0</AverageTalkTime>
            <MaxHoldTime>0</MaxHoldTime>
        </Inbound>
        <Outbound>
            <TotalDialingTime>0</TotalDialingTime>
            <TotalWorkTime>0</TotalWorkTime>
            <CallsRinged>0</CallsRinged>
            <TotalHoldTime>0</TotalHoldTime>
            <AverageHoldTime>0</AverageHoldTime>
            <MaxRingTime>0</MaxRingTime>
            <CallsHold>0</CallsHold>
            <SatisfactionIndex>0</SatisfactionIndex>
            <TotalRingTime>0</TotalRingTime>
            <AverageDialingTime>0</AverageDialingTime>
            <CallsAnswered>0</CallsAnswered>
            <TotalTalkTime>0</TotalTalkTime>
            <CallsDialed>0</CallsDialed>
            <MaxDialingTime>0</MaxDialingTime>
            <MaxTalkTime>0</MaxTalkTime>
            <SatisfactionRate>0</SatisfactionRate>
            <CallsAttendedTransferOut>0</CallsAttendedTransferOut>
            <AverageTalkTime>0</AverageTalkTime>
            <MaxHoldTime>0</MaxHoldTime>
            <AnswerRate>0</AnswerRate>
            <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0</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
            <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0</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
            <CallsAttendedTransferIn>0</CallsAttendedTransferIn>
            <AverageRingTime>0</AverageRingTime>
            <CallsBlindTransferOut>0</CallsBlindTransferOut>
            <AverageWorkTime>0</AverageWorkTime>
            <CallsBlindTransferIn>0</CallsBlindTransferIn>
            <MaxWorkTime>0</MaxWorkTime>
        </Outbound>
        <Overall>
            <TotalReadyTime>0</TotalReadyTime>
            <TotalCalls>0</TotalCalls>
            <TotalBreakTime>0</TotalBreakTime>
            <TotalWorkTime>0</TotalWorkTime>
            <TotalHoldTime>0</TotalHoldTime>
            <AverageHoldTime>0</AverageHoldTime>
            <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0</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
            <SatisfactionIndex>0</SatisfactionIndex>
            <AverageBreakTime>0</AverageBreakTime>
            <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0</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
            <TotalTalkTime>0</TotalTalk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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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talTalkTime>0</TotalTalkTime>
            <AverageReadyTime>0</AverageReadyTime>
            <TotalLoggedInTime>0</TotalLoggedInTime>
            <MaxTalkTime>0</MaxTalkTime>
            <MaxReadyTime>0</MaxReadyTime>
            <AverageWorkTime>0</AverageWorkTime>
            <SatisfactionRate>0</SatisfactionRate>
            <MaxBreakTime>0</MaxBreakTime>
            <MaxWorkTime>0</MaxWorkTime>
            <AverageTalkTime>0</AverageTalkTime>
            <MaxHoldTime>0</MaxHoldTime>
            <OccupancyRate>0</OccupancyRate>
        </Overall>
    </List>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TotalCount": 10,
        "PageSize": 100,
        "PageNumber": 1,
        "List": {
            "DisplayId": "8001xxxx",
            "AgentId": "user-test@ccc-test",
            "AgentName": "云呼测试坐席",
            "Inbound": {
                "TotalWorkTime": 0,
                "CallsRinged": 0,
                "TotalHoldTime": 0,
                "AverageHoldTime": 0,
                "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 0,
                "CallsOffered": 0,
                "MaxRingTime": 0,
                "CallsHold": 0,
                "SatisfactionIndex": 0,
                "CallsHandled": 0,
                "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 0,
                "TotalRingTime": 0,
                "HandleRate": 0,
                "CallsAttendedTransferIn": 0,
                "TotalTalkTime": 0,
                "AverageRingTime": 0,
                "MaxTalkTime": 0,
                "SatisfactionRate": 0,
                "CallsBlindTransferOut": 0,
                "AverageWorkTime": 0,
                "CallsAttendedTransferOut": 0,
                "CallsBlindTransferIn":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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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lsBlindTransferIn": 0,
                "MaxWorkTime": 0,
                "AverageTalkTime": 0,
                "MaxHoldTime": 0
            },
            "Outbound": {
                "TotalDialingTime": 0,
                "TotalWorkTime": 0,
                "CallsRinged": 0,
                "TotalHoldTime": 0,
                "AverageHoldTime": 0,
                "MaxRingTime": 0,
                "CallsHold": 0,
                "SatisfactionIndex": 0,
                "TotalRingTime": 0,
                "AverageDialingTime": 0,
                "CallsAnswered": 0,
                "TotalTalkTime": 0,
                "CallsDialed": 0,
                "MaxDialingTime": 0,
                "MaxTalkTime": 0,
                "SatisfactionRate": 0,
                "CallsAttendedTransferOut": 0,
                "AverageTalkTime": 0,
                "MaxHoldTime": 0,
                "AnswerRate": 0,
                "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 0,
                "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 0,
                "CallsAttendedTransferIn": 0,
                "AverageRingTime": 0,
                "CallsBlindTransferOut": 0,
                "AverageWorkTime": 0,
                "CallsBlindTransferIn": 0,
                "MaxWorkTime": 0
            },
            "Overall": {
                "TotalReadyTime": 0,
                "TotalCalls": 0,
                "TotalBreakTime": 0,
                "TotalWorkTime": 0,
                "TotalHoldTime": 0,
                "AverageHoldTime": 0,
                "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 0,
                "SatisfactionIndex": 0,
                "AverageBreakTime": 0,
                "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 0,
                "TotalTalkTime": 0,
                "AverageReadyTime": 0,
                "TotalLoggedInTime": 0,
                "MaxTalkTime": 0,
                "MaxReadyTime": 0,
                "AverageWorkTime": 0,
                "SatisfactionRate": 0,
                "MaxBreakTime": 0,
                "MaxWorkTime":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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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erageTalkTime": 0,
                "MaxHoldTime": 0,
                "OccupancyRate": 0
            }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Parameter.Blank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or blank.

该参数不能为null或含有空白符的
字符串。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ListHistoricalSkillGroupReport获取技能组历史数据报表。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HistoricalSkill
GroupReport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ListHistoricalSkillGroupReport。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PageNumber Integer 是 1 分页序号，范围1-100。

PageSize Integer 是 100 分页大小，范围1-100。

SkillGroupIdList String 否

["skg-test1@ccc-
test", "skg-
test2@ccc-
test2"]

待查询数据的技能组ID列表。如果不传，
查询当前分页下的所有技能组。

StartT ime Long 否 1532448000000
获取的历史数据的起始时间，默认为当天
的0时，最早为当前时间往前180天。统计
的时间精度为小时，向前取整，闭区间。

3.2.8.4. ListHistoricalSkillGroupReport3.2.8.4. ListHistoricalSkillGroup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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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Time Long 否 1532707199000

获取的历史数据的终止时间，默认为当前
时间。统计的时间精度为小时，向后取
整，开区间。例如：开始时间为
11:12:20，结束时间为 11:45:50，则对
齐后的入参时间范围为

11:00:00, 12:00:00) ，即大于等于11
点，小于12点。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List Array of Items 技能组报表列表

Inbound Struct 呼入指标。

AbandonRate Float 0

放弃率。计算公式为：
CallsAbandoned/CallsOffered（由于放弃事件
与分配事件可能落在不同的时间范围内，所以某
些情况下结果可能大于100%）。

AverageAband
onTime

Float 0
平均放弃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AbandonTime/CallsAbandoned。

AverageAband
onedInQueueTi
me

Float 0
平均排队放弃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AbandonedInQueueTime/CallsAbandon
edInQueue。

AverageAband
onedInRingTim
e

Float 0
平均振铃放弃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AbandonedInRingTime/CallsAbandoned
InRing。

AverageHoldTi
me

Float 0
平均通话保持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HoldTime/Calls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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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rageRingTi
me

Float 5
平均振铃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RingTime/CallsRinged。

AverageTalkT i
me

Float 64
平均通话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TalkT ime/CallsHandled。

AverageWaitT i
me

Float 5
平均等待时长，平均每通电话的坐席接起前等待
时长。计算公式为：
TotalWaitT ime/CallsHandled。

AverageWorkT i
me

Float 13
平均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WorkT ime/CallsHandled。

CallsAbandone
d

Long 0
放弃量。计算公式为：
CallsAbandonedInQueue+CallsAbandonedInRi
ng。

CallsAbandone
dInQueue

Long 0
队列放弃量，即电话进入队列之后在排队环节客
户挂机的数量。

CallsAbandone
dInRing

Long 0 振铃放弃量，即坐席振铃中客户挂机的数量。

CallsAttendedT
ransferIn

Long 0

咨询转入量，即由其他技能组发起的咨询转接到
该技能组的电话数量，同一技能组内坐席间的转
接不计数。若一个坐席同时迁入多个技能组，则
该电话的统计归属于签入的第一个技能组。若一
通电话由其他技能组多次转接到该技能组，每次
转接算一次。下同。

CallsAttendedT
ransferOut

Long 0

咨询转出量，即由该技能组发起的咨询转接到其
他技能组的电话数量，同一技能组内坐席间的转
接不计数。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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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sBlindTrans
ferIn

Long 0

直接转入量，即由其他技能组发起的直接转接到
该技能组的电话数量，同一技能组内坐席间的转
接不计数。若一个坐席同时签入多个技能组，则
该电话的统计归属于签入的第一个技能组。若一
通电话由其他技能组多次转接到该技能组，每次
转接算一次。下同。

CallsBlindTrans
ferOut

Long 0
直接转出量，即由该技能组发起的直接转接到其
他技能组的电话数量，同一技能组内坐席间的转
接不计数。

CallsHandled Long 7
应答量，即坐席应答的次数。一通电话每次进入
队列后，若被多个坐席应答，算一次。

CallsHold Long 0
保持量，即发生通话保持的次数。一通电话每次
进入队列后，若发生多次通话保持，算一次。

CallsOffered Long 7

分配量，即分配给该技能组的电话数量，包括通
过队列分配的电话数量和通过转接（咨询转接和
直接转接）分配的电话数量。计算公式为：
CallsQueued+CallsBlindTransferIn+CallsAtten
tandedTransferIn。

CallsOverflow Long 0
溢出量，即发生队列（技能组）溢出的电话数
量。若一通电话多次进入同一队列，每次溢出算
一次。

CallsQueued Long 7
呼入场景进入队列（技能组）的电话数量，若一
通电话多次进入同一队列，每次进入算一次。

CallsRinged Long 7
坐席振铃的电话数量，一通电话每次进入队列
后，若分配给多个座席并产生了振铃，算一次。

CallsT imeout Long 0
超时量，即发生队列（技能组）超时的电话数
量。若一通电话多次进入同一队列，每次超时算
一次。

HandleRate Float 1

应答率。计算公式为：
CallsHandled/CallsOffered（由于应答事件与
分配事件可能落在不同的时间范围内，所以某些
情况下结果可能大于100%）。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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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AbandonTi
me

Long 0 最大放弃时长，单位秒。

MaxAbandoned
InQueueTime

Long 0 最大排队放弃时长，单位秒。

MaxAbandoned
InRingTime

Long 0 最大振铃放弃时长，单位秒。

MaxHoldTime Long 0 最大通话保持时长，单位秒。

MaxRingTime Long 12 最大振铃时长，单位秒。

MaxTalkT ime Long 0 最大通话时长，单位秒。

MaxWaitT ime Long 13 最大等待时长，单位秒。

MaxWorkT ime Long 12 最大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

SatisfactionInd
ex

Float 0
满意度指数，即满意度按键数字（1位数字）的
平均值。

SatisfactionRat
e

Float 0
满意率，计算公式为：标记为满意的评价数/满意
度调查响应次数。

SatisfactionSur
veysOffered

Long 0 满意度调查发送次数。

SatisfactionSur
veysResponded

Long 0 满意度调查响应次数。

ServiceLevel20 Float 0
20S服务水平，等待时长小于等于20秒的电话数
量/CallsQueued。

TotalAbandonT
ime

Long 0 总放弃时长，单位秒。

TotalAbandone
dInQueueTime

Long 0 总排队放弃时长，单位秒。

TotalAbandone
dInRingTime

Long 0 总振铃放弃时长，单位秒。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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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HoldTime Long 0 总通话保持时长，单位秒。

TotalRingTime Long 32 总振铃时长，单位秒。

TotalTalkT ime Long 447 总通话时长，单位秒。

TotalWaitT ime Long 34 总等待时长，单位秒。

TotalWorkT ime Long 85 总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

Outbound Struct 呼出指标。

AnswerRate Float 0

接通率，计算公式为：
CallsAnswered/CallsDialed（由于接听事件与
应答事件可能落在不同的时间范围内，所以某些
情况下结果可能大于100%）。

AverageDialing
Time

Float 37
平均拨号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DialingTime/CallsDialed。

AverageHoldTi
me

Float 0
平均通话保持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HoldTime/CallsHold。

AverageRingTi
me

Float 0
平均振铃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RingTime/CallsRinged。

AverageTalkT i
me

Float 3
平均通话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TalkT ime/CallsAnswered。

AverageWorkT i
me

Float 2
平均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WorkT ime/CallsDialed

CallsAnswered Long 1 接通量。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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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sAttendedT
ransferIn

Long 0

咨询转入量，即由其他技能组发起的咨询转接到
该技能组的电话数量，同一技能组内坐席间的转
接不计数。若一个坐席同时迁入多个技能组，则
该电话的统计归属于签入的第一个技能组。若一
通电话由其他技能组多次转接到该技能组，每次
转接算一次。下同。

CallsAttendedT
ransferOut

Long 0
咨询转出量，即由该技能组发起的咨询转接到其
他技能组的电话数量，同一技能组内坐席间的转
接不计数。

CallsBlindTrans
ferIn

Long 0

直接转入量，即由其他技能组发起的直接转接到
该技能组的电话数量，同一技能组内坐席间的转
接不计数。若一个坐席同时签入多个技能组，则
该电话的统计归属于签入的第一个技能组。若一
通电话由其他技能组多次转接到该技能组，每次
转接算一次。下同。

CallsBlindTrans
ferOut

Long 0
直接转出量，即由该技能组发起的直接转接到其
他技能组的电话数量，同一技能组内坐席间的转
接不计数。

CallsDialed Long 6 拨号量。

CallsHold Long 0
保持量，即发生通话保持的电话数量。一通电话
在转出当前技能组之前，若发生多次通话保持，
算一次。

CallsRinged Long 0
坐席振铃的电话数量，一通电话每次进入队列
后，若分配给多个座席并产生了振铃，算一次。

MaxDialingTime Long 12 最大拨号时长，单位秒。

MaxHoldTime Long 0 最大通话保持时长，单位秒。

MaxRingTime Long 0 最大振铃时长，单位秒。

MaxTalkT ime Long 0 最大通话时长，单位秒。

MaxWorkT ime Long 0 最大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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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isfactionInd
ex

Float 0
满意度指数，即满意度按键数字（1位数字）的
平均值。

SatisfactionRat
e

Float 0
满意率，计算公式为：标记为满意的评价数/满意
度调查响应次数。

SatisfactionSur
veysOffered

Long 0 满意度调查发送次数。

SatisfactionSur
veysResponded

Long 0 满意度调查响应次数。

TotalDialingTim
e

Long 218 总拨号时长，单位秒。

TotalHoldTime Long 0 总通话保持时长，单位秒。

TotalRingTime Long 0 总振铃时长，单位秒。

TotalTalkT ime Long 3 总通话时长，单位秒。

TotalWorkT ime Long 9 总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

Overall Struct 整体指标。

AverageBreakTi
me

Float 0
平均小休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BreakTime/小休次数。小休次数为非接口
统计字段。

AverageHoldTi
me

Float 0
平均通话保持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HoldTime/(呼入CallsHold+呼出
CallsHold)。

AverageReadyT
ime

Float 0
平均就绪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ReadyTime/就绪次数。就绪次数为非接口
统计字段。

AverageTalkT i
me

Float 0
平均通话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TalkT ime/(CallsAnswered+CallsHandled
)。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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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rageWorkT i
me

Float 8
平均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WorkT ime/TotalCalls。

MaxBreakTime Long 1 最大小休时长，单位秒。

MaxHoldTime Long 0 最大通话保持时长，单位秒。

MaxReadyTime Long 19328 最大就绪时长，单位秒。

MaxTalkT ime Long 0 最大通话时长，单位秒。

MaxWorkT ime Long 12 最大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

OccupancyRate Float
0.023322222939120
65

座席利用率，计算公式为： (TotalworkT ime +
TotalTalkT ime ) / TotalLoggedInT ime。

SatisfactionInd
ex

Float 0
满意度指数，即满意度按键数字（1位数字）的
平均值。

SatisfactionRat
e

Float 0
满意率，计算公式为：标记为满意的评价数/满意
度调查响应次数。

SatisfactionSur
veysOffered

Long 0 满意度调查发送次数。

SatisfactionSur
veysResponded

Long 0 满意度调查响应次数。

TotalBreakTime Long 3 总小休时长，单位为秒。

TotalCalls Long 13
总电话量。计算公式为：CallsOffered

CallsDialed。

TotalHoldTime Long 0 总保持时长，单位秒。

TotalLoggedIn
T ime

Long 23218
总登录时长，单位秒。

_注意：不含离线和小休时长_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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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ReadyTim
e

Long 22428 总就绪时长，单位为秒。

TotalTalkT ime Long 449 总通话时长，单位秒。

TotalWorkT ime Long 94 总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

SkillGroupId String skg-test1@ccc-test 技能组ID。

SkillGroupName String test1 技能组名称。

PageNumber Integer 1 分页序号。

PageSize Integer 100 分页大小。

TotalCount Integer 4 总条目数。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26A34338-5CD9-
4C95-A7A6-
5BDCE76C6B94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HistoricalSkillGroupReport
&InstanceId=ccc-test
&PageNumber=1
&PageSize=10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26A34338-5CD9-4C95-A7A6-5BDCE76C6B94</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TotalCount>4</Total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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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talCount>4</TotalCount>
    <PageSize>10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List>
        <SkillGroupName>test1</SkillGroupName>
        <SkillGroupId>skg-test1@ccc-test</SkillGroupId>
        <Inbound>
            <ServiceLevel20>0</ServiceLevel20>
            <CallsAbandonedInQueue>0</CallsAbandonedInQueue>
            <TotalWorkTime>85</TotalWorkTime>
            <TotalHoldTime>0</TotalHoldTime>
            <CallsRinged>7</CallsRinged>
            <AverageHoldTime>0</AverageHoldTime>
            <MaxRingTime>12</MaxRingTime>
            <CallsOffered>7</CallsOffered>
            <CallsAbandoned>0</CallsAbandoned>
            <SatisfactionIndex>0</SatisfactionIndex>
            <CallsHold>0</CallsHold>
            <MaxAbandonedInRingTime>0</MaxAbandonedInRingTime>
            <TotalRingTime>32</TotalRingTime>
            <HandleRate>1</HandleRate>
            <AverageAbandonedInQueueTime>0</AverageAbandonedInQueueTime>
            <TotalTalkTime>447</TotalTalkTime>
            <AverageWaitTime>5</AverageWaitTime>
            <TotalAbandonedInRingTime>0</TotalAbandonedInRingTime>
            <CallsQueued>7</CallsQueued>
            <MaxTalkTime>0</MaxTalkTime>
            <SatisfactionRate>0</SatisfactionRate>
            <CallsAttendedTransferOut>0</CallsAttendedTransferOut>
            <TotalAbandonTime>0</TotalAbandonTime>
            <MaxHoldTime>0</MaxHoldTime>
            <AverageTalkTime>64</AverageTalkTime>
            <MaxAbandonedInQueueTime>0</MaxAbandonedInQueueTime>
            <CallsTimeout>0</CallsTimeout>
            <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0</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
            <CallsAbandonedInRing>0</CallsAbandonedInRing>
            <CallsOverflow>0</CallsOverflow>
            <CallsHandled>7</CallsHandled>
            <MaxWaitTime>13</MaxWaitTime>
            <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0</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
            <CallsAttendedTransferIn>0</CallsAttendedTransferIn>
            <MaxAbandonTime>0</MaxAbandonTime>
            <AverageRingTime>5</AverageRingTime>
            <TotalWaitTime>34</TotalWaitTime>
            <AverageAbandonTime>0</AverageAbandonTime>
            <AverageAbandonedInRingTime>0</AverageAbandonedInRingTime>
            <TotalAbandonedInQueueTime>0</TotalAbandonedInQueueTime>
            <CallsBlindTransferOut>0</CallsBlindTransferOut>
            <AverageWorkTime>13</AverageWorkTime>
            <MaxWorkTime>12</MaxWorkTime>
            <CallsBlindTransferIn>0</CallsBlindTransferIn>
            <AbandonRate>0</AbandonRate>
        </Inbound>
        <Outbound>
            <TotalDialingTime>218</TotalDialing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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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talDialingTime>218</TotalDialingTime>
            <TotalWorkTime>9</TotalWorkTime>
            <TotalHoldTime>0</TotalHoldTime>
            <CallsRinged>0</CallsRinged>
            <AverageHoldTime>0</AverageHoldTime>
            <MaxRingTime>0</MaxRingTime>
            <SatisfactionIndex>0</SatisfactionIndex>
            <CallsHold>0</CallsHold>
            <TotalRingTime>0</TotalRingTime>
            <AverageDialingTime>37</AverageDialingTime>
            <CallsAnswered>1</CallsAnswered>
            <TotalTalkTime>3</TotalTalkTime>
            <CallsDialed>6</CallsDialed>
            <MaxDialingTime>12</MaxDialingTime>
            <MaxTalkTime>0</MaxTalkTime>
            <SatisfactionRate>0</SatisfactionRate>
            <CallsAttendedTransferOut>0</CallsAttendedTransferOut>
            <MaxHoldTime>0</MaxHoldTime>
            <AverageTalkTime>3</AverageTalkTime>
            <AnswerRate>0</AnswerRate>
            <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0</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
            <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0</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
            <CallsAttendedTransferIn>0</CallsAttendedTransferIn>
            <AverageRingTime>0</AverageRingTime>
            <CallsBlindTransferOut>0</CallsBlindTransferOut>
            <AverageWorkTime>2</AverageWorkTime>
            <MaxWorkTime>0</MaxWorkTime>
            <CallsBlindTransferIn>0</CallsBlindTransferIn>
        </Outbound>
        <Overall>
            <TotalReadyTime>22428</TotalReadyTime>
            <TotalCalls>13</TotalCalls>
            <TotalBreakTime>3</TotalBreakTime>
            <TotalWorkTime>94</TotalWorkTime>
            <TotalHoldTime>0</TotalHoldTime>
            <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0</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
            <AverageHoldTime>0</AverageHoldTime>
            <SatisfactionIndex>0</SatisfactionIndex>
            <AverageBreakTime>0</AverageBreakTime>
            <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0</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
            <TotalTalkTime>449</TotalTalkTime>
            <AverageReadyTime>0</AverageReadyTime>
            <TotalLoggedInTime>23218</TotalLoggedInTime>
            <MaxTalkTime>0</MaxTalkTime>
            <SatisfactionRate>0</SatisfactionRate>
            <MaxReadyTime>19328</MaxReadyTime>
            <AverageWorkTime>8</AverageWorkTime>
            <MaxWorkTime>12</MaxWorkTime>
            <MaxBreakTime>1</MaxBreakTime>
            <OccupancyRate>0.02332222293912065</OccupancyRate>
            <MaxHoldTime>0</MaxHoldTime>
            <AverageTalkTime>0</AverageTalkTime>
        </Overall>
    </List>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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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26A34338-5CD9-4C95-A7A6-5BDCE76C6B94",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TotalCount": 4,
        "PageSize": 100,
        "PageNumber": 1,
        "List": {
            "SkillGroupName": "test1",
            "SkillGroupId": "skg-test1@ccc-test",
            "Inbound": {
                "ServiceLevel20": 0,
                "CallsAbandonedInQueue": 0,
                "TotalWorkTime": 85,
                "TotalHoldTime": 0,
                "CallsRinged": 7,
                "AverageHoldTime": 0,
                "MaxRingTime": 12,
                "CallsOffered": 7,
                "CallsAbandoned": 0,
                "SatisfactionIndex": 0,
                "CallsHold": 0,
                "MaxAbandonedInRingTime": 0,
                "TotalRingTime": 32,
                "HandleRate": 1,
                "AverageAbandonedInQueueTime": 0,
                "TotalTalkTime": 447,
                "AverageWaitTime": 5,
                "TotalAbandonedInRingTime": 0,
                "CallsQueued": 7,
                "MaxTalkTime": 0,
                "SatisfactionRate": 0,
                "CallsAttendedTransferOut": 0,
                "TotalAbandonTime": 0,
                "MaxHoldTime": 0,
                "AverageTalkTime": 64,
                "MaxAbandonedInQueueTime": 0,
                "CallsTimeout": 0,
                "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 0,
                "CallsAbandonedInRing": 0,
                "CallsOverflow": 0,
                "CallsHandled": 7,
                "MaxWaitTime": 13,
                "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 0,
                "CallsAttendedTransferIn": 0,
                "MaxAbandonTime": 0,
                "AverageRingTime": 5,
                "TotalWaitTime": 34,
                "AverageAbandonTime":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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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erageAbandonTime": 0,
                "AverageAbandonedInRingTime": 0,
                "TotalAbandonedInQueueTime": 0,
                "CallsBlindTransferOut": 0,
                "AverageWorkTime": 13,
                "MaxWorkTime": 12,
                "CallsBlindTransferIn": 0,
                "AbandonRate": 0
            },
            "Outbound": {
                "TotalDialingTime": 218,
                "TotalWorkTime": 9,
                "TotalHoldTime": 0,
                "CallsRinged": 0,
                "AverageHoldTime": 0,
                "MaxRingTime": 0,
                "SatisfactionIndex": 0,
                "CallsHold": 0,
                "TotalRingTime": 0,
                "AverageDialingTime": 37,
                "CallsAnswered": 1,
                "TotalTalkTime": 3,
                "CallsDialed": 6,
                "MaxDialingTime": 12,
                "MaxTalkTime": 0,
                "SatisfactionRate": 0,
                "CallsAttendedTransferOut": 0,
                "MaxHoldTime": 0,
                "AverageTalkTime": 3,
                "AnswerRate": 0,
                "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 0,
                "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 0,
                "CallsAttendedTransferIn": 0,
                "AverageRingTime": 0,
                "CallsBlindTransferOut": 0,
                "AverageWorkTime": 2,
                "MaxWorkTime": 0,
                "CallsBlindTransferIn": 0
            },
            "Overall": {
                "TotalReadyTime": 22428,
                "TotalCalls": 13,
                "TotalBreakTime": 3,
                "TotalWorkTime": 94,
                "TotalHoldTime": 0,
                "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 0,
                "AverageHoldTime": 0,
                "SatisfactionIndex": 0,
                "AverageBreakTime": 0,
                "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 0,
                "TotalTalkTime": 449,
                "AverageReadyTime": 0,
                "TotalLoggedInTime": 23218,
                "MaxTalkTime": 0,
                "SatisfactionRate":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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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isfactionRate": 0,
                "MaxReadyTime": 19328,
                "AverageWorkTime": 8,
                "MaxWorkTime": 12,
                "MaxBreakTime": 1,
                "OccupancyRate": 0.02332222293912065,
                "MaxHoldTime": 0,
                "AverageTalkTime": 0
            }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Parameter.Format
The format of parameter %s is
invalid. %s

该参数的格式不合法。

400 Parameter.Blank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or blank.

该参数不能为null或含有空白符的
字符串。

500
InternalService.Com
mon

An internal service error
occurred. %s

内部服务错误。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GetHistoricalInstanceReport获取呼叫中心实例的历史数据报表。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HistoricalInsta
nceReport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GetHistoricalInstanceReport。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StartT ime Long 否 1532448000000
获取的历史数据的起始时间，默认为当天
的0时，最早为当前时间往前180天。统计
的时间精度为小时，向前取整，闭区间。

3.2.8.5. GetHistoricalInstanceReport3.2.8.5. GetHistoricalInstance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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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Time Long 否 1532707199000

获取的历史数据的终止时间，默认为当前
时间。统计的时间精度为小时，向后取
整，开区间。例如：开始时间为
11:12:20，结束时间为 11:45:50，则对
齐后的入参时间范围为

11:00:00, 12:00:00) ，即大于等于11
点，小于12点。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Inbound Struct 呼入指标。

AbandonRate Float 0

放弃率。计算公式为：
CallsAbandoned/CallsOffered（由于放弃事件
与分配事件可能落在不同的时间范围内，所以某
些情况下结果可能大于100%）。

AverageAband
onTime

Float 0
平均放弃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AbandonTime/CallsAbandoned。

AverageAband
onedInIVRTime

Float 0
平均IVR放弃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AbandonedInIVRTime/CallsAbandonedI
nIVR。

AverageAband
onedInQueueTi
me

Float 0
平均排队放弃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AbandonedInQueueTime/CallsAbandon
edInQueue。

AverageAband
onedInRingTim
e

Float 0
平均振铃放弃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AbandonedInRingTime/CallsAbandoned
InRing。

AverageHoldTi
me

Float 0
平均通话保持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HoldTime/CallsHold。

云呼叫中心 开发指南··开发指南（2.x版本）

> 文档版本：20220707 236



AverageRingTi
me

Float 0
平均振铃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RingTime/CallsRinged。

AverageTalkT i
me

Float 0
平均通话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TalkT ime/CallsHandled。

AverageWaitT i
me

Float 0
平均等待时长，平均每通电话的坐席接起前等待
时长。计算公式为：
TotalWaitT ime/CallsHandled。

AverageWorkT i
me

Float 0
平均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WorkT ime/CallsHandled。

CallsAbandone
d

Long 0
放弃量。计算公式为：
CallsAbandonedInIVR+CallsAbandonedInQueu
e+CallsAbandonedInRing。

CallsAbandone
dInIVR

Long 0
IVR放弃量，即电话进入IVR流程之后在IVR环节客
户挂机的数量。

CallsAbandone
dInQueue

Long 0
队列放弃量，即电话进入队列之后在排队环节客
户挂机的数量。

CallsAbandone
dInRing

Long 0 振铃放弃量，即坐席振铃中客户挂机的数量。

CallsAttendedT
ransferred

Long 0
咨询转接量，即发生咨询转接的电话数量。若一
通电话发起多次转接，算一次。

CallsBlindTrans
ferred

Long 0
直接转接量，即发生直接转接的电话数量。若一
通电话发起多次转接，算一次。

CallsHandled Long 0
应答量，即坐席应答的电话数量。若一通电话被
多个坐席应答，算一次。

CallsHold Long 0
保持量，即发生通话保持的电话数量。若一通电
话保持多次，算一次。

CallsOffered Long 0 呼入到呼叫中心的电话数量。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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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sQueued Long 0
进入队列的电话数量，若一通电话多次进入队
列，算一次。

CallsRinged Long 0
座席振铃的电话数量，若一通电话分配给多个座
席并产生了振铃，算一次。

HandleRate Float 0

应答率。计算公式为：
CallsHandled/CallsOffered（由于应答事件与
分配事件可能落在不同的时间范围内，所以某些
情况下结果可能大于100%）。

MaxAbandonTi
me

Long 0 最大放弃时长，单位秒。

MaxAbandoned
InIVRTime

Long 0 最大IVR放弃时长，单位秒。

MaxAbandoned
InQueueTime

Long 0 最大排队放弃时长，单位秒。

MaxAbandoned
InRingTime

Long 0 最大振铃放弃时长，单位秒。

MaxHoldTime Long 0 最大通话保持时长，单位秒。

MaxRingTime Long 0 最大振铃时长，单位秒。

MaxTalkT ime Long 0 最大通话时长，单位秒。

MaxWaitT ime Long 0 最大等待时长，单位秒。

MaxWorkT ime Long 0 最大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

SatisfactionInd
ex

Float 0
满意度指数，即满意度按键数字（1位数字）的
平均值。

SatisfactionRat
e

Float 0
满意率，计算公式为：标记为满意的评价数/满意
度调查响应次数。

SatisfactionSur
veysOffered

Long 0 满意度调查发送次数。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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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isfactionSur
veysResponded

Long 0 满意度调查响应次数。

ServiceLevel20 Float 0
20S服务水平，等待时长小于等于20秒的电话数
量/CallsQueued。

TotalAbandonT
ime

Long 0 总放弃时长，单位秒。

TotalAbandone
dInIVRTime

Long 0 总IVR放弃时长，单位秒。

TotalAbandone
dInQueueTime

Long 0 总排队放弃时长，单位秒。

TotalAbandone
dInRingTime

Long 0 总振铃放弃时长，单位秒。

TotalHoldTime Long 0 总通话保持时长，单位秒。

TotalRingTime Long 0 总振铃时长，单位秒。

TotalTalkT ime Long 0 总通话时长，单位秒。

TotalWaitT ime Long 0 总等待时长，单位秒。

TotalWorkT ime Long 0 总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

Outbound Struct 呼出指标。

AnswerRate Float 0

接通率，计算公式为：
CallsAnswered/CallsDialed（由于接听事件与
应答事件可能落在不同的时间范围内，所以某些
情况下结果可能大于100%）。

AverageDialing
Time

Float 0
平均拨号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DialingTime/CallsDialed。

AverageHoldTi
me

Float 0
平均通话保持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HoldTime/CallsHol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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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rageRingTi
me

Float 0
平均振铃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RingTime/CallsRinged。

AverageTalkT i
me

Float 0
平均通话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TalkT ime/CallsAnswered。

AverageWorkT i
me

Float 0
平均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WorkT ime/CallsDialed。

CallsAnswered Long 0 接通量。

CallsAttendedT
ransferred

Long 0
咨询转接量，即发生咨询转接的电话数量。若一
通电话发起多次转接，算一次。

CallsBlindTrans
ferred

Long 0
直接转接量，即发生直接转接的电话数量。若一
通电话发起多次转接，算一次。

CallsDialed Long 0 拨号量。

CallsHold Integer 0
保持量，即发生通话保持的电话数量。若一通电
话保持多次，算一次。

CallsRinged Long 0
坐席振铃的电话数量，若一通电话分配给多个坐
席并产生了振铃，算一次。

MaxDialingTime Long 0 最大拨号时长，单位秒。

MaxHoldTime Long 0 最大通话保持时长，单位秒。

MaxRingTime Long 0 最大振铃时长，单位秒。

MaxTalkT ime Long 0 最大通话时长，单位秒。

MaxWorkT ime Long 0 最大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

SatisfactionInd
ex

Float 0
满意度指数，即满意度按键数字（1位数字）的
平均值。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云呼叫中心 开发指南··开发指南（2.x版本）

> 文档版本：20220707 240



SatisfactionRat
e

Float 0
满意率，计算公式为：标记为满意的评价数/满意
度调查响应次数。

SatisfactionSur
veysOffered

Long 0 满意度调查发送次数。

SatisfactionSur
veysResponded

Long 0 满意度调查响应次数。

TotalDialingTim
e

Long 0 总拨号时长，单位秒。

TotalHoldTime Long 0 总通话保持时长，单位秒。

TotalRingTime Long 0 总振铃时长，单位秒。

TotalTalkT ime Long 0 总通话时长，单位秒。

TotalWorkT ime Long 0 总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

Overall Struct 整体指标。

AverageBreakTi
me

Float 0
平均小休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BreakTime/小休次数。小休次数为非接口
统计字段。

AverageHoldTi
me

Float 0
平均通话保持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HoldTime/(呼入CallsHold+呼出
CallsHold)。

AverageReadyT
ime

Float 0
平均就绪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ReadyTime/就绪次数。就绪次数为非接口
统计字段。（是否需要添加？）

AverageTalkT i
me

Float 0
平均通话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TalkT ime/(CallsAnswered+CallsHandled
)。

AverageWorkT i
me

Float 0
平均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WorkT ime/TotalCalls。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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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BreakTime Long 0 最大小休时长，单位秒。

MaxHoldTime Long 0 最大通话保持时长，单位秒。

MaxReadyTime Long 0 最大就绪时长，单位秒。

MaxTalkT ime Long 0 最大通话时长，单位秒。

MaxWorkT ime Long 0 最大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

OccupancyRate Float 0
座席利用率，计算公式为： (TotalworkT ime +
TotalTalkT ime ) / TotalLoggedInT ime。

SatisfactionInd
ex

Float 0
满意度指数，即满意度按键数字（1位数字）的
平均值。

SatisfactionRat
e

Float 0
满意率，计算公式为：标记为满意的评价数/满意
度调查响应次数。

SatisfactionSur
veysOffered

Long 0 满意度调查发送次数。

SatisfactionSur
veysResponded

Long 0 满意度调查响应次数。

TotalBreakTime Long 0 总小休时长，单位为秒。

TotalCalls Long 0
总电话量。计算公式为：CallsOffered

CallsDialed。

TotalHoldTime Long 0 总保持时长，单位秒。

TotalLoggedIn
T ime

Long 0 总登录时长，单位秒。不包含小休时长。

TotalReadyTim
e

Long 0 总就绪时长，单位秒。

TotalTalkT ime Long 0 总通话时长，单位秒。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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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WorkT ime Long 0 总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943D8EF3-3321-
471F-A104-
51C96FCA94D6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HistoricalInstanceReport
&InstanceId=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943D8EF3-3321-471F-A104-51C96FCA94D6</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Inbound>
        <ServiceLevel20>0</ServiceLevel20>
        <CallsAbandonedInQueue>0</CallsAbandonedInQueue>
        <TotalWorkTime>0</TotalWorkTime>
        <TotalHoldTime>0</TotalHoldTime>
        <CallsRinged>0</CallsRinged>
        <MaxAbandonedInIVRTime>0</MaxAbandonedInIVRTime>
        <AverageHoldTime>0</AverageHoldTime>
        <MaxRingTime>0</MaxRingTime>
        <CallsOffered>0</CallsOffered>
        <CallsAbandoned>0</CallsAbandoned>
        <SatisfactionIndex>0</SatisfactionIndex>
        <CallsHold>0</CallsHold>
        <MaxAbandonedInRingTime>0</MaxAbandonedInRingTime>
        <TotalRingTime>0</TotalRingTime>
        <HandleRate>0</HandleRate>
        <TotalAbandonedInIVRTime>0</TotalAbandonedInIVRTime>
        <AverageAbandonedInQueueTime>0</AverageAbandonedInQueueTime>
        <TotalTalkTime>0</TotalTalkTime>
        <AverageWaitTime>0</AverageWaitTime>
        <TotalAbandonedInRingTime>0</TotalAbandonedInRingTime>
        <CallsQueued>0</CallsQueued>
        <MaxTalkTime>0</MaxTalk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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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isfactionRate>0</SatisfactionRate>
        <AverageAbandonedInIVRTime>0</AverageAbandonedInIVRTime>
        <TotalAbandonTime>0</TotalAbandonTime>
        <MaxHoldTime>0</MaxHoldTime>
        <AverageTalkTime>0</AverageTalkTime>
        <CallsBlindTransferred>0</CallsBlindTransferred>
        <CallsAbandonedInIVR>0</CallsAbandonedInIVR>
        <MaxAbandonedInQueueTime>0</MaxAbandonedInQueueTime>
        <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0</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
        <CallsAbandonedInRing>0</CallsAbandonedInRing>
        <CallsHandled>0</CallsHandled>
        <MaxWaitTime>0</MaxWaitTime>
        <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0</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
        <CallsAttendedTransferred>0</CallsAttendedTransferred>
        <MaxAbandonTime>0</MaxAbandonTime>
        <AverageRingTime>0</AverageRingTime>
        <TotalWaitTime>0</TotalWaitTime>
        <AverageAbandonTime>0</AverageAbandonTime>
        <AverageAbandonedInRingTime>0</AverageAbandonedInRingTime>
        <TotalAbandonedInQueueTime>0</TotalAbandonedInQueueTime>
        <AverageWorkTime>0</AverageWorkTime>
        <MaxWorkTime>0</MaxWorkTime>
        <AbandonRate>0</AbandonRate>
    </Inbound>
    <Outbound>
        <TotalDialingTime>0</TotalDialingTime>
        <TotalWorkTime>0</TotalWorkTime>
        <TotalHoldTime>0</TotalHoldTime>
        <CallsRinged>0</CallsRinged>
        <AverageHoldTime>0</AverageHoldTime>
        <MaxRingTime>0</MaxRingTime>
        <SatisfactionIndex>0</SatisfactionIndex>
        <CallsHold>0</CallsHold>
        <TotalRingTime>0</TotalRingTime>
        <AverageDialingTime>0</AverageDialingTime>
        <CallsAnswered>0</CallsAnswered>
        <TotalTalkTime>0</TotalTalkTime>
        <CallsDialed>0</CallsDialed>
        <MaxDialingTime>0</MaxDialingTime>
        <MaxTalkTime>0</MaxTalkTime>
        <SatisfactionRate>0</SatisfactionRate>
        <MaxHoldTime>0</MaxHoldTime>
        <AverageTalkTime>0</AverageTalkTime>
        <AnswerRate>0</AnswerRate>
        <CallsBlindTransferred>0</CallsBlindTransferred>
        <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0</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
        <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0</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
        <CallsAttendedTransferred>0</CallsAttendedTransferred>
        <AverageRingTime>0</AverageRingTime>
        <AverageWorkTime>0</AverageWorkTime>
        <MaxWorkTime>0</MaxWorkTime>
    </Outbound>
    <Overall>
        <TotalReadyTime>0</TotalReadyTime>
        <TotalCalls>0</TotalCa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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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talCalls>0</TotalCalls>
        <TotalBreakTime>0</TotalBreakTime>
        <TotalWorkTime>0</TotalWorkTime>
        <TotalHoldTime>0</TotalHoldTime>
        <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0</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
        <AverageHoldTime>0</AverageHoldTime>
        <SatisfactionIndex>0</SatisfactionIndex>
        <AverageBreakTime>0</AverageBreakTime>
        <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0</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
        <TotalTalkTime>0</TotalTalkTime>
        <AverageReadyTime>0</AverageReadyTime>
        <TotalLoggedInTime>0</TotalLoggedInTime>
        <MaxTalkTime>0</MaxTalkTime>
        <SatisfactionRate>0</SatisfactionRate>
        <MaxReadyTime>0</MaxReadyTime>
        <AverageWorkTime>0</AverageWorkTime>
        <MaxWorkTime>0</MaxWorkTime>
        <MaxBreakTime>0</MaxBreakTime>
        <OccupancyRate>0</OccupancyRate>
        <MaxHoldTime>0</MaxHoldTime>
        <AverageTalkTime>0</AverageTalkTime>
    </Overall>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943D8EF3-3321-471F-A104-51C96FCA94D6",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Inbound": {
            "ServiceLevel20": "0",
            "CallsAbandonedInQueue": "0",
            "TotalWorkTime": "0",
            "TotalHoldTime": "0",
            "CallsRinged": "0",
            "MaxAbandonedInIVRTime": "0",
            "AverageHoldTime": "0",
            "MaxRingTime": "0",
            "CallsOffered": "0",
            "CallsAbandoned": "0",
            "SatisfactionIndex": "0",
            "CallsHold": "0",
            "MaxAbandonedInRingTime": "0",
            "TotalRingTime": "0",
            "HandleRate": "0",
            "TotalAbandonedInIVRTime": "0",
            "AverageAbandonedInQueueTime": "0",
            "TotalTalkTime": "0",
            "AverageWaitTime": "0",
            "TotalAbandonedInRingTime": "0",
            "CallsQueued":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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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lsQueued": "0",
            "MaxTalkTime": "0",
            "SatisfactionRate": "0",
            "AverageAbandonedInIVRTime": "0",
            "TotalAbandonTime": "0",
            "MaxHoldTime": "0",
            "AverageTalkTime": "0",
            "CallsBlindTransferred": "0",
            "CallsAbandonedInIVR": "0",
            "MaxAbandonedInQueueTime": "0",
            "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 "0",
            "CallsAbandonedInRing": "0",
            "CallsHandled": "0",
            "MaxWaitTime": "0",
            "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 "0",
            "CallsAttendedTransferred": "0",
            "MaxAbandonTime": "0",
            "AverageRingTime": "0",
            "TotalWaitTime": "0",
            "AverageAbandonTime": "0",
            "AverageAbandonedInRingTime": "0",
            "TotalAbandonedInQueueTime": "0",
            "AverageWorkTime": "0",
            "MaxWorkTime": "0",
            "AbandonRate": "0"
        },
        "Outbound": {
            "TotalDialingTime": "0",
            "TotalWorkTime": "0",
            "TotalHoldTime": "0",
            "CallsRinged": "0",
            "AverageHoldTime": "0",
            "MaxRingTime": "0",
            "SatisfactionIndex": "0",
            "CallsHold": "0",
            "TotalRingTime": "0",
            "AverageDialingTime": "0",
            "CallsAnswered": "0",
            "TotalTalkTime": "0",
            "CallsDialed": "0",
            "MaxDialingTime": "0",
            "MaxTalkTime": "0",
            "SatisfactionRate": "0",
            "MaxHoldTime": "0",
            "AverageTalkTime": "0",
            "AnswerRate": "0",
            "CallsBlindTransferred": "0",
            "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 "0",
            "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 "0",
            "CallsAttendedTransferred": "0",
            "AverageRingTime": "0",
            "AverageWorkTime": "0",
            "MaxWorkTime": "0"
        },
        "Overa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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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talReadyTime": "0",
            "TotalCalls": "0",
            "TotalBreakTime": "0",
            "TotalWorkTime": "0",
            "TotalHoldTime": "0",
            "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 "0",
            "AverageHoldTime": "0",
            "SatisfactionIndex": "0",
            "AverageBreakTime": "0",
            "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 "0",
            "TotalTalkTime": "0",
            "AverageReadyTime": "0",
            "TotalLoggedInTime": "0",
            "MaxTalkTime": "0",
            "SatisfactionRate": "0",
            "MaxReadyTime": "0",
            "AverageWorkTime": "0",
            "MaxWorkTime": "0",
            "MaxBreakTime": "0",
            "OccupancyRate": "0",
            "MaxHoldTime": "0",
            "AverageTalkTime": "0"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Parameter.Blank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or blank.

该参数不能为null或含有空白符的
字符串。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List IntervalAgentReport获取坐席的分段汇总报表。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3.2.8.6. ListIntervalAgentReport3.2.8.6. ListIntervalAgent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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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String 是
ListIntervalAgent
Report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ListIntervalAgentReport。

AgentId String 是
user-test@ccc-
test

坐席ID，也叫呼叫中心UserId。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StartT ime Long 否 1532448000000
开始时间戳，默认为当天的0时。统计的时
间精度为小时，向前取整，闭区间。

EndTime Long 否 1532707199000

截止时间戳，默认是当前时间，如果
Interval为Daily，StartT ime和EndTime最
大间隔是180天。如果Interval为Hourly，
最大间隔时间为10天。统计的时间精度为
小时，向后取整，开区间。例如：开始时
间为 11:12:20，结束时间为 11:45:50，
则对齐后的入参时间范围为

11:00:00, 12:00:00) ，即大于等于11
点，小于12点。

Interval String 否 Hourly
分段汇总类型：Daily（按天汇总）/
Hourly（按小时汇总）默认是Daily。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Array of Data 数据。

Inbound Struct 呼入指标。

AverageHoldTi
me

Float 0
平均通话保持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HoldTime/CallsHold。

AverageRingTi
me

Float 0
平均振铃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RingTime/CallsRinged。

云呼叫中心 开发指南··开发指南（2.x版本）

> 文档版本：20220707 248



AverageTalkT i
me

Float 0
平均通话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TalkT ime/CallsHandled。

AverageWorkT i
me

Float 0
平均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WorkT ime/CallsHandled。

CallsAttendedT
ransferIn

Long 0
咨询转入量。若一通电话多次转入给该坐席，每
次转入算一次。

CallsAttendedT
ransferOut

Long 0
咨询转出量。若一通电话多次转出给其他坐席，
每次转出算一次。

CallsBlindTrans
ferIn

Long 0
直接转入量。若一通电话多次转入给该坐席，每
次转入算一次。

CallsBlindTrans
ferOut

Long 0
直接转出量。若一通电话多次转出给其他坐席，
每次转出算一次。

CallsHandled Long 0 应答量，即坐席应答的次数。

CallsHold Long 0 保持量，即发生通话保持的次数。

CallsOffered Long 0
分配量，即分配给此坐席的电话次数, 包括其他
坐席盲转和咨询转给此坐席的电话。

CallsRinged Long 0 坐席振铃的电话数量。

HandleRate Float 0

应答率。计算公式为：CallsHandled /
CallsOffered（由于应答事件与分配事件可能落
在不同的时间范围内，所以某些情况下结果可能
大于100%）。

MaxHoldTime Long 0 最大通话保持时长，单位秒。

MaxRingTime Long 0 最大振铃时长，单位秒。

MaxTalkT ime Long 0 最大通话时长，单位秒。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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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WorkT ime Long 0 最大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

SatisfactionInd
ex

Float 0
满意度指数，即满意度按键数字（1位数字）的
平均值。

SatisfactionRat
e

Float 0
满意率，计算公式为：标记为满意的评价数/满意
度调查响应次数。

SatisfactionSur
veysOffered

Long 0 满意度调查发送次数。

SatisfactionSur
veysResponded

Long 0 满意度调查响应次数。

TotalHoldTime Long 0 总通话保持时长，单位秒。

TotalRingTime Long 0 总振铃时长，单位秒。

TotalTalkT ime Long 0 总通话时长，单位秒。

TotalWorkT ime Long 0 总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

Outbound Struct 呼出指标。

AnswerRate Float 0

接通率，计算公式为：
CallsAnswered/CallsDialed（由于接听事件与
应答事件可能落在不同的时间范围内，所以某些
情况下结果可能大于100%）。

AverageDialing
Time

Float 30
平均拨号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DialingTime/CallsDialed。

AverageHoldTi
me

Float 0
平均通话保持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HoldTime/CallsHold。

AverageRingTi
me

Float 0
平均振铃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RingTime/CallsRinged。

AverageTalkT i
me

Float 0
平均通话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TalkT ime/CallsAnswere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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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rageWorkT i
me

Float 1
平均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WorkT ime/CallsDialed。

CallsAnswered Long 0 接通量。

CallsAttendedT
ransferIn

Long 0
咨询转入量。若一通电话多次转入给该坐席，每
次转入算一次。

CallsAttendedT
ransferOut

Long 0
咨询转出量。若一通电话多次转出给其他坐席，
每次转出算一次。

CallsBlindTrans
ferIn

Long 0
直接转入量。若一通电话多次转入给该坐席，每
次转入算一次。

CallsBlindTrans
ferOut

Long 0

直接转出量。若一通电话多次转出给其他坐席，
每次转出算一次。

CallsDialed Long 5 拨号量。

CallsHold Long 0 保持量，即发生通话保持的次数。

CallsRinged Long 0 坐席振铃的电话数量。

MaxDialingTime Long 60 最大拨号时长，单位秒。

MaxHoldTime Long 0 最大通话保持时长，单位秒。

MaxRingTime Long 0 最大振铃时长，单位秒。

MaxTalkT ime Long 0 最大通话时长，单位秒。

MaxWorkT ime Long 2 最大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

SatisfactionInd
ex

Float 0
满意度指数，即满意度按键数字（1位数字）的
平均值。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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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isfactionRat
e

Float 0
满意率，计算公式为：标记为满意的评价数/满意
度调查响应次数。

SatisfactionSur
veysOffered

Long 0 满意度调查发送次数。

SatisfactionSur
veysResponded

Long 0 满意度调查响应次数。

TotalDialingTim
e

Long 148 总拨号时长，单位秒。

TotalHoldTime Long 0 总通话保持时长，单位秒。

TotalRingTime Long 0 总振铃时长，单位秒。

TotalTalkT ime Long 0 总通话时长，单位秒。

TotalWorkT ime Long 4 总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

Overall Struct 整体指标。

AverageBreakTi
me

Float 0
平均小休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BreakTime/小休次数。小休次数为非接口
统计字段。

AverageHoldTi
me

Float 0
平均通话保持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HoldTime/(呼入CallsHold+呼出
CallsHold)。

AverageReadyT
ime

Float 0
平均就绪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ReadyTime/就绪次数。就绪次数为非接口
统计字段。

AverageTalkT i
me

Float 0
平均通话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TalkT ime/(CallsAnswered+CallsHandled
)。

AverageWorkT i
me

Float 1
平均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WorkT ime/TotalCalls。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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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CheckInT im
e

Long 0
入参Interval为Daily才有值，当天的首次上线时
间。

LastCheckoutT i
me

Long 0
入参Interval为Daily才有值，当天的最后下线时
间。

MaxBreakTime Long 1 最大小休时长，单位秒。

MaxHoldTime Long 0 最大通话保持时长，单位秒。

MaxReadyTime Long 435 最大就绪时长，单位秒。

MaxTalkT ime Long 0 最大通话时长，单位秒。

MaxWorkT ime Long 2 最大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

OccupancyRate Float 0
座席利用率，计算公式为： (TotalworkT ime +
TotalTalkT ime ) / TotalLoggedInT ime。

SatisfactionInd
ex

Float 0
满意度指数，即满意度按键数字（1位数字）的
平均值。

SatisfactionRat
e

Float 0
满意率，计算公式为：标记为满意的评价数/满意
度调查响应次数。

SatisfactionSur
veysOffered

Long 0 满意度调查发送次数。

SatisfactionSur
veysResponded

Long 0 满意度调查响应次数。

TotalBreakTime Long 1 总小休时长，单位为秒。

TotalCalls Long 5
总电话量。计算公式为：
CallsOffered+CallsDialed。

TotalHoldTime Long 0 总保持时长，单位秒。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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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LoggedIn
T ime

Long 914
总登录时长，单位秒。_注意：不包含离线和小休
时长_。

TotalReadyTim
e

Long 763 总就绪时长，单位为秒。

TotalTalkT ime Long 0 总通话时长，单位秒。

TotalWorkT ime Long 4 总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

StatsT ime Long 1620291600000 时间戳，时间段开始时间。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943D8EF3-3321-
471F-A104-
51C96FCA94D6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IntervalAgentReport
&AgentId=user-test@ccc-test
&InstanceId=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943D8EF3-3321-471F-A104-51C96FCA94D6</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StatsTime>1620291600000</StatsTime>
    <Inbound>
        <TotalWorkTime>0</TotalWorkTime>
        <TotalHoldTime>0</TotalHoldTime>
        <CallsRinged>0</CallsRinged>
        <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0</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
        <AverageHoldTime>0</AverageHoldTime>
        <MaxRingTime>0</MaxRingTime>
        <CallsOffered>0</CallsOffered>
        <SatisfactionIndex>0</Satisfaction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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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isfactionIndex>0</SatisfactionIndex>
        <CallsHold>0</CallsHold>
        <CallsHandled>0</CallsHandled>
        <TotalRingTime>0</TotalRingTime>
        <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0</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
        <HandleRate>0</HandleRate>
        <CallsAttendedTransferIn>0</CallsAttendedTransferIn>
        <TotalTalkTime>0</TotalTalkTime>
        <AverageRingTime>0</AverageRingTime>
        <MaxTalkTime>0</MaxTalkTime>
        <SatisfactionRate>0</SatisfactionRate>
        <CallsBlindTransferOut>0</CallsBlindTransferOut>
        <AverageWorkTime>0</AverageWorkTime>
        <CallsAttendedTransferOut>0</CallsAttendedTransferOut>
        <MaxWorkTime>0</MaxWorkTime>
        <CallsBlindTransferIn>0</CallsBlindTransferIn>
        <MaxHoldTime>0</MaxHoldTime>
        <AverageTalkTime>0</AverageTalkTime>
    </Inbound>
    <Outbound>
        <TotalDialingTime>148</TotalDialingTime>
        <TotalWorkTime>4</TotalWorkTime>
        <TotalHoldTime>0</TotalHoldTime>
        <CallsRinged>0</CallsRinged>
        <AverageHoldTime>0</AverageHoldTime>
        <MaxRingTime>0</MaxRingTime>
        <SatisfactionIndex>0</SatisfactionIndex>
        <CallsHold>0</CallsHold>
        <TotalRingTime>0</TotalRingTime>
        <AverageDialingTime>30</AverageDialingTime>
        <CallsAnswered>0</CallsAnswered>
        <TotalTalkTime>0</TotalTalkTime>
        <CallsDialed>5</CallsDialed>
        <MaxDialingTime>60</MaxDialingTime>
        <MaxTalkTime>0</MaxTalkTime>
        <SatisfactionRate>0</SatisfactionRate>
        <CallsAttendedTransferOut>0</CallsAttendedTransferOut>
        <MaxHoldTime>0</MaxHoldTime>
        <AverageTalkTime>0</AverageTalkTime>
        <AnswerRate>0</AnswerRate>
        <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0</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
        <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0</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
        <CallsAttendedTransferIn>0</CallsAttendedTransferIn>
        <AverageRingTime>0</AverageRingTime>
        <CallsBlindTransferOut>0</CallsBlindTransferOut>
        <AverageWorkTime>1</AverageWorkTime>
        <MaxWorkTime>2</MaxWorkTime>
        <CallsBlindTransferIn>0</CallsBlindTransferIn>
    </Outbound>
    <Overall>
        <TotalReadyTime>763</TotalReadyTime>
        <TotalCalls>5</TotalCalls>
        <TotalBreakTime>1</TotalBreakTime>
        <LastCheckoutTime>0</LastCheckoutTime>
        <TotalWorkTime>4</TotalWork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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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talWorkTime>4</TotalWorkTime>
        <TotalHoldTime>0</TotalHoldTime>
        <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0</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
        <AverageHoldTime>0</AverageHoldTime>
        <SatisfactionIndex>0</SatisfactionIndex>
        <AverageBreakTime>0</AverageBreakTime>
        <FirstCheckInTime>0</FirstCheckInTime>
        <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0</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
        <TotalTalkTime>0</TotalTalkTime>
        <AverageReadyTime>0</AverageReadyTime>
        <TotalLoggedInTime>914</TotalLoggedInTime>
        <MaxTalkTime>0</MaxTalkTime>
        <SatisfactionRate>0</SatisfactionRate>
        <MaxReadyTime>435</MaxReadyTime>
        <AverageWorkTime>1</AverageWorkTime>
        <MaxWorkTime>2</MaxWorkTime>
        <MaxBreakTime>1</MaxBreakTime>
        <OccupancyRate>0</OccupancyRate>
        <MaxHoldTime>0</MaxHoldTime>
        <AverageTalkTime>0</AverageTalkTime>
    </Overall>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943D8EF3-3321-471F-A104-51C96FCA94D6",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
            "StatsTime": "1620291600000",
            "Inbound": {
                "TotalWorkTime": "0",
                "TotalHoldTime": "0",
                "CallsRinged": "0",
                "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 "0",
                "AverageHoldTime": "0",
                "MaxRingTime": "0",
                "CallsOffered": "0",
                "SatisfactionIndex": "0",
                "CallsHold": "0",
                "CallsHandled": "0",
                "TotalRingTime": "0",
                "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 "0",
                "HandleRate": "0",
                "CallsAttendedTransferIn": "0",
                "TotalTalkTime": "0",
                "AverageRingTime": "0",
                "MaxTalkTime": "0",
                "SatisfactionRate": "0",
                "CallsBlindTransferOut": "0",
                "AverageWorkTime": "0",
                "CallsAttendedTransferOut":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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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lsAttendedTransferOut": "0",
                "MaxWorkTime": "0",
                "CallsBlindTransferIn": "0",
                "MaxHoldTime": "0",
                "AverageTalkTime": "0"
            },
            "Outbound": {
                "TotalDialingTime": "148",
                "TotalWorkTime": "4",
                "TotalHoldTime": "0",
                "CallsRinged": "0",
                "AverageHoldTime": "0",
                "MaxRingTime": "0",
                "SatisfactionIndex": "0",
                "CallsHold": "0",
                "TotalRingTime": "0",
                "AverageDialingTime": "30",
                "CallsAnswered": "0",
                "TotalTalkTime": "0",
                "CallsDialed": "5",
                "MaxDialingTime": "60",
                "MaxTalkTime": "0",
                "SatisfactionRate": "0",
                "CallsAttendedTransferOut": "0",
                "MaxHoldTime": "0",
                "AverageTalkTime": "0",
                "AnswerRate": "0",
                "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 "0",
                "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 "0",
                "CallsAttendedTransferIn": "0",
                "AverageRingTime": "0",
                "CallsBlindTransferOut": "0",
                "AverageWorkTime": "1",
                "MaxWorkTime": "2",
                "CallsBlindTransferIn": "0"
            },
            "Overall": {
                "TotalReadyTime": "763",
                "TotalCalls": "5",
                "TotalBreakTime": "1",
                "LastCheckoutTime": "0",
                "TotalWorkTime": "4",
                "TotalHoldTime": "0",
                "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 "0",
                "AverageHoldTime": "0",
                "SatisfactionIndex": "0",
                "AverageBreakTime": "0",
                "FirstCheckInTime": "0",
                "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 "0",
                "TotalTalkTime": "0",
                "AverageReadyTime": "0",
                "TotalLoggedInTime": "914",
                "MaxTalkTime": "0",
                "SatisfactionRate": "0",
                "MaxReadyTime":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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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ReadyTime": "435",
                "AverageWorkTime": "1",
                "MaxWorkTime": "2",
                "MaxBreakTime": "1",
                "OccupancyRate": "0",
                "MaxHoldTime": "0",
                "AverageTalkTime": "0"
            }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Parameter.Format
The format of parameter %s is
invalid. %s

该参数的格式不合法。

400 Parameter.Blank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or blank.

该参数不能为null或含有空白符的
字符串。

500
InternalService.Com
mon

An internal service error
occurred. %s

内部服务错误。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List IntervalSkillGroupReport获取技能组的分段汇总报表。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IntervalSkillGr
oupReport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ListIntervalSkillGroupReport。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SkillGroupId String 是
skg-default@ccc-
test

技能组ID。

3.2.8.7. ListIntervalSkillGroupReport3.2.8.7. ListIntervalSkillGroup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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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T ime Long 否 1604639129000
开始时间戳，默认为当天的0时。统计的时
间精度为小时，向前取整，闭区间。

EndTime Long 否 1604725528000

截止时间戳，默认是当前时间，如果
Interval为Daily，StartT ime和EndTime最
大间隔是180天。如果Interval为Hourly，
最大间隔时间为10天。统计的时间精度为
小时，向后取整，开区间。例如：开始时
间为 11:12:20，结束时间为 11:45:50，
则对齐后的入参时间范围为

11:00:00, 12:00:00) ，即大于等于11
点，小于12点。

Interval String 否 Hourly
分段汇总类型：Daily（按天汇总）/
Hourly（按小时汇总）默认是Daily。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Array of Data 数据。

Inbound Struct 呼入指标。

AbandonRate Float 0

放弃率。计算公式为：
CallsAbandoned/CallsOffered（由于放弃事件
与分配事件可能落在不同的时间范围内，所以某
些情况下结果可能大于100%）。

AverageAband
onTime

Float 0
平均放弃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AbandonTime/CallsAbandoned。

AverageAband
onedInQueueTi
me

Float 0
平均排队放弃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AbandonedInQueueTime/CallsAbandon
edInQueue。

AverageAband
onedInRingTim
e

Float 0
平均振铃放弃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AbandonedInRingTime/CallsAbandoned
In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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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rageHoldTi
me

Float 0
平均通话保持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HoldTime/CallsHold。

AverageRingTi
me

Float 11
平均振铃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RingTime/CallsRinged。

AverageTalkT i
me

Float 5
平均通话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TalkT ime/CallsHandled。

AverageWaitT i
me

Float 11
平均等待时长，平均每通电话的坐席接起前等待
时长。计算公式为：
TotalWaitT ime/CallsHandled。

AverageWorkT i
me

Float 8
平均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WorkT ime/CallsHandled。

CallsAbandone
d

Long 0
放弃量。计算公式为：
CallsAbandonedInQueue+CallsAbandonedInRi
ng。

CallsAbandone
dInQueue

Long 0
队列放弃量，即电话进入队列之后在排队环节客
户挂机的数量。

CallsAbandone
dInRing

Long 0 振铃放弃量，即坐席振铃中客户挂机的数量。

CallsAttendedT
ransferIn

Long 0

咨询转入量，即由其他技能组发起的咨询转接到
该技能组的电话数量，同一技能组内坐席间的转
接不计数。若一个坐席同时迁入多个技能组，则
该电话的统计归属于签入的第一个技能组。若一
通电话由其他技能组多次转接到该技能组，每次
转接算一次。下同。

CallsAttendedT
ransferOut

Long 0
咨询转出量，即由该技能组发起的咨询转接到其
他技能组的电话数量，同一技能组内坐席间的转
接不计数。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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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sBlindTrans
ferIn

Long 0

直接转入量，即由其他技能组发起的直接转接到
该技能组的电话数量，同一技能组内坐席间的转
接不计数。若一个坐席同时签入多个技能组，则
该电话的统计归属于签入的第一个技能组。若一
通电话由其他技能组多次转接到该技能组，每次
转接算一次。下同。

CallsBlindTrans
ferOut

Long 0
直接转出量，即由该技能组发起的直接转接到其
他技能组的电话数量，同一技能组内坐席间的转
接不计数。

CallsHandled Long 2
应答量，即坐席应答的次数。一通电话每次进入
队列后，若被多个坐席应答，算一次。

CallsHold Long 0
保持量，即发生通话保持的次数。一通电话每次
进入队列后，若发生多次通话保持，算一次。

CallsOffered Long 3

分配量，即分配给该技能组的电话数量，包括通
过队列分配的电话数量和通过转接（咨询转接和
直接转接）分配的电话数量。计算公式为：
CallsQueued+CallsBlindTransferIn+CallsAtten
tandedTransferIn。

CallsOverflow Long 0
溢出量，即发生队列（技能组）溢出的电话数
量。若一通电话多次进入同一队列，每次溢出算
一次。

CallsQueued Long 3
呼入场景进入队列（技能组）的电话数量，若一
通电话多次进入同一队列，每次进入算一次。

CallsRinged Long 3
坐席振铃的电话数量，一通电话每次进入队列
后，若分配给多个座席并产生了振铃，算一次。

CallsT imeout Long 0
超时量，即发生队列（技能组）超时的电话数
量。若一通电话多次进入同一队列，每次超时算
一次。

HandleRate Float
0.666666666666666
6

应答率。计算公式为：
CallsHandled/CallsOffered（由于应答事件与
分配事件可能落在不同的时间范围内，所以某些
情况下结果可能大于100%）。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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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AbandonTi
me

Long 0 最大放弃时长，单位秒。

MaxAbandoned
InQueueTime

Long 0 最大排队放弃时长，单位秒。

MaxAbandoned
InRingTime

Long 0 最大振铃放弃时长，单位秒。

MaxHoldTime Long 0 最大通话保持时长，单位秒。

MaxRingTime Long 18 最大振铃时长，单位秒。

MaxTalkT ime Long 6 最大通话时长，单位秒。

MaxWaitT ime Long 18 最大等待时长，单位秒。

MaxWorkT ime Long 19 最大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

SatisfactionInd
ex

Float 0
满意度指数，即满意度按键数字（1位数字）的
平均值。

SatisfactionRat
e

Float 0
满意率，计算公式为：标记为满意的评价数/满意
度调查响应次数。

SatisfactionSur
veysOffered

Long 0 满意度调查发送次数。

SatisfactionSur
veysResponded

Long 0 满意度调查响应次数。

ServiceLevel20 Float 0
20S服务水平，等待时长小于等于20秒的电话数
量/CallsQueued。

TotalAbandonT
ime

Long 0 总放弃时长，单位秒。

TotalAbandone
dInQueueTime

Long 0 总排队放弃时长，单位秒。

TotalAbandone
dInRingTime

Long 0 总振铃放弃时长，单位秒。

TotalHoldTime Long 0 总通话保持时长，单位秒。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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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RingTime Long 33 总振铃时长，单位秒。

TotalTalkT ime Long 9 总通话时长，单位秒。

TotalWaitT ime Long 33 总等待时长，单位秒。

TotalWorkT ime Long 23 总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

Outbound Struct 呼出指标。

AnswerRate Float 0

接通率，计算公式为：
CallsAnswered/CallsDialed（由于接听事件与
应答事件可能落在不同的时间范围内，所以某些
情况下结果可能大于100%）。

AverageDialing
Time

Float 30
平均拨号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DialingTime/CallsDialed。

AverageHoldTi
me

Float 0
平均通话保持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HoldTime/CallsHold。

AverageRingTi
me

Float 0
平均振铃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RingTime/CallsRinged。

AverageTalkT i
me

Float 5
平均通话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TalkT ime/CallsAnswered。

AverageWorkT i
me

Float 3
平均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WorkT ime/CallsDialed。

CallsAnswered Long 1 接通量。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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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sAttendedT
ransferIn

Long 0

咨询转入量，即由其他技能组发起的咨询转接到
该技能组的电话数量，同一技能组内坐席间的转
接不计数。若一个坐席同时迁入多个技能组，则
该电话的统计归属于签入的第一个技能组。若一
通电话由其他技能组多次转接到该技能组，每次
转接算一次。下同。

CallsAttendedT
ransferOut

Long 0
咨询转出量，即由该技能组发起的咨询转接到其
他技能组的电话数量，同一技能组内坐席间的转
接不计数。

CallsBlindTrans
ferIn

Long 0

直接转入量，即由其他技能组发起的直接转接到
该技能组的电话数量，同一技能组内坐席间的转
接不计数。若一个坐席同时签入多个技能组，则
该电话的统计归属于签入的第一个技能组。若一
通电话由其他技能组多次转接到该技能组，每次
转接算一次。下同。

CallsBlindTrans
ferOut

Long 0
直接转出量，即由该技能组发起的直接转接到其
他技能组的电话数量，同一技能组内坐席间的转
接不计数。

CallsDialed Long 2 拨号量。

CallsHold Long 0
保持量，即发生通话保持的电话数量。一通电话
在转出当前技能组之前，若发生多次通话保持，
算一次。

CallsRinged Long 0
坐席振铃的电话数量，一通电话每次进入队列
后，若分配给多个座席并产生了振铃，算一次。

MaxDialingTime Long 49 最大拨号时长，单位秒。

MaxHoldTime Long 0 最大通话保持时长，单位秒。

MaxRingTime Long 0 最大振铃时长，单位秒。

MaxTalkT ime Long 5 最大通话时长，单位秒。

MaxWorkT ime Long 4 最大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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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isfactionInd
ex

Float 0
满意度指数，即满意度按键数字（1位数字）的
平均值。

SatisfactionRat
e

Float 0
满意率，计算公式为：标记为满意的评价数/满意
度调查响应次数。

SatisfactionSur
veysOffered

Long 0 满意度调查发送次数。

SatisfactionSur
veysResponded

Long 0 满意度调查响应次数。

TotalDialingTim
e

Long 60 总拨号时长，单位秒。

TotalHoldTime Long 0 总通话保持时长，单位秒。

TotalRingTime Long 0 总振铃时长，单位秒。

TotalTalkT ime Long 5 总通话时长，单位秒。

TotalWorkT ime Long 5 总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

Overall Struct 整体指标。

AverageBreakTi
me

Float 0
平均小休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BreakTime/小休次数。小休次数为非接口
统计字段。

AverageHoldTi
me

Float 0
平均通话保持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HoldTime/(呼入CallsHold+呼出
CallsHold)。

AverageReadyT
ime

Float 0
平均就绪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ReadyTime/就绪次数。就绪次数为非接口
统计字段。

AverageTalkT i
me

Float 0
平均通话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TalkT ime/(CallsAnswered+CallsHandled
)。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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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rageWorkT i
me

Float 6
平均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WorkT ime/TotalCalls。

MaxBreakTime Long 1 最大小休时长，单位秒。

MaxHoldTime Long 0 最大通话保持时长，单位秒。

MaxReadyTime Long 4927 最大就绪时长，单位秒。

MaxTalkT ime Long 6 最大通话时长，单位秒。

MaxWorkT ime Long 19 最大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

OccupancyRate Float
0.004223151484702
54

座席利用率，计算公式为： (TotalworkT ime +
TotalTalkT ime ) / TotalLoggedInT ime。

SatisfactionInd
ex

Float 0
满意度指数，即满意度按键数字（1位数字）的
平均值。

SatisfactionRat
e

Float 0
满意率，计算公式为：标记为满意的评价数/满意
度调查响应次数。

SatisfactionSur
veysOffered

Long 0 满意度调查发送次数。

SatisfactionSur
veysResponded

Long 0 满意度调查响应次数。

TotalBreakTime Long 5 总小休时长，单位为秒。

TotalCalls Long 5
总电话量。计算公式为：CallsOffered

CallsDialed。

TotalHoldTime Long 0 总保持时长，单位秒。

TotalLoggedIn
T ime

Long 9236 总登录时长，单位秒。

TotalReadyTim
e

Long 9106 总就绪时长，单位为秒。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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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TalkT ime Long 13 总通话时长，单位秒。

TotalWorkT ime Long 27 总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

StatsT ime Long 1604639129000 时间戳，时间段开始时间。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943D8EF3-3321-
471F-A104-
51C96FCA94D6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IntervalSkillGroupReport
&InstanceId=ccc-test
&SkillGroupId=skg-default@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943D8EF3-3321-471F-A104-51C96FCA94D6</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StatsTime>1604639129000</StatsTime>
    <Inbound>
        <ServiceLevel20>0</ServiceLevel20>
        <CallsAbandonedInQueue>0</CallsAbandonedInQueue>
        <TotalWorkTime>23</TotalWorkTime>
        <TotalHoldTime>0</TotalHoldTime>
        <CallsRinged>3</CallsRinged>
        <AverageHoldTime>0</AverageHoldTime>
        <MaxRingTime>18</MaxRingTime>
        <CallsOffered>3</CallsOffered>
        <CallsAbandoned>0</CallsAbandoned>
        <SatisfactionIndex>0</SatisfactionIndex>
        <CallsHold>0</CallsHold>
        <MaxAbandonedInRingTime>0</MaxAbandonedInRingTime>
        <TotalRingTime>33</TotalRingTime>
        <HandleRate>0.6666666666666666</HandleRate>
        <AverageAbandonedInQueueTime>0</AverageAbandonedInQueu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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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erageAbandonedInQueueTime>0</AverageAbandonedInQueueTime>
        <TotalTalkTime>9</TotalTalkTime>
        <AverageWaitTime>11</AverageWaitTime>
        <TotalAbandonedInRingTime>0</TotalAbandonedInRingTime>
        <CallsQueued>3</CallsQueued>
        <MaxTalkTime>6</MaxTalkTime>
        <SatisfactionRate>0</SatisfactionRate>
        <CallsAttendedTransferOut>0</CallsAttendedTransferOut>
        <TotalAbandonTime>0</TotalAbandonTime>
        <MaxHoldTime>0</MaxHoldTime>
        <AverageTalkTime>5</AverageTalkTime>
        <MaxAbandonedInQueueTime>0</MaxAbandonedInQueueTime>
        <CallsTimeout>0</CallsTimeout>
        <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0</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
        <CallsAbandonedInRing>0</CallsAbandonedInRing>
        <CallsOverflow>0</CallsOverflow>
        <CallsHandled>2</CallsHandled>
        <MaxWaitTime>18</MaxWaitTime>
        <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0</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
        <CallsAttendedTransferIn>0</CallsAttendedTransferIn>
        <MaxAbandonTime>0</MaxAbandonTime>
        <AverageRingTime>11</AverageRingTime>
        <TotalWaitTime>33</TotalWaitTime>
        <AverageAbandonTime>0</AverageAbandonTime>
        <AverageAbandonedInRingTime>0</AverageAbandonedInRingTime>
        <TotalAbandonedInQueueTime>0</TotalAbandonedInQueueTime>
        <CallsBlindTransferOut>0</CallsBlindTransferOut>
        <AverageWorkTime>8</AverageWorkTime>
        <MaxWorkTime>19</MaxWorkTime>
        <CallsBlindTransferIn>0</CallsBlindTransferIn>
        <AbandonRate>0</AbandonRate>
    </Inbound>
    <Outbound>
        <TotalDialingTime>60</TotalDialingTime>
        <TotalWorkTime>5</TotalWorkTime>
        <TotalHoldTime>0</TotalHoldTime>
        <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0</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
        <AverageHoldTime>0</AverageHoldTime>
        <SatisfactionIndex>0</SatisfactionIndex>
        <CallsHold>0</CallsHold>
        <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0</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
        <AverageDialingTime>30</AverageDialingTime>
        <CallsAnswered>1</CallsAnswered>
        <TotalTalkTime>5</TotalTalkTime>
        <CallsDialed>2</CallsDialed>
        <MaxDialingTime>49</MaxDialingTime>
        <MaxTalkTime>5</MaxTalkTime>
        <SatisfactionRate>0</SatisfactionRate>
        <AverageWorkTime>3</AverageWorkTime>
        <MaxWorkTime>4</MaxWorkTime>
        <MaxHoldTime>0</MaxHoldTime>
        <AverageTalkTime>5</AverageTalkTime>
        <AnswerRate>0</AnswerRate>
    </Outbound>
    <Over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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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all>
        <TotalReadyTime>9106</TotalReadyTime>
        <TotalCalls>5</TotalCalls>
        <TotalBreakTime>5</TotalBreakTime>
        <TotalWorkTime>27</TotalWorkTime>
        <TotalHoldTime>0</TotalHoldTime>
        <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0</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
        <AverageHoldTime>0</AverageHoldTime>
        <SatisfactionIndex>0</SatisfactionIndex>
        <AverageBreakTime>0</AverageBreakTime>
        <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0</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
        <TotalTalkTime>13</TotalTalkTime>
        <AverageReadyTime>0</AverageReadyTime>
        <TotalLoggedInTime>9236</TotalLoggedInTime>
        <MaxTalkTime>6</MaxTalkTime>
        <SatisfactionRate>0</SatisfactionRate>
        <MaxReadyTime>4927</MaxReadyTime>
        <AverageWorkTime>6</AverageWorkTime>
        <MaxWorkTime>19</MaxWorkTime>
        <MaxBreakTime>1</MaxBreakTime>
        <OccupancyRate>0.00422315148470254</OccupancyRate>
        <MaxHoldTime>0</MaxHoldTime>
        <AverageTalkTime>0</AverageTalkTime>
    </Overall>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943D8EF3-3321-471F-A104-51C96FCA94D6",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StatsTime": "1604639129000",
  "Inbound": {
   "ServiceLevel20": "0",
   "CallsAbandonedInQueue": "0",
   "TotalWorkTime": "23",
   "TotalHoldTime": "0",
   "CallsRinged": "3",
   "AverageHoldTime": "0",
   "MaxRingTime": "18",
   "CallsOffered": "3",
   "CallsAbandoned": "0",
   "SatisfactionIndex": "0",
   "CallsHold": "0",
   "MaxAbandonedInRingTime": "0",
   "TotalRingTime": "33",
   "HandleRate": "0.6666666666666666",
   "AverageAbandonedInQueueTime": "0",
   "TotalTalkTime": "9",
   "AverageWaitTime": "11",
   "TotalAbandonedInRingTime":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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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lsQueued": "3",
   "MaxTalkTime": "6",
   "SatisfactionRate": "0",
   "CallsAttendedTransferOut": "0",
   "TotalAbandonTime": "0",
   "MaxHoldTime": "0",
   "AverageTalkTime": "5",
   "MaxAbandonedInQueueTime": "0",
   "CallsTimeout": "0",
   "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 "0",
   "CallsAbandonedInRing": "0",
   "CallsOverflow": "0",
   "CallsHandled": "2",
   "MaxWaitTime": "18",
   "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 "0",
   "CallsAttendedTransferIn": "0",
   "MaxAbandonTime": "0",
   "AverageRingTime": "11",
   "TotalWaitTime": "33",
   "AverageAbandonTime": "0",
   "AverageAbandonedInRingTime": "0",
   "TotalAbandonedInQueueTime": "0",
   "CallsBlindTransferOut": "0",
   "AverageWorkTime": "8",
   "MaxWorkTime": "19",
   "CallsBlindTransferIn": "0",
   "AbandonRate": "0"
  },
  "Outbound": {
   "TotalDialingTime": "60",
   "TotalWorkTime": "5",
   "TotalHoldTime": "0",
   "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 "0",
   "AverageHoldTime": "0",
   "SatisfactionIndex": "0",
   "CallsHold": "0",
   "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 "0",
   "AverageDialingTime": "30",
   "CallsAnswered": "1",
   "TotalTalkTime": "5",
   "CallsDialed": "2",
   "MaxDialingTime": "49",
   "MaxTalkTime": "5",
   "SatisfactionRate": "0",
   "AverageWorkTime": "3",
   "MaxWorkTime": "4",
   "MaxHoldTime": "0",
   "AverageTalkTime": "5",
   "AnswerRate": "0"
  },
  "Overall": {
   "TotalReadyTime": "9106",
   "TotalCalls": "5",
   "TotalBreakTime": "5",
   "TotalWorkTime":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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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talWorkTime": "27",
   "TotalHoldTime": "0",
   "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 "0",
   "AverageHoldTime": "0",
   "SatisfactionIndex": "0",
   "AverageBreakTime": "0",
   "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 "0",
   "TotalTalkTime": "13",
   "AverageReadyTime": "0",
   "TotalLoggedInTime": "9236",
   "MaxTalkTime": "6",
   "SatisfactionRate": "0",
   "MaxReadyTime": "4927",
   "AverageWorkTime": "6",
   "MaxWorkTime": "19",
   "MaxBreakTime": "1",
   "OccupancyRate": "0.00422315148470254",
   "MaxHoldTime": "0",
   "AverageTalkTime": "0"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Parameter.Blank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or blank.

该参数不能为null或含有空白符的
字符串。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List IntervalInstanceReport获取呼叫中心实例的分段汇总报表。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IntervalInstan
ceReport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ListIntervalInstanceReport。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3.2.8.8. ListIntervalInstanceReport3.2.8.8. ListIntervalInstance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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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T ime Long 否 1620230400000
开始时间戳，默认为当天的0时。统计的时
间精度为小时，向前取整，闭区间。

EndTime Long 否 1620316799000

截止时间戳，默认是当前时间，如果
Interval为Daily，StartT ime和EndTime最
大间隔是180天。如果Interval为Hourly，
最大间隔时间为10天。统计的时间精度为
小时，向后取整，开区间。例如：开始时
间为 11:12:20，结束时间为 11:45:50，
则对齐后的入参时间范围为

11:00:00, 12:00:00) ，即大于等于11
点，小于12点。

Interval String 否 Hourly
分段汇总类型：Daily（按天汇总）/
Hourly（按小时汇总）默认是Daily。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Array of Data 数据。

Inbound Struct 呼入指标。

AbandonedRat
e

Float 0

放弃率。计算公式为：
CallsAbandoned/CallsOffered（由于放弃事件
与分配事件可能落在不同的时间范围内，所以某
些情况下结果可能大于100%）。

AverageAband
onTime

Float 0
平均放弃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AbandonTime/CallsAbandoned。

AverageAband
onedInIVRTime

Float 0
平均IVR放弃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AbandonedInIVRTime/CallsAbandonedI
nIVR。

AverageAband
onedInQueueTi
me

Float 0
平均排队放弃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AbandonedInQueueTime/CallsAbandon
edInQue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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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rageAband
onedInRingTim
e

Float 0
平均振铃放弃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AbandonedInRingTime/CallsAbandoned
InRing。

AverageHoldTi
me

Float 0
平均通话保持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HoldTime/CallsHold。

AverageRingTi
me

Float 5
平均振铃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RingTime/CallsRinged。

AverageTalkT i
me

Float 64
平均通话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TalkT ime/CallsHandled。

AverageWaitT i
me

Float 5
平均等待时长，平均每通电话的坐席接起前等待
时长。计算公式为：
TotalWaitT ime/CallsHandled。

AverageWorkT i
me

Float 13
平均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WorkT ime/CallsHandled。

CallsAbandone
d

Long 0
放弃量。计算公式为：
CallsAbandonedInIVR+CallsAbandonedInQueu
e+CallsAbandonedInRing。

CallsAbandone
dInIVR

Long 0
IVR放弃量，即电话进入IVR流程之后在IVR环节客
户挂机的数量。

CallsAbandone
dInQueue

Long 0
队列放弃量，即电话进入队列之后在排队环节客
户挂机的数量。

CallsAbandone
dInRing

Long 0 振铃放弃量，即坐席振铃中客户挂机的数量。

CallsAttendedT
ransferred

Long 0
咨询转接量，即发生咨询转接的电话数量。若一
通电话发起多次转接，算一次。

CallsBlindTrans
ferred

Long 0
直接转接量，即发生直接转接的电话数量。若一
通电话发起多次转接，算一次。

CallsHandled Long 7
应答量，即坐席应答的电话数量。若一通电话被
多个坐席应答，算一次。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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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sHold Long 0
保持量，即发生通话保持的电话数量。若一通电
话保持多次，算一次。

CallsOffered Long 7 呼入到呼叫中心的电话数量。

CallsQueued Long 7
进入队列的电话数量，若一通电话多次进入队
列，算一次。

CallsRinged Long 7
座席振铃的电话数量，若一通电话分配给多个座
席并产生了振铃，算一次。

HandleRate Float 1

应答率。计算公式为：
CallsHandled/CallsOffered（由于应答事件与
分配事件可能落在不同的时间范围内，所以某些
情况下结果可能大于100%）。

MaxAbandonTi
me

Long 0 最大放弃时长，单位秒。

MaxAbandoned
InIVRTime

Long 0 最大IVR放弃时长，单位秒。

MaxAbandoned
InQueueTime

Long 0 最大排队放弃时长，单位秒。

MaxAbandoned
InRingTime

Long 0 最大振铃放弃时长，单位秒。

MaxHoldTime Long 0 最大通话保持时长，单位秒。

MaxRingTime Long 12 最大振铃时长，单位秒。

MaxTalkT ime Long 219 最大通话时长，单位秒。

MaxWaitT ime Long 13 最大等待时长，单位秒。

MaxWorkT ime Long 17 最大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

SatisfactionInd
ex

Float 0
满意度指数，即满意度按键数字（1位数字）的
平均值。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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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isfactionRat
e

Float 0
满意率，计算公式为：标记为满意的评价数/满意
度调查响应次数。

SatisfactionSur
veysOffered

Long 0 满意度调查发送次数。

SatisfactionSur
veysResponded

Long 0 满意度调查响应次数。

ServiceLevel20 Float 1
20S服务水平，等待时长小于等于20秒的电话数
量/CallsQueued。

TotalAbandonT
ime

Long 0 总放弃时长，单位秒。

TotalAbandone
dInIVRTime

Long 0 总IVR放弃时长，单位秒。

TotalAbandone
dInQueueTime

Long 0 总排队放弃时长，单位秒。

TotalAbandone
dInRingTime

Long 0 总振铃放弃时长，单位秒。

TotalHoldTime Long 0 总通话保持时长，单位秒。

TotalRingTime Long 32 总振铃时长，单位秒。

TotalTalkT ime Long 447 总通话时长，单位秒。

TotalWaitT ime Long 34 总等待时长，单位秒。

TotalWorkT ime Long 85 总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

Outbound Struct 呼出指标。

AnswerRate Float 0

接通率，计算公式为：
CallsAnswered/CallsDialed（由于接听事件与
应答事件可能落在不同的时间范围内，所以某些
情况下结果可能大于100%）。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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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rageDialing
Time

Float 0
平均拨号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DialingTime/CallsDialed。

AverageHoldTi
me

Float 0
平均通话保持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HoldTime/CallsHold。

AverageRingTi
me

Float 0
平均振铃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RingTime/CallsRinged。

AverageTalkT i
me

Float 0
平均通话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TalkT ime/CallsAnswered。

AverageWorkT i
me

Float 0
平均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WorkT ime/CallsDialed。

CallsAnswered Long 0 接通量。

CallsAttendedT
ransferred

Long 0
咨询转接量，即发生咨询转接的电话数量。若一
通电话发起多次转接，算一次。

CallsBlindTrans
ferred

Long 0
直接转接量，即发生直接转接的电话数量。若一
通电话发起多次转接，算一次。

CallsDialed Long 0 拨号量。

CallsHold Long 0
保持量，即发生通话保持的电话数量。若一通电
话保持多次，算一次。

CallsRinged Long 0
坐席振铃的电话数量，若一通电话分配给多个座
席并产生了振铃，算一次。

MaxDialingTime Long 0 最大拨号时长，单位秒。

MaxHoldTime Long 0 最大通话保持时长，单位秒。

MaxRingTime Long 0 最大振铃时长，单位秒。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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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TalkT ime Long 0 最大通话时长，单位秒。

MaxWorkT ime Long 0 最大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

SatisfactionInd
ex

Float 0
满意度指数，即满意度按键数字（1位数字）的
平均值。

SatisfactionRat
e

Float 0
满意率，计算公式为：标记为满意的评价数/满意
度调查响应次数。

SatisfactionSur
veysOffered

Long 0 满意度调查发送次数。

SatisfactionSur
veysResponded

Long 0 满意度调查响应次数。

TotalDialingTim
e

Long 0 总拨号时长，单位秒。

TotalHoldTime Long 0 总通话保持时长，单位秒。

TotalRingTime Long 0 总振铃时长，单位秒。

TotalTalkT ime Long 0 总通话时长，单位秒。

TotalWorkT ime Long 0 总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

Overall Struct 整体指标。

AverageBreakTi
me

Float 0
平均小休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BreakTime/小休次数。小休次数为非接口
统计字段。

AverageHoldTi
me

Float 0
平均通话保持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HoldTime/(呼入CallsHold+呼出
CallsHold)。

AverageReadyT
ime

Float 0
平均就绪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ReadyTime/就绪次数。就绪次数为非接口
统计字段。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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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rageTalkT i
me

Float 0
平均通话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TalkT ime/(CallsAnswered+CallsHandled
)。

AverageWorkT i
me

Float 0
平均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计算公式为：
TotalWorkT ime/TotalCalls。

MaxBreakTime Long 0 最大小休时长，单位秒。

MaxHoldTime Long 0 最大通话保持时长，单位秒。

MaxReadyTime Long 0 最大就绪时长，单位秒。

MaxTalkT ime Long 0 最大通话时长，单位秒。

MaxWorkT ime Long 0 最大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

OccupancyRate Float 0
座席利用率，计算公式为： (TotalworkT ime +
TotalTalkT ime ) / TotalLoggedInT ime。

SatisfactionInd
ex

Float 0 满意度指数，即满意度按键数字（1位数字）的
平均值。

SatisfactionRat
e

Float 0
满意率，计算公式为：标记为满意的评价数/满意
度调查响应次数。

SatisfactionSur
veysOffered

Long 0 满意度调查发送次数。

SatisfactionSur
veysResponded

Long 0 满意度调查响应次数。

TotalBreakTime Long 0 总小休时长，单位为秒。

TotalCalls Long 0
总电话量。计算公式为：CallsOffered

CallsDialed。

TotalHoldTime Long 0 总保持时长，单位秒。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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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LoggedIn
T ime

Long 0 总登录时长，单位秒。不包含小休时长。

TotalReadyTim
e

Long 0 总就绪时长，单位为秒。

TotalTalkT ime Long 0 总通话时长，单位秒。

TotalWorkT ime Long 0 总话后处理时长，单位秒。

StatsT ime Long 1620291600000 时间戳，时间段开始时间。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943D8EF3-3321-
471F-A104-
51C96FCA94D6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IntervalInstanceReport
&InstanceId=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943D8EF3-3321-471F-A104-51C96FCA94D6</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StatsTime>1620291600000</StatsTime>
    <Inbound>
        <ServiceLevel20>1</ServiceLevel20>
        <CallsAbandonedInQueue>0</CallsAbandonedInQueue>
        <TotalWorkTime>85</TotalWorkTime>
        <TotalHoldTime>0</TotalHoldTime>
        <CallsRinged>7</CallsRinged>
        <MaxAbandonedInIVRTime>0</MaxAbandonedInIVRTime>
        <AverageHoldTime>0</AverageHoldTime>
        <MaxRingTime>12</MaxRingTime>
        <CallsOffered>7</CallsOffered>
        <CallsAbandoned>0</CallsAbando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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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lsAbandoned>0</CallsAbandoned>
        <SatisfactionIndex>0</SatisfactionIndex>
        <CallsHold>0</CallsHold>
        <MaxAbandonedInRingTime>0</MaxAbandonedInRingTime>
        <TotalRingTime>32</TotalRingTime>
        <HandleRate>1</HandleRate>
        <TotalAbandonedInIVRTime>0</TotalAbandonedInIVRTime>
        <AverageAbandonedInQueueTime>0</AverageAbandonedInQueueTime>
        <TotalTalkTime>447</TotalTalkTime>
        <AverageWaitTime>5</AverageWaitTime>
        <TotalAbandonedInRingTime>0</TotalAbandonedInRingTime>
        <CallsQueued>7</CallsQueued>
        <MaxTalkTime>219</MaxTalkTime>
        <SatisfactionRate>0</SatisfactionRate>
        <AverageAbandonedInIVRTime>0</AverageAbandonedInIVRTime>
        <TotalAbandonTime>0</TotalAbandonTime>
        <MaxHoldTime>0</MaxHoldTime>
        <AverageTalkTime>64</AverageTalkTime>
        <CallsBlindTransferred>0</CallsBlindTransferred>
        <CallsAbandonedInIVR>0</CallsAbandonedInIVR>
        <MaxAbandonedInQueueTime>0</MaxAbandonedInQueueTime>
        <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0</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
        <CallsAbandonedInRing>0</CallsAbandonedInRing>
        <CallsHandled>7</CallsHandled>
        <MaxWaitTime>13</MaxWaitTime>
        <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0</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
        <CallsAttendedTransferred>0</CallsAttendedTransferred>
        <MaxAbandonTime>0</MaxAbandonTime>
        <AverageRingTime>5</AverageRingTime>
        <TotalWaitTime>34</TotalWaitTime>
        <AverageAbandonTime>0</AverageAbandonTime>
        <AverageAbandonedInRingTime>0</AverageAbandonedInRingTime>
        <TotalAbandonedInQueueTime>0</TotalAbandonedInQueueTime>
        <AverageWorkTime>13</AverageWorkTime>
        <AbandonedRate>0</AbandonedRate>
        <MaxWorkTime>17</MaxWorkTime>
    </Inbound>
    <Outbound>
        <TotalDialingTime>0</TotalDialingTime>
        <TotalWorkTime>0</TotalWorkTime>
        <TotalHoldTime>0</TotalHoldTime>
        <CallsRinged>0</CallsRinged>
        <AverageHoldTime>0</AverageHoldTime>
        <MaxRingTime>0</MaxRingTime>
        <SatisfactionIndex>0</SatisfactionIndex>
        <CallsHold>0</CallsHold>
        <TotalRingTime>0</TotalRingTime>
        <AverageDialingTime>0</AverageDialingTime>
        <CallsAnswered>0</CallsAnswered>
        <TotalTalkTime>0</TotalTalkTime>
        <CallsDialed>0</CallsDialed>
        <MaxDialingTime>0</MaxDialingTime>
        <MaxTalkTime>0</MaxTalkTime>
        <SatisfactionRate>0</SatisfactionRate>
        <MaxHoldTime>0</MaxHold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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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HoldTime>0</MaxHoldTime>
        <AverageTalkTime>0</AverageTalkTime>
        <AnswerRate>0</AnswerRate>
        <CallsBlindTransferred>0</CallsBlindTransferred>
        <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0</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
        <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0</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
        <CallsAttendedTransferred>0</CallsAttendedTransferred>
        <AverageRingTime>0</AverageRingTime>
        <AverageWorkTime>0</AverageWorkTime>
        <MaxWorkTime>0</MaxWorkTime>
    </Outbound>
    <Overall>
        <TotalReadyTime>0</TotalReadyTime>
        <TotalCalls>0</TotalCalls>
        <TotalBreakTime>0</TotalBreakTime>
        <TotalWorkTime>0</TotalWorkTime>
        <TotalHoldTime>0</TotalHoldTime>
        <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0</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
        <AverageHoldTime>0</AverageHoldTime>
        <SatisfactionIndex>0</SatisfactionIndex>
        <AverageBreakTime>0</AverageBreakTime>
        <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0</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
        <TotalTalkTime>0</TotalTalkTime>
        <AverageReadyTime>0</AverageReadyTime>
        <TotalLoggedInTime>0</TotalLoggedInTime>
        <MaxTalkTime>0</MaxTalkTime>
        <SatisfactionRate>0</SatisfactionRate>
        <MaxReadyTime>0</MaxReadyTime>
        <AverageWorkTime>0</AverageWorkTime>
        <MaxWorkTime>0</MaxWorkTime>
        <MaxBreakTime>0</MaxBreakTime>
        <OccupancyRate>0</OccupancyRate>
        <MaxHoldTime>0</MaxHoldTime>
        <AverageTalkTime>0</AverageTalkTime>
    </Overall>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943D8EF3-3321-471F-A104-51C96FCA94D6",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
            "StatsTime": "1620291600000",
            "Inbound": {
                "ServiceLevel20": "1",
                "CallsAbandonedInQueue": "0",
                "TotalWorkTime": "85",
                "TotalHoldTime": "0",
                "CallsRinged": "7",
                "MaxAbandonedInIVRTime": "0",
                "AverageHoldTime":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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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erageHoldTime": "0",
                "MaxRingTime": "12",
                "CallsOffered": "7",
                "CallsAbandoned": "0",
                "SatisfactionIndex": "0",
                "CallsHold": "0",
                "MaxAbandonedInRingTime": "0",
                "TotalRingTime": "32",
                "HandleRate": "1",
                "TotalAbandonedInIVRTime": "0",
                "AverageAbandonedInQueueTime": "0",
                "TotalTalkTime": "447",
                "AverageWaitTime": "5",
                "TotalAbandonedInRingTime": "0",
                "CallsQueued": "7",
                "MaxTalkTime": "219",
                "SatisfactionRate": "0",
                "AverageAbandonedInIVRTime": "0",
                "TotalAbandonTime": "0",
                "MaxHoldTime": "0",
                "AverageTalkTime": "64",
                "CallsBlindTransferred": "0",
                "CallsAbandonedInIVR": "0",
                "MaxAbandonedInQueueTime": "0",
                "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 "0",
                "CallsAbandonedInRing": "0",
                "CallsHandled": "7",
                "MaxWaitTime": "13",
                "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 "0",
                "CallsAttendedTransferred": "0",
                "MaxAbandonTime": "0",
                "AverageRingTime": "5",
                "TotalWaitTime": "34",
                "AverageAbandonTime": "0",
                "AverageAbandonedInRingTime": "0",
                "TotalAbandonedInQueueTime": "0",
                "AverageWorkTime": "13",
                "AbandonedRate": "0",
                "MaxWorkTime": "17"
            },
            "Outbound": {
                "TotalDialingTime": "0",
                "TotalWorkTime": "0",
                "TotalHoldTime": "0",
                "CallsRinged": "0",
                "AverageHoldTime": "0",
                "MaxRingTime": "0",
                "SatisfactionIndex": "0",
                "CallsHold": "0",
                "TotalRingTime": "0",
                "AverageDialingTime": "0",
                "CallsAnswered": "0",
                "TotalTalkTime": "0",
                "CallsDialed": "0",
                "MaxDialingTime":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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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DialingTime": "0",
                "MaxTalkTime": "0",
                "SatisfactionRate": "0",
                "MaxHoldTime": "0",
                "AverageTalkTime": "0",
                "AnswerRate": "0",
                "CallsBlindTransferred": "0",
                "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 "0",
                "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 "0",
                "CallsAttendedTransferred": "0",
                "AverageRingTime": "0",
                "AverageWorkTime": "0",
                "MaxWorkTime": "0"
            },
            "Overall": {
                "TotalReadyTime": "0",
                "TotalCalls": "0",
                "TotalBreakTime": "0",
                "TotalWorkTime": "0",
                "TotalHoldTime": "0",
                "SatisfactionSurveysOffered": "0",
                "AverageHoldTime": "0",
                "SatisfactionIndex": "0",
                "AverageBreakTime": "0",
                "SatisfactionSurveysResponded": "0",
                "TotalTalkTime": "0",
                "AverageReadyTime": "0",
                "TotalLoggedInTime": "0",
                "MaxTalkTime": "0",
                "SatisfactionRate": "0",
                "MaxReadyTime": "0",
                "AverageWorkTime": "0",
                "MaxWorkTime": "0",
                "MaxBreakTime": "0",
                "OccupancyRate": "0",
                "MaxHoldTime": "0",
                "AverageTalkTime": "0"
            }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Parameter.Blank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or blank.

该参数不能为null或含有空白符的
字符串。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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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ListRealt imeSkillGroupStates获取技能组实时数据报表。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RealtimeSkillG
roupState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ListRealtimeSkillGroupStates。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PageNumber Integer 是 1 分页序号，范围1-100。

PageSize Integer 是 10 分页大小，范围1-100。

SkillGroupIdList String 否

["skg-test1@ccc-
test", "skg-
test2@ccc-
test2"]

待查询数据的技能组ID列表。如果不传，
查询当前分页下的所有技能组。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List
Array of
SkillGroupState

技能组状态列表。

BreakingAgents Long 0 小休坐席数。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LoggedInAgent
s

Long 2 在线坐席数。

3.2.8.9. ListRealtimeSkillGroupStates3.2.8.9. ListRealtimeSkillGroup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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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estWaiting
Time

Long 0 最大等待时长。

ReadyAgents Long 2 空闲坐席数。

SkillGroupId String skg-test1@ccc-test 技能组ID。

SkillGroupName String test1 技能组名称。

TalkingAgents Long 0 正在通话坐席数。

WaitingCalls Long 0 当前排队电话个数。

WorkingAgents Long 0 话后处理坐席数。

PageNumber Integer 1 分页序号。

PageSize Integer 10 分页大小。

TotalCount Integer 2 总条目数。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26A34338-5CD9-
4C95-A7A6-
5BDCE76C6B94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RealtimeSkillGroupStates
&InstanceId=ccc-test
&PageNumber=1
&PageSize=1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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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ML 格式

<RequestId>26A34338-5CD9-4C95-A7A6-5BDCE76C6B94</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TotalCount>2</TotalCount>
    <PageSize>1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List>
        <BreakingAgents>0</BreakingAgents>
        <TalkingAgents>0</TalkingAgents>
        <SkillGroupName>test1</SkillGroupName>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LoggedInAgents>2</LoggedInAgents>
        <ReadyAgents>2</ReadyAgents>
        <WaitingCalls>0</WaitingCalls>
        <SkillGroupId>skg-test1@ccc-test</SkillGroupId>
        <LongestCall>0</LongestCall>
        <WorkingAgents>0</WorkingAgents>
    </List>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26A34338-5CD9-4C95-A7A6-5BDCE76C6B94",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TotalCount": "2",
  "PageSize": "10",
  "PageNumber": "1",
  "List": [{
   "BreakingAgents": "0",
   "TalkingAgents": "0",
   "SkillGroupName": "test1",
   "InstanceId": "ccc-test",
   "LoggedInAgents": "2",
   "ReadyAgents": "2",
   "WaitingCalls": "0",
   "SkillGroupId": "skg-test1@ccc-test",
   "LongestCall": "0",
   "WorkingAgents": "0"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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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Parameter.Blank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or blank.

该参数不能为null或含有空白符的
字符串。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GetRealt imeInstanceStates获取呼叫中心实例的实时状态。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RealtimeInsta
nceState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GetRealtimeInstanceStates。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BreakingAgents Long 0 处于小休状态的坐席数量。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InteractiveCalls Long 0 IVR中交互的电话个数。

LoggedInAgent
s

Long 0
在线坐席数量（包括就绪，小休，通话等非下线
状态的坐席）。

LongestWaiting
Time

Long 0 当前排队来电的最大等待时长。

3.2.8.10. GetRealtimeInstanceStates3.2.8.10. GetRealtimeInstanceStates

开发指南··开发指南（2.x版本） 云呼叫中心

287 > 文档版本：20220707

https://error-center.aliyun.com/status/product/CCC
https://api.aliyun.com/#product=CCC&api=GetRealtimeInstanceStates&type=RPC&version=2020-07-01


ReadyAgents Long 0 处于就绪状态的坐席数量。

TalkingAgents Long 0 处于通话状态的坐席数量。

TotalAgents Long 0 总坐席数。

WaitingCalls Long 0 当前排队来电的个数。

WorkingAgents Long 0 处于话后处理状态的坐席数量。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943D8EF3-3321-
471F-A104-
51C96FCA94D6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RealtimeInstanceStates
&InstanceId=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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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943D8EF3-3321-471F-A104-51C96FCA94D6</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BreakingAgents>0</BreakingAgents>
    <TalkingAgents>0</TalkingAgents>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LoggedInAgents>0</LoggedInAgents>
    <ReadyAgents>0</ReadyAgents>
    <WaitingCalls>0</WaitingCalls>
    <LongestCall>0</LongestCall>
    <TotalAgents>0</TotalAgents>
    <InteractiveCalls>0</InteractiveCalls>
    <WorkingAgents>0</WorkingAgents>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943D8EF3-3321-471F-A104-51C96FCA94D6",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BreakingAgents": "0",
  "TalkingAgents": "0",
  "InstanceId": "ccc-test",
  "LoggedInAgents": "0",
  "ReadyAgents": "0",
  "WaitingCalls": "0",
  "LongestCall": "0",
  "TotalAgents": "0",
  "InteractiveCalls": "0",
  "WorkingAgents": "0"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Parameter.Blank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or blank.

该参数不能为null或含有空白符的
字符串。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ListAgentStateLogs获取呼叫中心实例中坐席的状态日志。

3.2.8.11. ListAgentStateLogs3.2.8.11. ListAgentStateLo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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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AgentStateLo
g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ListAgentStateLogs。

AgentId String 是
user-test@ccc-
test

坐席ID，也叫呼叫中心UserId。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StartT ime Long 否 1620230400000
开始时间戳，默认是当天开始时间，最早
为当前日期之前的180天。

EndTime Long 否 1620273600000
截止时间戳，默认是当前时间，EndTime
和StartT ime的时间差不能超过1天。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Array of Data 数据。

Duration Long 5903871 状态持续时长，单位毫秒。

OutboundScen
ario

Boolean false 坐席是否为仅外呼状态。

StartT ime Long 1620259200000 状态开始时间，时间戳，单位毫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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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String Break

状态码：

ACW（话后处理）

Ringing（振铃）

Break（小休）

Offline（下线）

Dialing（拨号）

Talking（通话）

Ready（准备就绪）

StateCode String CHECK_IN_BREAK

子状态，状态码补充说明。某些坐席状态由
State和StateCode共同标识，例如：

监听：

State=Talking，StateCode=Monitoring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943D8EF3-3321-
471F-A104-
51C96FCA94D6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AgentStateLogs
&AgentId=user-test@ccc-test
&InstanceId=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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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943D8EF3-3321-471F-A104-51C96FCA94D6</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State>Break</State>
    <StateCode>CHECK_IN_BREAK</StateCode>
    <StartTime>1620259200000</StartTime>
    <OutboundScenario>false</OutboundScenario>
    <Duration>5903871</Duration>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943D8EF3-3321-471F-A104-51C96FCA94D6",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
            "State": "Break",
            "StateCode": "CHECK_IN_BREAK",
            "StartTime": "1620259200000",
            "OutboundScenario": false,
            "Duration": "5903871"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Parameter.Blank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or blank.

该参数不能为null或含有空白符的
字符串。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GetCallDetailRecord根据通话ID获取通话的详细操作日志。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3.2.8.12. GetCallDetailRecord3.2.8.12. GetCallDetailR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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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CallDetailReco
rd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GetCallDetailRecord。

ContactId String 是
job-
10963442671187
1319

通过指定的contactId来查询某一通电话的
记录，contactId可以通过软电话SDK发生
通话时获取到，也可通过
ListCallDetailRecords获取。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AgentEvents
Array of
AgentEvents

坐席事件列表。

Agent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坐席ID。

AgentName String 测试坐席 坐席名称。

EventSequence
Array of
EventSequence

事件序列。

Event String Dialing

事件名称。

Dialing（拨号）

Ringing（振铃）��

Released（释放）�

Established（通话建立）�

Consulting（咨询转接）

BlindTransfer（直接转接）

Monitoring（监控）

Coaching (辅导)

Intercepting（强拆）

Barging（强插）

StartConference（开始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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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T ime Long 1604639129000 事件发生时间戳。

SkillGroupId String
skg-default@ccc-
test

技能组ID。

AgentIds String user-test@ccc-test 坐席ID列表，多个值用逗号分隔。

AgentNames String 云呼测试坐席 坐席名称列表。

CallDuration Long 50 通话时长，单位秒。

CalledNumber String 133xxxx2315 被叫号码。

CalleeLocation String 北京 被叫归属地。

CallerLocation String 北京 主叫归属地。

CallingNumber String 053xxxx3128 主叫号码。

ContactDisposit
ion

String Success

电话结束原因。注意：语音邮箱、转人工失败、
排队超时、排队溢出、IVR异常的挂断原因需要客
户配置挂断原因节点才能体现出来，如果没有配
置且IVR中无转人工模块这时候的挂断原因默认：
IVR放弃。

挂断类型取值如下：

Success ( 正常),

AbandonedInQueue (排队放弃),

AbandonedInRing (振铃放弃),

AbandonedInIVR (IVR放弃),

NoAnswer (未接通),

Voicemail (语音邮箱),

QueuingTimeout (排队超时),

QueuingOverflow (排队溢出),

QueuingFailed (转人工失败),

AbandonedInVoiceNavigator (智能导航放
弃),

IVRException (IVR异常),

ForwardToOutsideNumber (转外线),

Reject (客户拒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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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Id String
job-
10963442671187131
9

通话ID。

ContactType String Outbound
通话类型。取值：INBOUND（呼
入），OUTBOND（呼出）。

CustomerEvent
s

Array of
CustomerEvent
s

客户事件列表。

CustomerId String 133xxxx2315 客户ID

EventSequence
Array of
EventSequence

事件序列。

Event String Released 事件名称。

EventT ime Long 1532458000000 事件发生时间戳。

EarlyMediaStat
e

String NotConnected

早媒体状态。

NotConnected （无法接通）

NoAnswer（无人接听）

PowerOff （关机）

OutOfService （停机）

NotExist （空号）

Busy （占线）

Restricted （呼叫受限）

EstablishedTim
e

Long 1532458000000
通话建立的时间，如果通话没有建立，此值为
空。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IvrEvents
Array of
IvrEvents

IVR事件列表。

EventSequence
Array of
EventSequence

事件序列。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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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 String Route2IVR
事件名称。

Route2Ivr （进入IVR）

Abandoned（IVR中放弃）

EventT ime Long 1604639129000 事件发生时间戳。

FlowId String
edaf2eaa-8f88-
44ca-812e-
41b3cd2b7a90

联系流ID。

FlowType String MAIN_FLOW

联系流类型。

MAIN_FLOW（主流程）

SURVEY_FLOW （满意度流程）

QueueEvents
Array of
QueueEvents

队列事件列表。

EventSequence
Array of
EventSequence

事件序列。

Event String Enqueue

事件名称。

GiveUp (振铃放弃)

Abandoned（队列放弃）�

AssignAgent（分配坐席）

Enqueue (进队列)

QueueingOverflow（排队溢出）

QueueingTimeout（排队超时）

EventT ime Long 1604639129000 事件发生时间戳。

FlowId String
edaf2eaa-8f88-
44ca-812e-
41b3cd2b7a90

联系流ID。

QueueId String
skg-default@ccc-
test

队列ID。

QueueName String Defalut 队列名称。

QueueType Integer 1 队列类型，1为技能组，2为坐席。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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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rdingRead
y

Boolean true
录音是否已经生成。若通话没有建立，则返回
false。

ReleaseInit iator String customer 挂断方：agent 客服，customer 客户。

ReleaseTime Long 1532458000000 会话结束时间。

Satisfaction Integer 1 满意度。

SatisfactionSur
veyChannel

String 语音
满意度调查渠道：语音满意度，或者短信满意
度。

SatisfactionSur
veyOffered

Boolean true 是否发送了满意度。

SkillGroupIds String
skg-default@ccc-
test

参与通话的座席所属的技能组ID，多个技能组以
逗号分隔。

SkillGroupName
s

String 默认技能组
参与通话的座席所属的技能组名称，多个技能组
以逗号分隔。

StartT ime Long 1532458000000
通话开始时间，呼入从进入IVR开始，呼出从开始
接通计算。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7BEEA660-A45A-
45E3-98CC-
AFC65E715C23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CallDetailRecord
&ContactId=job-109634426711871319
&InstanceId=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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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ML 格式

<RequestId>7BEEA660-A45A-45E3-98CC-AFC65E715C23</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SkillGroupIds>skg-default@ccc-test</SkillGroupIds>
    <CalledNumber>133xxxx2315</CalledNumber>
    <ContactType>Outbound</ContactType>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ContactDisposition>Success</ContactDisposition>
    <ReleaseInitiator>customer</ReleaseInitiator>
    <Satisfaction>1</Satisfaction>
    <EarlyMediaState>NotConnected</EarlyMediaState>
    <StartTime>1532458000000</StartTime>
    <ContactId>job-109634426711871319</ContactId>
    <CallDuration>50</CallDuration>
    <CallingNumber>053xxxx3128</CallingNumber>
    <CalleeLocation>北京</CalleeLocation>
    <ReleaseTime>1532458000000</ReleaseTime>
    <RecordingReady>true</RecordingReady>
    <SkillGroupNames>默认技能组</SkillGroupNames>
    <SatisfactionSurveyChannel>语⾳</SatisfactionSurveyChannel>
    <SatisfactionSurveyOffered>true</SatisfactionSurveyOffered>
    <AgentIds>user-test@ccc-test </AgentIds>
    <EstablishedTime>1532458000000</EstablishedTime>
    <CallerLocation>北京</CallerLocation>
    <AgentNames>云呼测试坐席</AgentNames>
    <AgentEvents>
        <SkillGroupId>skg-default@ccc-test</SkillGroupId>
        <AgentId>user-test@ccc-test</AgentId>
        <AgentName>测试坐席 </AgentName>
        <EventSequence>
            <EventTime>1604639129000</EventTime>
            <Event>Dialing</Event>
        </EventSequence>
    </AgentEvents>
    <QueueEvents>
        <FlowId>edaf2eaa-8f88-44ca-812e-41b3cd2b7a90</FlowId>
        <QueueId>skg-default@ccc-test</QueueId>
        <QueueName>Defalut</QueueName>
        <QueueType>1</QueueType>
        <EventSequence>
            <EventTime>1604639129000</EventTime>
            <Event>Enqueue</Event>
        </EventSequence>
    </QueueEvents>
    <CustomerEvents>
        <CustomerId>133xxxx2315</CustomerId>
        <EventSequence>
            <EventTime>1532458000000</EventTime>
            <Event>Released</Event>
        </EventSequence>
    </CustomerEvents>
    <Ivr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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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rEvents>
        <FlowId>edaf2eaa-8f88-44ca-812e-41b3cd2b7a90</FlowId>
        <FlowType>MAIN_FLOW</FlowType>
        <EventSequence>
            <EventTime>1604639129000</EventTime>
            <Event>Route2IVR</Event>
        </EventSequence>
    </IvrEvents>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7BEEA660-A45A-45E3-98CC-AFC65E715C23",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SkillGroupIds": "skg-default@ccc-test",
        "CalledNumber": "133xxxx2315",
        "ContactType": "Outbound",
        "InstanceId": "ccc-test",
        "ContactDisposition": "Success",
        "ReleaseInitiator": "customer",
        "Satisfaction": 1,
        "EarlyMediaState": "NotConnected",
        "StartTime": 1532458000000,
        "ContactId": "job-109634426711871319",
        "CallDuration": 50,
        "CallingNumber": "053xxxx3128",
        "CalleeLocation": "北京",
        "ReleaseTime": 1532458000000,
        "RecordingReady": true,
        "SkillGroupNames": "默认技能组",
        "SatisfactionSurveyChannel": "语⾳",
        "SatisfactionSurveyOffered": true,
        "AgentIds": "user-test@ccc-test",
        "EstablishedTime": 1532458000000,
        "CallerLocation": "北京",
        "AgentNames": "云呼测试坐席",
        "AgentEvents": {
            "SkillGroupId": "skg-default@ccc-test",
            "AgentId": "user-test@ccc-test",
            "AgentName": "测试坐席",
            "EventSequence": {
                "EventTime": 1604639129000,
                "Event": "Dialing"
            }
        },
        "QueueEvents": {
            "FlowId": "edaf2eaa-8f88-44ca-812e-41b3cd2b7a90",
            "QueueId": "skg-default@ccc-test",
            "QueueName": "Defalut",
            "QueueTyp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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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ueType": 1,
            "EventSequence": {
                "EventTime": 1604639129000,
                "Event": "Enqueue"
            }
        },
        "CustomerEvents": {
            "CustomerId": "133xxxx2315",
            "EventSequence": {
                "EventTime": 1532458000000,
                "Event": "Released"
            }
        },
        "IvrEvents": {
            "FlowId": "edaf2eaa-8f88-44ca-812e-41b3cd2b7a90",
            "FlowType": "MAIN_FLOW",
            "EventSequence": {
                "EventTime": 1604639129000,
                "Event": "Route2IVR"
            }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Parameter.Blank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or blank.

该参数不能为null或含有空白符的
字符串。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GetInstanceTrendingReport获取实例趋势数据。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InstanceTrend
ingReport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GetInstanceTrendingReport。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3.2.8.13. GetInstanceTrendingReport3.2.8.13. GetInstanceTrending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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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T ime Long 否 1604639129000
开始时间戳，默认是当天开始时间，最早
为当前时间往前180天，开始和截止时间间
隔不能超过7天。

EndTime Long 否 1604725528000 截止时间戳，默认是当前时间。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Inbound
Array of
Inbound

呼入指标。

CallsAbandone
dInIVR

Long 0
IVR放弃量，即电话进入IVR流程之后在IVR环节放
弃。

CallsAbandone
dInQueue

Long 0
队列放弃量，即电话进入技能组之后在排队环节
放弃。

CallsAbandone
dInRing

Long 0 振铃放弃量。

CallsHandled Long 0
座席应答电话数。一通电话分给多个座席，算一
通。

CallsQueued Long 0
进入队列的电话数，如果一个电话多次进队列，
算一通。

StatsT ime Long 1604639129000 分段统计的开始时间点，时间戳形式。

TotalCalls Long 0 总进线量。

Outbound
Array of
Outbound

呼出指标。

CallsAnswered Long 0 外呼接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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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sT ime Long 1604639129000 分段统计的开始时间点，时间戳形式。

TotalCalls Long 0 总外呼量。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943D8EF3-3321-
471F-A104-
51C96FCA94D6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InstanceTrendingReport
&InstanceId=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943D8EF3-3321-471F-A104-51C96FCA94D6</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Inbound>
        <TotalCalls>0</TotalCalls>
        <CallsAbandonedInQueue>0</CallsAbandonedInQueue>
        <CallsQueued>0</CallsQueued>
        <CallsAbandonedInRing>0</CallsAbandonedInRing>
        <CallsHandled>0</CallsHandled>
        <StatsTime>1604639129000</StatsTime>
        <CallsAbandonedInIVR>0</CallsAbandonedInIVR>
    </Inbound>
    <Outbound>
        <CallsAnswered>0</CallsAnswered>
        <TotalCalls>0</TotalCalls>
        <StatsTime>1604639129000</StatsTime>
    </Outbound>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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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943D8EF3-3321-471F-A104-51C96FCA94D6",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Inbound": [
   {
    "TotalCalls": "0",
    "CallsAbandonedInQueue": "0",
    "CallsQueued": "0",
    "CallsAbandonedInRing": "0",
    "CallsHandled": "0",
    "StatsTime": "1604639129000",
    "CallsAbandonedInIVR": "0"
   }
  ],
  "Outbound": [
   {
    "CallsAnswered": "0",
    "TotalCalls": "0",
    "StatsTime": "1604639129000"
   }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GetHistoricalCallerReport统计呼入号码信息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HistoricalCalle
rReport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GetHistoricalCallerReport。

CallingNumber String 是 190xxx0000 主叫号码。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3.2.8.14. GetHistoricalCallerReport3.2.8.14. GetHistoricalCallerReport

开发指南··开发指南（2.x版本） 云呼叫中心

303 > 文档版本：20220707

https://error-center.aliyun.com/status/product/CCC
https://api.aliyun.com/#product=CCC&api=GetHistoricalCallerReport&type=RPC&version=2020-07-01


StartT ime Long 是 1646841600000 开始时间戳。

StopTime Long 是 1646928000000 结束时间戳。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LastCallingTime Long 1646917200000 最近来电时间。

TotalCalls Long 10 总来电次数。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BA03159C-E808-
4FF1-B27E-
A61B6E888D7F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HistoricalCallerReport
&CallingNumber=190xxx0000
&InstanceId=ccc-test
&StartTime=1646841600000
&StopTime=164692800000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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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LastCallingTime>1646917200000</LastCallingTime>
    <TotalCalls>10</TotalCalls>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LastCallingTime": 1646917200000,
        "TotalCalls": 10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Parameter.Format
The format of parameter %s is
invalid. %s

该参数的格式不合法。

400 Parameter.Invalid The parameter %s is invalid. %s. 该参数无效。

500
InternalService.Com
mon

An internal service error
occurred. %s

内部服务错误。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GetInstance获取云呼实例详细信息。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3.2.9. 实例管理3.2.9. 实例管理

3.2.9.1. GetInstance3.2.9.1. GetIn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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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Instance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GetInstance。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AdminList Array of User 管理员列表。

DisplayName String 云呼测试1 管理员的姓名。

Email String
1886666****@163.co
m

电子邮件地址。

Extension String 8032**** 分机号码。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LoginName String user-test 用户登录名。

Mobile String 1382114**** 用户电话号码。

RoleId String Admin@ccc-test 用户的角色ID。

RoleName String Admin

角色名称。

管理员（Admin）

技能组组长（Manager）

坐席（Agent）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用户ID。

WorkMode String ON_SITE 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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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yunUid String 157123456789**** 呼叫中心系统规格所对应的阿里云账户ID。

ConsoleUrl String
https://ccc-
v2.aliyun.com/#/wo
rkbench/ccc-test

呼叫中心控制台URL，由阿里云呼叫中心官方URL
加呼叫中心实例的域名组成。

Description String 测试实例 呼叫中心实例简单描述。

DomainName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的二级域名，全局唯一。

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Name String 云呼测试实例 呼叫中心实例名称。

NumberList
Array of
PhoneNumber

呼叫中心号码列表。

Active Boolean true 是否可用。

City String 乐山 号码归属地市。

ContactFlowId String
a3fb6c62-9b49-
4942-ae5b-
cf2abd41****

该电话号码所关联的联系流IVR ID。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Number String 0830011**** 号码。

Province String 四川 号码归属地省。

SkillGroups
Array of
SkillGroup

号码所关联的技能组列表。

Description String 测试 技能组描述。

DisplayName String 测试技能组 技能组展示名。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开发指南··开发指南（2.x版本） 云呼叫中心

307 > 文档版本：20220707



Name String test 技能组名称。

PhoneNumberC
ount

Integer 1 该技能组关联的号码数量。

SkillGroupId String test@ccc-test 技能组ID。

UserCount Integer 2 技能组所关联的客服数量。

Usage String Bidirection 号码用途。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坐席ID，如果此参数不为空，说明该号码是座席
专属号码。

Status String RUNNING 实例状态。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Params List 无 响应参数。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Instance
&InstanceId=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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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Params>⽆</Params>
<Data>
    <Status>RUNNING</Status>
    <Description>测试实例</Description>
    <DomainName>ccc-test</DomainName>
    <ConsoleUrl>https://ccc-v2.aliyun.com/#/workbench/ccc-test</ConsoleUrl>
    <AliyunUid>157123456789****</AliyunUid>
    <Id>ccc-test</Id>
    <Name>云呼测试实例</Name>
    <AdminList>
        <Extension>8032****</Extension>
        <LoginName>user-test</LoginName>
        <RoleName>Admin</RoleName>
        <Email>1886666****@163.com</Email>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DisplayName>云呼测试1</DisplayName>
        <RoleId>Admin@ccc-test</RoleId>
        <Mobile>1382114****</Mobile>
        <WorkMode>ON_SITE</WorkMode>
    </AdminList>
    <NumberList>
        <Usage>Bidirection</Usage>
        <Active>true</Active>
        <Number>0830011****</Number>
        <ContactFlowId>a3fb6c62-9b49-4942-ae5b-cf2abd41****</ContactFlowId>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City>乐⼭</City>
        <Province>四川</Province>
        <SkillGroups>
            <Description>测试</Description>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PhoneNumberCount>1</PhoneNumberCount>
            <UserCount>2</UserCount>
            <DisplayName>测试技能组</DisplayName>
            <SkillGroupId>test@ccc-test</SkillGroupId>
            <Name>test</Name>
        </SkillGroups>
    </NumberList>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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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Params": "⽆",
    "Data": {
        "Status": "RUNNING",
        "Description": "测试实例",
        "DomainName": "ccc-test",
        "ConsoleUrl": "https://ccc-v2.aliyun.com/#/workbench/ccc-test",
        "AliyunUid": "157123456789****",
        "Id": "ccc-test",
        "Name": "云呼测试实例",
        "AdminList": {
            "Extension": "8032****",
            "LoginName": "user-test",
            "RoleName": "Admin",
            "Email": "1886666****@163.com",
            "InstanceId": "ccc-test",
            "UserId": "user-test@ccc-test",
            "DisplayName": "云呼测试1",
            "RoleId": "Admin@ccc-test",
            "Mobile": "1382114****",
            "WorkMode": "ON_SITE"
        },
        "NumberList": {
            "Usage": "Bidirection",
            "Active": true,
            "Number": "0830011****",
            "ContactFlowId": "a3fb6c62-9b49-4942-ae5b-cf2abd41****",
            "InstanceId": "ccc-test",
            "UserId": "user-test@ccc-test",
            "City": "乐⼭",
            "Province": "四川",
            "SkillGroups": {
                "Description": "测试",
                "InstanceId": "ccc-test",
                "PhoneNumberCount": 1,
                "UserCount": 2,
                "DisplayName": "测试技能组",
                "SkillGroupId": "test@ccc-test",
                "Name": "test"
            }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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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List Instances查看当前阿里云账号下的呼叫中心实例列表。

若RAM子账号需要调用该接口，则需具有“管理云呼叫中心(CCC)的权限”（AliyunCCCFullAccess）。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Instance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ListInstances。

PageNumber Integer 是 1 分页序号，范围1-100。

PageSize Integer 是 10 分页大小，范围1-100。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List
Array of
CallCenterInsta
nce

呼叫中心实例列表。

AdminList Array of User 管理员列表。

DisplayName String 云呼测试1 管理员的姓名。

Email String
18866668888@163.c
om

电子邮件地址。

3.2.9.2. ListInstances3.2.9.2. ListIn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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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nsion String 80326034 分机号码。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LoginName String user-test 用户登录名。

Mobile String 138xxxx2114 用户电话号码。

RoleId String Admin@ccc-test 用户的角色ID。

RoleName String Admin

角色名称。

管理员（Admin）

技能组组长（Manager）

坐席（Agent）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用户ID。

WorkMode String ON_SITE 工作模式。

AliyunUid String 1571234567890123 呼叫中心所对应的阿里云账户ID。

ConsoleUrl String
https://ccc-
v2.aliyun.com/#/wo
rkbench/ccc-test

呼叫中心控制台URL，由阿里云呼叫中心官方URL
加呼叫中心实例的域名组成。

CreateT ime Long 1624679747000 呼叫中心实例的创建时间。

Description String 测试实例 呼叫中心实例的简单描述。

DomainName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的二级域名，全局唯一。

Id String
呼叫中心实例ID，等
价于DomainName。

呼叫中心实例ID。

Name String 云呼测试实例 呼叫中心实例名称。

NumberList
Array of
PhoneNumber

呼叫中心号码列表。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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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String 083xxxx0011 呼叫中心号码。

Status String RUNNING 实例状态。

PageNumber Integer 1 分页序号。

PageSize Integer 10 分页大小。

TotalCount Integer 3 总条目数。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Params List 无 响应参数。

RequestId String
26A34338-5CD9-
4C95-A7A6-
5BDCE76C6B94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Instances
&PageNumber=1
&PageSize=1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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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26A34338-5CD9-4C95-A7A6-5BDCE76C6B94",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Params": "⽆",
 "Data": {
  "TotalCount": "3",
  "PageSize": "10",
  "PageNumber": "1",
  "List": [{
   "Status": "RUNNING",
   "Description": "测试实例",
   "DomainName": "ccc-test",
   "ConsoleUrl": "https://ccc-v2.aliyun.com/#/workbench/ccc-test",
   "CreateTime": "1624679747000",
   "AliyunUid": "1571234567890123",
   "Id": "呼叫中⼼实例ID，等价于DomainName。",
   "Name": "云呼测试实例",
   "AdminList": [{
    "Extension": "80326034",
    "LoginName": "user-test",
    "RoleName": "Admin",
    "Email": "18866668888@163.com",
    "InstanceId": "ccc-test",
    "UserId": "user-test@ccc-test",
    "DisplayName": "云呼测试1",
    "RoleId": "Admin@ccc-test",
    "Mobile": "138xxxx2114",
    "WorkMode": "ON_SITE"
   }],
   "NumberList": [{
    "Number": "083xxxx0011"
   }]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CreateInstance创建一个云呼叫中心实例。

调试调试

3.2.9.3. CreateInstance3.2.9.3. CreateIn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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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reateInstance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CreateInstance。

AdminRamIdList String 是

["24861xxxxxx818
2",
"23101xxxxxx187
4"]

作为该呼叫中心实例管理员的RAM ID列
表。

Description String 是 测试实例 呼叫中心实例的简单描述。

DomainName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的二级域名，全局唯一。长
度为4~48个字符，可包含大小写英文字
母、数字、短划线（-）和下划线（_）。

Name String 是 云呼测试实例
呼叫中心实例名称，长度为4~32个字符，
可以包含中文字符。

NumberList String 是
["083xxxx0011",
"083xxxx0312"]

绑定该呼叫中心的号码列表。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ing 无 数据。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Params List 无 响应参数。

RequestId String
ERC2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示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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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CreateInstance
&AdminRamIdList=["24861xxxxxx8182", "23101xxxxxx1874"]
&Description=测试实例
&DomainName=ccc-test
&Name=云呼测试实例
&NumberList=["083xxxx0011", "083xxxx0312"]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ERC2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Params>⽆</Params>
<Data>⽆</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ERC2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Params": "⽆",
 "Data":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9
AlreadyExists.Instanc
eId

The instance %s already exists. 呼叫中心实例已存在。

404 NotExists.Number
The specified number %s does
not exist in instance %s.

呼叫中心实例中不存在指定的号
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ModifyInstance修改云呼叫中心实例。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3.2.9.4. ModifyInstance3.2.9.4. ModifyIn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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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ModifyInstance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ModifyInstance。

Description String 是 修改测试实例 呼叫中心实例的简单描述。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待修改的呼叫中心实例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ing 无 数据。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Params List 无 响应参数。

RequestId String
83TK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ModifyInstance
&Description=修改测试实例
&InstanceId=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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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83TK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Params>⽆</Params>
<Data>⽆</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83TK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Params": "⽆",
 "Data":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StartPredict iveCall发起后台外呼。

云呼叫中心除了支持客服从电脑客户端发起外呼之外，也支持自有业务系统后台发起外呼，接通后转给坐席
接听。以支持把呼叫中心功能无缝嵌入您的业务流程。

比如，您的客户可以在您的微信公众号上，输入自己的号码，并点击咨询产品的按钮，由您的后台系统调用
本接口，实现呼叫客户手机，接通后播放“我们收到您在公众号上对我们产品的咨询，现在给您转接顾问，
请稍等”，并转给合适的客服接听通话。

相较于1.x的 DialEX 接口，用户使用该接口可以更加灵活的进行配置。除了可以自定义外呼转入的IVR外，还
可以传入自定义的参数，在IVR中对参数进行语音播报，实现简单的通知场景。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3.2.10. 呼叫3.2.10. 呼叫

3.2.10.1. StartPredictiveCall3.2.10.1. StartPredictive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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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StartPredictiveCal
l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StartPredictiveCall。

Callee String 是 1312353**** 被叫号码。

Caller String 是 0109810**** 主叫号码。

ContactFlowId String 是
9774c36c-12fe-
4e37-adce-
89bc77ce****

被叫接通后转入的IVR流程ID。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TimeoutSeconds Integer 否 10
超时时间，呼叫在经过该参数指定的时间
仍然未接通的情况下，则主动挂断，单位
秒。

Tags String 否 无 随路数据，扩展用。

ContactFlowVaria
bles

String 否

{"name":"王先
生","time":"19点
20
分","address":"某
某中心"}

传入的联系流变量，JSON格式。在
ContactFlowId 对应的 IVR 的开始节点中
新建同名的自定义参数，即可在IVR流程中
使用该参数。

MaskedCallee String 否 1312353**** 脱敏后的被叫号码。

SkillGroupId String 否
skg-test@ccc-
test

技能组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CallContext Struct 话务上下文环境。

CallType String OUTBOUND 呼叫类型, 最初发起呼叫时的类型。

开发指南··开发指南（2.x版本） 云呼叫中心

319 > 文档版本：20220707



ChannelContext
s

Array of
ChannelContext

通话上下文。

AssociatedData Map 无 随路数据。

CallType String OUTBOUND 呼叫类型, 最初发起呼叫时的类型。

ChannelFlags String [] 通道标志，比如监听，辅助，静音等。

ChannelId String

ch:user:131888****-
>8001****:16092257
18294:job-
65700074013925376

通道ID。

ChannelState String NONE 状态。

Destination String 8001**** 接收方。

JobId String
job-
65700074013925376

话务ID。

Originator String 1318888**** 发起方。

ReleaseInit iator String 无 挂断方。

ReleaseReason String 无 挂断原因。

Timestamp Long 1609225718295 状态数据上次变更时间戳。

UserExtension String 8001**** 坐席分机号。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该Channel的用户ID，如果是客户通道，则userId
为空。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job-
65700074013925376

话务ID。

UserContext Struct 用户上下文环境。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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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Code String Warm-up 小休状态码。

DeviceId String
ACC-YUNBS-1.0.10-
bsd87c04aaa8f7000
176ad354b1c

设备ID。

DeviceState String 无 设备状态。

Extension String 8001****
座席分机号，一共8位 如果一个用户账号有多种
设备，则多个设备用一个分机号，且同一时间只
有一个设备可用。

Heartbeat Long 1609136956378 上次操作时间。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job-
65700074013925376

在呼叫状态时的通话ID。

Mobile String 86-1324730****
座席手机号码，场外座席情况下通过此号码联系
座席。

OutboundScen
ario

Boolean false 仅外呼。

Reserved Long 1609136956378
座席处于预定状态，说明马上有电话给TA。该参
数记录收到预定请求的时间。

SignedSkillGrou
pIdList

List
["skill-group@ccc-
test"]

签入的技能组ID列表。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用户ID，格式为username@domain。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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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State String READY

座席状态码。包括：

OFFLINE（离线）

BREAK（小休）

READY（就绪，空闲）

DIALING（拨号）

RINGING（振铃）

TALKING（通话）

WORKING（话后处理）

WorkMode String ON_SITE 工作模式。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Params List 无 响应参数。

RequestId String
26A34338-5CD9-
4C95-A7A6-
5BDCE76C6B94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StartPredictiveCall
&Callee=1312353****
&Caller=0109810****
&ContactFlowId=9774c36c-12fe-4e37-adce-89bc77ce****
&InstanceId=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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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26A34338-5CD9-4C95-A7A6-5BDCE76C6B94</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Params>⽆</Params>
<Data>
    <CallContext>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CallType>OUTBOUND</CallType>
        <JobId>job-65700074013925376</JobId>
        <ChannelContexts>
            <Destination>8001****</Destination>
            <ChannelState>NONE</ChannelState>
            <ReleaseReason>⽆</ReleaseReason>
            <Originator>1318888****</Originator>
            <ChannelFlags>[]</ChannelFlags>
            <ReleaseInitiator>⽆</ReleaseInitiator>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UserExtension>8001****</UserExtension>
            <CallType>OUTBOUND</CallType>
            <AssociatedData>⽆</AssociatedData>
            <ChannelId>ch:user:131888****-&gt;8001****:1609225718294:job-65700074013925376<
/ChannelId>
            <Timestamp>1609225718295</Timestamp>
            <JobId>job-65700074013925376</JobId>
        </ChannelContexts>
    </CallContext>
    <UserContext>
        <Extension>8001****</Extension>
        <DeviceState>⽆</DeviceState>
        <UserState>READY</UserState>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BreakCode>Warm-up</BreakCode>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DeviceId>ACC-YUNBS-1.0.10-bsd87c04aaa8f7000176ad354b1c</DeviceId>
        <Heartbeat>1609136956378</Heartbeat>
        <OutboundScenario>false</OutboundScenario>
        <Mobile>86-1324730****</Mobile>
        <JobId>job-65700074013925376</JobId>
        <WorkMode>ON_SITE</WorkMode>
        <Reserved>1609136956378</Reserved>
        <SignedSkillGroupIdList>["skill-group@ccc-test"]</SignedSkillGroupIdList>
    </UserContext>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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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26A34338-5CD9-4C95-A7A6-5BDCE76C6B94",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Params": "⽆",
    "Data": {
        "CallContext": {
            "InstanceId": "ccc-test",
            "CallType": "OUTBOUND",
            "JobId": "job-65700074013925376",
            "ChannelContexts": {
                "Destination": "8001****",
                "ChannelState": "NONE",
                "ReleaseReason": "⽆",
                "Originator": "1318888****",
                "ChannelFlags": "[]",
                "ReleaseInitiator": "⽆",
                "UserId": "user-test@ccc-test",
                "UserExtension": "8001****",
                "CallType": "OUTBOUND",
                "AssociatedData": "⽆",
                "ChannelId": "ch:user:131888****-&gt;8001****:1609225718294:job-65700074013
925376",
                "Timestamp": 1609225718295,
                "JobId": "job-65700074013925376"
            }
        },
        "UserContext": {
            "Extension": "8001****",
            "DeviceState": "⽆",
            "UserState": "READY",
            "InstanceId": "ccc-test",
            "BreakCode": "Warm-up",
            "UserId": "user-test@ccc-test",
            "DeviceId": "ACC-YUNBS-1.0.10-bsd87c04aaa8f7000176ad354b1c",
            "Heartbeat": 1609136956378,
            "OutboundScenario": false,
            "Mobile": "86-1324730****",
            "JobId": "job-65700074013925376",
            "WorkMode": "ON_SITE",
            "Reserved": 1609136956378,
            "SignedSkillGroupIdList": "[\"skill-group@ccc-test\"]"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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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Parameter.Blank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or blank.

该参数不能为null或含有空白符的
字符串。

404 NotExists.Number
The specified number %s does
not exist in instance %s.

呼叫中心实例中不存在指定的号
码。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StartBack2BackCall发起双呼。

双呼和传统的双方通话不同，主叫并不直接呼叫对方，而是通过一个背靠背代理（Back to Back Agent），
背靠背代理首先呼叫主叫方，接通后，再呼叫被叫方，然后把二者拉进一个会场。在这种方式下，由于每个
呼叫的所有消息流经背靠背代理，因此服务提供商可以据此提供增值服务，比如计时、录音、隐藏真实号码
等等。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StartBack2BackCa
ll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StartBack2BackCall。

Broker String 是 010xxxx2157
背靠背代理所用的中间号码。需要是呼叫
中心的可外呼号码。

Callee String 是 137xxxx2168 被叫号码。

Caller String 是 139xxxx1814 主叫号码。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TimeoutSeconds Integer 否 20
超时时间，呼叫在经过该参数指定的时间
仍然未接通的情况下，则主动挂断。单位
秒。

3.2.10.2. StartBack2BackCall3.2.10.2. StartBack2Back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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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tionalBroker String 否 010xxxx2156
附加的中间号码，如果该参数存在，则呼
叫callee时使用该参数指定的号码。

Tags String 否 无 随路数据，不能超过128字节。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CallContext Struct 话务上下文环境。

CallType String BACK2BACK 呼叫类型, 最初发起呼叫时的类型。

ChannelContext
s

Array of
ChannelContext

通话上下文。

AssociatedData Map 无 随路数据。

CallType String BACK2BACK 呼叫类型, 最初发起呼叫时的类型。

ChannelFlags String [] 通道标志，比如监听，辅助，静音等。

ChannelId String

ch:user:1318888888
-
>80011474:1609225
718294:job-
65700074013925376

通道ID。

ChannelState String NONE 状态。

Destination String 1014 接收方。

JobId String
job-
10341590890762240
0

通话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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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tor String 010xxxx2157 发起方。

ReleaseInit iator String 无 挂断方。

ReleaseReason String 无 挂断原因。

Timestamp Long 1618217874062 状态数据上次变更时间戳。

UserExtension String 80011474 座席是否发起方。

UserId String 无
该Channel的用户ID，如果是客户通道，则userId
为空。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job-
10341590890762240
0

话务ID。

UserContext Struct 用户上下文环境。

BreakCode String Warm-up 小休状态码。

DeviceId String
ACC-YUNBS-1.0.10-
bsd87c04aaa8f7000
176ad354b1c

设备标示。

DeviceState String 无 设备状态。

Extension String 80202301
座席分机号，一共8位 如果一个用户账号有多种
设备，则多个设备用一个分机号，且同一时间只
有一个设备可用。

Heartbeat Long 1618217872911 上次操作时间。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job-
10341590890762240
0

在呼叫状态时的通话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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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e String 86-132xxxx4730
座席手机号码，场外座席情况下通过此号码联系
座席。

OutboundScen
ario

Boolean false 仅外呼。

Reserved Long 1618217794599
座席处于预定状态，说明马上有电话给TA. 该参
数记录收到预定请求的时间。

SignedSkillGrou
pIdList

List
["skg-default@ccc-
test"]

签入的技能组ID列表。

Uri String 无 废弃。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用户ID，格式为username@domain。

UserState String OFFLINE 座席状态码。

WorkMode String ON_SITE 工作模式。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Params List 无 返回参数。

RequestId String
26A34338-5CD9-
4C95-A7A6-
5BDCE76C6B94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StartBack2BackCall
&Broker=010xxxx2157
&Callee=137xxxx2168
&Caller=139xxxx1814
&InstanceId=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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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ML 格式

<RequestId>26A34338-5CD9-4C95-A7A6-5BDCE76C6B94</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Params>⽆</Params>
<Data>
    <CallContext>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CallType>BACK2BACK</CallType>
        <JobId>job-103415908907622400</JobId>
        <ChannelContexts>
            <Destination>1014</Destination>
            <ChannelState>NONE</ChannelState>
            <ReleaseReason>⽆</ReleaseReason>
            <ReleaseInitiator>⽆</ReleaseInitiator>
            <Originator>010xxxx2157</Originator>
            <ChannelFlags>[]</ChannelFlags>
            <UserId>⽆</UserId>
            <UserExtension>80011474</UserExtension>
            <CallType>BACK2BACK</CallType>
            <AssociatedData>⽆</AssociatedData>
            <ChannelId>ch:user:1318888888-&gt;80011474:1609225718294:job-65700074013925376<
/ChannelId>
            <Timestamp>1618217874062</Timestamp>
            <JobId>job-103415908907622400</JobId>
        </ChannelContexts>
    </CallContext>
    <UserContext>
        <UserState>OFFLINE</UserState>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DeviceId>ACC-YUNBS-1.0.10-bsd87c04aaa8f7000176ad354b1c</DeviceId>
        <BreakCode>Warm-up</BreakCode>
        <OutboundScenario>false</OutboundScenario>
        <Uri>⽆</Uri>
        <Mobile>86-132xxxx4730</Mobile>
        <Extension>80202301</Extension>
        <DeviceState>⽆</DeviceState>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Heartbeat>1618217872911</Heartbeat>
        <WorkMode>ON_SITE</WorkMode>
        <JobId>job-103415908907622400</JobId>
        <Reserved>1618217794599</Reserved>
        <SignedSkillGroupIdList>["skg-default@ccc-test"]</SignedSkillGroupIdList>
    </UserContext>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开发指南··开发指南（2.x版本） 云呼叫中心

329 > 文档版本：20220707



{
 "RequestId": "26A34338-5CD9-4C95-A7A6-5BDCE76C6B94",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Params": "⽆",
 "Data": {
  "CallContext": {
   "InstanceId": "ccc-test",
   "CallType": "BACK2BACK",
   "JobId": "job-103415908907622400",
   "ChannelContexts": [{
    "Destination": "1014",
    "ChannelState": "NONE",
    "ReleaseReason": "⽆",
    "ReleaseInitiator": "⽆",
    "Originator": "010xxxx2157",
    "ChannelFlags": "[]",
    "UserId": "⽆",
    "UserExtension": "80011474",
    "CallType": "BACK2BACK",
    "AssociatedData": "⽆",
    "ChannelId": "ch:user:1318888888->80011474:1609225718294:job-65700074013925376",
    "Timestamp": "1618217874062",
    "JobId": "job-103415908907622400"
   }]
  },
  "UserContext": {
   "UserState": "OFFLINE",
   "InstanceId": "ccc-test",
   "DeviceId": "ACC-YUNBS-1.0.10-bsd87c04aaa8f7000176ad354b1c",
   "BreakCode": "Warm-up",
   "OutboundScenario": "false",
   "Uri": "⽆",
   "Mobile": "86-132xxxx4730",
   "Extension": "80202301",
   "DeviceState": "⽆",
   "UserId": "user-test@ccc-test",
   "Heartbeat": "1618217872911",
   "WorkMode": "ON_SITE",
   "JobId": "job-103415908907622400",
   "Reserved": "1618217794599",
   "SignedSkillGroupIdList": "[\"skg-default@ccc-test\"]"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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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4 NotExists.Number
The specified number %s does
not exist in instance %s.

呼叫中心实例中不存在指定的号
码。

400 Parameter.Blank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or blank.

该参数不能为null或含有空白符的
字符串。

500 InternalService.CT I
An internal CT I service error
occurred. %s

内部CTI服务错误。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AnswerCall接听。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AnswerCall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AnswerCall。

DeviceId String 是

ACC-YUNBS-
1.0.10-
b18bp53c1736c2
914176a801ei90

座席端提供的唯一ID，用来表示一个座席
工作台。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是
job-
65382141036853
491

话务ID。

UserId String 是
user-test@ccc-
test

呼叫中心实例的用户ID，实例内唯一。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3.2.11. 话务3.2.11. 话务

3.2.11.1. AnswerCall3.2.11.1. Answer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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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CallContext Struct 话务上下文环境。

ChannelContext
s

Array of
ChannelContext

各个Channel的信息。

AssociatedData Map 无 随路数据。

CallType String OUTBOUND 呼叫类型。

ChannelId String

ch:user:139xxxx050
1-
>80326034:1609138
902226:job-
65382141036853491

通道ID。

ChannelState String CREATED 状态。

Destination String 139xxxx0501 接收方。

JobId String
job-
65382141036853491

话务ID。

Originator String 083xxxx0019 发起方。

ReleaseInit iator String 139xxxx0501 挂断方。

ReleaseReason String 404 - No destination 挂断原因。

SkillGroupId String
skg-default@ccc-
test

该通话相关技能组。

Timestamp Long 1609138903315 状态数据上次变更时间戳。

UserExtension String 80326034 该Channel的座席的分机号。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该Channel的用户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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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job-
65382141036853491

话务ID。

UserContext Struct 用户上下文环境。

BreakCode String Warm-up 小休状态码。

DeviceId String
ACC-YUNBS-1.0.10-
b18bp53c1736c2914
176a801ei90

座席端提供的唯一ID，用来表示一个座席工作
台。

Extension String 80326034 分机号码。

Heartbeat Long 1609136956378 上次操作时间。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job-
65382141036853491

在呼叫状态时的通话ID。

Mobile String 86-132xxxx4730
座席手机号码，场外座席情况下通过此号码联系
座席。

OutboundScen
ario

Boolean false 是否仅外呼。

Reserved Long 1609136956378
座席处于预定状态，说明马上有电话给TA. 该参
数记录收到预定请求的时间。

SignedSkillGrou
pIdList

List
["skg-test1@ccc-
test","skg-
test2@ccc-test"]

签入的技能组ID列表。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呼叫中心用户ID。

UserState String BREAK 座席状态。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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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Mode String ON_SITE 工作模式。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Params List 无 响应参数。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AnswerCall
&DeviceId=ACC-YUNBS-1.0.10-b18bp53c1736c2914176a801ei90
&InstanceId=ccc-test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
&UserId=user-test@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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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Params>⽆</Params>
<Data>
    <UserContext>
        <UserState>BREAK</UserState>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DeviceId>ACC-YUNBS-1.0.10-b18bp53c1736c2914176a801ei90</DeviceId>
        <BreakCode>Warm-up</BreakCode>
        <OutboundScenario>false</OutboundScenario>
        <Mobile>86-132xxxx4730</Mobile>
        <SignedSkillGroupIdList>["skg-test1@ccc-test","skg-test2@ccc-test"]</SignedSkillGro
upIdList>
        <Extension>80326034</Extension>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Heartbeat>1609136956378</Heartbeat>
        <WorkMode>ON_SITE</WorkMode>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JobId>
        <Reserved>1609136956378</Reserved>
    </UserContext>
    <CallContext>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JobId>
        <ChannelContexts>
            <Destination>139xxxx0501</Destination>
            <ChannelState>CREATED</ChannelState>
            <ReleaseInitiator>139xxxx0501</ReleaseInitiator>
            <CallType>OUTBOUND</CallType>
            <SkillGroupId>skg-default@ccc-test</SkillGroupId>
            <AssociatedData/>
            <ChannelId>ch:user:139xxxx0501-&gt;80326034:1609138902226:job-65382141036853491
</ChannelId>
            <Timestamp>1609138903315</Timestamp>
            <ReleaseReason>404 - No destination</ReleaseReason>
            <Originator>083xxxx0019</Originator>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UserExtension>80326034</UserExtension>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JobId>
        </ChannelContexts>
    </CallContext>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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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Params": "⽆",
 "Data": {
  "UserContext": {
   "UserState": "BREAK",
   "InstanceId": "ccc-test",
   "DeviceId": "ACC-YUNBS-1.0.10-b18bp53c1736c2914176a801ei90",
   "BreakCode": "Warm-up",
   "OutboundScenario": "false",
   "Mobile": "86-132xxxx4730",
   "SignedSkillGroupIdList": "[\"skg-test1@ccc-test\",\"skg-test2@ccc-test\"]",
   "Extension": "80326034",
   "UserId": "user-test@ccc-test",
   "Heartbeat": "1609136956378",
   "WorkMode": "ON_SITE",
   "JobId": "job-65382141036853491",
   "Reserved": "1609136956378"
  },
  "CallContext": {
   "InstanceId": "ccc-test",
   "JobId": "job-65382141036853491",
   "ChannelContexts": [{
    "Destination": "139xxxx0501",
    "ChannelState": "CREATED",
    "ReleaseInitiator": "139xxxx0501",
    "CallType": "OUTBOUND",
    "SkillGroupId": "skg-default@ccc-test",
    "AssociatedData": "",
    "ChannelId": "ch:user:139xxxx0501->80326034:1609138902226:job-65382141036853491",
    "Timestamp": "1609138903315",
    "ReleaseReason": "404 - No destination",
    "Originator": "083xxxx0019",
    "UserId": "user-test@ccc-test",
    "UserExtension": "80326034",
    "JobId": "job-65382141036853491"
   }]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ChannelId
The specified channel %s does
not exist in call %s.

通话中不存在指定的Channel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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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4 NotExists.JobId The call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通话信息不存在。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BargeInCall实现强插，将用户加入到jobId指定的会话中。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BargeInCall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BargeInCall。

BargedUserId String 是
user-test2@ccc-
test

被强插的座席ID。

DeviceId String 是

ACC-YUNBS-
1.0.10-
b18bp53c1736c2
914176a801ei90

座席端提供的唯一ID，用来表示一个座席
工作台。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是
job-
65382141036853
491

话务ID。

UserId String 是
user-test@ccc-
test

呼叫中心实例的用户ID，实例内唯一。

TimeoutSeconds Integer 否 60
超时时间，呼叫在经过该参数指定的时间
仍然未接通的情况下，则主动挂断。单位
秒。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3.2.11.2. BargeInCall3.2.11.2. BargeIn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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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CallContext Struct 话务上下文环境。

CallType String OUTBOUND 呼叫类型。

ChannelContext
s

Array of
ChannelContext

各个Channel的信息。

AssociatedData Map 无 随路数据。

CallType String OUTBOUND 呼叫类型。

ChannelFlags String MONITORING 通道标志，比如监听，辅助，静音等。

ChannelId String

ch:user:139xxxx050
1-
>80326034:1609138
902226:job-
65382141036853491

通道ID。

ChannelState String CREATED 状态。

Destination String 139xxxx0501 接收方。

Index Integer 10 记录这个Channel在通话过程中创建的顺序。

JobId String
job-
65382141036853491

话务ID。

Originator String 083xxxx0019 发起方。

ReleaseInit iator String 139xxxx0501 挂断方。

ReleaseReason String 404 - No destination 挂断原因。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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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llGroupId String skg-test1@ccc-test
该通话相关技能组。呼入场景下，技能组由IVR中
路由的排队队列指定，在呼出场景下，技能组是
座席签入的第一个技能组。

Timestamp Long 1609138903315 状态数据上次变更时间戳。

UserExtension String 80326034 该Channel的座席的分机号。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该Channel的用户ID。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job-
65382141036853491

话务ID。

UserContext Struct 用户上下文环境。

BreakCode String Warm-up 小休状态码。

DeviceId String
ACC-YUNBS-1.0.10-
b18bp53c1736c2914
176a801ei90

座席端提供的唯一ID，用来表示一个座席工作
台。

Extension String 80326034 分机号码。

Heartbeat Long 1609136956378 上次操作时间。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job-
65382141036853491

在呼叫状态时的通话ID。

Mobile String 86-132xxxx4730
座席手机号码，场外座席情况下通过此号码联系
座席。

OutboundScen
ario

Boolean false 是否仅外呼。

Reserved Long 1609136956378
座席处于预定状态，说明马上有电话给TA. 该参
数记录收到预定请求的时间。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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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edSkillGrou
pIdList

List
["skg-test1@ccc-
test","skg-
test2@ccc-test"]

签入的技能组ID列表。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呼叫中心用户ID。

UserState String BREAK 座席状态。

WorkMode String ON_SITE 工作模式。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Params List 无 响应参数。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BargeInCall
&BargedUserId=user-test2@ccc-test
&DeviceId=ACC-YUNBS-1.0.10-b18bp53c1736c2914176a801ei90
&InstanceId=ccc-test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
&UserId=user-test@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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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Params>⽆</Params>
<Data>
    <UserContext>
        <UserState>BREAK</UserState>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DeviceId>ACC-YUNBS-1.0.10-b18bp53c1736c2914176a801ei90</DeviceId>
        <BreakCode>Warm-up</BreakCode>
        <OutboundScenario>false</OutboundScenario>
        <Mobile>86-132xxxx4730</Mobile>
        <SignedSkillGroupIdList>["skg-test1@ccc-test","skg-test2@ccc-test"]</SignedSkillGro
upIdList>
        <Extension>80326034</Extension>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Heartbeat>1609136956378</Heartbeat>
        <WorkMode>ON_SITE</WorkMode>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JobId>
        <Reserved>1609136956378</Reserved>
    </UserContext>
    <CallContext>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CallType>OUTBOUND</CallType>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JobId>
        <ChannelContexts>
            <Destination>139xxxx0501</Destination>
            <ChannelState>CREATED</ChannelState>
            <ReleaseInitiator>139xxxx0501</ReleaseInitiator>
            <CallType>OUTBOUND</CallType>
            <Index>10</Index>
            <SkillGroupId>skg-test1@ccc-test</SkillGroupId>
            <AssociatedData>⽆</AssociatedData>
            <ChannelId>ch:user:139xxxx0501-&gt;80326034:1609138902226:job-65382141036853491
</ChannelId>
            <Timestamp>1609138903315</Timestamp>
            <ReleaseReason>404 - No destination</ReleaseReason>
            <Originator>083xxxx0019</Originator>
            <ChannelFlags>MONITORING</ChannelFlags>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UserExtension>80326034</UserExtension>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JobId>
        </ChannelContexts>
    </CallContext>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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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Params": "⽆",
 "Data": {
  "UserContext": {
   "UserState": "BREAK",
   "InstanceId": "ccc-test",
   "DeviceId": "ACC-YUNBS-1.0.10-b18bp53c1736c2914176a801ei90",
   "BreakCode": "Warm-up",
   "OutboundScenario": "false",
   "Mobile": "86-132xxxx4730",
   "SignedSkillGroupIdList": "[\"skg-test1@ccc-test\",\"skg-test2@ccc-test\"]",
   "Extension": "80326034",
   "UserId": "user-test@ccc-test",
   "Heartbeat": "1609136956378",
   "WorkMode": "ON_SITE",
   "JobId": "job-65382141036853491",
   "Reserved": "1609136956378"
  },
  "CallContext": {
   "InstanceId": "ccc-test",
   "CallType": "OUTBOUND",
   "JobId": "job-65382141036853491",
   "ChannelContexts": [{
    "Destination": "139xxxx0501",
    "ChannelState": "CREATED",
    "ReleaseInitiator": "139xxxx0501",
    "CallType": "OUTBOUND",
    "Index": "10",
    "SkillGroupId": "skg-test1@ccc-test",
    "AssociatedData": "⽆",
    "ChannelId": "ch:user:139xxxx0501->80326034:1609138902226:job-65382141036853491",
    "Timestamp": "1609138903315",
    "ReleaseReason": "404 - No destination",
    "Originator": "083xxxx0019",
    "ChannelFlags": "MONITORING",
    "UserId": "user-test@ccc-test",
    "UserExtension": "80326034",
    "JobId": "job-65382141036853491"
   }]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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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4 NotExists.JobId The call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通话信息不存在。

404 NotExists.UserId
The user %s does not exist in
instance %s.

呼叫中心实例中不存在指定的用
户。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BlindTransfer进行盲转。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BlindTransfer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BlindTransfer。

DeviceId String 是

ACC-YUNBS-
1.0.10-
b18bp53c1736c2
914176a801ei90

座席端提供的唯一ID，用来表示一个座席
工作台。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是
job-
65382141036853
491

话务ID。

Transferee String 是
user-test2@ccc-
test

接收方。

UserId String 是
user-test@ccc-
test

呼叫中心实例的用户ID，实例内唯一。

Transferor String 否 无
发起方,当呼叫类型为外部呼叫时，用此参
数指定的DID号码作为主叫。内部呼叫时，
此参数无效，发起方由userId指定。

3.2.11.3. BlindTransfer3.2.11.3. Blind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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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imeoutSeconds Integer 否 60
超时时间，单位秒，呼叫在经过该参数指
定的时间仍然未接通的情况下，则主动挂
断。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CallContext Struct 话务上下文环境。

CallType String OUTBOUND

呼叫类型。取值：INTERNAL（内部呼叫）、
INBOUND（呼入）、OUTBOUND（呼出）、
CONFERENCE（会议）、BACK2BACK（双呼）、
PREDICTIVE（预测式外呼）、CONSULTANT（咨
询）、THREEWAY（三方通话）、MONITOR（监
听）、COACH（辅导）、BARGE（强插）、
INTERCEPT（强拆）。

ChannelContext
s

Array of
ChannelContext

各个Channel的信息。

AssociatedData Map 无 随路数据。

CallType String OUTBOUND

呼叫类型。取值：INTERNAL（内部呼叫）、
INBOUND（呼入）、OUTBOUND（呼出）、
CONFERENCE（会议）、BACK2BACK（双呼）、
PREDICTIVE（预测式外呼）、CONSULTANT（咨
询）、THREEWAY（三方通话）、MONITOR（监
听）、COACH（辅导）、BARGE（强插）、
INTERCEPT（强拆）。

ChannelFlags String MONITORING 通道标志，比如监听，辅助，静音等。

ChannelId String

ch:user:139xxxx050
1-
>80326034:1609138
902226:job-
65382141036853491

通道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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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nelState String CREATED

通道状态。取值：NONE（初始）、
CREATED（已创建）、RINGING（振铃）、
EARLY_MEDIA（早媒体）、ANSWERED（已应
答）、RELEASED（已挂断）、RETIRED（已退
休，即将释放）。

Destination String 139xxxx0501 接收方。

JobId String
job-
65382141036853491

话务ID。

Originator String 083xxxx0019 发起方。

ReleaseInit iator String 139xxxx0501 挂断方。

ReleaseReason String 404 - No destination 挂断原因。

Timestamp Long 1609138903315 状态数据上次变更时间戳。

UserExtension String 80326034 该Channel的座席的分机号。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该Channel的用户ID。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job-
65382141036853491

话务ID。

ContextId Long 123456789 上下文ID，严格有序递增。

UserContext Struct 用户上下文环境。

BreakCode String Warm-up 小休状态码。

DeviceId String
ACC-YUNBS-1.0.10-
b18bp53c1736c2914
176a801ei90

座席端提供的唯一ID，用来表示一个座席工作
台。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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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nsion String 80326034 分机号码。

Heartbeat Long 1609136956378 上次操作时间。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job-
65382141036853491

在呼叫状态时的通话ID。

Mobile String 86-132xxxx4730
座席手机号码，场外座席情况下通过此号码联系
座席。

OutboundScen
ario

Boolean false 是否仅外呼。

Reserved Long 1609136956378

座席处于预定状态，说明马上有电话给TA. 该参
数记录收到预定请求的时间。

SignedSkillGrou
pIdList

List
["skg-test1@ccc-
test","skg-
test2@ccc-test"]

签入的技能组ID列表。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呼叫中心用户ID。

UserState String BREAK

座席状态码。取值：OFFLINE（离线）、
BREAK（小休）、READY（就绪）、DIALING（外
呼中）、RINGING（振铃中）、TALKING（通话
中）、WORKING（话后处理）。

WorkMode String ON_SITE
工作模式。取值：ON_SITE（场内模式）、
OFF_SITE（场外模式）、OFFICE_PHONE（办公
电话模式）。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Params List 无 响应参数。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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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BlindTransfer
&DeviceId=ACC-YUNBS-1.0.10-b18bp53c1736c2914176a801ei90
&InstanceId=ccc-test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
&Transferee=user-test2@ccc-test
&UserId=user-test@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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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Params>⽆</Params>
<Data>
    <UserContext>
        <UserState>BREAK</UserState>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DeviceId>ACC-YUNBS-1.0.10-b18bp53c1736c2914176a801ei90</DeviceId>
        <BreakCode>Warm-up</BreakCode>
        <OutboundScenario>false</OutboundScenario>
        <Mobile>86-132xxxx4730</Mobile>
        <SignedSkillGroupIdList>["skg-test1@ccc-test","skg-test2@ccc-test"]</SignedSkillGro
upIdList>
        <Extension>80326034</Extension>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Heartbeat>1609136956378</Heartbeat>
        <WorkMode>ON_SITE</WorkMode>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JobId>
        <Reserved>1609136956378</Reserved>
    </UserContext>
    <CallContext>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CallType>OUTBOUND</CallType>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JobId>
        <ChannelContexts>
            <Destination>139xxxx0501</Destination>
            <ChannelState>CREATED</ChannelState>
            <ReleaseInitiator>139xxxx0501</ReleaseInitiator>
            <CallType>OUTBOUND</CallType>
            <AssociatedData/>
            <ChannelId>ch:user:139xxxx0501-&gt;80326034:1609138902226:job-65382141036853491
</ChannelId>
            <Timestamp>1609138903315</Timestamp>
            <ReleaseReason>404 - No destination</ReleaseReason>
            <Originator>083xxxx0019</Originator>
            <ChannelFlags>MONITORING</ChannelFlags>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UserExtension>80326034</UserExtension>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JobId>
        </ChannelContexts>
    </CallContext>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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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Params": "⽆",
 "Data": {
  "UserContext": {
   "UserState": "BREAK",
   "InstanceId": "ccc-test",
   "DeviceId": "ACC-YUNBS-1.0.10-b18bp53c1736c2914176a801ei90",
   "BreakCode": "Warm-up",
   "OutboundScenario": "false",
   "Mobile": "86-132xxxx4730",
   "SignedSkillGroupIdList": "[\"skg-test1@ccc-test\",\"skg-test2@ccc-test\"]",
   "Extension": "80326034",
   "UserId": "user-test@ccc-test",
   "Heartbeat": "1609136956378",
   "WorkMode": "ON_SITE",
   "JobId": "job-65382141036853491",
   "Reserved": "1609136956378"
  },
  "CallContext": {
   "InstanceId": "ccc-test",
   "CallType": "OUTBOUND",
   "JobId": "job-65382141036853491",
   "ChannelContexts": [{
    "Destination": "139xxxx0501",
    "ChannelState": "CREATED",
    "ReleaseInitiator": "139xxxx0501",
    "CallType": "OUTBOUND",
    "AssociatedData": "",
    "ChannelId": "ch:user:139xxxx0501->80326034:1609138902226:job-65382141036853491",
    "Timestamp": "1609138903315",
    "ReleaseReason": "404 - No destination",
    "Originator": "083xxxx0019",
    "ChannelFlags": "MONITORING",
    "UserId": "user-test@ccc-test",
    "UserExtension": "80326034",
    "JobId": "job-65382141036853491"
   }]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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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 NotExists.JobId The call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通话信息不存在。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CancelAttendedTransfer取消咨询转。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ancelAttendedT
ransfer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CancelAttendedTransfer。

DeviceId String 是

ACC-YUNBS-
1.0.10-
b18bp53c1736c2
914176a801ei90

座席端提供的唯一ID，用来表示一个座席
工作台。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是
job-
65382141036853
491

话务ID。

UserId String 是
user-test@ccc-
test

呼叫中心实例的用户ID，实例内唯一。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CallContext Struct 话务上下文环境。

CallType String OUTBOUND 呼叫类型, 最初发起呼叫时的类型。

3.2.11.4. CancelAttendedTransfer3.2.11.4. CancelAttended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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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nelContext
s

Array of
ChannelContext

各个Channel的信息。

AssociatedData Map 无 随路数据。

CallType String OUTBOUND 呼叫类型。

ChannelFlags String MONITORING 通道标志，比如监听，辅助，静音等。

ChannelId String

ch:user:139xxxx050
1-
>80326034:1609138
902226:job-
65382141036853491

通道ID。

ChannelState String CREATED 状态。

Destination String 139xxxx0501 接收方。

Index Integer 10 记录这个Channel在通话过程中创建的顺序。

JobId String
job-
65382141036853491

话务ID。

Originator String 083xxxx0019 发起方。

ReleaseInit iator String 139xxxx0501 挂断方。

ReleaseReason String 404 - No destination 挂断原因。

Timestamp Long 1609138903315 状态数据上次变更时间戳。

UserExtension String 80326034 该Channel的座席的分机号。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该Channel的用户ID。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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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Id String
job-
65382141036853491

话务ID。

UserContext Struct 用户上下文环境。

BreakCode String Warm-up 小休状态码。

DeviceId String
ACC-YUNBS-1.0.10-
b18bp53c1736c2914
176a801ei90

座席端提供的唯一ID，用来表示一个座席工作
台。

Extension String 80326034 分机号码。

Heartbeat Long 1609136956378 上次操作时间。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job-
65382141036853491

在呼叫状态时的通话ID。

Mobile String 86-132xxxx4730
座席手机号码，场外座席情况下通过此号码联系
座席。

OutboundScen
ario

Boolean false 是否仅外呼。

Reserved Long 1609136956378
座席处于预定状态，说明马上有电话给TA. 该参
数记录收到预定请求的时间。

SignedSkillGrou
pIdList

List
["skg-test1@ccc-
test","skg-
test2@ccc-test"]

签入的技能组ID列表。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呼叫中心用户ID。

UserState String BREAK 座席状态。

WorkMode String ON_SITE 工作模式。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云呼叫中心 开发指南··开发指南（2.x版本）

> 文档版本：20220707 352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Params List 无 响应参数。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CancelAttendedTransfer
&DeviceId=ACC-YUNBS-1.0.10-b18bp53c1736c2914176a801ei90
&InstanceId=ccc-test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
&UserId=user-test@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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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Params>⽆</Params>
<Data>
    <UserContext>
        <UserState>BREAK</UserState>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DeviceId>ACC-YUNBS-1.0.10-b18bp53c1736c2914176a801ei90</DeviceId>
        <BreakCode>Warm-up</BreakCode>
        <OutboundScenario>false</OutboundScenario>
        <Mobile>86-132xxxx4730</Mobile>
        <SignedSkillGroupIdList>["skg-test1@ccc-test","skg-test2@ccc-test"]</SignedSkillGro
upIdList>
        <Extension>80326034</Extension>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Heartbeat>1609136956378</Heartbeat>
        <WorkMode>ON_SITE</WorkMode>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JobId>
        <Reserved>1609136956378</Reserved>
    </UserContext>
    <CallContext>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CallType>OUTBOUND</CallType>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JobId>
        <ChannelContexts>
            <Destination>139xxxx0501</Destination>
            <ChannelState>CREATED</ChannelState>
            <ReleaseInitiator>139xxxx0501</ReleaseInitiator>
            <CallType>OUTBOUND</CallType>
            <Index>10</Index>
            <AssociatedData>⽆</AssociatedData>
            <ChannelId>ch:user:139xxxx0501-&gt;80326034:1609138902226:job-65382141036853491
</ChannelId>
            <Timestamp>1609138903315</Timestamp>
            <ReleaseReason>404 - No destination</ReleaseReason>
            <Originator>083xxxx0019</Originator>
            <ChannelFlags>MONITORING</ChannelFlags>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UserExtension>80326034</UserExtension>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JobId>
        </ChannelContexts>
    </CallContext>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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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Params": "⽆",
 "Data": {
  "UserContext": {
   "UserState": "BREAK",
   "InstanceId": "ccc-test",
   "DeviceId": "ACC-YUNBS-1.0.10-b18bp53c1736c2914176a801ei90",
   "BreakCode": "Warm-up",
   "OutboundScenario": "false",
   "Mobile": "86-132xxxx4730",
   "SignedSkillGroupIdList": "[\"skg-test1@ccc-test\",\"skg-test2@ccc-test\"]",
   "Extension": "80326034",
   "UserId": "user-test@ccc-test",
   "Heartbeat": "1609136956378",
   "WorkMode": "ON_SITE",
   "JobId": "job-65382141036853491",
   "Reserved": "1609136956378"
  },
  "CallContext": {
   "InstanceId": "ccc-test",
   "CallType": "OUTBOUND",
   "JobId": "job-65382141036853491",
   "ChannelContexts": [{
    "Destination": "139xxxx0501",
    "ChannelState": "CREATED",
    "ReleaseInitiator": "139xxxx0501",
    "CallType": "OUTBOUND",
    "Index": "10",
    "AssociatedData": "⽆",
    "ChannelId": "ch:user:139xxxx0501->80326034:1609138902226:job-65382141036853491",
    "Timestamp": "1609138903315",
    "ReleaseReason": "404 - No destination",
    "Originator": "083xxxx0019",
    "ChannelFlags": "MONITORING",
    "UserId": "user-test@ccc-test",
    "UserExtension": "80326034",
    "JobId": "job-65382141036853491"
   }]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ChannelId
The specified channel %s does
not exist in call %s.

通话中不存在指定的Channel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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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4 NotExists.JobId The call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通话信息不存在。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接口ChangeWorkMode来改变工作模式。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hangeWorkMod
e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ChangeWorkMode。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WorkMode String 是 ON_SITE
工作模式。取值：ON_SITE（场内模
式）、OFF_SITE（场外模式）、
OFFICE_PHONE（办公电话模式）。

UserId String 否
user-test@ccc-
test

用户ID，格式为username@domain。

DeviceId String 否

ACC-YUNBS-
1.0.10-
bs990cd82101cc0
00176af19ec8e

座席端提供的唯一ID，用来表示一个座席
工作台，一个座席可以有多个不同类型的
座席台，比如浏览器，iOS, Android等，
但是在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生效。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3.2.11.5. ChangeWorkMode3.2.11.5. ChangeWork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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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Code String Warm-up 小休状态码。

DeviceId String
ACC-YUNBS-1.0.10-
bs990cd82101cc000
176af19ec8e

设备标示。

Extension String 80011474
座席分机号，一共8位，如果一个用户账号有多
个设备，则多个设备用一个分机号，且同一时间
只有一个设备可用。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无 在呼叫状态时的通话ID。

OutboundScen
ario

Boolean false 仅外呼。

SignedSkillGrou
pIdList

List
["skill-group@ccc-
test"]

签入的技能组ID列表。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用户ID，格式为username@domain。

UserState String OFFLINE

座席状态码。取值：OFFLINE（离线）、
BREAK（小休）、READY（就绪）、DIALING（拨
号中）、RINGING（振铃中）、TALKING（通话
中）、WORKING（话后处理中）。

WorkMode String ON_SITE
工作模式。取值：ON_SITE（场内模式）、
OFF_SITE（场外模式）、OFFICE_PHONE（办公
电话模式）。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Params List 无 返回参数。

RequestId String
87731ED1-6224-
48A5-99E3-
6237FF9B1C00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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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ChangeWorkMode
&InstanceId=ccc-test
&WorkMode=ON_SITE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87731ED1-6224-48A5-99E3-6237FF9B1C00</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Params>⽆</Params>
<Data>
    <Extension>80011474</Extension>
    <UserState>OFFLINE</UserState>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DeviceId>ACC-YUNBS-1.0.10-bs990cd82101cc000176af19ec8e</DeviceId>
    <BreakCode>Warm-up</BreakCode>
    <OutboundScenario>false</OutboundScenario>
    <WorkMode>ON_SITE</WorkMode>
    <JobId>⽆</JobId>
    <SignedSkillGroupIdList>["skill-group@ccc-test"]</SignedSkillGroupIdList>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87731ED1-6224-48A5-99E3-6237FF9B1C00",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Params": "⽆",
 "Data": {
  "Extension": "80011474",
  "UserState": "OFFLINE",
  "InstanceId": "ccc-test",
  "UserId": "user-test@ccc-test",
  "DeviceId": "ACC-YUNBS-1.0.10-bs990cd82101cc000176af19ec8e",
  "BreakCode": "Warm-up",
  "OutboundScenario": "false",
  "WorkMode": "ON_SITE",
  "JobId": "⽆",
  "SignedSkillGroupIdList": "[\"skill-group@ccc-test\"]"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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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Parameter.Enumerat
ion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one
of the value of enumeration %s.

该参数必须为系统限定的枚举值之
一。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CoachCall辅导坐席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oachCall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CoachCall。

CoachedUserId String 是
coached-user-
test@ccc-test

被辅导的用户ID。

DeviceId String 是

ACC-YUNBS-
1.0.10-
b18bp53c1736c2
914176a801ei90

座席端提供的唯一ID，用来表示一个座席
工作台。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是
job-
65382141036853
491

话务ID。

UserId String 是
user-test@ccc-
test

发起辅导的用户ID。

TimeoutSeconds Integer 否 30
超时时间，呼叫在经过该参数指定的时间
仍然未接通的情况下，则主动挂断，单
位：s。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3.2.11.6. CoachCall3.2.11.6. Coach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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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Struct 数据。

CallContext Struct 话务上下文环境。

CallType String OUTBOUND 呼叫类型, 最初发起呼叫时的类型。

ChannelContext
s

Array of
ChannelContext

各个Channel的信息。

AssociatedData Map 无 随路数据。

CallType String OUTBOUND 呼叫类型。

ChannelFlags String COACHING 通道标志，比如监听，辅助，静音等。

ChannelId String

ch:user:139xxxx050
1-
>8032xxxx:1609138
902226:job-
65382141036853491

通道ID。

ChannelState String CREATED 状态。

Destination String 139xxxx0501 接收方。

Index Integer 1 Channel在通话过程中创建的顺序。

JobId String
job-
65382141036853491

话务ID。

Originator String 083xxxx0019 发起方。

ReleaseInit iator String 139xxxx0501 挂断方。

ReleaseReason String 404 - No destination 挂断原因。

SkillGroupId String
skg-default@ccc-
test

该通话相关技能组。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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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imestamp Long 1609138903315 状态数据上次变更时间戳。

UserExtension String 8032xxxx 该Channel的座席的分机号。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该Channel的用户ID。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job-
65382141036853491

话务ID。

UserContext Struct 用户上下文环境。

BreakCode String Warm-up 小休状态码。

DeviceId String
ACC-YUNBS-1.0.10-
b18bp53c1736c2914
176a801ei90

座席端提供的唯一ID，用来表示一个座席工作
台。

DeviceState String UNREGISTERED 设备状态。

Extension String 8032xxxx 分机号。

Heartbeat Long 1609136956378 上次操作时间。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job-
65382141036853491

在呼叫状态时的通话ID。

Mobile String 86-132xxxx4730
座席手机号码，场外座席情况下通过此号码联系
座席。

OutboundScen
ario

Boolean false 是否仅外呼。

Reserved Long 1609136956370
座席处于预定状态，说明马上有电话给他。 该参
数记录收到预定请求的时间。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开发指南··开发指南（2.x版本） 云呼叫中心

361 > 文档版本：20220707



SignedSkillGrou
pIdList

List
["skg-test1@ccc-
test","skg-
test2@ccc-test"]

签入的技能组ID列表。

Uri String 无 访问地址。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呼叫中心用户ID。

UserState String BREAK 座席状态。

WorkMode String ON_SITE 工作模式。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Params List 无 响应参数。

RequestId String
BA03159C-E808-
4FF1-B27E-
A61B6E888D7F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CoachCall
&CoachedUserId=coached-user-test@ccc-test
&DeviceId=ACC-YUNBS-1.0.10-b18bp53c1736c2914176a801ei90
&InstanceId=ccc-test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
&UserId=user-test@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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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Params>⽆</Params>
<Data>
    <CallContext>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CallType>OUTBOUND</CallType>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JobId>
        <ChannelContexts>
            <Destination>139xxxx0501</Destination>
            <ChannelState>CREATED</ChannelState>
            <ReleaseInitiator>139xxxx0501</ReleaseInitiator>
            <CallType>OUTBOUND</CallType>
            <Index>1</Index>
            <AssociatedData>⽆</AssociatedData>
            <SkillGroupId>skg-default@ccc-test</SkillGroupId>
            <ChannelId>ch:user:139xxxx0501-&gt;8032xxxx:1609138902226:job-65382141036853491
</ChannelId>
            <Timestamp>1609138903315</Timestamp>
            <ReleaseReason>404 - No destination</ReleaseReason>
            <Originator>083xxxx0019</Originator>
            <ChannelFlags>COACHING</ChannelFlags>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UserExtension>8032xxxx</UserExtension>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JobId>
        </ChannelContexts>
    </CallContext>
    <UserContext>
        <UserState>BREAK</UserState>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BreakCode>Warm-up</BreakCode>
        <DeviceId>ACC-YUNBS-1.0.10-b18bp53c1736c2914176a801ei90</DeviceId>
        <OutboundScenario>false</OutboundScenario>
        <Mobile>86-132xxxx4730</Mobile>
        <Uri>⽆</Uri>
        <Extension>8032xxxx</Extension>
        <DeviceState>UNREGISTERED</DeviceState>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Heartbeat>1609136956378</Heartbeat>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JobId>
        <WorkMode>ON_SITE</WorkMode>
        <Reserved>1609136956370</Reserved>
        <SignedSkillGroupIdList>["skg-test1@ccc-test","skg-test2@ccc-test"]</SignedSkillGro
upIdList>
    </UserContext>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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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Params": "⽆",
    "Data": {
        "CallContext": {
            "InstanceId": "ccc-test",
            "CallType": "OUTBOUND",
            "JobId": "job-65382141036853491",
            "ChannelContexts": {
                "Destination": "139xxxx0501",
                "ChannelState": "CREATED",
                "ReleaseInitiator": "139xxxx0501",
                "CallType": "OUTBOUND",
                "Index": 1,
                "AssociatedData": "⽆",
                "SkillGroupId": "skg-default@ccc-test",
                "ChannelId": "ch:user:139xxxx0501-&gt;8032xxxx:1609138902226:job-6538214103
6853491",
                "Timestamp": 1609138903315,
                "ReleaseReason": "404 - No destination",
                "Originator": "083xxxx0019",
                "ChannelFlags": "COACHING",
                "UserId": "user-test@ccc-test",
                "UserExtension": "8032xxxx",
                "JobId": "job-65382141036853491"
            }
        },
        "UserContext": {
            "UserState": "BREAK",
            "InstanceId": "ccc-test",
            "BreakCode": "Warm-up",
            "DeviceId": "ACC-YUNBS-1.0.10-b18bp53c1736c2914176a801ei90",
            "OutboundScenario": false,
            "Mobile": "86-132xxxx4730",
            "Uri": "⽆",
            "Extension": "8032xxxx",
            "DeviceState": "UNREGISTERED",
            "UserId": "user-test@ccc-test",
            "Heartbeat": 1609136956378,
            "JobId": "job-65382141036853491",
            "WorkMode": "ON_SITE",
            "Reserved": 1609136956370,
            "SignedSkillGroupIdList": "[\"skg-test1@ccc-test\",\"skg-test2@ccc-test\"]"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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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Operation.Dev
iceState

The operation is not allowed.
Device state (%s) does not meet
expectations (%s).

非法操作。 设备状态不符合预期。

400
InvalidOperation.Use
rState

The operation is not allowed.
User state (%s) does not meet
expectations (%s).

非法操作，用户状态不符合预期。

400 Parameter.Blank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or blank.

该参数不能为null或含有空白符的
字符串。

400 UserBusy
The user %s you called was
busy. Please try again later.

您呼叫的用户正忙，请稍后再试。

403 Permission.Common
You have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s

您无权进行访问。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4 NotExists.JobId The call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通话信息不存在。

404 NotExists.UserId
The user %s does not exist in
instance %s.

呼叫中心实例中不存在指定的用
户。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CompleteAttendedTransfer完成咨询转。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ompleteAttend
edTransfer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CompleteAttendedTransfer。

DeviceId String 是

ACC-YUNBS-
1.0.10-
b18bp53c1736c2
914176a801ei90

座席端提供的唯一ID，用来表示一个座席
工作台。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3.2.11.7. CompleteAttendedTransfer3.2.11.7. CompleteAttended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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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Id String 是
job-
65382141036853
491

话务ID。

UserId String 是
user-test@ccc-
test

呼叫中心实例的用户ID，实例内唯一。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CallContext Struct 话务上下文环境。

CallType String OUTBOUND 呼叫类型, 最初发起呼叫时的类型。

ChannelContext
s

Array of
ChannelContext

各个Channel的信息。

AssociatedData Map 无 随路数据。

CallType String OUTBOUND 呼叫类型。

ChannelFlags String MONITORING 通道标志，比如监听，辅助，静音等。

ChannelId String

ch:user:139xxxx050
1-
>80326034:1609138
902226:job-
65382141036853491

通道ID。

ChannelState String CREATED 状态。

Destination String 139xxxx0501 接收方。

Index Integer 10 记录这个Channel在通话过程中创建的顺序。

JobId String
job-
65382141036853491

话务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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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tor String 083xxxx0019 发起方。

ReleaseInit iator String 139xxxx0501 挂断方。

ReleaseReason String 404 - No destination 挂断原因。

SkillGroupId String
skg-default@ccc-
test

该通话相关技能组。

Timestamp Long 1609138903315 状态数据上次变更时间戳。

UserExtension String 80326034 该Channel的座席的分机号。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该Channel的用户ID。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job-
65382141036853491

话务ID。

UserContext Struct 用户上下文环境。

BreakCode String Warm-up 小休状态码。

DeviceId String
ACC-YUNBS-1.0.10-
b18bp53c1736c2914
176a801ei90

座席端提供的唯一ID，用来表示一个座席工作
台。

Extension String 80326034 分机号码。

Heartbeat Long 1609136956378 上次操作时间。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job-
65382141036853491

在呼叫状态时的通话ID。

Mobile String 86-132xxxx4730
座席手机号码，场外座席情况下通过此号码联系
座席。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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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boundScen
ario

Boolean false 是否仅外呼。

Reserved Long 1609136956378
座席处于预定状态，说明马上有电话给TA. 该参
数记录收到预定请求的时间。

SignedSkillGrou
pIdList

List
["skg-test1@ccc-
test","skg-
test2@ccc-test"]

签入的技能组ID列表。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呼叫中心用户ID。

UserState String BREAK 座席状态。

WorkMode String ON_SITE 工作模式。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Params List 无 响应参数。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CompleteAttendedTransfer
&DeviceId=ACC-YUNBS-1.0.10-b18bp53c1736c2914176a801ei90
&InstanceId=ccc-test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
&UserId=user-test@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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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Params>⽆</Params>
<Data>
    <UserContext>
        <UserState>BREAK</UserState>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DeviceId>ACC-YUNBS-1.0.10-b18bp53c1736c2914176a801ei90</DeviceId>
        <BreakCode>Warm-up</BreakCode>
        <OutboundScenario>false</OutboundScenario>
        <Mobile>86-132xxxx4730</Mobile>
        <SignedSkillGroupIdList>["skg-test1@ccc-test","skg-test2@ccc-test"]</SignedSkillGro
upIdList>
        <Extension>80326034</Extension>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Heartbeat>1609136956378</Heartbeat>
        <WorkMode>ON_SITE</WorkMode>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JobId>
        <Reserved>1609136956378</Reserved>
    </UserContext>
    <CallContext>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CallType>OUTBOUND</CallType>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JobId>
        <ChannelContexts>
            <Destination>139xxxx0501</Destination>
            <ChannelState>CREATED</ChannelState>
            <ReleaseInitiator>139xxxx0501</ReleaseInitiator>
            <CallType>OUTBOUND</CallType>
            <Index>10</Index>
            <SkillGroupId>skg-default@ccc-test</SkillGroupId>
            <AssociatedData>⽆</AssociatedData>
            <ChannelId>ch:user:139xxxx0501-&gt;80326034:1609138902226:job-65382141036853491
</ChannelId>
            <Timestamp>1609138903315</Timestamp>
            <ReleaseReason>404 - No destination</ReleaseReason>
            <Originator>083xxxx0019</Originator>
            <ChannelFlags>MONITORING</ChannelFlags>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UserExtension>80326034</UserExtension>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JobId>
        </ChannelContexts>
    </CallContext>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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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Params": "⽆",
 "Data": {
  "UserContext": {
   "UserState": "BREAK",
   "InstanceId": "ccc-test",
   "DeviceId": "ACC-YUNBS-1.0.10-b18bp53c1736c2914176a801ei90",
   "BreakCode": "Warm-up",
   "OutboundScenario": "false",
   "Mobile": "86-132xxxx4730",
   "SignedSkillGroupIdList": "[\"skg-test1@ccc-test\",\"skg-test2@ccc-test\"]",
   "Extension": "80326034",
   "UserId": "user-test@ccc-test",
   "Heartbeat": "1609136956378",
   "WorkMode": "ON_SITE",
   "JobId": "job-65382141036853491",
   "Reserved": "1609136956378"
  },
  "CallContext": {
   "InstanceId": "ccc-test",
   "CallType": "OUTBOUND",
   "JobId": "job-65382141036853491",
   "ChannelContexts": [{
    "Destination": "139xxxx0501",
    "ChannelState": "CREATED",
    "ReleaseInitiator": "139xxxx0501",
    "CallType": "OUTBOUND",
    "Index": "10",
    "SkillGroupId": "skg-default@ccc-test",
    "AssociatedData": "⽆",
    "ChannelId": "ch:user:139xxxx0501->80326034:1609138902226:job-65382141036853491",
    "Timestamp": "1609138903315",
    "ReleaseReason": "404 - No destination",
    "Originator": "083xxxx0019",
    "ChannelFlags": "MONITORING",
    "UserId": "user-test@ccc-test",
    "UserExtension": "80326034",
    "JobId": "job-65382141036853491"
   }]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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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 NotExists.ChannelId
The specified channel %s does
not exist in call %s.

通话中不存在指定的Channel信
息。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4 NotExists.JobId The call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通话信息不存在。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接口 HoldCall 使得通话保持。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HoldCall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HoldCall。

ChannelId String 是

ch:customer:010
123****-
>1318888****:16
09255715825:job
-
65825892782321
664

待保持的通道ID。

DeviceId String 是

ACC-YUNBS-
1.0.10-
bs990cd82101cc0
00176af19ec8e

座席端提供的唯一ID，用来表示一个座席
工作台，一个座席可以有多个不同类型的
座席台，比如浏览器，iOS, Android等，
但是在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生效。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是
job-
65825892782321
664

话务ID。

UserId String 是
user-test@ccc-
test

用户ID，格式为username@domain。

Music String 否 无 保持音乐。

3.2.11.8. HoldCall3.2.11.8. Hold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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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CallContext Struct 话务上下文环境。

CallType String OUTBOUND 呼叫类型, 最初发起呼叫时的类型。

ChannelContext
s

Array of
ChannelContext

通话上下文。

AssociatedData Map 无 随路数据。

CallType String OUTBOUND 呼叫类型, 最初发起呼叫时的类型。

ChannelId String

ch:user:1318888****
-
>8001****:16092557
15825:job-
65825892782321664

通道ID。

ChannelState String ANSWERED 状态。

Destination String 8001**** 接收方。

JobId String
job-
65825892782321664

话务ID。

Originator String 1318888**** 发起方。

ReleaseInit iator String 无 挂断方。

ReleaseReason String 无 挂断原因。

SkillGroupId String
skill-group@ccc-
test

技能组ID。

Timestamp Long 1609255716900 状态数据上次变更时间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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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Extension String 8001**** 座席是否发起方。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该Channel的用户ID，如果是客户通道，则userId
为空。

InstanceId String 无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job-
65825892782321664

话务ID。

UserContext Struct 用户上下文环境。

BreakCode String Warm-up 小休状态码。

DeviceId String
ACC-YUNBS-1.0.10-
bs990cd82101cc000
176af19ec8e

设备标示。

Extension String 8001****
座席分机号，一共8位，如果一个用户账号有多
个设备，则多个设备用一个分机号，且同一时间
只有一个设备可用。

Heartbeat Long 1609255716908 上次操作时间。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job-
65825892782321664

在呼叫状态时的通话ID。

Mobile String 1390000****
座席手机号码，场外座席情况下通过此号码联系
座席。

OutboundScen
ario

Boolean false 仅外呼。

Reserved Long 1609255715822
座席处于预定状态，说明马上有电话给TA. 该参
数记录收到预定请求的时间。

SignedSkillGrou
pIdList

List
["skill-group@ccc-
test"]

签入的技能组ID列表。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用户ID，格式为username@domain。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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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State String TALKING 座席状态码。

WorkMode String ON_SITE 工作模式。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Params List 无 返回参数。

RequestId String
174F7777-2F6C-
4F10-B889-
C698E26C1AE0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HoldCall
&ChannelId=ch:customer:010123****->1318888****:1609255715825:job-65825892782321664
&DeviceId=ACC-YUNBS-1.0.10-bs990cd82101cc000176af19ec8e
&InstanceId=ccc-test
&JobId=job-65825892782321664
&UserId=user-test@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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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174F7777-2F6C-4F10-B889-C698E26C1AE0</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Params>⽆</Params>
<Data>
    <CallContext>
        <InstanceId>⽆</InstanceId>
        <CallType>OUTBOUND</CallType>
        <JobId>job-65825892782321664</JobId>
        <ChannelContexts>
            <Destination>8001****</Destination>
            <ChannelState>ANSWERED</ChannelState>
            <ReleaseReason>⽆</ReleaseReason>
            <Originator>1318888****</Originator>
            <ReleaseInitiator>⽆</ReleaseInitiator>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UserExtension>8001****</UserExtension>
            <CallType>OUTBOUND</CallType>
            <AssociatedData>⽆</AssociatedData>
            <SkillGroupId>skill-group@ccc-test</SkillGroupId>
            <ChannelId>ch:user:1318888****-&gt;8001****:1609255715825:job-65825892782321664
</ChannelId>
            <Timestamp>1609255716900</Timestamp>
            <JobId>job-65825892782321664</JobId>
        </ChannelContexts>
    </CallContext>
    <UserContext>
        <Extension>8001****</Extension>
        <UserState>TALKING</UserState>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BreakCode>Warm-up</BreakCode>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DeviceId>ACC-YUNBS-1.0.10-bs990cd82101cc000176af19ec8e</DeviceId>
        <Heartbeat>1609255716908</Heartbeat>
        <OutboundScenario>false</OutboundScenario>
        <Mobile>1390000****</Mobile>
        <JobId>job-65825892782321664</JobId>
        <WorkMode>ON_SITE</WorkMode>
        <Reserved>1609255715822</Reserved>
        <SignedSkillGroupIdList>["skill-group@ccc-test"]</SignedSkillGroupIdList>
    </UserContext>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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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174F7777-2F6C-4F10-B889-C698E26C1AE0",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Params": "⽆",
    "Data": {
        "CallContext": {
            "InstanceId": "⽆",
            "CallType": "OUTBOUND",
            "JobId": "job-65825892782321664",
            "ChannelContexts": {
                "Destination": "8001****",
                "ChannelState": "ANSWERED",
                "ReleaseReason": "⽆",
                "Originator": "1318888****",
                "ReleaseInitiator": "⽆",
                "UserId": "user-test@ccc-test",
                "UserExtension": "8001****",
                "CallType": "OUTBOUND",
                "AssociatedData": "⽆",
                "SkillGroupId": "skill-group@ccc-test",
                "ChannelId": "ch:user:1318888****-&gt;8001****:1609255715825:job-6582589278
2321664",
                "Timestamp": 1609255716900,
                "JobId": "job-65825892782321664"
            }
        },
        "UserContext": {
            "Extension": "8001****",
            "UserState": "TALKING",
            "InstanceId": "ccc-test",
            "BreakCode": "Warm-up",
            "UserId": "user-test@ccc-test",
            "DeviceId": "ACC-YUNBS-1.0.10-bs990cd82101cc000176af19ec8e",
            "Heartbeat": 1609255716908,
            "OutboundScenario": false,
            "Mobile": "1390000****",
            "JobId": "job-65825892782321664",
            "WorkMode": "ON_SITE",
            "Reserved": 1609255715822,
            "SignedSkillGroupIdList": "[\"skill-group@ccc-test\"]"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ChannelId
The specified channel %s does
not exist in call %s.

通话中不存在指定的Channel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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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4 NotExists.JobId The call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通话信息不存在。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Init iateAttendedTransfer发起咨询转。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InitiateAttendedT
ransfer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InitiateAttendedTransfer。

DeviceId String 是

ACC-YUNBS-
1.0.10-
b18bp53c1736c2
914176a801ei90

座席端提供的唯一ID，用来表示一个座席
工作台。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是
job-
65382141036853
491

话务ID。

Transferee String 是
user-test2@ccc-
test

接收方。

UserId String 是
user-test@ccc-
test

呼叫中心实例的用户ID。

Transferor String 否 无
发起方,当呼叫类型为外部呼叫时，用此参
数指定的DID号码作为主叫。内部呼叫时，
此参数无效，发起方由userId指定。

TimeoutSeconds Integer 否 60
超时时间，呼叫在经过该参数指定的时间
仍然未接通的情况下，则主动挂断。

3.2.11.9. InitiateAttendedTransfer3.2.11.9. InitiateAttended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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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CallContext Struct 话务上下文环境。

CallType String OUTBOUND 呼叫类型, 最初发起呼叫时的类型。

ChannelContext
s

Array of
ChannelContext

各个Channel的信息。

AssociatedData Map 无 随路数据。

CallType String OUTBOUND 呼叫类型。

ChannelFlags String MONITORING 通道标志，比如监听，辅助，静音等。

ChannelId String

ch:user:139xxxx050
1-
>80326034:1609138
902226:job-
65382141036853491

通道ID。

ChannelState String CREATED 状态。

Destination String 139xxxx0501 接收方。

Index Integer 10 记录这个Channel在通话过程中创建的顺序。

JobId String
job-
65382141036853491

话务ID。

Originator String 083xxxx0019 发起方。

ReleaseInit iator String 139xxxx0501 挂断方。

ReleaseReason String 404 - No destination 挂断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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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llGroupId String
skg-default@ccc-
test

该通话相关技能组。

Timestamp Long 1609138903315 状态数据上次变更时间戳。

UserExtension String 80326034 该Channel的座席的分机号。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该Channel的用户ID。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job-
65382141036853491

话务ID。

UserContext Struct 用户上下文环境。

BreakCode String Warm-up 小休状态码。

DeviceId String
ACC-YUNBS-1.0.10-
b18bp53c1736c2914
176a801ei90

座席端提供的唯一ID，用来表示一个座席工作
台。

Extension String 80326034 分机号码。

Heartbeat Long 1609136956378 上次操作时间。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job-
65382141036853491 在呼叫状态时的通话ID。

Mobile String 86-132xxxx4730
座席手机号码，场外座席情况下通过此号码联系
座席。

OutboundScen
ario

Boolean false 是否仅外呼。

Reserved Long 1609136956378
座席处于预定状态，说明马上有电话给TA. 该参
数记录收到预定请求的时间。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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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edSkillGrou
pIdList

List
["skg-test1@ccc-
test","skg-
test2@ccc-test"]

签入的技能组ID列表。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呼叫中心用户ID。

UserState String BREAK 座席状态。

WorkMode String ON_SITE 工作模式。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Params List 无 响应参数。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InitiateAttendedTransfer
&DeviceId=ACC-YUNBS-1.0.10-b18bp53c1736c2914176a801ei90
&InstanceId=ccc-test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
&Transferee=user-test2@ccc-test
&UserId=user-test@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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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Params>⽆</Params>
<Data>
    <UserContext>
        <UserState>BREAK</UserState>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DeviceId>ACC-YUNBS-1.0.10-b18bp53c1736c2914176a801ei90</DeviceId>
        <BreakCode>Warm-up</BreakCode>
        <OutboundScenario>false</OutboundScenario>
        <Mobile>86-132xxxx4730</Mobile>
        <SignedSkillGroupIdList>["skg-test1@ccc-test","skg-test2@ccc-test"]</SignedSkillGro
upIdList>
        <Extension>80326034</Extension>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Heartbeat>1609136956378</Heartbeat>
        <WorkMode>ON_SITE</WorkMode>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JobId>
        <Reserved>1609136956378</Reserved>
    </UserContext>
    <CallContext>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CallType>OUTBOUND</CallType>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JobId>
        <ChannelContexts>
            <Destination>139xxxx0501</Destination>
            <ChannelState>CREATED</ChannelState>
            <ReleaseInitiator>139xxxx0501</ReleaseInitiator>
            <CallType>OUTBOUND</CallType>
            <Index>10</Index>
            <SkillGroupId>skg-default@ccc-test</SkillGroupId>
            <AssociatedData>⽆</AssociatedData>
            <ChannelId>ch:user:139xxxx0501-&gt;80326034:1609138902226:job-65382141036853491
</ChannelId>
            <Timestamp>1609138903315</Timestamp>
            <ReleaseReason>404 - No destination</ReleaseReason>
            <Originator>083xxxx0019</Originator>
            <ChannelFlags>MONITORING</ChannelFlags>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UserExtension>80326034</UserExtension>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JobId>
        </ChannelContexts>
    </CallContext>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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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Params": "⽆",
 "Data": {
  "UserContext": {
   "UserState": "BREAK",
   "InstanceId": "ccc-test",
   "DeviceId": "ACC-YUNBS-1.0.10-b18bp53c1736c2914176a801ei90",
   "BreakCode": "Warm-up",
   "OutboundScenario": "false",
   "Mobile": "86-132xxxx4730",
   "SignedSkillGroupIdList": "[\"skg-test1@ccc-test\",\"skg-test2@ccc-test\"]",
   "Extension": "80326034",
   "UserId": "user-test@ccc-test",
   "Heartbeat": "1609136956378",
   "WorkMode": "ON_SITE",
   "JobId": "job-65382141036853491",
   "Reserved": "1609136956378"
  },
  "CallContext": {
   "InstanceId": "ccc-test",
   "CallType": "OUTBOUND",
   "JobId": "job-65382141036853491",
   "ChannelContexts": [{
    "Destination": "139xxxx0501",
    "ChannelState": "CREATED",
    "ReleaseInitiator": "139xxxx0501",
    "CallType": "OUTBOUND",
    "Index": "10",
    "SkillGroupId": "skg-default@ccc-test",
    "AssociatedData": "⽆",
    "ChannelId": "ch:user:139xxxx0501->80326034:1609138902226:job-65382141036853491",
    "Timestamp": "1609138903315",
    "ReleaseReason": "404 - No destination",
    "Originator": "083xxxx0019",
    "ChannelFlags": "MONITORING",
    "UserId": "user-test@ccc-test",
    "UserExtension": "80326034",
    "JobId": "job-65382141036853491"
   }]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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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 NotExists.ChannelId
The specified channel %s does
not exist in call %s.

通话中不存在指定的Channel信
息。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4 NotExists.JobId The call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通话信息不存在。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InterceptCall强拆通话。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InterceptCall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InterceptCall。

DeviceId String 是

ACC-YUNBS-
1.0.10-
b18bp53c1736c2
914176a801ei90

座席端提供的唯一ID，用来表示一个座席
工作台。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InterceptedUserId String 是
user-test2@ccc-
test

被强拆的座席ID。

JobId String 是
job-
65382141036853
491

话务ID。

UserId String 是
user-test@ccc-
test

呼叫中心实例的用户ID。

TimeoutSeconds Integer 否 60
超时时间，呼叫在经过该参数指定的时间
仍然未接通的情况下，则主动挂断。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3.2.11.10. InterceptCall3.2.11.10. Intercept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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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CallContext Struct 话务上下文环境。

CallType String OUTBOUND 呼叫类型, 最初发起呼叫时的类型。

ChannelContext
s

Array of
ChannelContext

各个Channel的信息。

AssociatedData Map 无 随路数据。

CallType String OUTBOUND 呼叫类型。

ChannelFlags String MONITORING 通道标志，比如监听，辅助，静音等。

ChannelId String

ch:user:139xxxx050
1-
>80326034:1609138
902226:job-
65382141036853491

通道ID。

ChannelState String CREATED 状态。

Destination String 139xxxx0501 接收方。

Index Integer 10 记录这个Channel在通话过程中创建的顺序。

JobId String
job-
65382141036853491

话务ID。

Originator String 083xxxx0019 发起方。

ReleaseInit iator String 139xxxx0501 挂断方。

ReleaseReason String 404 - No destination 挂断原因。

SkillGroupId String
skg-default@ccc-
test

该通话相关技能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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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imestamp Long 1609138903315 状态数据上次变更时间戳。

UserExtension String 80326034 该Channel的座席的分机号。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该Channel的用户ID。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job-
65382141036853491

话务ID。

UserContext Struct 用户上下文环境。

BreakCode String Warm-up 小休状态码。

DeviceId String
ACC-YUNBS-1.0.10-
b18bp53c1736c2914
176a801ei90

座席端提供的唯一ID，用来表示一个座席工作
台。

Extension String 80326034 分机号码。

Heartbeat Long 1609136956378 上次操作时间。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job-
65382141036853491

在呼叫状态时的通话ID。

Mobile String 86-132xxxx4730
座席手机号码，场外座席情况下通过此号码联系
座席。

OutboundScen
ario

Boolean false 是否仅外呼。

Reserved Long 1609136956378
座席处于预定状态，说明马上有电话给TA. 该参
数记录收到预定请求的时间。

SignedSkillGrou
pIdList

List
["skg-test1@ccc-
test","skg-
test2@ccc-test"]

签入的技能组ID列表。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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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呼叫中心用户ID。

UserState String BREAK 座席状态。

WorkMode String ON_SITE 工作模式。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Params List 无 响应参数。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InterceptCall
&DeviceId=ACC-YUNBS-1.0.10-b18bp53c1736c2914176a801ei90
&InstanceId=ccc-test
&InterceptedUserId=user-test2@ccc-test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
&UserId=user-test@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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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Params>⽆</Params>
<Data>
    <UserContext>
        <UserState>BREAK</UserState>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DeviceId>ACC-YUNBS-1.0.10-b18bp53c1736c2914176a801ei90</DeviceId>
        <BreakCode>Warm-up</BreakCode>
        <OutboundScenario>false</OutboundScenario>
        <Mobile>86-132xxxx4730</Mobile>
        <SignedSkillGroupIdList>["skg-test1@ccc-test","skg-test2@ccc-test"]</SignedSkillGro
upIdList>
        <Extension>80326034</Extension>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Heartbeat>1609136956378</Heartbeat>
        <WorkMode>ON_SITE</WorkMode>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JobId>
        <Reserved>1609136956378</Reserved>
    </UserContext>
    <CallContext>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CallType>OUTBOUND</CallType>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JobId>
        <ChannelContexts>
            <Destination>139xxxx0501</Destination>
            <ChannelState>CREATED</ChannelState>
            <ReleaseInitiator>139xxxx0501</ReleaseInitiator>
            <CallType>OUTBOUND</CallType>
            <Index>10</Index>
            <SkillGroupId>skg-default@ccc-test</SkillGroupId>
            <AssociatedData>⽆</AssociatedData>
            <ChannelId>ch:user:139xxxx0501-&gt;80326034:1609138902226:job-65382141036853491
</ChannelId>
            <Timestamp>1609138903315</Timestamp>
            <ReleaseReason>404 - No destination</ReleaseReason>
            <Originator>083xxxx0019</Originator>
            <ChannelFlags>MONITORING</ChannelFlags>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UserExtension>80326034</UserExtension>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JobId>
        </ChannelContexts>
    </CallContext>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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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Params": "⽆",
 "Data": {
  "UserContext": {
   "UserState": "BREAK",
   "InstanceId": "ccc-test",
   "DeviceId": "ACC-YUNBS-1.0.10-b18bp53c1736c2914176a801ei90",
   "BreakCode": "Warm-up",
   "OutboundScenario": "false",
   "Mobile": "86-132xxxx4730",
   "SignedSkillGroupIdList": "[\"skg-test1@ccc-test\",\"skg-test2@ccc-test\"]",
   "Extension": "80326034",
   "UserId": "user-test@ccc-test",
   "Heartbeat": "1609136956378",
   "WorkMode": "ON_SITE",
   "JobId": "job-65382141036853491",
   "Reserved": "1609136956378"
  },
  "CallContext": {
   "InstanceId": "ccc-test",
   "CallType": "OUTBOUND",
   "JobId": "job-65382141036853491",
   "ChannelContexts": [{
    "Destination": "139xxxx0501",
    "ChannelState": "CREATED",
    "ReleaseInitiator": "139xxxx0501",
    "CallType": "OUTBOUND",
    "Index": "10",
    "SkillGroupId": "skg-default@ccc-test",
    "AssociatedData": "⽆",
    "ChannelId": "ch:user:139xxxx0501->80326034:1609138902226:job-65382141036853491",
    "Timestamp": "1609138903315",
    "ReleaseReason": "404 - No destination",
    "Originator": "083xxxx0019",
    "ChannelFlags": "MONITORING",
    "UserId": "user-test@ccc-test",
    "UserExtension": "80326034",
    "JobId": "job-65382141036853491"
   }]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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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4 NotExists.JobId The call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通话信息不存在。

404 NotExists.UserId
The user %s does not exist in
instance %s.

呼叫中心实例中不存在指定的用
户。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LaunchAuthentication发起IVR认证流程。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aunchAuthentica
tion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LaunchAuthentication。

ContactFlowId String 是
af145gfc-1108-
4d55-8fca-
f719bd512ebb

认证的IVR联系流ID。

DeviceId String 是

ACC-YUNBS-
1.0.10-
b18bp53c1736c2
914176a801ei90

座席端提供的唯一ID，用来表示一个座席
工作台。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是
job-
65382141036853
491

话务ID。

UserId String 是
user-test@ccc-
test

呼叫中心实例的用户ID，实例内唯一。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3.2.11.11. LaunchAuthentication3.2.11.11. LaunchAuthent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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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CallContext Struct 话务上下文环境。

CallType String OUTBOUND

呼叫类型。取值：INTERNAL（内部呼叫）、
INBOUND（呼入）、OUTBOUND（呼出）、
CONFERENCE（会议）、BACK2BACK（双呼）、
PREDICTIVE（预测式外呼）、CONSULTANT（咨
询）、THREEWAY（三方通话）、MONITOR（监
听）、COACH（辅导）、BARGE（强插）、
INTERCEPT（强拆）。

ChannelContext
s

Array of
ChannelContext

各个Channel的信息。

AssociatedData Map 无 随路数据。

CallType String OUTBOUND

呼叫类型。取值：INTERNAL（内部呼叫）、
INBOUND（呼入）、OUTBOUND（呼出）、
CONFERENCE（会议）、BACK2BACK（双呼）、
PREDICTIVE（预测式外呼）、CONSULTANT（咨
询）、THREEWAY（三方通话）、MONITOR（监
听）、COACH（辅导）、BARGE（强插）、
INTERCEPT（强拆）。

ChannelFlags String MONITORING

通道标志，取值：MUTED（静音）、HOLD（呼
叫保持）、MONITORING（监听）、
MONITORED（被监听）、COACHING（辅导）、
COACHED（被辅导）。

ChannelId String

ch:user:139xxxx050
1-
>80326034:1609138
902226:job-
65382141036853491

通道ID。

ChannelState String CREATED

通道状态。取值：NONE（初始）、
CREATED（已创建）、RINGING（振铃）、
EARLY_MEDIA（早媒体）、ANSWERED（已应
答）、RELEASED（已挂断）、RETIRED（已退
休，即将释放）。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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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tination String 139xxxx0501 接收方。

Index Integer 10 记录这个Channel在通话过程中创建的顺序。

JobId String
job-
65382141036853491

话务ID。

Originator String 083xxxx0019 发起方。

ReleaseInit iator String 139xxxx0501 挂断方。

ReleaseReason String 404 - No destination 挂断原因。

SkillGroupId String
skg-default@ccc-
test

该通话相关技能组。

Timestamp Long 1609138903315 状态数据上次变更时间戳。

UserExtension String 80326034 该Channel的座席的分机号。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该Channel的用户ID。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job-
65382141036853491

话务ID。

UserContext Struct 用户上下文环境。

BreakCode String Warm-up 小休状态码，用户可自定义。

DeviceId String
ACC-YUNBS-1.0.10-
b18bp53c1736c2914
176a801ei90

座席端提供的唯一ID，用来表示一个座席工作
台。

Extension String 80326034 分机号码。

Heartbeat Long 1609136956378 上次操作时间。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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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job-
65382141036853491

在呼叫状态时的通话ID。

Mobile String 86-132xxxx4730
座席手机号码，场外座席情况下通过此号码联系
座席。

OutboundScen
ario

Boolean false 是否仅外呼。

Reserved Long 1609136956378
座席处于预定状态，说明马上有电话给TA. 该参
数记录收到预定请求的时间。

SignedSkillGrou
pIdList

List
["skg-test1@ccc-
test","skg-
test2@ccc-test"]

签入的技能组ID列表。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呼叫中心用户ID。

UserState String BREAK

座席状态码。取值：OFFLINE（离线）、
BREAK（小休）、READY（就绪）、DIALING（外
呼中）、RINGING（振铃中）、TALKING（通话
中）、WORKING（话后处理）。

WorkMode String ON_SITE

工作模式。取值：ON_SITE（场内模式）、
OFF_SITE（场外模式）、OFFICE_PHONE（办公
电话模式）。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Params List 无 响应参数。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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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dpoint]/?Action=LaunchAuthentication
&ContactFlowId=af145gfc-1108-4d55-8fca-f719bd512ebb
&DeviceId=ACC-YUNBS-1.0.10-b18bp53c1736c2914176a801ei90
&InstanceId=ccc-test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
&UserId=user-test@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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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Params>⽆</Params>
<Data>
    <UserContext>
        <UserState>BREAK</UserState>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DeviceId>ACC-YUNBS-1.0.10-b18bp53c1736c2914176a801ei90</DeviceId>
        <BreakCode>Warm-up</BreakCode>
        <OutboundScenario>false</OutboundScenario>
        <Mobile>86-132xxxx4730</Mobile>
        <SignedSkillGroupIdList>["skg-test1@ccc-test","skg-test2@ccc-test"]</SignedSkillGro
upIdList>
        <Extension>80326034</Extension>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Heartbeat>1609136956378</Heartbeat>
        <WorkMode>ON_SITE</WorkMode>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JobId>
        <Reserved>1609136956378</Reserved>
    </UserContext>
    <CallContext>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CallType>OUTBOUND</CallType>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JobId>
        <ChannelContexts>
            <Destination>139xxxx0501</Destination>
            <ChannelState>CREATED</ChannelState>
            <ReleaseInitiator>139xxxx0501</ReleaseInitiator>
            <CallType>OUTBOUND</CallType>
            <Index>10</Index>
            <SkillGroupId>skg-default@ccc-test</SkillGroupId>
            <AssociatedData>⽆</AssociatedData>
            <ChannelId>ch:user:139xxxx0501-&gt;80326034:1609138902226:job-65382141036853491
</ChannelId>
            <Timestamp>1609138903315</Timestamp>
            <ReleaseReason>404 - No destination</ReleaseReason>
            <Originator>083xxxx0019</Originator>
            <ChannelFlags>MONITORING</ChannelFlags>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UserExtension>80326034</UserExtension>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JobId>
        </ChannelContexts>
    </CallContext>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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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Params": "⽆",
 "Data": {
  "UserContext": {
   "UserState": "BREAK",
   "InstanceId": "ccc-test",
   "DeviceId": "ACC-YUNBS-1.0.10-b18bp53c1736c2914176a801ei90",
   "BreakCode": "Warm-up",
   "OutboundScenario": "false",
   "Mobile": "86-132xxxx4730",
   "SignedSkillGroupIdList": "[\"skg-test1@ccc-test\",\"skg-test2@ccc-test\"]",
   "Extension": "80326034",
   "UserId": "user-test@ccc-test",
   "Heartbeat": "1609136956378",
   "WorkMode": "ON_SITE",
   "JobId": "job-65382141036853491",
   "Reserved": "1609136956378"
  },
  "CallContext": {
   "InstanceId": "ccc-test",
   "CallType": "OUTBOUND",
   "JobId": "job-65382141036853491",
   "ChannelContexts": [{
    "Destination": "139xxxx0501",
    "ChannelState": "CREATED",
    "ReleaseInitiator": "139xxxx0501",
    "CallType": "OUTBOUND",
    "Index": "10",
    "SkillGroupId": "skg-default@ccc-test",
    "AssociatedData": "⽆",
    "ChannelId": "ch:user:139xxxx0501->80326034:1609138902226:job-65382141036853491",
    "Timestamp": "1609138903315",
    "ReleaseReason": "404 - No destination",
    "Originator": "083xxxx0019",
    "ChannelFlags": "MONITORING",
    "UserId": "user-test@ccc-test",
    "UserExtension": "80326034",
    "JobId": "job-65382141036853491"
   }]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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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 NotExists.ChannelId
The specified channel %s does
not exist in call %s.

通话中不存在指定的Channel信
息。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4 NotExists.JobId The call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通话信息不存在。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接口LaunchSurvey发送满意度。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aunchSurvey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LaunchSurvey。

ContactFlowId String 是
4685b65a-eb8f-
11ec-8ea0-
0242ac120002

满意度调查的IVR联系流ID，此处无法验证
ContactFlowId的有效性，需要上游保
证。

DeviceId String 是

ACC-YUNBS-
1.0.10-
bs3b5f22c6d78f0
00176aebe9471

座席端提供的唯一ID，用来表示一个座席
工作台，一个座席可以有多个不同类型的
座席台，比如浏览器、iOS、 Android等，
但是在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生效。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是
job-
65804666546491
392

话务ID。

UserId String 是
user-test@ccc-
test

用户ID，格式为username@domain。

3.2.11.12. LaunchSurvey3.2.11.12. Launch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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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FlowVaria
bles

String 否

{\"jobId\":\"job-
65804666546491
392\",
\"userId\":\"user
-test@ccc-test\"}

送给联系流的变量。这里配置的变量，可
以在IVR流程中拿到并使用。格式为JSON字
符串格式的键值对集合。

SurveyChannel String 否 IVR
满意度收集渠道。取值：IVR（语音满意
度）、SMS（短信满意度）。

SmsMetadataId String 否
4685b65a-eb8f-
11ec-8ea0-
0242ac120002

短信满意度配置ID，只有收集渠道为SMS时
才需要填写此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CallContext Struct 话务上下文环境。

CallType String OUTBOUND

呼叫类型。取值：INTERNAL（内部呼叫）、
INBOUND（呼入）、OUTBOUND（呼出）、
CONFERENCE（会议）、BACK2BACK（双呼）、
PREDICTIVE（预测式外呼）、CONSULTANT（咨
询）、THREEWAY（三方通话）、MONITOR（监
听）、COACH（辅导）、BARGE（强插）、
INTERCEPT（强拆）。

ChannelContext
s

Array of
ChannelContext

通话上下文。

AssociatedData Map 无 随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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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Type String OUTBOUND

呼叫类型。取值：INTERNAL（内部呼叫）、
INBOUND（呼入）、OUTBOUND（呼出）、
CONFERENCE（会议）、BACK2BACK（双呼）、
PREDICTIVE（预测式外呼）、CONSULTANT（咨
询）、THREEWAY（三方通话）、MONITOR（监
听）、COACH（辅导）、BARGE（强插）、
INTERCEPT（强拆）。

ChannelFlags String [] 通道标志，比如监听，辅助，静音等。

ChannelId String

ch-user-
1917047****-
80154160-
1655094662943-job-
d4a3d2f1-7d8b-
40a4-bd3d-
3cc20842c620

通道ID。

ChannelState String ANSWERED

通道状态。取值：NONE（初始）、
CREATED（已创建）、RINGING（振铃）、
EARLY_MEDIA（早媒体）、ANSWERED（已应
答）、RELEASED（已挂断）、RETIRED（已退
休，即将释放）。

Destination String 1318888**** 接收方。

Index Integer 1 记录这个Channel在通话过程中创建的顺序。

JobId String
job-
65804666546491392

话务ID。

Originator String 1318888**** 发起方。

ReleaseInit iator String 无 挂断方。

ReleaseReason String 无 挂断原因。

SkillGroupId String
skill-group@ccc-
test

该通话相关技能组。呼入场景下，技能组由IVR中
路由的排队队列指定，在呼出场景下，技能组是
座席签入的第一个技能组。

Timestamp Long 1609250655922 状态数据上次变更时间戳。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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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Extension String 8001**** 该话务通道的座席分机号。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该话务通道的坐席ID。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云呼实例ID。

JobId String
job-
65804666546491392

话务ID。

ContextId Long 123456789 上下文ID，严格有序递增。

UserContext Struct 用户上下文环境。

BreakCode String default 小休状态码，用户可自定义。

DeviceId String
ACC-YUNBS-1.0.10-
bs3b5f22c6d78f000
176aebe9471

设备标示。

Extension String 8001****
座席分机号，一共8位 如果一个用户账号有多种
设备，则多个设备用一个分机号，且同一时间只
有一个设备可用。

Heartbeat Long 1609250656122 上次操作时间。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实例ID。

JobId String
job-
65804666546491392

通话ID。

Mobile String 1390000****
座席手机号码，场外座席情况下通过此号码联系
座席。

OutboundScen
ario

Boolean false 是否仅外呼。

Reserved Long 1609250655090
座席处于预定状态，说明马上有电话给TA. 该参
数记录收到预定请求的时间。

SignedSkillGrou
pIdList

List
["skill-group@ccc-
test"]

签入的技能组ID列表。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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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用户ID，格式为username@domain。

UserState String TALKING

座席状态码。取值：OFFLINE（离线）、
BREAK（小休）、READY（就绪）、DIALING（外
呼中）、RINGING（振铃中）、TALKING（通话
中）、WORKING（话后处理）。

WorkMode String ON_SITE
工作模式。取值：ON_SITE（场内模式）、
OFF_SITE（场外模式）、OFFICE_PHONE（办公
电话模式）。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Params List 无 返回参数。

RequestId String
AF1E5957-5276-
48FF-A6E6-
347166A4ADCD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aunchSurvey
&ContactFlowId=4685b65a-eb8f-11ec-8ea0-0242ac120002
&DeviceId=ACC-YUNBS-1.0.10-bs3b5f22c6d78f000176aebe9471
&InstanceId=ccc-test
&JobId=job-65804666546491392
&UserId=user-test@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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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AF1E5957-5276-48FF-A6E6-347166A4ADCD</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Params>⽆</Params>
<Data>
    <ContextId>123456789</ContextId>
    <CallContext>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CallType>OUTBOUND</CallType>
        <JobId>job-65804666546491392</JobId>
        <ChannelContexts>
            <Destination>1318888****</Destination>
            <ChannelState>ANSWERED</ChannelState>
            <ReleaseInitiator>⽆</ReleaseInitiator>
            <CallType>OUTBOUND</CallType>
            <Index>1</Index>
            <AssociatedData>⽆</AssociatedData>
            <SkillGroupId>skill-group@ccc-test</SkillGroupId>
            <ChannelId>ch-user-1917047****-80154160-1655094662943-job-d4a3d2f1-7d8b-40a4-bd
3d-3cc20842c620</ChannelId>
            <Timestamp>1609250655922</Timestamp>
            <ReleaseReason>⽆</ReleaseReason>
            <Originator>1318888****</Originator>
            <ChannelFlags>[]</ChannelFlags>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UserExtension>8001****</UserExtension>
            <JobId>job-65804666546491392</JobId>
        </ChannelContexts>
    </CallContext>
    <UserContext>
        <Extension>8001****</Extension>
        <UserState>TALKING</UserState>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BreakCode>default</BreakCode>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DeviceId>ACC-YUNBS-1.0.10-bs3b5f22c6d78f000176aebe9471</DeviceId>
        <Heartbeat>1609250656122</Heartbeat>
        <OutboundScenario>false</OutboundScenario>
        <Mobile>1390000****</Mobile>
        <JobId>job-65804666546491392</JobId>
        <WorkMode>ON_SITE</WorkMode>
        <Reserved>1609250655090</Reserved>
        <SignedSkillGroupIdList>["skill-group@ccc-test"]</SignedSkillGroupIdList>
    </UserContext>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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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AF1E5957-5276-48FF-A6E6-347166A4ADCD",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Params": "⽆",
    "Data": {
        "ContextId": 123456789,
        "CallContext": {
            "InstanceId": "ccc-test",
            "CallType": "OUTBOUND",
            "JobId": "job-65804666546491392",
            "ChannelContexts": {
                "Destination": "1318888****",
                "ChannelState": "ANSWERED",
                "ReleaseInitiator": "⽆",
                "CallType": "OUTBOUND",
                "Index": 1,
                "AssociatedData": "⽆",
                "SkillGroupId": "skill-group@ccc-test",
                "ChannelId": "ch-user-1917047****-80154160-1655094662943-job-d4a3d2f1-7d8b-
40a4-bd3d-3cc20842c620",
                "Timestamp": 1609250655922,
                "ReleaseReason": "⽆",
                "Originator": "1318888****",
                "ChannelFlags": "[]",
                "UserId": "user-test@ccc-test",
                "UserExtension": "8001****",
                "JobId": "job-65804666546491392"
            }
        },
        "UserContext": {
            "Extension": "8001****",
            "UserState": "TALKING",
            "InstanceId": "ccc-test",
            "BreakCode": "default",
            "UserId": "user-test@ccc-test",
            "DeviceId": "ACC-YUNBS-1.0.10-bs3b5f22c6d78f000176aebe9471",
            "Heartbeat": 1609250656122,
            "OutboundScenario": false,
            "Mobile": "1390000****",
            "JobId": "job-65804666546491392",
            "WorkMode": "ON_SITE",
            "Reserved": 1609250655090,
            "SignedSkillGroupIdList": "[\"skill-group@ccc-test\"]"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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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ChannelId
The specified channel %s does
not exist in call %s.

通话中不存在指定的Channel信
息。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4 NotExists.JobId The call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通话信息不存在。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ListDevices获取设备列表。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Device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ListDevices。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UserId String 是
user-test@ccc-
test

呼叫中心实例的用户ID，实例内唯一。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Array of Device 数据。

CallId String
d7b818c3-8d3a-
732f-bc9e-
1782wa16e455

设备注册信令的Call ID。

Contact String

sip:80326034@33.8
9.9.338:64189;trans
port=tcp;registering
_acc=18_134_23_4

设备地址信息。

3.2.11.13. ListDevices3.2.11.13. List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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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Id String
ACC-YUNBS-1.0.10-
b18bp53c1736c2914
176a801ei90

如果座席注册了SIP话机，则此参数是SIP话机设
备的设备ID，否则为空。

Expires Long 1609118499750 过期时间。

Extension String 80326034 分机号码。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的用户ID。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Params List 无 响应参数。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Devices
&InstanceId=ccc-test
&UserId=user-test@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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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Params>⽆</Params>
<Data>
    <Extension>80326034</Extension>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DeviceId>BS-2020-09-01-11:11:11.888-192_168_12_123</DeviceId>
    <CallId>561d53be3fa11c4700a40ce8592ef880@0:0:0:0:0:0:0:0</CallId>
    <Expires>1609118499750</Expires>
    <Contact>sip:80326034@33.89.9.338:64189;transport=tcp;registering_acc=18_134_23_4</Cont
act>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Params": "⽆",
 "Data": [{
  "Extension": "80326034",
  "InstanceId": "ccc-test",
  "UserId": "user-test@ccc-test",
  "DeviceId": "BS-2020-09-01-11:11:11.888-192_168_12_123",
  "CallId": "561d53be3fa11c4700a40ce8592ef880@0:0:0:0:0:0:0:0",
  "Expires": "1609118499750",
  "Contact": "sip:80326034@33.89.9.338:64189;transport=tcp;registering_acc=18_134_23_4"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接口MakeCall进行外呼。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3.2.11.14. MakeCall3.2.11.14. Make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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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MakeCall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MakeCall。

Callee String 是 1318888**** 被叫号码。

DeviceId String 是

ACC-YUNBS-
1.0.10-
bsd87c04aaa8f70
00176ad354b1c

座席端提供的唯一ID，用来表示一个座席
工作台，一个座席可以有多个不同类型的
座席台，比如浏览器，iOS, Android等，
但是在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生效。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UserId String 否
user-test@ccc-
test

用户ID，格式为username@domain。

Caller String 否 010989****
主叫号码，如果是内部呼叫，这此参数无
效，如果是外部呼叫，此参数是主叫PSTN
号码。

TimeoutSeconds Integer 否 10
超时时间，呼叫在经过该参数指定的时间
仍然未接通的情况下，则主动挂断。

Tags String 否 tags 随路数据。

MaskedCallee String 否 1318888**** 脱敏后的被叫号码。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CallContext Struct 话务上下文环境。

CallType String OUTBOUND 呼叫类型, 最初发起呼叫时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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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nelContext
s

Array of
ChannelContext

通话上下文。

AssociatedData Map 无 随路数据。

CallType String OUTBOUND 呼叫类型, 最初发起呼叫时的类型。

ChannelFlags String [] 通道标志，比如监听，辅助，静音等。

ChannelId String

ch:user:131888****-
>8001****:16092257
18294:job-
65700074013925376

通道ID。

ChannelState String NONE 状态。

Destination String 8001**** 接收方。

JobId String
job-
65700074013925376

话务ID。

Originator String 1318888**** 发起方。

ReleaseInit iator String 无 挂断方。

ReleaseReason String 无 挂断原因。

Timestamp Long 1609225718295 状态数据上次变更时间戳。

UserExtension String 8001**** 座席是否发起方。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该Channel的用户ID，如果是客户通道，则userId
为空。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job-
65700074013925376

话务ID。

ContextId Long 123456 消息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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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Context Struct 用户上下文环境。

BreakCode String Warm-up 小休状态码。

DeviceId String
ACC-YUNBS-1.0.10-
bsd87c04aaa8f7000
176ad354b1c

设备标示。

Extension String 8001****
座席分机号，一共8位 如果一个用户账号有多种
设备，则多个设备用一个分机号，且同一时间只
有一个设备可用。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job-
65700074013925376

在呼叫状态时的通话ID。

OutboundScen
ario

Boolean false 仅外呼。

SignedSkillGrou
pIdList

List
["skill-group@ccc-
test"]

签入的技能组ID列表。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用户ID，格式为username@domain。

UserState String READY

座席状态码。包括：

OFFLINE（离线）

BREAK（小休）

READY（就绪，空闲）

DIALING（拨号）

RINGING（振铃）

TALKING（通话）

WORKING（话后处理）

WorkMode String ON_SITE 工作模式。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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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s List 无 返回参数。

RequestId String
26A34338-5CD9-
4C95-A7A6-
5BDCE76C6B94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MakeCall
&Callee=1318888****
&DeviceId=ACC-YUNBS-1.0.10-bsd87c04aaa8f7000176ad354b1c
&InstanceId=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开发指南··开发指南（2.x版本） 云呼叫中心

409 > 文档版本：20220707



<RequestId>26A34338-5CD9-4C95-A7A6-5BDCE76C6B94</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Params>⽆</Params>
<Data>
    <ContextId>123456</ContextId>
    <CallContext>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CallType>OUTBOUND</CallType>
        <JobId>job-65700074013925376</JobId>
        <ChannelContexts>
            <Destination>8001****</Destination>
            <ChannelState>NONE</ChannelState>
            <ReleaseReason>⽆</ReleaseReason>
            <Originator>1318888****</Originator>
            <ChannelFlags>[]</ChannelFlags>
            <ReleaseInitiator>⽆</ReleaseInitiator>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UserExtension>8001****</UserExtension>
            <CallType>OUTBOUND</CallType>
            <AssociatedData>⽆</AssociatedData>
            <ChannelId>ch:user:131888****-&gt;8001****:1609225718294:job-65700074013925376<
/ChannelId>
            <Timestamp>1609225718295</Timestamp>
            <JobId>job-65700074013925376</JobId>
        </ChannelContexts>
    </CallContext>
    <UserContext>
        <Extension>8001****</Extension>
        <UserState>READY</UserState>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BreakCode>Warm-up</BreakCode>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DeviceId>ACC-YUNBS-1.0.10-bsd87c04aaa8f7000176ad354b1c</DeviceId>
        <OutboundScenario>false</OutboundScenario>
        <JobId>job-65700074013925376</JobId>
        <WorkMode>ON_SITE</WorkMode>
        <SignedSkillGroupIdList>["skill-group@ccc-test"]</SignedSkillGroupIdList>
    </UserContext>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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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26A34338-5CD9-4C95-A7A6-5BDCE76C6B94",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Params": "⽆",
    "Data": {
        "ContextId": 123456,
        "CallContext": {
            "InstanceId": "ccc-test",
            "CallType": "OUTBOUND",
            "JobId": "job-65700074013925376",
            "ChannelContexts": {
                "Destination": "8001****",
                "ChannelState": "NONE",
                "ReleaseReason": "⽆",
                "Originator": "1318888****",
                "ChannelFlags": "[]",
                "ReleaseInitiator": "⽆",
                "UserId": "user-test@ccc-test",
                "UserExtension": "8001****",
                "CallType": "OUTBOUND",
                "AssociatedData": "⽆",
                "ChannelId": "ch:user:131888****-&gt;8001****:1609225718294:job-65700074013
925376",
                "Timestamp": 1609225718295,
                "JobId": "job-65700074013925376"
            }
        },
        "UserContext": {
            "Extension": "8001****",
            "UserState": "READY",
            "InstanceId": "ccc-test",
            "BreakCode": "Warm-up",
            "UserId": "user-test@ccc-test",
            "DeviceId": "ACC-YUNBS-1.0.10-bsd87c04aaa8f7000176ad354b1c",
            "OutboundScenario": false,
            "JobId": "job-65700074013925376",
            "WorkMode": "ON_SITE",
            "SignedSkillGroupIdList": "[\"skill-group@ccc-test\"]"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UserBusy
The user %s you called was
busy. Please try again later.

您呼叫的用户正忙，请稍后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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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 NotExists.UserId
The user %s does not exist in
instance %s.

呼叫中心实例中不存在指定的用
户。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4 NotExists.Extension
No available extension number
exists.

没有可分配的分机号。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MonitorCall监听通话。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MonitorCall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MonitorCall。

DeviceId String 是

ACC-YUNBS-
1.0.10-
b18bp53c1736c2
914176a801ei90

座席端提供的唯一ID，用来表示一个座席
工作台。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MonitoredUserId String 是
user-test@ccc-
test

被监听的座席的ID。

UserId String 是
monitor-
test@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的用户ID，实例内唯一。

TimeoutSeconds Integer 否 30
超时时间，呼叫在经过该参数指定的时间
仍然未接通的情况下，则主动挂断。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3.2.11.15. MonitorCall3.2.11.15. Monitor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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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Struct 数据。

CallContext Struct 话务上下文环境。

CallType String OUTBOUND 呼叫类型, 最初发起呼叫时的类型。

ChannelContext
s

Array of
ChannelContext

各个Channel的信息。

AssociatedData Map 无 随路数据。

CallType String OUTBOUND 呼叫类型。

ChannelFlags String MONITORING 通道标志，比如监听，辅助，静音等。

ChannelId String

ch:user:139xxxx050
1-
>80326034:1609138
902226:job-
65382141036853491

通道ID。

ChannelState String CREATED 状态。

Destination String 139xxxx0501 接收方。

Index Integer 1 Channel在通话过程中创建的顺序。

JobId String
job-
65382141036853491

话务ID。

Originator String 083xxxx0019 发起方。

ReleaseInit iator String 139xxxx0501 挂断方。

ReleaseReason String 404 - No destination 挂断原因。

SkillGroupId String
skg-default@ccc-
test

该通话相关技能组。

Timestamp Long 1609138903315 状态数据上次变更时间戳。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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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Extension String 80326034 该Channel的座席的分机号。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该Channel的用户ID。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job-
65382141036853491

话务ID。

UserContext Struct 用户上下文环境。

BreakCode String Warm-up 小休状态码。

DeviceId String
ACC-YUNBS-1.0.10-
b18bp53c1736c2914
176a801ei90

座席端提供的唯一ID，用来表示一个座席工作
台。

Extension String 80326034 分机号码。

Heartbeat Long 1609136956378 上次操作时间。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job-
65382141036853491

在呼叫状态时的通话ID。

Mobile String 86-132xxxx4730
座席手机号码，场外座席情况下通过此号码联系
座席。

OutboundScen
ario

Boolean false 是否仅外呼。

Reserved Long 1609136956378
座席处于预定状态，说明马上有电话给TA. 该参
数记录收到预定请求的时间。

SignedSkillGrou
pIdList

List
["skg-test1@ccc-
test","skg-
test2@ccc-test"]

签入的技能组ID列表。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云呼叫中心 开发指南··开发指南（2.x版本）

> 文档版本：20220707 414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呼叫中心用户ID。

UserState String BREAK 座席状态。

WorkMode String ON_SITE 工作模式。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Params List 无 响应参数。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MonitorCall
&DeviceId=ACC-YUNBS-1.0.10-b18bp53c1736c2914176a801ei90
&InstanceId=ccc-test
&MonitoredUserId=user-test@ccc-test
&UserId=monitor-test@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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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Params>⽆</Params>
<Data>
    <UserContext>
        <UserState>BREAK</UserState>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DeviceId>ACC-YUNBS-1.0.10-b18bp53c1736c2914176a801ei90</DeviceId>
        <BreakCode>Warm-up</BreakCode>
        <OutboundScenario>false</OutboundScenario>
        <Mobile>86-132xxxx4730</Mobile>
        <SignedSkillGroupIdList>["skg-test1@ccc-test","skg-test2@ccc-test"]</SignedSkillGro
upIdList>
        <Extension>80326034</Extension>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Heartbeat>1609136956378</Heartbeat>
        <WorkMode>ON_SITE</WorkMode>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JobId>
        <Reserved>1609136956378</Reserved>
    </UserContext>
    <CallContext>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CallType>OUTBOUND</CallType>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JobId>
        <ChannelContexts>
            <Destination>139xxxx0501</Destination>
            <ChannelState>CREATED</ChannelState>
            <ReleaseInitiator>139xxxx0501</ReleaseInitiator>
            <CallType>OUTBOUND</CallType>
            <Index>1</Index>
            <SkillGroupId>skg-default@ccc-test</SkillGroupId>
            <AssociatedData/>
            <ChannelId>ch:user:139xxxx0501-&gt;80326034:1609138902226:job-65382141036853491
</ChannelId>
            <Timestamp>1609138903315</Timestamp>
            <ReleaseReason>404 - No destination</ReleaseReason>
            <Originator>083xxxx0019</Originator>
            <ChannelFlags>MONITORING</ChannelFlags>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UserExtension>80326034</UserExtension>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JobId>
        </ChannelContexts>
    </CallContext>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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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Params": "⽆",
 "Data": {
  "UserContext": {
   "UserState": "BREAK",
   "InstanceId": "ccc-test",
   "DeviceId": "ACC-YUNBS-1.0.10-b18bp53c1736c2914176a801ei90",
   "BreakCode": "Warm-up",
   "OutboundScenario": "false",
   "Mobile": "86-132xxxx4730",
   "SignedSkillGroupIdList": "[\"skg-test1@ccc-test\",\"skg-test2@ccc-test\"]",
   "Extension": "80326034",
   "UserId": "user-test@ccc-test",
   "Heartbeat": "1609136956378",
   "WorkMode": "ON_SITE",
   "JobId": "job-65382141036853491",
   "Reserved": "1609136956378"
  },
  "CallContext": {
   "InstanceId": "ccc-test",
   "CallType": "OUTBOUND",
   "JobId": "job-65382141036853491",
   "ChannelContexts": [{
    "Destination": "139xxxx0501",
    "ChannelState": "CREATED",
    "ReleaseInitiator": "139xxxx0501",
    "CallType": "OUTBOUND",
    "Index": "1",
    "SkillGroupId": "skg-default@ccc-test",
    "AssociatedData": "",
    "ChannelId": "ch:user:139xxxx0501->80326034:1609138902226:job-65382141036853491",
    "Timestamp": "1609138903315",
    "ReleaseReason": "404 - No destination",
    "Originator": "083xxxx0019",
    "ChannelFlags": "MONITORING",
    "UserId": "user-test@ccc-test",
    "UserExtension": "80326034",
    "JobId": "job-65382141036853491"
   }]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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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 NotExists.ChannelId
The specified channel %s does
not exist in call %s.

通话中不存在指定的Channel信
息。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4 NotExists.UserId
The user %s does not exist in
instance %s.

呼叫中心实例中不存在指定的用
户。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接口MuteCall使得通话静音。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MuteCall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MuteCall。

DeviceId String 是

ACC-YUNBS-
1.0.10-
bs736efb521810
000176aef6e955

座席端提供的唯一ID，用来表示一个座席
工作台，一个座席可以有多个不同类型的
座席台，比如浏览器，iOS, Android等，
但是在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生效。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是
job-
65815360847228
928

话务ID。

UserId String 是
user-test@ccc-
test

用户ID，格式为username@domain。

ChannelId String 否

ch:user:1318888*
***-
>8001****:16092
53204816:job-
65815360847228
928

待静音的通道ID，如果此参数为空，则表
示操作自己所在的通道。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3.2.11.16. MuteCall3.2.11.16. Mute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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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CallContext Struct 话务上下文环境。

CallType String OUTBOUND 呼叫类型, 最初发起呼叫时的类型。

ChannelContext
s

Array of
ChannelContext

通话上下文。

AssociatedData Map 无 随路数据。

CallType String OUTBOUND 呼叫类型, 最初发起呼叫时的类型。

ChannelFlags String [] 通道标志，比如监听，辅助，静音等。

ChannelId String

ch:user:1318888****
-
>8001****:16092532
04816:job-
65815360847228928
"

通道ID。

ChannelState String ANSWERED 状态。

Destination String 8001**** 接收方。

Index Integer 1 记录这个Channel在通话过程中创建的顺序。

JobId String
job-
65815360847228928

话务ID。

Originator String 1318888**** 发起方。

ReleaseInit iator String 无 挂断方。

ReleaseReason String 无 挂断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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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imestamp Long 1609253212511 状态数据上次变更时间戳。

UserExtension String 8001**** 座席是否发起方。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该Channel的用户ID，如果是客户通道，则userId
为空。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job-
65815360847228928

话务ID。

UserContext Struct 用户上下文环境。

BreakCode String Warm-up 小休状态码。

DeviceId String
ACC-YUNBS-1.0.10-
bs736efb521810000
176aef6e955

设备标示。

Extension String 8001****
座席分机号，一共8位，如果一个用户账号有多
个设备，则多个设备用一个分机号，且同一时间
只有一个设备可用。

Heartbeat Long 1609253205896 上次操作时间。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job-
65815360847228928

在呼叫状态时的通话ID。

Mobile String 1390000****
座席手机号码，场外座席情况下通过此号码联系
座席。

OutboundScen
ario

Boolean false 仅外呼。

Reserved Long 1609253204811
座席处于预定状态，说明马上有电话给TA. 该参
数记录收到预定请求的时间。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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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edSkillGrou
pIdList

List
["skill-group@ccc-
test"]

签入的技能组ID列表。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用户ID，格式为username@domain。

UserState String TALKING 座席状态码。

WorkMode String ON_SITE 工作模式。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Params List 无 返回参数。

RequestId String
A275B008-A25B-
494D-AB53-
93CE253815B6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MuteCall
&DeviceId=ACC-YUNBS-1.0.10-bs736efb521810000176aef6e955
&InstanceId=ccc-test
&JobId=job-65815360847228928
&UserId=user-test@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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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A275B008-A25B-494D-AB53-93CE253815B6</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Params>⽆</Params>
<Data>
    <CallContext>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CallType>OUTBOUND</CallType>
        <JobId>job-65815360847228928</JobId>
        <ChannelContexts>
            <Destination>8001****</Destination>
            <ChannelState>ANSWERED</ChannelState>
            <ReleaseInitiator>⽆</ReleaseInitiator>
            <CallType>OUTBOUND</CallType>
            <Index>1</Index>
            <AssociatedData>⽆</AssociatedData>
            <ChannelId>ch:user:1318888****-&amp;gt;8001****:1609253204816:job-6581536084722
8928"</ChannelId>
            <Timestamp>1609253212511</Timestamp>
            <ReleaseReason>⽆</ReleaseReason>
            <Originator>1318888****</Originator>
            <ChannelFlags>[]</ChannelFlags>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UserExtension>8001****</UserExtension>
            <JobId>job-65815360847228928</JobId>
        </ChannelContexts>
    </CallContext>
    <UserContext>
        <Extension>8001****</Extension>
        <UserState>TALKING</UserState>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BreakCode>Warm-up</BreakCode>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DeviceId>ACC-YUNBS-1.0.10-bs736efb521810000176aef6e955</DeviceId>
        <Heartbeat>1609253205896</Heartbeat>
        <OutboundScenario>false</OutboundScenario>
        <Mobile>1390000****</Mobile>
        <JobId>job-65815360847228928</JobId>
        <WorkMode>ON_SITE</WorkMode>
        <Reserved>1609253204811</Reserved>
        <SignedSkillGroupIdList>["skill-group@ccc-test"]</SignedSkillGroupIdList>
    </UserContext>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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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A275B008-A25B-494D-AB53-93CE253815B6",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Params": "⽆",
    "Data": {
        "CallContext": {
            "InstanceId": "ccc-test",
            "CallType": "OUTBOUND",
            "JobId": "job-65815360847228928",
            "ChannelContexts": {
                "Destination": "8001****",
                "ChannelState": "ANSWERED",
                "ReleaseInitiator": "⽆",
                "CallType": "OUTBOUND",
                "Index": 1,
                "AssociatedData": "⽆",
                "ChannelId": "ch:user:1318888****-&amp;gt;8001****:1609253204816:job-658153
60847228928\"",
                "Timestamp": 1609253212511,
                "ReleaseReason": "⽆",
                "Originator": "1318888****",
                "ChannelFlags": "[]",
                "UserId": "user-test@ccc-test",
                "UserExtension": "8001****",
                "JobId": "job-65815360847228928"
            }
        },
        "UserContext": {
            "Extension": "8001****",
            "UserState": "TALKING",
            "InstanceId": "ccc-test",
            "BreakCode": "Warm-up",
            "UserId": "user-test@ccc-test",
            "DeviceId": "ACC-YUNBS-1.0.10-bs736efb521810000176aef6e955",
            "Heartbeat": 1609253205896,
            "OutboundScenario": false,
            "Mobile": "1390000****",
            "JobId": "job-65815360847228928",
            "WorkMode": "ON_SITE",
            "Reserved": 1609253204811,
            "SignedSkillGroupIdList": "[\"skill-group@ccc-test\"]"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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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 NotExists.ChannelId
The specified channel %s does
not exist in call %s.

通话中不存在指定的Channel信
息。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4 NotExists.JobId The call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通话信息不存在。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接口TakeBreak将坐席设置为小休状态。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TakeBreak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TakeBreak。

Code String 是 default 小休代码。

DeviceId String 是

ACC-YUNBS-
1.0.10-
bs3b5f22c6d78f0
00176aebe9471

座席端提供的唯一ID，用来表示一个座席
工作台，一个座席可以有多个不同类型的
座席台，比如浏览器，iOS, Android等，
但是在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生效。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UserId String 是
user-test@ccc-
test

用户ID，格式为username@domain。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3.2.11.17. TakeBreak3.2.11.17. Take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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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Code String default 小休状态码。

DeviceId String
ACC-YUNBS-1.0.10-
bs3b5f22c6d78f000
176aebe9471

设备标示。

Extension String 8001****
座席分机号，一共8位，如果一个用户账号有多
个设备，则多个设备用一个分机号，且同一时间
只有一个设备可用。

Heartbeat Long 1609249563836 上次操作时间。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无 在呼叫状态时的通话ID。

Mobile String 1390000****
座席手机号码，场外座席情况下通过此号码联系
座席。

OutboundScen
ario

Boolean false 仅外呼。

Reserved Long 1609234221864
座席处于预定状态，说明马上有电话给TA. 该参
数记录收到预定请求的时间。

SignedSkillGrou
pIdList

List
["skill-group@ccc-
test"]

签入的技能组ID列表。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用户ID，格式为username@domain。

UserState String BREAK 座席状态码。

WorkMode String ON_SITE 工作模式。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Params List 无 返回参数。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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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 String
B59382D2-5755-
4C6D-861F-
FA2AAD8F89F7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TakeBreak
&Code=default
&DeviceId=ACC-YUNBS-1.0.10-bs3b5f22c6d78f000176aebe9471
&InstanceId=ccc-test
&UserId=user-test@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B59382D2-5755-4C6D-861F-FA2AAD8F89F7</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Params>⽆</Params>
<Data>
    <Extension>8001****</Extension>
    <UserState>BREAK</UserState>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BreakCode>default</BreakCode>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DeviceId>ACC-YUNBS-1.0.10-bs3b5f22c6d78f000176aebe9471</DeviceId>
    <Heartbeat>1609249563836</Heartbeat>
    <OutboundScenario>false</OutboundScenario>
    <Mobile>1390000****</Mobile>
    <JobId>⽆</JobId>
    <WorkMode>ON_SITE</WorkMode>
    <Reserved>1609234221864</Reserved>
    <SignedSkillGroupIdList>["skill-group@ccc-test"]</SignedSkillGroupIdList>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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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B59382D2-5755-4C6D-861F-FA2AAD8F89F7",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Params": "⽆",
    "Data": {
        "Extension": "8001****",
        "UserState": "BREAK",
        "InstanceId": "ccc-test",
        "BreakCode": "default",
        "UserId": "user-test@ccc-test",
        "DeviceId": "ACC-YUNBS-1.0.10-bs3b5f22c6d78f000176aebe9471",
        "Heartbeat": 1609249563836,
        "OutboundScenario": false,
        "Mobile": "1390000****",
        "JobId": "⽆",
        "WorkMode": "ON_SITE",
        "Reserved": 1609234221864,
        "SignedSkillGroupIdList": "[\"skill-group@ccc-test\"]"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4 NotExists.UserId
The user %s does not exist in
instance %s.

呼叫中心实例中不存在指定的用
户。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PollUserStatus拉取坐席状态。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PollUserStatu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PollUserStatus。

3.2.11.18. PollUserStatus3.2.11.18. PollUser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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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Id String 是

ACC-YUNBS-
1.0.10-
b18bp53c1736c2
914176a801ei90

座席端提供的唯一ID，用来表示一个座席
工作台。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UserId String 是
user-test@ccc-
test

呼叫中心实例的用户ID，实例内唯一。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CallContext Struct 话务上下文环境。

CallType String OUTBOUND 呼叫类型, 最初发起呼叫时的类型。

ChannelContext
s

Array of
ChannelContext

各个Channel的信息。

AssociatedData Map 无 随路数据。

CallType String OUTBOUND 呼叫类型。

ChannelFlags String MONITORING 通道标志，比如监听，辅助，静音等。

ChannelId String

ch:user:139xxxx050
1-
>80326034:1609138
902226:job-
65382141036853491

通道ID。

ChannelState String CREATED 状态。

ChannelVariabl
es

String 无 随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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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tination String 139xxxx0501 接收方。

Index Integer 1 Channel在通话过程中创建的顺序。

JobId String
job-
65382141036853491

话务ID。

Originator String 083xxxx0019 发起方。

ReleaseInit iator String 139xxxx0501 挂断方。

ReleaseReason String 404 - No destination 挂断原因。

SkillGroupId String
skg-default@ccc-
test

该通话相关技能组。

Timestamp Long 1609138903315 状态数据上次变更时间戳。

UserExtension String 80326034 该Channel的座席的分机号。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该Channel的用户ID。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job-
65382141036853491

话务ID。

UserContext Struct 用户上下文环境。

BreakCode String Warm-up 小休状态码。

DeviceId String
ACC-YUNBS-1.0.10-
b18bp53c1736c2914
176a801ei90

座席端提供的唯一ID，用来表示一个座席工作
台。

Extension String 80326034 分机号码。

Heartbeat Long 1609136956378 上次操作时间。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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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job-
65382141036853491

在呼叫状态时的通话ID。

Mobile String 86-132xxxx4730
座席手机号码，场外座席情况下通过此号码联系
座席。

OutboundScen
ario

Boolean false 是否仅外呼。

Reserved Long 1609136956378
座席处于预定状态，说明马上有电话给TA。该参
数记录收到预定请求的时间。

SignedSkillGrou
pIdList

List
["skg-test1@ccc-
test","skg-
test2@ccc-test"]

签入的技能组ID列表。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呼叫中心用户ID。

UserState String BREAK 座席状态。

WorkMode String ON_SITE 工作模式。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Params List 无 响应参数。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PollUserStatus
&DeviceId=ACC-YUNBS-1.0.10-b18bp53c1736c2914176a801ei90
&InstanceId=user-test@ccc-test
&UserId=user-test@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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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Params>⽆</Params>
<Data>
    <UserContext>
        <UserState>BREAK</UserState>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DeviceId>ACC-YUNBS-1.0.10-b18bp53c1736c2914176a801ei90</DeviceId>
        <BreakCode>Warm-up</BreakCode>
        <OutboundScenario>false</OutboundScenario>
        <Mobile>86-132xxxx4730</Mobile>
        <SignedSkillGroupIdList>["skg-test1@ccc-test","skg-test2@ccc-test"]</SignedSkillGro
upIdList>
        <Extension>80326034</Extension>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Heartbeat>1609136956378</Heartbeat>
        <WorkMode>ON_SITE</WorkMode>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JobId>
        <Reserved>1609136956378</Reserved>
    </UserContext>
    <CallContext>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CallType>OUTBOUND</CallType>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JobId>
        <ChannelContexts>
            <Destination>139xxxx0501</Destination>
            <ChannelState>CREATED</ChannelState>
            <ReleaseInitiator>139xxxx0501</ReleaseInitiator>
            <CallType>OUTBOUND</CallType>
            <Index>1</Index>
            <SkillGroupId>skg-default@ccc-test</SkillGroupId>
            <AssociatedData/>
            <ChannelId>ch:user:139xxxx0501-&gt;80326034:1609138902226:job-65382141036853491
</ChannelId>
            <Timestamp>1609138903315</Timestamp>
            <ReleaseReason>404 - No destination</ReleaseReason>
            <Originator>083xxxx0019</Originator>
            <ChannelFlags>MONITORING</ChannelFlags>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UserExtension>80326034</UserExtension>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JobId>
        </ChannelContexts>
    </CallContext>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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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Params": "⽆",
 "Data": {
  "UserContext": {
   "UserState": "BREAK",
   "InstanceId": "ccc-test",
   "DeviceId": "ACC-YUNBS-1.0.10-b18bp53c1736c2914176a801ei90",
   "BreakCode": "Warm-up",
   "OutboundScenario": "false",
   "Mobile": "86-132xxxx4730",
   "SignedSkillGroupIdList": "[\"skg-test1@ccc-test\",\"skg-test2@ccc-test\"]",
   "Extension": "80326034",
   "UserId": "user-test@ccc-test",
   "Heartbeat": "1609136956378",
   "WorkMode": "ON_SITE",
   "JobId": "job-65382141036853491",
   "Reserved": "1609136956378"
  },
  "CallContext": {
   "InstanceId": "ccc-test",
   "CallType": "OUTBOUND",
   "JobId": "job-65382141036853491",
   "ChannelContexts": [{
    "Destination": "139xxxx0501",
    "ChannelState": "CREATED",
    "ReleaseInitiator": "139xxxx0501",
    "CallType": "OUTBOUND",
    "Index": "1",
    "SkillGroupId": "skg-default@ccc-test",
    "AssociatedData": "",
    "ChannelId": "ch:user:139xxxx0501->80326034:1609138902226:job-65382141036853491",
    "Timestamp": "1609138903315",
    "ReleaseReason": "404 - No destination",
    "Originator": "083xxxx0019",
    "ChannelFlags": "MONITORING",
    "UserId": "user-test@ccc-test",
    "UserExtension": "80326034",
    "JobId": "job-65382141036853491"
   }]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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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4 NotExists.UserId
The user %s does not exist in
instance %s.

呼叫中心实例中不存在指定的用
户。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接口ReadyForService就绪空闲。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ReadyForService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ReadyForService。

DeviceId String 是

ACC-YUNBS-
1.0.10-
bsd87c04aaa8f70
00176ad354b1c

座席端提供的唯一ID，用来表示一个座席
工作台，一个座席可以有多个不同类型的
座席台，比如浏览器，iOS, Android等，
但是在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生效。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UserId String 否
user-test@ccc-
test

用户ID，格式为username@domain。

OutboundScenari
o

Boolean 否 false 仅外呼模式。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3.2.11.19. ReadyForService3.2.11.19. ReadyFor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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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Code String 无 小休状态码。

DeviceId String 无
如果座席注册了SIP话机，则此参数是SIP话机设
备的设备ID，否则为空。

Extension String 80011474

座席分机号，一共8位，如果一个用户账号有多
个设备，则多个设备用一个分机号，且同一时间
只有一个设备可用。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无 在呼叫状态时的通话ID。

OutboundScen
ario

Boolean false 仅外呼。

SignedSkillGrou
pIdList

List 无 签入的技能组ID列表。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用户ID，格式为username@domain。

UserState String OFFLINE 座席状态码。

WorkMode String ON_SITE 工作模式。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Params List 无 返回参数。

RequestId String
CC49060B-87ED-
489A-AD3D-
00E57775DBFF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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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dpoint]/?Action=ReadyForService
&DeviceId=ACC-YUNBS-1.0.10-bsd87c04aaa8f7000176ad354b1c
&InstanceId=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CC49060B-87ED-489A-AD3D-00E57775DBFF</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Extension>80011474</Extension>
    <UserState>OFFLINE</UserState>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OutboundScenario>false</OutboundScenario>
    <WorkMode>ON_SITE</WorkMode>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CC49060B-87ED-489A-AD3D-00E57775DBFF",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Extension": "80011474",
  "UserState": "OFFLINE",
  "InstanceId": "ccc-test",
  "UserId": "user-test@ccc-test",
  "OutboundScenario": "false",
  "WorkMode": "ON_SITE"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4 NotExists.UserId
The user %s does not exist in
instance %s.

呼叫中心实例中不存在指定的用
户。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3.2.11.20. RegisterDevice3.2.11.20. Register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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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RegisterDevice注册设备，此接口只适用于SIP话机设备，通过此接口来设置设备密码。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DeviceId String 是
Yealink SIP-T23G
44.84.203.6

设备ID,格式：厂商名称+话机型号+固件版
本;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Password String 是 80xxxx33 设备密码。

UserId String 是
user-test@ccc-
test

呼叫中心实例的用户ID，实例内唯一。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Params List 无 响应参数。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RegisterDevice
&DeviceId=Yealink SIP-T23G 44.84.203.6
&InstanceId=ccc-test
&Password=80xxxx33
&UserId=user-test@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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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Params>⽆</Params>
<Code>OK</Code>

 JSON 格式

{"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Message":"⽆","HttpStatusCode":"200","
Params":"⽆","Code":"OK"}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RegisterDevices批量注册设备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RegisterDevice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RegisterDevices。

DeviceId String 是 Yealink
设备ID，此接口只适用于SIP话机设备，通
过此接口来设置设备密码。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Password String 是 80100000 设备密码

UserIdListJson String 是
["user-test@ccc-
test"]

座席ID列表。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3.2.11.21. RegisterDevices3.2.11.21. RegisterDevices

开发指南··开发指南（2.x版本） 云呼叫中心

437 > 文档版本：20220707

https://error-center.aliyun.com/status/product/CCC
https://api.aliyun.com/#product=CCC&api=RegisterDevices&type=RPC&version=2020-07-01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Params List 无 响应参数。

RequestId String
BA03159C-E808-
4FF1-B27E-
A61B6E888D7F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RegisterDevices
&DeviceId=Yealink
&InstanceId=ccc-test
&Password=80100000
&UserIdListJson=["user-test@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Params>⽆</Params>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Params":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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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ReleaseCall结束通话。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ReleaseCall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ReleaseCall。

DeviceId String 是

ACC-YUNBS-
1.0.10-
b18bp53c1736c2
914176a801ei90

座席端提供的唯一ID，用来表示一个座席
工作台。

InstanceId String 是
user-test@ccc-
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是
job-
65382141036853
491

话务ID。

UserId String 否
user-test@ccc-
test

呼叫中心实例的用户ID，实例内唯一。

ChannelId String 否

ch:user:139xxxx0
501-
>80326034:1609
138902226:job-
65382141036853
491

通道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CallContext Struct 话务上下文环境。

ChannelContext
s

Array of
ChannelContext

各个Channel的信息。

3.2.11.22. ReleaseCall3.2.11.22. Release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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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edData Map 无 随路数据。

CallType String OUTBOUND 呼叫类型。

ChannelId String

ch:user:139xxxx050
1-
>80326034:1609138
902226:job-
65382141036853491

通道ID。

ChannelState String CREATED 状态。

Destination String 139xxxx0501 接收方。

JobId String
job-
65382141036853491

话务ID。

Originator String 083xxxx0019 发起方。

ReleaseInit iator String 139xxxx0501 挂断方。

ReleaseReason String 404 - No destination 挂断原因。

Timestamp Long 1609138903315 状态数据上次变更时间戳。

UserExtension String 80326034 该Channel的座席的分机号。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该Channel的用户ID。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job-
65382141036853491

话务ID。

UserContext Struct 用户上下文环境。

BreakCode String Warm-up 小休状态码。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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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Id String
ACC-YUNBS-1.0.10-
b18bp53c1736c2914
176a801ei90

座席端提供的唯一ID，用来表示一个座席工作
台。

Extension String 80326034 分机号码。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job-
65382141036853491

在呼叫状态时的通话ID。

OutboundScen
ario

Boolean false 是否只外呼。

SignedSkillGrou
pIdList

List
["skg-test1@ccc-
test","skg-
test2@ccc-test"]

签入的技能组ID列表。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呼叫中心用户ID。

UserState String BREAK 座席状态。

WorkMode String ON_SITE 工作模式。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Params List 无 响应参数。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ReleaseCall
&DeviceId=ACC-YUNBS-1.0.10-b18bp53c1736c2914176a801ei90
&InstanceId=user-test@ccc-test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
&<公共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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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Params>⽆</Params>
<Data>
    <UserContext>
        <Extension>80326034</Extension>
        <UserState>BREAK</UserState>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DeviceId>ACC-YUNBS-1.0.10-b18bp53c1736c2914176a801ei90</DeviceId>
        <BreakCode>Warm-up</BreakCode>
        <OutboundScenario>false</OutboundScenario>
        <WorkMode>ON_SITE</WorkMode>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JobId>
        <SignedSkillGroupIdList>["skg-test1@ccc-test","skg-test2@ccc-test"]</SignedSkillGro
upIdList>
    </UserContext>
    <CallContext>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JobId>
        <ChannelContexts>
            <Destination>139xxxx0501</Destination>
            <ChannelState>CREATED</ChannelState>
            <ReleaseInitiator>139xxxx0501</ReleaseInitiator>
            <CallType>OUTBOUND</CallType>
            <AssociatedData/>
            <ChannelId>ch:user:139xxxx0501-&gt;80326034:1609138902226:job-65382141036853491
</ChannelId>
            <Timestamp>1609138903315</Timestamp>
            <ReleaseReason>404 - No destination</ReleaseReason>
            <Originator>083xxxx0019</Originator>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UserExtension>80326034</UserExtension>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JobId>
        </ChannelContexts>
    </CallContext>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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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Params": "⽆",
 "Data": {
  "UserContext": {
   "Extension": "80326034",
   "UserState": "BREAK",
   "InstanceId": "ccc-test",
   "UserId": "user-test@ccc-test",
   "DeviceId": "ACC-YUNBS-1.0.10-b18bp53c1736c2914176a801ei90",
   "BreakCode": "Warm-up",
   "OutboundScenario": "false",
   "WorkMode": "ON_SITE",
   "JobId": "job-65382141036853491",
   "SignedSkillGroupIdList": "[\"skg-test1@ccc-test\",\"skg-test2@ccc-test\"]"
  },
  "CallContext": {
   "InstanceId": "ccc-test",
   "JobId": "job-65382141036853491",
   "ChannelContexts": [{
    "Destination": "139xxxx0501",
    "ChannelState": "CREATED",
    "ReleaseInitiator": "139xxxx0501",
    "CallType": "OUTBOUND",
    "AssociatedData": "",
    "ChannelId": "ch:user:139xxxx0501->80326034:1609138902226:job-65382141036853491",
    "Timestamp": "1609138903315",
    "ReleaseReason": "404 - No destination",
    "Originator": "083xxxx0019",
    "UserId": "user-test@ccc-test",
    "UserExtension": "80326034",
    "JobId": "job-65382141036853491"
   }]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RetrieveCall取回通话。

3.2.11.23. RetrieveCall3.2.11.23. Retrieve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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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RetrieveCall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RetrieveCall。

ChannelId String 是

ch:user:139xxxx0
501-
>80326034:1609
138902226:job-
65382141036853
491

待取回通道ID。

DeviceId String 是

ACC-YUNBS-
1.0.10-
b18bp53c1736c2
914176a801ei90

座席端提供的唯一ID，用来表示一个座席
工作台。

InstanceId String 是
user-test@ccc-
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是
job-
65382141036853
491

话务ID。

UserId String 是
user-test@ccc-
test

呼叫中心实例的用户ID，实例内唯一。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CallContext Struct 话务上下文环境。

CallType String OUTBOUND 呼叫类型。

ChannelContext
s

Array of
ChannelContext

各个Channel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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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edData Map 无 随路数据。

CallType String OUTBOUND 呼叫类型。

ChannelId String

ch:user:139xxxx050
1-
>80326034:1609138
902226:job-
65382141036853491

通道ID。

ChannelState String CREATED 状态。

Destination String 139xxxx0501 接收方。

JobId String
job-
65382141036853491

话务ID。

Originator String 083xxxx0019 发起方。

ReleaseInit iator String 139xxxx0501 挂断方。

ReleaseReason String 404 - No destination 挂断原因。

SkillGroupId String skg-test1@ccc-test

该通话相关技能组。呼入场景下，技能组由IVR中
路由的排队队列指定。在呼出场景下，技能组是
座席签入的第一个技能组。

Timestamp Long 1609138903315 状态数据上次变更时间戳。

UserExtension String 80326034 该Channel的座席的分机号。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该Channel的用户ID。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job-
65382141036853491

话务ID。

UserContext Struct 用户上下文环境。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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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Code String Warm-up 小休状态码。

DeviceId String
ACC-YUNBS-1.0.10-
b18bp53c1736c2914
176a801ei90

座席端提供的唯一ID，用来表示一个座席工作
台。

Extension String 80326034 分机号码。

Heartbeat Long 1609136956378 上次操作时间。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job-
65382141036853491

在呼叫状态时的通话ID。

Mobile String 86-132xxxx4730
座席手机号码，场外座席情况下通过此号码联系
座席。

OutboundScen
ario

Boolean false 是否仅外呼。

Reserved Long 1609136956378
座席处于预定状态，说明马上有电话给TA。该参
数记录收到预定请求的时间。

SignedSkillGrou
pIdList

List
["skg-test1@ccc-
test","skg-
test2@ccc-test"]

签入的技能组ID列表。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呼叫中心用户ID。

UserState String BREAK 座席状态。

WorkMode String ON_SITE 工作模式。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Params List 无 响应参数。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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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RetrieveCall
&ChannelId=ch:user:139xxxx0501->80326034:1609138902226:job-65382141036853491
&DeviceId=ACC-YUNBS-1.0.10-b18bp53c1736c2914176a801ei90
&InstanceId=user-test@ccc-test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
&UserId=user-test@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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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Params>⽆</Params>
<Data>
    <UserContext>
        <UserState>BREAK</UserState>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DeviceId>ACC-YUNBS-1.0.10-b18bp53c1736c2914176a801ei90</DeviceId>
        <BreakCode>Warm-up</BreakCode>
        <OutboundScenario>false</OutboundScenario>
        <Mobile>86-132xxxx4730</Mobile>
        <SignedSkillGroupIdList>["skg-test1@ccc-test","skg-test2@ccc-test"]</SignedSkillGro
upIdList>
        <Extension>80326034</Extension>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Heartbeat>1609136956378</Heartbeat>
        <WorkMode>ON_SITE</WorkMode>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JobId>
        <Reserved>1609136956378</Reserved>
    </UserContext>
    <CallContext>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CallType>OUTBOUND</CallType>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JobId>
        <ChannelContexts>
            <Destination>139xxxx0501</Destination>
            <ChannelState>CREATED</ChannelState>
            <ReleaseInitiator>139xxxx0501</ReleaseInitiator>
            <CallType>OUTBOUND</CallType>
            <SkillGroupId>skg-test1@ccc-test</SkillGroupId>
            <AssociatedData/>
            <ChannelId>ch:user:139xxxx0501-&gt;80326034:1609138902226:job-65382141036853491
</ChannelId>
            <Timestamp>1609138903315</Timestamp>
            <ReleaseReason>404 - No destination</ReleaseReason>
            <Originator>083xxxx0019</Originator>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UserExtension>80326034</UserExtension>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JobId>
        </ChannelContexts>
    </CallContext>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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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Params": "⽆",
 "Data": {
  "UserContext": {
   "UserState": "BREAK",
   "InstanceId": "ccc-test",
   "DeviceId": "ACC-YUNBS-1.0.10-b18bp53c1736c2914176a801ei90",
   "BreakCode": "Warm-up",
   "OutboundScenario": "false",
   "Mobile": "86-132xxxx4730",
   "SignedSkillGroupIdList": "[\"skg-test1@ccc-test\",\"skg-test2@ccc-test\"]",
   "Extension": "80326034",
   "UserId": "user-test@ccc-test",
   "Heartbeat": "1609136956378",
   "WorkMode": "ON_SITE",
   "JobId": "job-65382141036853491",
   "Reserved": "1609136956378"
  },
  "CallContext": {
   "InstanceId": "ccc-test",
   "CallType": "OUTBOUND",
   "JobId": "job-65382141036853491",
   "ChannelContexts": [{
    "Destination": "139xxxx0501",
    "ChannelState": "CREATED",
    "ReleaseInitiator": "139xxxx0501",
    "CallType": "OUTBOUND",
    "SkillGroupId": "skg-test1@ccc-test",
    "AssociatedData": "",
    "ChannelId": "ch:user:139xxxx0501->80326034:1609138902226:job-65382141036853491",
    "Timestamp": "1609138903315",
    "ReleaseReason": "404 - No destination",
    "Originator": "083xxxx0019",
    "UserId": "user-test@ccc-test",
    "UserExtension": "80326034",
    "JobId": "job-65382141036853491"
   }]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ChannelId
The specified channel %s does
not exist in call %s.

通话中不存在指定的Channel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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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4 NotExists.JobId The call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通话信息不存在。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接口SendDtmfSignaling发送DTMF按键信息。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SendDtmfSignalin
g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SendDtmfSignaling。

ChannelId String 是

ch:customer:010
8989****-
>1318888****:16
09234221870:job
-
65735740600893
440

待取回通道ID。

DeviceId String 是

ACC-YUNBS-
1.0.10-
bse05179638553
000176add4046f

座席端提供的唯一ID，用来表示一个座席
工作台，一个座席可以有多个不同类型的
座席台，比如浏览器，iOS, Android等，
但是在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生效。

Dtmf String 是 5 DTMF按键信息。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是
:job-
65735740600893
440

话务ID。

UserId String 是
user-test@ccc-
test

用户ID，格式为username@domain。

3.2.11.24. SendDtmfSignaling3.2.11.24. SendDtmfSigna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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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CallContext Struct 话务上下文环境。

CallType String OUTBOUND 呼叫类型, 最初发起呼叫时的类型。

ChannelContext
s

Array of
ChannelContext

通话上下文。

AssociatedData Map 无 随路数据。

CallType String OUTBOUND 呼叫类型, 最初发起呼叫时的类型。

ChannelFlags String [] 通道标志，比如监听，辅助，静音等。

ChannelId String

ch:user:131888****-
>8001****:16092342
21870:job-
65735740600893440
"

通道ID。

ChannelState String ANSWERED 状态。

Destination String 8001**** 接收方。

Index Integer 1 记录这个Channel在通话过程中创建的顺序。

JobId String
job-
65735740600893440

话务ID。

Originator String 0101234**** 发起方。

ReleaseInit iator String 无 挂断方。

ReleaseReason String 无 挂断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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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llGroupId String
skill-group@ccc-
test

该通话相关技能组。呼入场景下，技能组由IVR中
路由的排队队列指定，在呼出场景下，技能组是
座席签入的第一个技能组。

Timestamp Long 1609234222367 状态数据上次变更时间戳。

UserExtension String 8001****
该Channel的座席的分机号，如果是客户通道，
则userExtension为空。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该Channel的用户ID，如果是客户通道，则userId
为空。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job-
65735740600893440

话务ID。

UserContext Struct 用户上下文环境。

BreakCode String Warm-up 小休状态码。

DeviceId String
ACC-YUNBS-1.0.10-
bse05179638553000
176add4046f

设备标示。

Extension String 8001****
座席分机号，一共8位，如果一个用户账号有多
个设备，则多个设备用一个分机号，且同一时间
只有一个设备可用。

Heartbeat Long 1609234222375 上次操作时间。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job-
65735740600893440

在呼叫状态时的通话ID。

Mobile String 1390000****
座席手机号码，场外座席情况下通过此号码联系
座席。

OutboundScen
ario

Boolean false 仅外呼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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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rved Long 1609234221864
座席处于预定状态，说明马上有电话给TA. 该参
数记录收到预定请求的时间。

SignedSkillGrou
pIdList

List
["skill-group@ccc-
test"]

签入的技能组ID列表。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用户ID，格式为username@domain。

UserState String TALKING 座席状态码。

WorkMode String ON_SITE 工作模式。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Params List 无 返回参数。

RequestId String
842399EC-7D32-
4472-AD08-
9504C3F141FF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SendDtmfSignaling
&ChannelId=ch:customer:0108989****->1318888****:1609234221870:job-65735740600893440
&DeviceId=ACC-YUNBS-1.0.10-bse05179638553000176add4046f
&Dtmf=5
&InstanceId=ccc-test
&JobId=:job-65735740600893440
&UserId=user-test@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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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842399EC-7D32-4472-AD08-9504C3F141FF</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Params>⽆</Params>
<Data>
    <CallContext>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CallType>OUTBOUND</CallType>
        <JobId>job-65735740600893440</JobId>
        <ChannelContexts>
            <Destination>8001****</Destination>
            <ChannelState>ANSWERED</ChannelState>
            <ReleaseInitiator>⽆</ReleaseInitiator>
            <CallType>OUTBOUND</CallType>
            <Index>1</Index>
            <AssociatedData>⽆</AssociatedData>
            <SkillGroupId>skill-group@ccc-test</SkillGroupId>
            <ChannelId>ch:user:131888****-&gt;8001****:1609234221870:job-65735740600893440"
</ChannelId>
            <Timestamp>1609234222367</Timestamp>
            <ReleaseReason>⽆</ReleaseReason>
            <Originator>0101234****</Originator>
            <ChannelFlags>[]</ChannelFlags>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UserExtension>8001****</UserExtension>
            <JobId>job-65735740600893440</JobId>
        </ChannelContexts>
    </CallContext>
    <UserContext>
        <Extension>8001****</Extension>
        <UserState>TALKING</UserState>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BreakCode>Warm-up</BreakCode>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DeviceId>ACC-YUNBS-1.0.10-bse05179638553000176add4046f</DeviceId>
        <Heartbeat>1609234222375</Heartbeat>
        <OutboundScenario>false</OutboundScenario>
        <Mobile>1390000****</Mobile>
        <JobId>job-65735740600893440</JobId>
        <WorkMode>ON_SITE</WorkMode>
        <Reserved>1609234221864</Reserved>
        <SignedSkillGroupIdList>["skill-group@ccc-test"]</SignedSkillGroupIdList>
    </UserContext>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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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842399EC-7D32-4472-AD08-9504C3F141FF",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Params": "⽆",
    "Data": {
        "CallContext": {
            "InstanceId": "ccc-test",
            "CallType": "OUTBOUND",
            "JobId": "job-65735740600893440",
            "ChannelContexts": {
                "Destination": "8001****",
                "ChannelState": "ANSWERED",
                "ReleaseInitiator": "⽆",
                "CallType": "OUTBOUND",
                "Index": 1,
                "AssociatedData": "⽆",
                "SkillGroupId": "skill-group@ccc-test",
                "ChannelId": "ch:user:131888****-&gt;8001****:1609234221870:job-65735740600
893440\"",
                "Timestamp": 1609234222367,
                "ReleaseReason": "⽆",
                "Originator": "0101234****",
                "ChannelFlags": "[]",
                "UserId": "user-test@ccc-test",
                "UserExtension": "8001****",
                "JobId": "job-65735740600893440"
            }
        },
        "UserContext": {
            "Extension": "8001****",
            "UserState": "TALKING",
            "InstanceId": "ccc-test",
            "BreakCode": "Warm-up",
            "UserId": "user-test@ccc-test",
            "DeviceId": "ACC-YUNBS-1.0.10-bse05179638553000176add4046f",
            "Heartbeat": 1609234222375,
            "OutboundScenario": false,
            "Mobile": "1390000****",
            "JobId": "job-65735740600893440",
            "WorkMode": "ON_SITE",
            "Reserved": 1609234221864,
            "SignedSkillGroupIdList": "[\"skill-group@ccc-test\"]"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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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ChannelId
The specified channel %s does
not exist in call %s.

通话中不存在指定的Channel信
息。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4 NotExists.JobId The call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通话信息不存在。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SignInGroup坐席签入。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SignInGroup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SignInGroup。

DeviceId String 是

ACC-YUNBS-
1.0.10-
b18bp53c1736c2
914176a801ei90

座席端提供的唯一ID，用来表示一个座席
工作台。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UserId String 否
user-test@ccc-
test

呼叫中心实例的用户ID，实例内唯一。

SignedSkillGroupI
dList

String 否
["skg-test1@ccc-
test","skg-
test2@ccc-test"]

签入的技能组ID列表。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3.2.11.25. SignInGroup3.2.11.25. SignInGroup

云呼叫中心 开发指南··开发指南（2.x版本）

> 文档版本：20220707 456

https://error-center.aliyun.com/status/product/CCC
https://api.aliyun.com/#product=CCC&api=SignInGroup&type=RPC&version=2020-07-01


BreakCode String Warm-up 小休状态码。

DeviceId String
ACC-YUNBS-1.0.10-
b18bp53c1736c2914
176a801ei90

座席端提供的唯一ID，用来表示一个座席工作
台。

Extension String 80326034 分机号码。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无 在呼叫状态时的通话ID。

OutboundScen
ario

Boolean false 是否进外呼。

SignedSkillGrou
pIdList

List
["skg-test1@ccc-
test","skg-
test2@ccc-test"]

签入的技能组ID列表。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呼叫中心用户ID。

UserState String BREAK 座席状态。

WorkMode String ON_SITE 工作模式。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Params List 无 响应参数。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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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dpoint]/?Action=SignInGroup
&DeviceId=ACC-YUNBS-1.0.10-b18bp53c1736c2914176a801ei90
&InstanceId=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Params>⽆</Params>
<Data>
    <Extension>80326034</Extension>
    <UserState>BREAK</UserState>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DeviceId>ACC-YUNBS-1.0.10-b18bp53c1736c2914176a801ei90</DeviceId>
    <BreakCode>Warm-up</BreakCode>
    <OutboundScenario>false</OutboundScenario>
    <WorkMode>ON_SITE</WorkMode>
    <SignedSkillGroupIdList>["skg-test1@ccc-test","skg-test2@ccc-test"]</SignedSkillGroupId
List>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Params": "⽆",
 "Data": {
  "Extension": "80326034",
  "UserState": "BREAK",
  "InstanceId": "ccc-test",
  "UserId": "user-test@ccc-test",
  "DeviceId": "ACC-YUNBS-1.0.10-b18bp53c1736c2914176a801ei90",
  "BreakCode": "Warm-up",
  "OutboundScenario": "false",
  "WorkMode": "ON_SITE",
  "SignedSkillGroupIdList": "[\"skg-test1@ccc-test\",\"skg-test2@ccc-test\"]"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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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4 NotExists.UserId
The user %s does not exist in
instance %s.

呼叫中心实例中不存在指定的用
户。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SignOutGroup坐席迁出。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SignOutGroup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SignOutGroup。

DeviceId String 是

ACC-YUNBS-
1.0.10-
b18bp53c1736c2
914176a801ei90

座席端提供的唯一ID，用来表示一个座席
工作台。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UserId String 是
user-test@ccc-
test

呼叫中心实例的用户ID，实例内唯一。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BreakCode String Warm-up 小休状态码。

DeviceId String
ACC-YUNBS-1.0.10-
b18bp53c1736c2914
176a801ei90

座席端提供的唯一ID，用来表示一个座席工作
台。

3.2.11.26. SignOutGroup3.2.11.26. SignOut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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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nsion String 80326034 分机号码。

Heartbeat Long 1609136956378 上次操作时间。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job-
65382141036853491

在呼叫状态时的通话ID。

Mobile String 86-132xxxx4730
座席手机号码，场外座席情况下通过此号码联系
座席。

OutboundScen
ario

Boolean false 是否仅外呼。

Reserved Long 1609136956378
座席处于预定状态，说明马上有电话给TA。该参
数记录收到预定请求的时间。

SignedSkillGrou
pIdList

List
["skg-test1@ccc-
test","skg-
test2@ccc-test"]

签入的技能组ID列表。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呼叫中心用户ID。

UserState String BREAK 座席状态。

WorkMode String ON_SITE 工作模式。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Params List 无 响应参数。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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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dpoint]/?Action=SignOutGroup
&DeviceId=ACC-YUNBS-1.0.10-b18bp53c1736c2914176a801ei90
&InstanceId=ccc-test
&UserId=user-test@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Params>⽆</Params>
<Data>
    <UserState>BREAK</UserState>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DeviceId>ACC-YUNBS-1.0.10-b18bp53c1736c2914176a801ei90</DeviceId>
    <BreakCode>Warm-up</BreakCode>
    <OutboundScenario>false</OutboundScenario>
    <Mobile>86-132xxxx4730</Mobile>
    <SignedSkillGroupIdList>["skg-test1@ccc-test","skg-test2@ccc-test"]</SignedSkillGroupId
List>
    <Extension>80326034</Extension>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Heartbeat>1609136956378</Heartbeat>
    <WorkMode>ON_SITE</WorkMode>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JobId>
    <Reserved>1609136956378</Reserved>
</Data>
<Code>200</Cod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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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Params": "⽆",
 "Data": {
  "UserState": "BREAK",
  "InstanceId": "ccc-test",
  "DeviceId": "ACC-YUNBS-1.0.10-b18bp53c1736c2914176a801ei90",
  "BreakCode": "Warm-up",
  "OutboundScenario": "false",
  "Mobile": "86-132xxxx4730",
  "SignedSkillGroupIdList": "[\"skg-test1@ccc-test\",\"skg-test2@ccc-test\"]",
  "Extension": "80326034",
  "UserId": "user-test@ccc-test",
  "Heartbeat": "1609136956378",
  "WorkMode": "ON_SITE",
  "JobId": "job-65382141036853491",
  "Reserved": "1609136956378"
 },
 "Code": "200"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4 NotExists.UserId
The user %s does not exist in
instance %s.

呼叫中心实例中不存在指定的用
户。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UnmuteCall取消通话静音。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UnmuteCall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UnmuteCall。

3.2.11.27. UnmuteCall3.2.11.27. Unmute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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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Id String 是

ACC-YUNBS-
1.0.10-
b18bp53c1736c2
914176a801ei90

座席端提供的唯一ID，用来表示一个座席
工作台。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UserId String 是
user-test@ccc-
test

呼叫中心实例的用户ID，实例内唯一。

JobId String 否
job-
65382141036853
491

话务ID。

ChannelId String 否

ch:user:139xxxx0
501-
>80326034:1609
138902226:job-
65382141036853
491

取消静音的通道ID，如果此参数为空，则
表示操作自己所在的通道。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CallContext Struct 话务上下文环境。

CallType String OUTBOUND 呼叫类型, 最初发起呼叫时的类型。

ChannelContext
s

Array of
ChannelContext

各个Channel的信息。

AssociatedData Map 无 随路数据。

CallType String OUTBOUND 呼叫类型。

ChannelFlags String MONITORING 通道标志，比如监听，辅助，静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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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nelId String

ch:user:139xxxx050
1-
>80326034:1609138
902226:job-
65382141036853491

通道ID。

ChannelState String CREATED 状态。

Destination String 139xxxx0501 接收方。

Index Integer 1 Channel在通话过程中创建的顺序。

JobId String
job-
65382141036853491

话务ID。

Originator String 083xxxx0019 发起方。

ReleaseInit iator String 139xxxx0501 挂断方。

ReleaseReason String 404 - No destination 挂断原因。

SkillGroupId String
skg-default@ccc-
test

该通话相关技能组。

Timestamp Long 1609138903315 状态数据上次变更时间戳。

UserExtension String 80326034 该Channel的座席的分机号。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该Channel的用户ID。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job-
65382141036853491

话务ID。

UserContext Struct 用户上下文环境。

BreakCode String Warm-up 小休状态码。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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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Id String
ACC-YUNBS-1.0.10-
b18bp53c1736c2914
176a801ei90

座席端提供的唯一ID，用来表示一个座席工作
台。

Extension String 80326034 分机号码。

Heartbeat Long 1609136956378 上次操作时间。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job-
65382141036853491

在呼叫状态时的通话ID。

Mobile String 86-132xxxx4730
座席手机号码，场外座席情况下通过此号码联系
座席。

OutboundScen
ario

Boolean false 是否仅外呼。

SignedSkillGrou
pIdList

List
["skg-test1@ccc-
test","skg-
test2@ccc-test"]

签入的技能组ID列表。

User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呼叫中心用户ID。

UserState String BREAK 座席状态。

WorkMode String ON_SITE 工作模式。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Params List 无 响应参数。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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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dpoint]/?Action=UnmuteCall
&DeviceId=ACC-YUNBS-1.0.10-b18bp53c1736c2914176a801ei90
&InstanceId=ccc-test
&UserId=user-test@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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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Params>⽆</Params>
<Data>
    <UserContext>
        <Extension>80326034</Extension>
        <UserState>BREAK</UserState>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DeviceId>ACC-YUNBS-1.0.10-b18bp53c1736c2914176a801ei90</DeviceId>
        <BreakCode>Warm-up</BreakCode>
        <Heartbeat>1609136956378</Heartbeat>
        <OutboundScenario>false</OutboundScenario>
        <Mobile>86-132xxxx4730</Mobile>
        <WorkMode>ON_SITE</WorkMode>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JobId>
        <SignedSkillGroupIdList>["skg-test1@ccc-test","skg-test2@ccc-test"]</SignedSkillGro
upIdList>
    </UserContext>
    <CallContext>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CallType>OUTBOUND</CallType>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JobId>
        <ChannelContexts>
            <Destination>139xxxx0501</Destination>
            <ChannelState>CREATED</ChannelState>
            <ReleaseInitiator>139xxxx0501</ReleaseInitiator>
            <CallType>OUTBOUND</CallType>
            <Index>1</Index>
            <SkillGroupId>skg-default@ccc-test</SkillGroupId>
            <AssociatedData/>
            <ChannelId>ch:user:139xxxx0501-&gt;80326034:1609138902226:job-65382141036853491
</ChannelId>
            <Timestamp>1609138903315</Timestamp>
            <ReleaseReason>404 - No destination</ReleaseReason>
            <Originator>083xxxx0019</Originator>
            <ChannelFlags>MONITORING</ChannelFlags>
            <UserId>user-test@ccc-test</UserId>
            <UserExtension>80326034</UserExtension>
            <JobId>job-65382141036853491</JobId>
        </ChannelContexts>
    </CallContext>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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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Params": "⽆",
 "Data": {
  "UserContext": {
   "Extension": "80326034",
   "UserState": "BREAK",
   "InstanceId": "ccc-test",
   "UserId": "user-test@ccc-test",
   "DeviceId": "ACC-YUNBS-1.0.10-b18bp53c1736c2914176a801ei90",
   "BreakCode": "Warm-up",
   "Heartbeat": "1609136956378",
   "OutboundScenario": "false",
   "Mobile": "86-132xxxx4730",
   "WorkMode": "ON_SITE",
   "JobId": "job-65382141036853491",
   "SignedSkillGroupIdList": "[\"skg-test1@ccc-test\",\"skg-test2@ccc-test\"]"
  },
  "CallContext": {
   "InstanceId": "ccc-test",
   "CallType": "OUTBOUND",
   "JobId": "job-65382141036853491",
   "ChannelContexts": [{
    "Destination": "139xxxx0501",
    "ChannelState": "CREATED",
    "ReleaseInitiator": "139xxxx0501",
    "CallType": "OUTBOUND",
    "Index": "1",
    "SkillGroupId": "skg-default@ccc-test",
    "AssociatedData": "",
    "ChannelId": "ch:user:139xxxx0501->80326034:1609138902226:job-65382141036853491",
    "Timestamp": "1609138903315",
    "ReleaseReason": "404 - No destination",
    "Originator": "083xxxx0019",
    "ChannelFlags": "MONITORING",
    "UserId": "user-test@ccc-test",
    "UserExtension": "80326034",
    "JobId": "job-65382141036853491"
   }]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ChannelId
The specified channel %s does
not exist in call %s.

通话中不存在指定的Channel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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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4 NotExists.JobId The call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通话信息不存在。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UnregisterDevice删除注册设备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UnregisterDevice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UnregisterDevice。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UserId String 是
uset-test@ccc-
test

用户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BA03159C-E808-
4FF1-B27E-
A61B6E888D7F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3.2.11.28. UnregisterDevice3.2.11.28. Unregister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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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dpoint]/?Action=UnregisterDevice
&InstanceId=ccc-test
&UserId=uset-test@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Parameter.Blank
The parameter %s must not be
null or empty.

该参数不能为null值。

403 Permission.User
You have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user(s) %s.

您无权访问这些用户。

404 NotExists.UserId
The user %s does not exist in
instance %s.

呼叫中心实例中不存在指定的用
户。

500 InternalService.DB
An internal DB service error
occurred. %s

内部数据服务错误。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SaveRTCStatsV2保存客服端WebRTC语音传输统计信息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3.2.12. 问题排查3.2.12. 问题排查

3.2.12.1. SaveRTCStatsV23.2.12.1. SaveRTCStats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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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SaveRTCStatsV2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SaveRTCStatsV2。

CallId String 是
257e73de-1ee8-
123b-0b9a-
00163e0axxxx

通话ID。

GeneralInfo String 是

[null,"","","164733
7928819","16473
37888816","user-
test",null,"上
海","10.10.0.1","1
1.1.1.1","2002"]

通用信息。

GoogAddress String 是
["47.101.55.201","
40000","47.104.1
53.97","20000"]

接入点地址。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ReceiverReport String 是

["1","1649328987
","40","PCMU","38
3560","89","49","
ssrc_1649328987
_recv","2022-03-
15T09:52:08.820
Z","","0","20000"]

收到报告内容。

SenderReport String 是

["11090","205512
7460","0","2236",
"384592","ssrc_2
055127460_send"
,"2022-03-
15T09:52:08.820
Z","1"]

发送报告内容。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HttpStatusCod
e

Long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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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 String
BA03159C-E808-
4FF1-B27E-
A61B6E888D7F

请求ID。

RowCount Long 1 行数。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成功。

TimeStamp Long 1647309061000 生成记录时间戳。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SaveRTCStatsV2
&CallId=257e73de-1ee8-123b-0b9a-00163e0axxxx
&GeneralInfo=[null,"","","1647337928819","1647337888816","user-test",null,"上海","10.10.0.1"
,"11.1.1.1","2002"]
&GoogAddress=["47.101.55.201","40000","47.104.153.97","20000"]
&InstanceId=ccc-test
&ReceiverReport=["1","1649328987","40","PCMU","383560","89","49","ssrc_1649328987_recv","20
22-03-15T09:52:08.820Z","","0","20000"]
&SenderReport=["11090","2055127460","0","2236","384592","ssrc_2055127460_send","2022-03-15T
09:52:08.820Z","1"]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RowCount>1</RowCount>
<Code>OK</Code>
<TimeStamp>1647309061000</TimeStamp>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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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RowCount": 1,
    "Code": "OK",
    "TimeStamp": 16473090610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Service.Com
mon

An internal service error
occurred. %s

内部服务错误。

404 NotExists.UserId
The user %s does not exist in
instance %s.

呼叫中心实例中不存在指定的用
户。

403 Permission.User
You have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user(s) %s.

您无权访问这些用户。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SaveWebRtcInfo保存WebRTC信息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SaveWebRtcInfo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SaveWebRtcInfo。

CallId String 是
e13c9740-1e37-
123b-21b6-
00163e352f9

通话ID。

3.2.12.2. SaveWebRtcInfo3.2.12.2. SaveWebRtc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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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String 是

{"media_source":
{},"remote_inbou
nd_rtp":
{},"outbound_rtp"
:{},"inbound_rtp":
{},"remote_outbo
und_rtp":
{},"candidate":
{},"basic":
{"callId":"e13c974
0-1e37-123b-
21b6-
00163e352f9","t i
mestamp":"1647
262108395","call
StartT ime":"1647
262108393","uid"
:"user-
test","access_poi
nt":"shanghai","b
rowser":"90","ip"
:"127.0.0.1"}}

内容信息。

ContentType String 是 0

内容类型,从
rtcPeerConnection.getStats(selector)中
获取的语音传输统计信息（每隔3秒获取一
次）。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实例ID。

JobId String 是
job-b8b0ca63-
330c-4e65-8ae3-
9de2c7ce7683

话务ID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HttpStatusCod
e

Long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CF1C21B9-2D49-
4B54-880F-
FBE248C16903

请求ID。

云呼叫中心 开发指南··开发指南（2.x版本）

> 文档版本：20220707 474



RowCount Long 1 存入数据库后返回的行数，一般为1。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成功。

TimeStamp Long 1647262108395 记录生成时间。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SaveWebRtcInfo
&CallId=e13c9740-1e37-123b-21b6-00163e352f9
&Content={"media_source":{},"remote_inbound_rtp":{},"outbound_rtp":{},"inbound_rtp":{},"rem
ote_outbound_rtp":{},"candidate":{},"basic":{"callId":"e13c9740-1e37-123b-21b6-00163e352f9"
,"timestamp":"1647262108395","callStartTime":"1647262108393","uid":"user-test","access_poin
t":"shanghai","browser":"90","ip":"127.0.0.1"}}
&ContentType=0
&InstanceId=ccc-test
&JobId=job-b8b0ca63-330c-4e65-8ae3-9de2c7ce7683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CF1C21B9-2D49-4B54-880F-FBE248C16903</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RowCount>1</RowCount>
<Code>OK</Code>
<TimeStamp>1647262108395</TimeStamp>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
    "RequestId": "CF1C21B9-2D49-4B54-880F-FBE248C16903",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RowCount": 1,
    "Code": "OK",
    "TimeStamp": 1647262108395,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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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Service.Com
mon

An internal service error
occurred. %s

内部服务错误。

404 NotExists.UserId
The user %s does not exist in
instance %s.

呼叫中心实例中不存在指定的用
户。

403 Permission.User
You have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user(s) %s.

您无权访问这些用户。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SaveTerminalLog保存坐席工作台日志信息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SaveTerminalLog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SaveTerminalLog。

AppName String 是 CCCClient APP名称。

CallId String 是 none 通话ID。

Content String 是 none 内容信息。

DataType Integer 是 1 数据类型，默认是1。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JobId String 是 none 话务ID。

Status String 是 true 状态信息，true或false。

UniqueRequestId String 是 none 方法请求ID。

3.2.12.3. SaveTerminalLog3.2.12.3. SaveTerminal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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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Name String 否 TurnServerTest 方法名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HttpStatusCod
e

Long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BA03159C-E808-
4FF1-B27E-
A61B6E888D7F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成功。

TimeStamp Long 1647309061000 生成日志时间戳。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SaveTerminalLog
&AppName=CCCClient
&CallId=none
&Content=none
&DataType=1
&InstanceId=ccc-test
&JobId=none
&Status=true
&UniqueRequestId=none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Code>OK</Code>
<TimeStamp>1647309061000</TimeStamp>
<Success>true</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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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SON 格式

{
    "RequestId": "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Code": "OK",
    "TimeStamp": 16473090610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3
Permission.Unauthor
ized

You are not authorized to
perform this action. %s
privileges are required.

您无权执行此操作。 必须具有指定
权限。

400 Parameter.Format
The format of parameter %s is
invalid. %s

该参数的格式不合法。

500
InternalService.Com
mon

An internal service error
occurred. %s

内部服务错误。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GetHistoricalCampaignReport获取活动历史统计信息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HistoricalCam
paignReport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GetHistoricalCampaignReport。

CampaignId String 是
78cf6864-9a22-
4ea8-a59d-
5adc2d747b0e

活动ID。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实例ID

3.2.13. 预测式外呼3.2.13. 预测式外呼

3.2.13.1. GetHistoricalCampaignReport3.2.13.1. GetHistoricalCampaign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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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AbandonedRat
e

Float 0 呼损率。

CallsAbandone
d

Long 0 呼损数。

CallsConnected Long 0 接通数。

CallsDialed Long 0 拨号数量。

ConnectedRate Float 0 接通率。

OccupancyRate Float 0 坐席利用率。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HistoricalCampaignReport
&CampaignId=78cf6864-9a22-4ea8-a59d-5adc2d747b0e
&InstanceId=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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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CallsDialed>0</CallsDialed>
    <ConnectedRate>0</ConnectedRate>
    <CallsAbandoned>0</CallsAbandoned>
    <AbandonedRate>0</AbandonedRate>
    <CallsConnected>0</CallsConnected>
    <OccupancyRate>0</OccupancyRate>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CallsDialed": 0,
        "ConnectedRate": 0,
        "CallsAbandoned": 0,
        "AbandonedRate": 0,
        "CallsConnected": 0,
        "OccupancyRate": 0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PauseCampaign暂停活动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PauseCampaign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PauseCampaign。

3.2.13.2. PauseCampaign3.2.13.2. PauseCampa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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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aignId String 是
ab11908b-6ebc-
4b0c-b51e-
3e17c70602

活动ID。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HttpStatusCod
e

String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BA03159C-E808-
4FF1-B27E-
A61B6E888D7F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PauseCampaign
&CampaignId=ab11908b-6ebc-4b0c-b51e-3e17c70602
&InstanceId=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Message>⽆</Message>
<RequestId>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Message": "⽆",
    "RequestId": "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
    "HttpStatusCode": 200,
    "Code": "O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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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ListCampaignTrendingReport获取呼叫趋势列表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CampaignTre
ndingReport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ListCampaignTrendingReport。

CampaignId String 是
ab11908b-6ebc-
4b0c-b51e-
3e17c7060xx

活动ID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StartT ime Long 否 1646841600000 开始时间。

EndTime Long 否 1646928000000 结束时间。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Array of
TrendingList

数据。

BreakAgents Long 0 小休坐席数。

Concurrency Long 0 并发呼叫。

Datetime Long 1646900820000 记录时间，每分钟打点一次。

3.2.13.3. ListCampaignTrendingReport3.2.13.3. ListCampaignTrending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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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gedInAgent
s

Long 1 在线坐席数。

ReadyAgents Long 1 空闲坐席数。

TalkAgents Long 0 通话中坐席数。

WorkAgents Long 0 话后处理坐席数。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BA03159C-E808-
4FF1-B27E-
A61B6E888D7F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CampaignTrendingReport
&CampaignId=ab11908b-6ebc-4b0c-b51e-3e17c7060xx
&InstanceId=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BreakAgents>0</BreakAgents>
    <Concurrency>0</Concurrency>
    <LoggedInAgents>1</LoggedInAgents>
    <WorkAgents>0</WorkAgents>
    <ReadyAgents>1</ReadyAgents>
    <TalkAgents>0</TalkAgents>
    <Datetime>1646900820000</Datetime>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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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
            "BreakAgents": "0",
            "Concurrency": "0",
            "LoggedInAgents": "1",
            "WorkAgents": "0",
            "ReadyAgents": "1",
            "TalkAgents": "0",
            "Datetime": "1646900820000"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GetRealt imeCampaignStats获取活动实时状态数据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RealtimeCam
paignStat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GetRealtimeCampaignStats。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QueueId String 是 test@ccc-test 队列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3.2.13.4. GetRealtimeCampaignStats3.2.13.4. GetRealtimeCampaignSt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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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Struct 数据。

BreakingAgents Long 0 小休坐席数。

Caps Long 0 每秒并发呼叫量。

LoggedInAgent
s

Long 0 在线坐席数量。

ReadyAgents Long 1 就绪坐席数。

TalkingAgents Long 0 通话中坐席数。

TotalAgents Long 1 所有坐席数量。

WorkingAgents Long 0 话后处理坐席数。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BA03159C-E808-
4FF1-B27E-
A61B6E888D7F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RealtimeCampaignStats
&InstanceId=ccc-test
&QueueId=test@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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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BreakingAgents>0</BreakingAgents>
    <TalkingAgents>0</TalkingAgents>
    <LoggedInAgents>0</LoggedInAgents>
    <ReadyAgents>1</ReadyAgents>
    <TotalAgents>1</TotalAgents>
    <WorkingAgents>0</WorkingAgents>
    <Caps>0</Caps>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BreakingAgents": 0,
        "TalkingAgents": 0,
        "LoggedInAgents": 0,
        "ReadyAgents": 1,
        "TotalAgents": 1,
        "WorkingAgents": 0,
        "Caps": 0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ResumeCampaign恢复活动。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3.2.13.5. ResumeCampaign3.2.13.5. ResumeCampa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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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String 是 ResumeCampaign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ResumeCampaign。

CampaignId String 是
ab11908b-6ebc-
4b0c-b51e-
3e17c7060

活动ID。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HttpStatusCod
e

String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BA03159C-E808-
4FF1-B27E-
A61B6E888D7F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ResumeCampaign
&CampaignId=ab11908b-6ebc-4b0c-b51e-3e17c7060
&InstanceId=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Message>⽆</Message>
<RequestId>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Code>OK</Cod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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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ssage": "⽆",
    "RequestId": "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
    "HttpStatusCode": 200,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SubmitCampaign提交活动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SubmitCampaign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SubmitCampaign。

CampaignId String 是
ab11908b-6ebc-
4b0c-b51e-
3e17c7060

活动ID。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HttpStatusCod
e

String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BA03159C-E808-
4FF1-B27E-
A61B6E888D7F

请求ID。

3.2.13.6. SubmitCampaign3.2.13.6. SubmitCampa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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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SubmitCampaign
&CampaignId=ab11908b-6ebc-4b0c-b51e-3e17c7060
&InstanceId=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Message>⽆</Message>
<RequestId>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Message": "⽆",
    "RequestId": "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
    "HttpStatusCode": 200,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ListCases获取任务列表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Case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ListCases。

CampaignId String 是
ab11908b-6ebc-
4b0c-b51e-
3e17c7060

活动ID。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3.2.13.7. ListCases3.2.13.7. ListCases

开发指南··开发指南（2.x版本） 云呼叫中心

489 > 文档版本：20220707

https://error-center.aliyun.com/status/product/CCC
https://api.aliyun.com/#product=CCC&api=ListCases&type=RPC&version=2020-07-01


PageNumber Long 是 1 分页序号。

PageSize Long 是 10 分页大小。

PhoneNumber String 否 190xxxx0000 手机号码。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List Array of list 任务列表。

AbandonType String Ringing

放弃类型。

IVR（IVR交互阶段）

Queuing（排队阶段）

Ringing（坐席振铃阶段）

AttemptCount Long 0 尝试次数。

CaseId String
ba7dcb66-a676-
4070-9aa7-
4bd12c36xxxx

任务ID。

CustomVariable
s

String
{"姓名":"user-
test","卡号":"123"}

任务扩展信息。

ExpandInfo String 无 扩展信息。

FailureReason String 无 失败原因。

PhoneNumber String 190xxxx0000 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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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String Pending

状态。

Pending（待拨打）

Executing（拨打中）

Connected（联系成功）

Failed（联系失败）

PageNumber Long 1 分页序号。

PageSize Long 10 分页大小。

TotalCount Long 1 总条目数。

HttpStatusCod
e

Long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BA03159C-E808-
4FF1-B27E-
A61B6E888D7F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成功。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Cases
&CampaignId=ab11908b-6ebc-4b0c-b51e-3e17c7060
&InstanceId=ccc-test
&PageNumber=1
&PageSize=1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开发指南··开发指南（2.x版本） 云呼叫中心

491 > 文档版本：20220707



<Message>⽆</Message>
<RequestId>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TotalCount>1</TotalCount>
    <PageSize>1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List>
        <ExpandInfo>⽆</ExpandInfo>
        <AttemptCount>0</AttemptCount>
        <AbandonType>Ringing</AbandonType>
        <State>Pending</State>
        <FailureReason>⽆</FailureReason>
        <PhoneNumber>190xxxx0000</PhoneNumber>
        <CaseId>ba7dcb66-a676-4070-9aa7-4bd12c36xxxx</CaseId>
        <CustomVariables>{"姓名":"user-test","卡号":"123"}</CustomVariables>
    </List>
</Data>
<Code>OK</Code>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
    "Message": "⽆",
    "RequestId": "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TotalCount": 1,
        "PageSize": 10,
        "PageNumber": 1,
        "List": {
            "ExpandInfo": "⽆",
            "AttemptCount": 0,
            "AbandonType": "Ringing",
            "State": "Pending",
            "FailureReason": "⽆",
            "PhoneNumber": "190xxxx0000",
            "CaseId": "ba7dcb66-a676-4070-9aa7-4bd12c36xxxx",
            "CustomVariables": "{\"姓名\":\"user-test\",\"卡号\":\"123\"}"
        }
    },
    "Code": "OK",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3.2.13.8. GetCampaign3.2.13.8. GetCampa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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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GetCampaign获取指定id活动。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Campaign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GetCampaign。

CampaignId String 是
ab11908b-6ebc-
4b0c-b51e-
3e17c7060

活动ID。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ActualEndTime Long 1645533901000 时间结束时间。

ActualStartT im
e

Long 1645533898000 实际开始时间。

CampaignId String
ab11908b-6ebc-
4b0c-b51e-
3e17c7060

外呼任务ID。

CasesAborted Long 0 已终止任务数量。

CasesConnecte
d

Long 0 已接通任务数量。

CasesUncomple
ted

Long 1 未完成任务数量。

MaxAttemptCo
unt

Long 3 最大尝试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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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AttemptInte
rval

Long 1 最小尝试间隔。

Name String 测试 名称。

PlanedEndTime Long 1645533901000 计划结束时间。

PlanedStartT im
e

Long 1645533898000 计划开始时间。

QueueId String test@ccc-test 队列ID。

QueueName String test 队列名称。

Simulation Boolean false 测试活动。

SimulationPara
meters

String 无 活动参数。

State String Paused

状态。

Draft（草稿）

Pending（已提交，等待被调度）

Executing（调度执行中）

Paused（已暂停，可以添加止呼名单）

Completed（已执行完成）

Aborted（已废弃）

StrategyParam
eters

String {"ratio":2} 策略参数。

StrategyType String PACING

策略。

PACING（比例外呼）

PID（PID控制）

TotalCases Long 1 任务数量。

HttpStatusCod
e

Long 200 HTT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BA03159C-E808-
4FF1-B27E-
A61B6E888D7F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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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成功。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Campaign
&CampaignId=ab11908b-6ebc-4b0c-b51e-3e17c7060
&InstanceId=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CasesUncompleted>1</CasesUncompleted>
    <CasesAborted>0</CasesAborted>
    <MaxAttemptCount>3</MaxAttemptCount>
    <StrategyType>PACING</StrategyType>
    <MinAttemptInterval>1</MinAttemptInterval>
    <CasesConnected>0</CasesConnected>
    <SimulationParameters>⽆</SimulationParameters>
    <PlanedStartTime>1645533898000</PlanedStartTime>
    <QueueId>test@ccc-test</QueueId>
    <TotalCases>1</TotalCases>
    <Name>测试</Name>
    <Simulation>false</Simulation>
    <StrategyParameters>{"ratio":2}</StrategyParameters>
    <ActualStartTime>1645533898000</ActualStartTime>
    <CampaignId>ab11908b-6ebc-4b0c-b51e-3e17c7060</CampaignId>
    <State>Paused</State>
    <ActualEndTime>1645533901000</ActualEndTime>
    <PlanedEndTime>1645533901000</PlanedEndTime>
    <QueueName>test</QueueName>
</Data>
<Code>OK</Code>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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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CasesUncompleted": 1,
        "CasesAborted": 0,
        "MaxAttemptCount": 3,
        "StrategyType": "PACING",
        "MinAttemptInterval": 1,
        "CasesConnected": 0,
        "SimulationParameters": "⽆",
        "PlanedStartTime": 1645533898000,
        "QueueId": "test@ccc-test",
        "TotalCases": 1,
        "Name": "测试",
        "Simulation": false,
        "StrategyParameters": "{\"ratio\":2}",
        "ActualStartTime": 1645533898000,
        "CampaignId": "ab11908b-6ebc-4b0c-b51e-3e17c7060",
        "State": "Paused",
        "ActualEndTime": 1645533901000,
        "PlanedEndTime": 1645533901000,
        "QueueName": "test"
    },
    "Code": "OK",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ListAttempts获取预测式外呼任务记录列表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Attempt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ListAttempts。

CampaignId String 是
ab11908b-6ebc-
4b0c-b51e-
3e17c7060

活动ID。

3.2.13.9. ListAttempts3.2.13.9. ListAttem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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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Id String 是
ba7dcb66-a676-
4070-9aa7-
4bd12c367081

任务ID。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PageNumber Integer 是 1 分页序号。

PageSize Integer 是 10 分页大小。

StartT ime Long 否 1647325450000 开始时间。

EndTime Long 否 1646928000000 结束时间。

QueueId String 否 test@ccc-test 队列ID。

AttemptId String 否
job-
22550196513151
3856

记录ID。

ContactId String 否
job-
22550196513151
3856

话务ID。

AgentId String 否
user-test@ccc-
test

坐席ID。

Caller String 否 05712801xxxx 主叫。

Callee String 否 190xxxx0000 被叫。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List
Array of
AttemptList

记录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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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Establish
edTime

Long 1647325458160 坐席测通话建立时间。

AgentId String user-test@ccc-test 坐席ID。

AgentRingDurat
ion

Long 5 坐席响铃时长。

AssignAgentT i
me

Long 1647325458155 分配到坐席时间。

AttemptId String
job-
22550196513151385
6

记录ID。

Callee String 190xxxx0000 被叫。

Caller String 05712801xxxx 主叫。

CampaignId String
ab11908b-6ebc-
4b0c-b51e-
3e17c7060

活动ID。

CaseId String
ba7dcb66-a676-
4070-9aa7-
4bd12c367081

任务ID。

ContactId String
job-
22550196513151385
6

话务ID。

CustomerEstabl
ishedTime

Long 1647325458132 客户侧接听时间。

CustomerRelea
sedTime

Long 1647325458132 客户侧挂机时间。

DialDuration Long 1647325458132 拨号时长。

DialT ime Long 1647325458132 拨号时间。

EnqueueTime Long 1647325458145 排队开始时间。

EnterIvrT ime Long 1647325458140 进入IVR时间。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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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IvrDuration Long 5 ivr时长。

QueueDuration Long 5 排队时长。

QueueId String test@ccc-test 队列ID。

PageNumber Integer 1 分页序号。

PageSize Integer 10 分页大小。

TotalCount Integer 1 总条目数。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BA03159C-E808-
4FF1-B27E-
A61B6E888D7F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Attempts
&CampaignId=ab11908b-6ebc-4b0c-b51e-3e17c7060
&CaseId=ba7dcb66-a676-4070-9aa7-4bd12c367081
&InstanceId=ccc-test
&PageNumber=1
&PageSize=1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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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TotalCount>1</TotalCount>
    <PageSize>1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List>
        <DialTime>1647325458132</DialTime>
        <Callee>190xxxx0000</Callee>
        <AttemptId>job-225501965131513856</AttemptId>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AgentEstablishedTime>1647325458160</AgentEstablishedTime>
        <QueueId>test@ccc-test</QueueId>
        <QueueDuration>5</QueueDuration>
        <DialDuration>1647325458132</DialDuration>
        <CaseId>ba7dcb66-a676-4070-9aa7-4bd12c367081</CaseId>
        <ContactId>job-225501965131513856</ContactId>
        <IvrDuration>5</IvrDuration>
        <AgentRingDuration>5</AgentRingDuration>
        <EnqueueTime>1647325458145</EnqueueTime>
        <AssignAgentTime>1647325458155</AssignAgentTime>
        <CustomerReleasedTime>1647325458132</CustomerReleasedTime>
        <Caller>05712801xxxx</Caller>
        <CampaignId>ab11908b-6ebc-4b0c-b51e-3e17c7060</CampaignId>
        <AgentId>user-test@ccc-test</AgentId>
        <CustomerEstablishedTime>1647325458132</CustomerEstablishedTime>
        <EnterIvrTime>1647325458140</EnterIvrTime>
    </List>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云呼叫中心 开发指南··开发指南（2.x版本）

> 文档版本：20220707 500



{
    "RequestId": "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TotalCount": 1,
        "PageSize": 10,
        "PageNumber": 1,
        "List": {
            "DialTime": 1647325458132,
            "Callee": "190xxxx0000",
            "AttemptId": "job-225501965131513856",
            "InstanceId": "ccc-test",
            "AgentEstablishedTime": 1647325458160,
            "QueueId": "test@ccc-test",
            "QueueDuration": 5,
            "DialDuration": 1647325458132,
            "CaseId": "ba7dcb66-a676-4070-9aa7-4bd12c367081",
            "ContactId": "job-225501965131513856",
            "IvrDuration": 5,
            "AgentRingDuration": 5,
            "EnqueueTime": 1647325458145,
            "AssignAgentTime": 1647325458155,
            "CustomerReleasedTime": 1647325458132,
            "Caller": "05712801xxxx",
            "CampaignId": "ab11908b-6ebc-4b0c-b51e-3e17c7060",
            "AgentId": "user-test@ccc-test",
            "CustomerEstablishedTime": 1647325458132,
            "EnterIvrTime": 1647325458140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CreateCampaign创建活动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3.2.13.10. CreateCampaign3.2.13.10. CreateCampa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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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String 是 CreateCampaign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CreateCampaign。

CallableT ime String 是
[{"beginT ime":"00
:00:00","endTime
":"18:00:00"}]

可执行时间。

ContactFlowId String 是
7f27b770-0d88-
4b0e-86bb-
828585e57694

联系流ID

EndTime String 是 1647356400000 计划结束时间。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MaxAttemptCoun
t

Long 是 3 最大重试次数。

MinAttemptInterv
al

Long 是 1 最小重试间隔。

Name String 是 活动A 名称。

QueueId String 是 test@ccc-test 队列ID。

StartT ime String 是 1647187200000 计划开始时间。

StrategyParamet
ers

String 是 {"ratio":2} 策略参数。

StrategyType String 是 PACING
策略类型。取值：PID（PID控制）、
PACING（倍率拨打）。

CaseList Json 否

[{"phoneNumber"
:"19xxxx0000","re
ferenceId":"123",
"customVariables
":"{\"姓名
\":\"test\",\"案件
编号
\":\"A123\"}"}]

任务列表。

CaseFileKey String 否

users/115898469
260xxxx/ccc-
test/2022031016
5242/job_templa
te_v2.csv

任务文件OssKey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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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ion Boolean 否 false 测试活动。

SimulationParam
eters

String 否 无 测试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ing 无 数据。

HttpStatusCod
e

Long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BA03159C-E808-
4FF1-B27E-
A61B6E888D7F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CreateCampaign
&CallableTime=[{"beginTime":"00:00:00","endTime":"18:00:00"}]
&ContactFlowId=7f27b770-0d88-4b0e-86bb-828585e57694
&EndTime=1647356400000
&InstanceId=ccc-test
&MaxAttemptCount=3
&MinAttemptInterval=1
&Name=活动A
&QueueId=test@ccc-test
&StartTime=1647187200000
&StrategyParameters={"ratio":2}
&StrategyType=PACING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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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ML 格式

<Message>⽆</Message>
<RequestId>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Message": "⽆",
    "RequestId": "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AbortCampaign终止活动。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AbortCampaign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AbortCampaign。

CampaignId String 是
ab11908b-6ebc-
4b0c-b51e-
3e17c7060

活动ID。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3.2.13.11. AbortCampaign3.2.13.11. AbortCampa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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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atusCod
e

String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BA03159C-E808-
4FF1-B27E-
A61B6E888D7F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AbortCampaign
&CampaignId=ab11908b-6ebc-4b0c-b51e-3e17c7060
&InstanceId=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Message>⽆</Message>
<RequestId>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Message": "⽆",
    "RequestId": "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
    "HttpStatusCode": 200,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ListCampaigns获取活动列表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3.2.13.12. ListCampaigns3.2.13.12. ListCampaig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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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Campaign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ListCampaigns。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PageNumber Long 是 1 分页序号，取值范围：1-2000。

PageSize Long 是 10 分页大小,取值范围：1-2000。

State String 否 Pending

状态。

Draft（草稿）

Pending（已提交，等待被调度）

Executing（调度执行中）

Paused（已暂停，可以添加止呼名单）

Completed（已执行完成）

Aborted（已废弃）

Name String 否 活动A 名称。

PlanedStartT imeF
rom

String 否
2022-03-10
00:00:00

最早计划开始时间。

PlanedStartT ime
To

String 否
2022-03-11
00:00:00

最晚计划开始时间。

ActualStartT imeF
rom

String 否
2022-03-10
00:00:00

最早实际开始时间。

ActualStartT imeT
o

String 否
2022-03-11
00:00:00

最晚实际开始时间。

QueueId String 否 test@ccc-test 队列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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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 Array of list 活动列表。

ActualEndTime Long 1646928000000 实际结束时间。

ActualStartT im
e

Long 1646841600000 实际开始时间。

CampaignId String
ab11908b-6ebc-
4b0c-b51e-
3e17c7060

外呼任务ID。

CasesAborted Long 1 已终止任务数量。

CasesConnecte
d

Long 0 已完成任务数量。

CasesUncomple
ted

Long 0 未完成任务数量。

MaxAttemptCo
unt

Long 2 最大尝试次数。

MinAttemptInte
rval

Long 1 最小尝试间隔。

Name String 活动A 任务名称。

PlanedEndTime Long 1646928000000 计划结束时间。

PlanedStartT im
e

Long 1646841600000 计划开始时间。

QueueId String test@ccc-test 任务ID。

QueueName String test 队列名。

Simulation Boolean false 测试活动。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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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String Pending

状态。

Draft（草稿）

Pending（已提交，等待被调度）

Executing（调度执行中）

Paused（已暂停，可以添加止呼名单）

Completed（已执行完成）

Aborted（已废弃）

StrategyParam
eters

String {"ratio":2} 策略参数。

StrategyType String PACING

策略。

PACING（比例外呼）

PID（PID控制）

TotalCases Long 1 任务数量。

PageNumber Long 1 分页序号。

PageSize Long 10 分页大小。

TotalCount Long 1 总条目数。

HttpStatusCod
e

Long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BA03159C-E808-
4FF1-B27E-
A61B6E888D7F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成功。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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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dpoint]/?Action=ListCampaigns
&InstanceId=ccc-test
&PageNumber=1
&PageSize=1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Message>⽆</Message>
<RequestId>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TotalCount>1</TotalCount>
    <PageSize>1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List>
        <CasesUncompleted>0</CasesUncompleted>
        <CasesAborted>1</CasesAborted>
        <MaxAttemptCount>2</MaxAttemptCount>
        <StrategyType>PACING</StrategyType>
        <MinAttemptInterval>1</MinAttemptInterval>
        <CasesConnected>0</CasesConnected>
        <PlanedStartTime>1646841600000</PlanedStartTime>
        <QueueId>test@ccc-test</QueueId>
        <TotalCases>1</TotalCases>
        <Name>活动A</Name>
        <Simulation>false</Simulation>
        <StrategyParameters>{"ratio":2}</StrategyParameters>
        <ActualStartTime>1646841600000</ActualStartTime>
        <CampaignId>ab11908b-6ebc-4b0c-b51e-3e17c7060</CampaignId>
        <State>Pending</State>
        <ActualEndTime>1646928000000</ActualEndTime>
        <PlanedEndTime>1646928000000</PlanedEndTime>
        <QueueName>test</QueueName>
    </List>
</Data>
<Code>OK</Code>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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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ssage": "⽆",
    "RequestId": "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TotalCount": 1,
        "PageSize": 10,
        "PageNumber": 1,
        "List": {
            "CasesUncompleted": 0,
            "CasesAborted": 1,
            "MaxAttemptCount": 2,
            "StrategyType": "PACING",
            "MinAttemptInterval": 1,
            "CasesConnected": 0,
            "PlanedStartTime": 1646841600000,
            "QueueId": "test@ccc-test",
            "TotalCases": 1,
            "Name": "活动A",
            "Simulation": false,
            "StrategyParameters": "{\"ratio\":2}",
            "ActualStartTime": 1646841600000,
            "CampaignId": "ab11908b-6ebc-4b0c-b51e-3e17c7060",
            "State": "Pending",
            "ActualEndTime": 1646928000000,
            "PlanedEndTime": 1646928000000,
            "QueueName": "test"
        }
    },
    "Code": "OK",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leteCallTag删除号码标签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3.2.14. 呼入控制3.2.14. 呼入控制

3.2.14.1. DeleteCallTag3.2.14.1. DeleteCall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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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leteCallTag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DeleteCallTag。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TagName String 是 TagA 标签名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leteCallTag
&InstanceId=ccc-test
&TagName=TagA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Message>⽆</Message>
<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Code>OK</Cod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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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ssage": "⽆",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HttpStatusCode": 200,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Parameter.Blank
The parameter %s must not be
null or empty.

该参数不能为null值。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500 InternalService.DB
An internal DB service error
occurred. %s

内部数据服务错误。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CreateCallTags批量创建号码标签。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reateCallTag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CreateCallTags。

InstanceId String 否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CallTagNameList String 否 ["TagA","TagB"] 号码标签名称列表。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3.2.14.2. CreateCallTags3.2.14.2. CreateCallTa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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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Array of
FailureItem

数据。

Item String TagA 错误项。

Reason String
CUSTOM_NUMBER_D
UPLICATED

错误原因。

CUSTOM_NUMBER_DUPLICATED（呼入控制号
码重复）

CUSTOM_NUMBER_INSERT_DUPLICATED（呼
入控制号码插入时重复）

CUSTOM_NUMBER_ILLEGAL（呼入控制号码格
式不合法）

CUSTOM_NUMBER_ALREADY_EXISTS（呼入
控制号码已存在）

CUSTOM_NUMBER_TAG_NOT_EXIST（呼入控
制号码的标签不存在）

CUSTOM_NUMBER_TOO_MANY_TAGS（呼入
控制号码的标签太多）

CALL_TAG_NAME_DUPLICATED（号码标签重
复）

CALL_TAG_NAME_INSERT_DUPLICATED（号
码标签插入重复）

CALL_TAG_NAME_ILLEGAL（号码标签格式不
合法）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EEEE671A-3E24-
4A04-81E6-
6C4F5B39DF75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CreateCallTags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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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Message>
<RequestId>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Item>TagA</Item>
    <Reason>CUSTOM_NUMBER_DUPLICATED</Reason>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Message": "⽆",
    "RequestId": "EEEE671A-3E24-4A04-81E6-6C4F5B39DF75",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Item": "TagA",
        "Reason": "CUSTOM_NUMBER_DUPLICATED"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Parameter.Blank
The parameter %s must not be
null or empty.

该参数不能为null值。

400 Parameter.Min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大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小值。

400 Parameter.Max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less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小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大值。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500 InternalService.DB
An internal DB service error
occurred. %s

内部数据服务错误。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ListCallTags获取号码标签列表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3.2.14.3. ListCallTags3.2.14.3. ListCallTa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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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CallTag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ListCallTags。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PageNumber Integer 是 1 分页序号，范围1-100。

PageSize Integer 是 10 分页大小，范围1-100。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List
Array of
CallTag

列表。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TagName String TagA 号码标签名称。

PageNumber Integer 1 分页序号。

PageSize Integer 10 分页大小。

TotalCount Integer 1 总条目数。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BA03159C-E808-
4FF1-B27E-
A61B6E888D7F

请求ID。

开发指南··开发指南（2.x版本） 云呼叫中心

515 > 文档版本：20220707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CallTags
&InstanceId=ccc-test
&PageNumber=1
&PageSize=1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Message>⽆</Message>
<RequestId>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TotalCount>1</TotalCount>
    <PageSize>1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List>
        <TagName>TagA</TagName>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List>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Message": "⽆",
    "RequestId": "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TotalCount": 1,
        "PageSize": 10,
        "PageNumber": 1,
        "List": {
            "TagName": "TagA",
            "InstanceId": "ccc-test"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Parameter.Blank
The parameter %s must not be
null or empty.

该参数不能为null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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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Parameter.Min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大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小值。

400 Parameter.Max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less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小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大值。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500 InternalService.DB
An internal DB service error
occurred. %s

内部数据服务错误。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ModifyCustomCallTagging编辑呼入号码标签。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ModifyCustomCal
lTagging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ModifyCustomCallTagging。

CallTagNameList String 是 ["TagA"] 号码标签名称列表。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Number String 是 083xxxx0011 呼入控制的号码。

Description String 否 TagA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3.2.14.4. ModifyCustomCallTagging3.2.14.4. ModifyCustomCallTa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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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BA03159C-E808-
4FF1-B27E-
A61B6E888D7F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ModifyCustomCallTagging
&CallTagNameList=["TagA"]
&InstanceId=ccc-test
&Number=083xxxx0011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Message>⽆</Message>
<RequestId>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Message": "⽆",
    "RequestId": "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
    "HttpStatusCode": 200,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Parameter.Blank
The parameter %s must not be
null or empty.

该参数不能为null值。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500 InternalService.DB
An internal DB service error
occurred. %s

内部数据服务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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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CreateCustomCallTagging批量创建呼入号码标签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reateCustomCall
Tagging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CreateCustomCallTagging。

CustomNumberLi
st

String 是

[{"number":"083x
xxx0011","descrip
tion":"","callTag
NameList":
["TagA"]}]

呼入控制号码列表，列表大小 <= 10000。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Array of
FailureItem

数据。

Item String TagA 错误项。

3.2.14.5. CreateCustomCallTagging3.2.14.5. CreateCustomCallTa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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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on String
CUSTOM_NUMBER_D
UPLICATED

号码打标错误原因。

CUSTOM_NUMBER_DUPLICATED（呼入控制号
码重复）

CUSTOM_NUMBER_INSERT_DUPLICATED（呼
入控制号码插入时重复）

CUSTOM_NUMBER_ILLEGAL（呼入控制号码格
式不合法）

CUSTOM_NUMBER_ALREADY_EXISTS（呼入
控制号码已存在）

CUSTOM_NUMBER_TAG_NOT_EXIST（呼入控
制号码的标签不存在）

CUSTOM_NUMBER_TOO_MANY_TAGS（呼入
控制号码的标签太多）

CALL_TAG_NAME_DUPLICATED（号码标签重
复）

CALL_TAG_NAME_INSERT_DUPLICATED（号
码标签插入重复）

CALL_TAG_NAME_ILLEGAL（号码标签格式不
合法）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BA03159C-E808-
4FF1-B27E-
A61B6E888D7F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CreateCustomCallTagging
&CustomNumberList=[{"number":"083xxxx0011","description":"","callTagNameList":["TagA"]}]
&InstanceId=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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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Message>
<RequestId>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Item>TagA</Item>
    <Reason>CUSTOM_NUMBER_DUPLICATED</Reason>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Message": "⽆",
    "RequestId": "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Item": "TagA",
        "Reason": "CUSTOM_NUMBER_DUPLICATED"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Parameter.Blank
The parameter %s must not be
null or empty.

该参数不能为null值。

400 Parameter.Max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less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小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大值。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404 NotExists.RamId RAM user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Ram用户不存在。

500 InternalService.DB
An internal DB service error
occurred. %s

内部数据服务错误。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leteCustomCallTagging删除呼入号码标签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3.2.14.6. DeleteCustomCallTagging3.2.14.6. DeleteCustomCallTa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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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leteCustomCall
Tagging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DeleteCustomCallTagging。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Number String 是 083xxxx0011 呼入号码。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BA03159C-E808-
4FF1-B27E-
A61B6E888D7F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leteCustomCallTagging
&InstanceId= ccc-test
&Number=083xxxx0011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Message>⽆</Message>
<RequestId>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Code>OK</Cod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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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ssage": "⽆",
    "RequestId": "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
    "HttpStatusCode": 200,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Parameter.Blank
The parameter %s must not be
null or empty.

该参数不能为null值。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500 InternalService.DB
An internal DB service error
occurred. %s

内部数据服务错误。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ListCustomCallTagging获取呼入号码标签列表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CustomCallTa
gging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ListCustomCallTagging。

CallTagNameList String 是 ["TagA"] 号码标签名称列表。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PageNumber Integer 是 1 分页序号。

PageSize Integer 是 10 分页大小。

3.2.14.7. ListCustomCallTagging3.2.14.7. ListCustomCallTa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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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Pattern String 是 083xxxx0011 号码和描述模糊搜索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List
Array of
CustomCallTag
ging

列表。

CallTagList
Array of
CallTag

号码标签列表。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TagName String TagA 号码标签名称。

Creator String user-test 创建者。

Description String TagA 描述。

InstanceId String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Number String 083xxxx0011 号码。

UpdateTime String
2020-07-05
00:00:00.0

最后一次更新时间。

PageNumber Integer 1 分页序号。

PageSize Integer 10 分页大小。

TotalCount Integer 1 总条目数。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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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BA03159C-E808-
4FF1-B27E-
A61B6E888D7F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CustomCallTagging
&CallTagNameList=["TagA"]
&InstanceId=ccc-test
&PageNumber=1
&PageSize=10
&SearchPattern=083xxxx0011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Message>⽆</Message>
<RequestId>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TotalCount>1</TotalCount>
    <PageSize>1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List>
        <Description>TagA</Description>
        <Number>083xxxx0011</Number>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UpdateTime>2020-07-05 00:00:00.0</UpdateTime>
        <Creator>user-test</Creator>
        <CallTagList>
            <TagName>TagA</TagName>
            <InstanceId>ccc-test</InstanceId>
        </CallTagList>
    </List>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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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ssage": "⽆",
    "RequestId": "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TotalCount": 1,
        "PageSize": 10,
        "PageNumber": 1,
        "List": {
            "Description": "TagA",
            "Number": "083xxxx0011",
            "InstanceId": "ccc-test",
            "UpdateTime": "2020-07-05 00:00:00.0",
            "Creator": "user-test",
            "CallTagList": {
                "TagName": "TagA",
                "InstanceId": "ccc-test"
            }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Parameter.Blank
The parameter %s must not be
null or empty.

该参数不能为null值。

400 Parameter.Max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less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小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大值。

400 Parameter.Min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大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小值。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500 InternalService.DB
An internal DB service error
occurred. %s

内部数据服务错误。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ImportCustomCallTagging导入呼入号码标签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3.2.14.8. ImportCustomCallTagging3.2.14.8. ImportCustomCallTa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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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ImportCustomCal
lTagging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ImportCustomCallTagging。

FilePath String 是
temp/ImportCust
omCallTagging.xl
sx

文件导入呼入控制号码的文件路径。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Array of
FailureItem

数据。

Item String TagA 错误项。

Reason String
CUSTOM_NUMBER_D
UPLICATED

号码打标错误原因。

CUSTOM_NUMBER_DUPLICATED（呼入控制号
码重复）

CUSTOM_NUMBER_INSERT_DUPLICATED（呼
入控制号码插入时重复）

CUSTOM_NUMBER_ILLEGAL（呼入控制号码格
式不合法）

CUSTOM_NUMBER_ALREADY_EXISTS（呼入
控制号码已存在）

CUSTOM_NUMBER_TAG_NOT_EXIST（呼入控
制号码的标签不存在）

CUSTOM_NUMBER_TOO_MANY_TAGS（呼入
控制号码的标签太多）

CALL_TAG_NAME_DUPLICATED（号码标签重
复）

CALL_TAG_NAME_INSERT_DUPLICATED（号
码标签插入重复）

CALL_TAG_NAME_ILLEGAL（号码标签格式不
合法）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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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BA03159C-E808-
4FF1-B27E-
A61B6E888D7F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ImportCustomCallTagging
&FilePath=temp/ImportCustomCallTagging.xlsx
&InstanceId=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Message>⽆</Message>
<RequestId>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Item>TagA</Item>
    <Reason>CUSTOM_NUMBER_DUPLICATED</Reason>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Message": "⽆",
    "RequestId": "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Item": "TagA",
        "Reason": "CUSTOM_NUMBER_DUPLICATED"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Parameter.Blank
The parameter %s must not be
null or empty.

该参数不能为null值。

404 NotExists.RamId RAM user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Ram用户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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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InternalService.OSS
An internal OSS service error
occurred. %s

内部OSS服务错误。

500 InternalService.DB
An internal DB service error
occurred. %s

内部数据服务错误。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ExportCustomCallTagging导出全部呼入号码标签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ExportCustomCall
Tagging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ExportCustomCallTagging。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ing

http://ccc-v2-
online.oss-cn-
shanghai.aliyuncs.co
m/ccc-
test/tagging.xlsx?
Expires=1610910578
&OSSAccessKeyId=X
XXX&Signature=XXX
X

数据。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3.2.14.9. ExportCustomCallTagging3.2.14.9. ExportCustomCallTa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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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Params List 无 参数。

RequestId String
BA03159C-E808-
4FF1-B27E-
A61B6E888D7F�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ExportCustomCallTagging
&InstanceId=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Params>⽆</Params>
<Data>http://ccc-v2-online.oss-cn-shanghai.aliyuncs.com/ccc-test/tagging.xlsx ?Expires=1610
910578&amp;OSSAccessKeyId=XXXX&amp;Signature=XXXX</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Params": "⽆",
    "Data": "http://ccc-v2-online.oss-cn-shanghai.aliyuncs.com/ccc-test/tagging.xlsx ?Expir
es=1610910578&amp;OSSAccessKeyId=XXXX&amp;Signature=XXXX",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Parameter.Blank
The parameter %s must not be
null or empty.

该参数不能为null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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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Parameter.Enumerat
ion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one
of the value of enumeration %s.

该参数必须为系统限定的枚举值之
一。

400 Parameter.Empty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or empty.

该参数不能为null值或为空字符
串。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ImportDoNotCallNumbers添加号码到黑名单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ImportDoNotCall
Number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ImportDoNotCallNumbers。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NumberList String 是 ["190xxxx0000"] 待加入黑名单的号码列表。

Remark String 否 RemarkA 备注。

FilePath String 否

temp/blacklist/i
mport/15772471
154xxxx/ccc-
test/2022031510
0340/blacklist.xls
x

OSS文件路径。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3.2.15. 外呼控制3.2.15. 外呼控制

3.2.15.1. ImportDoNotCallNumbers3.2.15.1. ImportDoNotCallNu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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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Params List 无 参数。

RequestId String
BA03159C-E808-
4FF1-B27E-
A61B6E888D7F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ImportDoNotCallNumbers
&InstanceId=ccc-test
&NumberList=["190xxxx000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Params>⽆</Params>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Params":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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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Parameter.Blank
The parameter %s must not be
null or empty.

该参数不能为null值。

400
Parameter.Enumerat
ion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one
of the value of enumeration %s.

该参数必须为系统限定的枚举值之
一。

400 Parameter.Empty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or empty.

该参数不能为null值或为空字符
串。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ExportDoNotCallNumbers导出黑名单号码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ExportDoNotCall
Number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ExportDoNotCallNumbers。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SearchPattern String 是 RemarkA 搜索条件，可基于号码或备注删除。

Scope String 否 INSTANCE
应用范围，可选参数为SYSTEM,
INSTANCE, 默认值是INSTANCE, 可以省
略。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3.2.15.2. ExportDoNotCallNumbers3.2.15.2. ExportDoNotCallNu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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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String

https://ccc-v2-
online.oss-cn-
shanghai.aliyuncs.co
m/temp/blacklist/e
xport/15772471154
9xxxx/ccc-
test/Tue%20Mar%2
015%2010%3A14%3
A48%20CST%20202
2/blacklist.xlsx?
Expires=3294624578
&OSSAccessKeyId=X
XXX&Signature=XXX
X

数据。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Params List 无 返回参数。

RequestId String
BA03159C-E808-
4FF1-B27E-
A61B6E888D7F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ExportDoNotCallNumbers
&InstanceId=ccc-test
&SearchPattern=RemarkA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Params>⽆</Params>
<Data>https://ccc-v2-online.oss-cn-shanghai.aliyuncs.com/temp/blacklist/export/157724711549
xxxx/ccc-test/Tue%20Mar%2015%2010%3A14%3A48%20CST%202022/blacklist.xlsx?Expires=3294624578&
amp;OSSAccessKeyId=XXXX&amp;Signature=XXXX</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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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Params": "⽆",
    "Data": "https://ccc-v2-online.oss-cn-shanghai.aliyuncs.com/temp/blacklist/export/15772
4711549xxxx/ccc-test/Tue%20Mar%2015%2010%3A14%3A48%20CST%202022/blacklist.xlsx?Expires=3294
624578&amp;OSSAccessKeyId=XXXX&amp;Signature=XXXX",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Parameter.Blank
The parameter %s must not be
null or empty.

该参数不能为null值。

400
Parameter.Enumerat
ion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one
of the value of enumeration %s.

该参数必须为系统限定的枚举值之
一。

400 Parameter.Empty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or empty.

该参数不能为null值或为空字符
串。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GetDoNotCallFileUploadParameters获取黑名单文件上传地址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DoNotCallFile
UploadParameter
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GetDoNotCallFileUploadParameters。

FileName String 是 blacklist.xlsx 文件名称。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3.2.15.3. GetDoNotCallFileUploadParameters3.2.15.3. GetDoNotCallFileUpload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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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AccessKeyId String
LTAI4GDDtCgcY8Hm
XTiExxxx

签名使用的accessKeyId。

ExpireT ime Integer 1647313420 到期时间。

FilePath String

temp/blacklist/imp
ort/157724711549xx
xx/ccc-
test/202203151003
40/blacklist.xlsx

Oss文件路径。

Host String

https://ccc-v2-
online.oss-cn-
shanghai.aliyuncs.co
m

Oss访问地址。

Policy String

eyJleHBpcmF0aW9uIj
oiMjAyMi0wMy0xNV
QwMzowMzo0MC4z
MTJaIiwiY29uZGl0aW
9ucyI6W1siY29udGV
udC1sZW5ndGgtcm
FuZ2UiLDAsMTA0OD
U3NjBdLFsic3RhcnRz
LXdpdGgiLCIka2V5Ii
widGVtcC9ibGFja2xp
c3QvaW1wb3J0LzE1
NzcyNDcxMTU0OTA
0MDEvY2NjVjIta216L
zIwMjIE1MTAwMzQw
LyJdXX0=

签名策略。

Signature String
zi31STIMtIfa/UN2l+6
lwwe9o=

签名。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RequestId String
BA03159C-E808-
4FF1-B27E-
A61B6E888D7F

请求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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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成功。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DoNotCallFileUploadParameters
&FileName=blacklist.xlsx
&InstanceId=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Policy>eyJleHBpcmF0aW9uIjoiMjAyMi0wMy0xNVQwMzowMzo0MC4zMTJaIiwiY29uZGl0aW9ucyI6W1siY29
udGVudC1sZW5ndGgtcmFuZ2UiLDAsMTA0ODU3NjBdLFsic3RhcnRzLXdpdGgiLCIka2V5IiwidGVtcC9ibGFja2xpc3
QvaW1wb3J0LzE1NzcyNDcxMTU0OTA0MDEvY2NjVjIta216LzIwMjIE1MTAwMzQwLyJdXX0=</Policy>
    <FilePath>temp/blacklist/import/157724711549xxxx/ccc-test/20220315100340/blacklist.xlsx
</FilePath>
    <AccessKeyId>LTAI4GDDtCgcY8HmXTiExxxx</AccessKeyId>
    <Signature>zi31STIMtIfa/UN2l+6lwwe9o=</Signature>
    <Host>https://ccc-v2-online.oss-cn-shanghai.aliyuncs.com</Host>
    <ExpireTime>1647313420</ExpireTime>
</Data>
<Code>OK</Code>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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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Policy": "eyJleHBpcmF0aW9uIjoiMjAyMi0wMy0xNVQwMzowMzo0MC4zMTJaIiwiY29uZGl0aW9ucyI6
W1siY29udGVudC1sZW5ndGgtcmFuZ2UiLDAsMTA0ODU3NjBdLFsic3RhcnRzLXdpdGgiLCIka2V5IiwidGVtcC9ibGF
ja2xpc3QvaW1wb3J0LzE1NzcyNDcxMTU0OTA0MDEvY2NjVjIta216LzIwMjIE1MTAwMzQwLyJdXX0=",
        "FilePath": "temp/blacklist/import/157724711549xxxx/ccc-test/20220315100340/blackli
st.xlsx",
        "AccessKeyId": "LTAI4GDDtCgcY8HmXTiExxxx",
        "Signature": "zi31STIMtIfa/UN2l+6lwwe9o=",
        "Host": "https://ccc-v2-online.oss-cn-shanghai.aliyuncs.com",
        "ExpireTime": 1647313420
    },
    "Code": "OK",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RemoveDoNotCallNumbers删除黑名单号码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RemoveDoNotCal
lNumber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RemoveDoNotCallNumbers。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NumberList String 否 ["190xxxx0000"]
待移除黑名单的号码列表，长度区间值：
1-300。

3.2.15.4. RemoveDoNotCallNumbers3.2.15.4. RemoveDoNotCallNumbers

云呼叫中心 开发指南··开发指南（2.x版本）

> 文档版本：20220707 538

https://error-center.aliyun.com/status/product/CCC
https://api.aliyun.com/#product=CCC&api=RemoveDoNotCallNumbers&type=RPC&version=2020-07-01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ing 无 数据。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Params List 无 响应参数。

RequestId String
BA03159C-E808-
4FF1-B27E-
A61B6E888D7F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RemoveDoNotCallNumbers
&InstanceId=ccc-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Params>⽆</Params>
<Data>⽆</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Params": "⽆",
    "Data": "⽆",
    "Code": "O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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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Parameter.Max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less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小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大值。

400 Parameter.Minimum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s.

参数必须大于或等于系统规定的最
小值。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ListDoNotCallNumbers获取黑名单号码列表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DoNotCallNu
mber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ListDoNotCallNumbers。

InstanceId String 是 ccc-test 呼叫中心实例ID。

PageNumber Integer 是 1 分页序号。

PageSize Integer 是 10 分页大小。

SearchPattern String 是 RemarkA 搜索条件，可基于号码或备注查询。

Scope String 否 INSTANCE
应用范围，可选参数为SYSTEM,
INSTANCE, 默认值是INSTANCE, 可以省
略。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3.2.15.5. ListDoNotCallNumbers3.2.15.5. ListDoNotCallNu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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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OK 响应码。

Data Struct 数据。

List
Array of
BlockedNumber

黑名单号码列表。

CreateT ime Long 1626962425000 创建时间。

Creator String user-test 创建人。

Number String 190xxxx0000 号码。

Remark String RemarkA 备注。

Scope String INSTANCE 应用范围。

PageNumber Integer 1 分页序号。

PageSize Integer 10 分页大小。

TotalCount Integer 1 总条目数。

HttpStatusCod
e

Integer 200 HTTP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无 响应信息。

Params List 无 响应参数。

RequestId String
BA03159C-E808-
4FF1-B27E-
A61B6E888D7F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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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dpoint]/?Action=ListDoNotCallNumbers
&InstanceId=ccc-test
&PageNumber=1
&PageSize=10
&SearchPattern=RemarkA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Params>⽆</Params>
<Data>
    <TotalCount>1</TotalCount>
    <PageSize>1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List>
        <Scope>INSTANCE</Scope>
        <Number>190xxxx0000</Number>
        <CreateTime>1626962425000</CreateTime>
        <Creator>user-test</Creator>
        <Remark>RemarkA</Remark>
    </List>
</Data>
<Code>OK</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BA03159C-E808-4FF1-B27E-A61B6E888D7F",
    "Message": "⽆",
    "HttpStatusCode": 200,
    "Params": "⽆",
    "Data": {
        "TotalCount": 1,
        "PageSize": 10,
        "PageNumber": 1,
        "List": {
            "Scope": "INSTANCE",
            "Number": "190xxxx0000",
            "CreateTime": 1626962425000,
            "Creator": "user-test",
            "Remark": "RemarkA"
        }
    },
    "Code": "OK"
}

错误码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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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Parameter.Blank
The parameter %s must not be
null or empty.

该参数不能为null值。

400
Parameter.Enumerat
ion

The parameter %s must be one
of the value of enumeration %s.

该参数必须为系统限定的枚举值之
一。

400 Parameter.Empty
The parameter %s may not be
null or empty.

该参数不能为null值或为空字符
串。

404 NotExists.InstanceId
The specified instance %s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呼叫中心实例不存在。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事件推送服务，可以将您在呼叫中心实例中订阅的事件推送到指定的消息队列中，通过对数据的整理分析来
实现事件的实时查询监控，从而提高工作效率优化服务品质。本教程介绍如何使用数据推送服务。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在使用本教程之前，请确保您已完成以下操作：

已开通消息队列RocketMQ服务；

已开通云呼叫中心服务。

配置消息队列QRocketMQ配置消息队列QRocketMQ

使用您的阿里云主账号登录到消息队列控制台。首次登录时，会提示您开通MQ服务，点击立即开通。关
于消息队列产品定价说明，请参见消息队列 MQ。

3.3. 事件推送3.3. 事件推送
3.3.1. 如何开启事件推送3.3.1. 如何开启事件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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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RocketMQ控制台的实例列表页面，点击“创建实例”按钮，填写相关信息后，点击“确定“按钮，
完成实例创建。

注意：在使用消息队列MQ时，请注意以下网络访问限制：Topic和GroupID创建在同一个地域（Region）下
的同一个实例中才能互通，目前只有上海Region支持内网访问，其他Region仅支持公网访问。地域的详细介
绍，请参见地域和可用区介绍。

实例创建成功后，点击实例列表中的实例名，打开实例详情页面，记下自己的接入点信息，目前仅支持公
网TCP接入点（仅上海可使用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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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例详情界面的左侧点击”Topic管理”，点击“创建Topic”按钮，填写相关信息后，点击“确定”按
钮，完成Topic创建，记下Topic的名称。

在实例详情界面的左侧点击”Group管理”，点击“创建Group”按钮，填写相关信息后，点击“确定”按
钮，完成Group创建，记下Group的ID。

开发指南··开发指南（2.x版本） 云呼叫中心

545 > 文档版本：20220707



配置事件推送配置事件推送

打开您的呼叫中心实例，点击坐席的“设置”，点击“事件推送”页面，打开事件推送配置界面。

点击“管理”按钮，点击“开启”，填写接入点、主题（Topic）、生产者标识（GroupID），然后根据您
的需求勾选需要订阅的事件类型，配置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完成事件推送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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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测试事件推送是否生效如何测试事件推送是否生效

通过上面的操作，您已成功订阅您的呼叫中心实例的事件推送服务，您可以通过集成消息队列RocketMQ服
务来测试事件推送服务是否生效，消息队列RocketMQ产品的介绍与集成请参考RocketMQ产品文档。

该文档定义了云呼叫中心2.0版本的所有事件，并整理了常见场景下的事件序列。

事件按功能分类事件按功能分类

将事件按功能分成坐席事件、话务事件、督导事件、IVR轨迹事件、实时流事件、预测式外呼、其他事件七
类，详细介绍各类事件的功能及发生场景。

坐席事件坐席事件

坐席事件用于通知坐席状态变化，维护坐席状态，统计坐席的工作情况。

事件类型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事件名称 说明说明

AgentCheckIn 坐席签入 坐席点击“上线”按钮并签入技能组。

AgentReady 坐席就绪 坐席进入就绪状态，具备通话能力。

AgentDialing 坐席拨号 坐席进入外呼状态。

AgentRinging 坐席振铃 坐席进入振铃状态。

AgentTalk 坐席通话 坐席进入通话状态。

3.3.2. 事件消息定义3.3.2. 事件消息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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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Release 坐席挂机 坐席主动挂机或被动挂机。

AgentBreak 坐席小休 坐席进入小休状态，一般发生在点击“小休”按钮时。

AgentCheckOut 坐席签出 坐席点击“下线”按钮。

AgentRingingTime
out

坐席振铃超时 坐席久振未接，超时时长根据配置项决定。

事件类型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事件名称 说明说明

话务事件话务事件

话务事件大致可分为三类，通话通道事件、话务场景事件、IVR事件。

通话通道事件：该类事件一般与通话通道关联，通话中的各方都有自己专属的一条通道，而通话通道事件
用于更新这些通道的信息，维护通话通道状态。所以在分析该类事件时，一定要分清事件是哪个通道产生
的。例如：Dialing、Ringing、Established、Released、Held、Retrieved、Muted、Unmuted。

话务场景事件：该类事件一般出现在发生话务场景转换时。例如：BlindTransfer、AttendedTransfer、
StartConference、StopConference。

IVR事件：该类事件一般出现在IVR交互过程中。例如：Route2IVR、Abandoned、Enqueue、
QueueingTimeout、AssignAgent。

事件类型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事件名称 说明说明

Dialing 拨号 通道进入拨号状态。

Ringing 呼叫振铃 通道进入振铃状态。

Established 通话建立 通道进入通话状态。

Released 通话挂机 通道进入通话挂机状态。

Held 通话保持 通道进入保持状态，一般发生在点击“通话保持”按钮时。

Retrieved 通话取回 取消通道保持状态，一般发生在点击“通话取回”按钮时。

Muted 通话静音 通道进入静音状态，一般发生在点击“静音”按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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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muted 取消静音 取消通道静音状态，一般发生在点击“取消静音”按钮时。

BlindTransfer 直接转接 一般发生在坐席进行直接转接操作时。

AttendedTransfer 咨询转接 一般发生在坐席进行转移通话操作时。

StartConference 开始会议 发生在发起会议时。

StopConference 结束会议 发生在结束会议时。

Route2IVR 进入IVR 客户发起的呼叫进入了IVR。

Abandoned IVR中放弃 客户在IVR交互过程中放弃通话。

Enqueue IVR转人工 客户进入IVR转人工队列。

QueueingTimeout 排队超时 客户在IVR转人工排队时，在指定时间内未分配到坐席。

AssignAgent 分配坐席 客户的通话成功分配到坐席。

InitiateConsultant 发起咨询

类似AgentDialing，仅用于咨询转接场景。咨询转接场景中发起咨询
转接的坐席会产生两次AgentDialing事件，为了区分两次
AgentDialing事件，将转接者与被转接者之间的AgentDialing改成
InitiateConsultant。

StartConsultant 开始咨询
类似AgentTalk，仅用于咨询转接场景。原因参考
InitiateConsultant。

StopConsultant 结束咨询
类似AgentRelease，仅用于咨询转接场景。原因参考
InitiateConsultant。

事件类型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事件名称 说明说明

督导事件督导事件

督导事件是话务场景事件的一个特例，这类事件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都有一个第三方角色，我们称之为督
导，督导与坐席之间的关系类似上下级的关系，督导可以对坐席进行监听、辅导、强插和强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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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类型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事件名称 说明说明

StartMonitor 开始监听 督导开始监听坐席的通话。

StopMonitor 结束监听 督导结束监听坐席的通话。

StartCoach 开始辅导 督导开始辅导坐席。

StopCoach 结束辅导 督导结束辅导坐席。

BargeIn 强插 督导强行插入坐席的通话，致使通话进入会议模式。

Intercept 强拆 督导强行拆除坐席的通话，并使通话转移到自己身上。

IVR轨迹事件IVR轨迹事件

事件类型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事件名称 说明说明

IvrTracking IVR轨迹事件 用于纪录IVR轨迹信息及各节点的具体信息，产生于IVR交互过程中。

实时流事件实时流事件

事件类型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事件名称 说明说明

TextStream 实时文本流 通话过程中产生的实时文本流。

MediaStream 实时语音流 通话过程中产生的实时语音流。

预测式外呼预测式外呼

预测式外呼事件用于通知外呼活动状态变化，维护外呼活动状态，统计外呼活动的工作情况。

事件类型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事件名称 说明说明

CampaignSubmitt
ed 活动提交 预测式外呼活动已提交，开始调度/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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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aignPaused 活动暂停 预测式外呼活动已暂停。

CampaignResume
d

活动恢复 预测式外呼活动重新开始调度/执行。

CampaignAborted 活动终止 预测式外呼活动已终止。

CampaignComplet
ed

活动完成 预测式外呼活动已执行完成。

CaseAttempted 案件执行 预测式外呼案件执行 。

事件类型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事件名称 说明说明

其他事件其他事件

事件类型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事件名称 说明说明

SatisfactionSurvey
Offer

满意度评价发送 一般发生在发起满意度评价时。

SatisfactionSurvey
Response 满意度评价回复 一般发生在收到满意度评价时。

RecordingReady 录音生成 一般发生在通话的录音生成完成时。

DualTrackRecordin
gReady

原始双轨录音生成 一般发生在通话的原始双轨录音生成完成时。

CDRReady 通话详单生成 一般发生在通话的详单生成完成时。

典型场景事件分析典型场景事件分析

下面通过分析典型场景的事件产生顺序，使用户深入理解各事件的生成条件及含义，同时也帮助用户理解各
典型场景事件的生成逻辑，便于用户集成。

坐席上下线及小休坐席上下线及小休

操作流程：坐席上线，坐席小休，坐席结束小休，坐席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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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序列事件序列 说明说明

AgentCheckIn 坐席签入。

AgentReady 坐席就绪（坐席上线后，检测坐席没有故障，将直接进入就绪状态）。

AgentBreak 坐席小休。

AgentReady 坐席就绪（坐席点击“结束小休”后，将进入就绪状态）。

AgentCheckOut 坐席签出。

坐席呼出坐席呼出

操作流程：坐席外呼客户，客户接听，客户（或坐席）操作挂机，坐席点击“开始接听”。

事件序列事件序列 说明说明

AgentReady 坐席就绪。

AgentDialing 坐席拨号。

Dialing
坐席通话通道拨号。

Ringing 客户通话通道振铃。

AgentTalk 坐席通话。

Established 坐席通话通道建立（坐席外呼场景下，一般是坐席的通话通道先进入通话状态）。

Established 客户通话通道建立。

Released
客户通话通道挂机（测试中客户先挂机，如果是坐席先挂机，下面三个Release相关事
件的顺序将发生变化，变成AgentRelease、Released（坐席）、Released（客
户））。

AgentRelease 坐席挂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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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eased 坐席通话通道挂机。

AgentReady
坐席就绪（当通话结束时，坐席默认进入话后处理状态，无法接打电话，当坐席点
击“开始接听”按钮后将结束话后处理状态，进入就绪状态）。

事件序列事件序列 说明说明

客户通过IVR呼入客户通过IVR呼入

操作流程：客户拨打呼叫中心号码，进入IVR，进入转人工模块，坐席振铃，坐席接听，坐席（客户）挂
机，坐席点击“开始接听”。

事件序列事件序列 说明说明

AgentReady 坐席就绪。

Route2IVR 客户发起的呼叫进入了IVR

Enqueue 客户进入IVR转人工队列。

AssignAgent 客户的通话成功分配到坐席。

Ringing 坐席通话通道振铃。

AgentRinging 坐席振铃。

AgentTalk 坐席通话。

Established
坐席通话通道建立（没有客户通话通道建立事件，因为客户通道在进入IVR前就已经建
立）。

AgentRelease 坐席挂机。

Released 坐席通话通道挂机。

Released 客户通话通道挂机。

AgentReady 坐席就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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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R相关事件补充：

Abandoned（IVR中放弃）：该事件发生在IVR交互过程中，如果IVR交互过程中，客户主动挂机，将触发该
事件。

QueueingTimeout（排队放弃）：该事件发生在IVR转人工模块中，Enqueue事件之后。进入转人工模块
后，如果坐席全忙，则需要排队等待，当等待超过指定时间，将触发该事件。排队超时的时间可以在转人工
模块中设置。

AgentRingingTimeout（坐席振铃超时）：该事件发生在AgentRinging后，如果坐席振铃后超过指定时间未
接听，将触发该事件。超时时间默认30秒，且坐席振铃超时未接将自动转入小休状态。

坐席间通话坐席间通话

操作流程：坐席A通过分机号拨打坐席B，坐席B振铃，坐席B接听，坐席B挂机，坐席B点击“开始接听”，
坐席A点击“开始接听”。

事件序列事件序列 说明说明

AgentDialing 坐席A拨号。

Dialing 坐席A通话通道拨号。

AgentRinging 坐席B振铃。

Ringing 坐席B通话通道振铃。

AgentTalk
坐席A通话（坐席B点击了“接听”按钮，坐席A和坐席B都建立自己的通话通道，由于两
个通道几乎在同一时间建立，所以两方的AgentTalk和Established事件顺序不是固定
的）。

Established 坐席A通话通道建立。

AgentTalk 坐席B通话。

Established 坐席B通话通道建立。

AgentRelease 坐席B挂机（坐席B主动挂机）。

Released 坐席B通话通道挂机。

AgentRelease 坐席A挂机（坐席A被动挂机）。

Released 坐席A通话通道挂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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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Ready 坐席B就绪（坐席B点击了“开始接听”按钮）。

AgentReady 坐席A就绪（坐席A点击了“开始接听”按钮）。

事件序列事件序列 说明说明

SIP话机外呼坐席SIP话机外呼坐席

操作流程：坐席A通过与其绑定的SIP话机拨打坐席B的分机号，坐席B振铃，坐席B接听，坐席B挂机，坐席B
点击“开始接听”，坐席A点击“开始接听”。

事件序列事件序列 说明说明

AgentDialing
SIP话机（坐席A）拨号（由于SIP话机拨号和坐席B振铃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所以前面4
个事件看起来顺序比较乱，属于正常情况）。

Ringing 坐席B通话通道振铃。

AgentRinging 坐席B振铃。

Dialing SIP话机（坐席A）通话通道拨号。

AgentTalk 坐席B通话。

Established 坐席B通话通道建立。

AgentTalk SIP话机（坐席A）通话。

Established SIP话机（坐席A）通话通道建立。

Released 坐席B通话通道挂机（坐席B主动挂机）。

AgentRelease 坐席B挂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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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Release

SIP话机（坐席A）挂机（坐席A被动挂机，实际上SIP话机和坐席是绑定在一起的，SIP话
机挂机就相当与坐席A挂机，同时坐席A也需要进入话后处理状态，此时与其绑定的SIP
话机将无法接打电话）。

Released SIP话机（坐席A）通话通道挂机。

AgentReady 坐席B就绪（坐席B点击了“开始接听”按钮）。

AgentReady 坐席A就绪（坐席A点击了“开始接听”按钮）。

事件序列事件序列 说明说明

SIP话机外呼客户SIP话机外呼客户

操作流程：坐席A通过与其绑定的SIP话机拨打客户，客户振铃，客户接听，客户挂机，坐席A点击“开始接
听”。

事件序列事件序列 说明说明

Ringing 客户通话通道振铃。

AgentDialing SIP话机（坐席A）拨号。

Dialing SIP话机（坐席A）通话通道拨号。

Established 客户通话通道建立。

AgentTalk SIP话机（坐席A）通话。

Established SIP话机（坐席A）通话通道建立。

Released 客户通话通道挂机。

Released SIP话机（坐席A）通话通道挂机。

AgentRelease SIP话机（坐席A）挂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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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Ready SIP话机（坐席A）就绪。

事件序列事件序列 说明说明

预测式外呼预测式外呼

操作流程：客户配置完成外呼任务之后提交外呼活动、执行外呼案件、暂停活动、恢复活动、活动完成。

事件序列事件序列 说明说明

CampaignSubmitted 预测式外呼活动已提交，开始调度/执行。

CaseAttempted 预测式外呼案件执行，外呼客户。

CampaignPaused 休息时间暂停外呼活动。

CampaignResumed 休息结束恢复外呼。

CampaignCompleted 外呼任务完成活动结束。

双呼双呼

操作流程：调用云呼的双呼接口（需要集成云呼SDK），caller为客户A的手机号，callee为客户B的手机号。

客户A手机振铃，客户A接听，客户B手机振铃，客户B接听，客户B挂机，客户A挂机。

事件序列事件序列 说明说明

Dialing
呼叫中心通话通道拨号（双呼实际上是使用呼叫中心的号码，分别拨打客户A和客户B，
双方都接通后，再把他们的通话通道连接起来，这里发送一次拨号事件是表示呼叫中心
发起了双呼）。

Ringing 客户A通话通道振铃（客户A接通后，才会继续呼叫客户B）。

Ringing 客户B通话通道振铃（客户A此时已接听）。

Established 客户A通话通道建立（客户B接听，双方通话建立）。

Established 客户B通话通道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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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eased 客户B通话通道挂机（客户B主动挂机）。

Released 客户A通话通道挂机（客户A被动挂机）。

事件序列事件序列 说明说明

注意：下面的几个场景（通话保持与静音、直接转接、咨询转接、监听、强插、强拆、辅导）均发生在坐席
和客户双方建立正常通话的基础上，因此省略坐席和客户建立通话过程的相关事件，双方建立正常通话的事
件序列请参考上面的坐席呼出和客户通过IVR呼入场景。当前默认AgentTalking，Established（坐
席），Established（客户）事件都已发送，双方处于正常通话状态。

通话保持与静音通话保持与静音

操作流程：坐席A和客户处于正常通话状态，坐席A点击“通话保持”，坐席A点击“通话取回”，坐席A点
击“静音”，坐席A点击“取消静音”，客户挂机，坐席A点击“开始接听”。

事件序列事件序列 说明说明

Held 坐席A通话保持（坐席A点击“通话保持”按钮）。

Retrieved 坐席A通话取回（坐席A点击“通话取回”按钮）。

Muted 坐席A静音（坐席A点击“静音”按钮）。

Unmuted 坐席A取消静音（坐席A点击“取消静音”按钮）。

Released 客户通话通道挂机（客户主动挂机）。

Released 坐席A通话通道挂机（坐席A被动挂机）。

AgentRelease 坐席A挂机。

AgentReady 坐席A就绪（坐席A点击“开始接听”按钮）。

直接转接直接转接

操作流程：坐席A和客户处于正常通话状态，坐席A选中坐席B，点击“直接转接”，坐席B振铃，坐席A点
击“开始接听”，坐席B接听，客户挂机，坐席B点击“开始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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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序列事件序列 说明说明

Released 坐席A通话通道挂机（直接转接操作会先结束坐席A的通话通道）。

AgentRelease 坐席A挂机。

BlindTransfer 直接转接。

AgentRinging 坐席B振铃。

Ringing 坐席B通话通道振铃。

AgentReady 坐席A就绪（坐席A点击了“开始接听”按钮，转入就绪状态）。

AgentTalk 坐席B通话。

Established 坐席B通话通道建立。

Released 客户通话通道挂机（由于客户先挂机，所以先收到客户通话通道挂机事件）。

AgentRelease 坐席B挂机（由于当前通话只剩坐席B一方，导致坐席B被动挂机）。

Released 坐席B通话通道挂机。

AgentReady 坐席B就绪（坐席B点击了“开始接听”按钮，转入就绪状态）。

咨询转接咨询转接

操作流程：坐席A和客户处于正常通话状态，坐席A选中坐席B，点击“咨询转接”，坐席B振铃，坐席B接
听，坐席A点击“转移通话”，坐席A点击“开始接听”，客户挂机，坐席B点击“开始接听”。

事件序列事件序列 说明说明

Init iateConsultant 坐席A拨号（同AgentDialing，拨给坐席B）。

Ringing 坐席B通话通道振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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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Ringing 坐席B振铃。

AgentTalk 坐席B通话（坐席B点击了“接听”按钮）。

Established 坐席B通话通道建立。

StartConsultant 坐席A通话（同AgentTalking）。

AgentRelease 坐席A挂机。

Released 坐席A通话通道挂机。

AttendedTransfer 咨询转接。

StopConsultant 坐席A挂机（同AgentReleased）。

AgentReady 坐席A就绪（坐席A结束话后处理，点击了“开始接听”按钮）。

Released 客户通话通道挂机（客户主动挂机）。

AgentRelease 坐席B挂机（坐席B被动挂机）。

Released 坐席B通话通道挂机。

AgentReady 坐席B就绪（坐席B点击“开始接听”按钮）。

事件序列事件序列 说明说明

监听监听

操作流程：坐席A和客户处于正常通话状态，督导（坐席B）选中坐席A，点击“发起监听”按钮，监听一会
儿后，督导点击“结束监听”按钮，客户挂机，坐席A点击开始接听。

事件序列事件序列 说明说明

AgentDialing 督导拨号（督导想要监听坐席A的通话，需要先与坐席A之间建立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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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ing 督导通话通道拨号。

AgentTalk 督导通话。

Established 督导通话通道建立。

StartMonitor 督导开始监听通话（通话通道建立，监听成功，督导进入监听状态）。

AgentRelease 督导挂机（督导主动结束监听，导致督导通话通道释放）。

Released 督导通话通道挂机。

StopMonitor 督导结束监听通话。

AgentReady 督导就绪（督导结束监听后，将自动进入就绪状态，不会进入话后处理）。

Released 客户通话通道挂机。

AgentRelease 坐席A挂机客户通话通道挂机。

Released 坐席A通话通道挂机。

AgentReady 坐席A就绪（坐席A点击“开始接听”按钮）。

事件序列事件序列 说明说明

注意：下面的几个场景（强插、强拆、辅导）均发生在督导、坐席和客户三方建立正常监听通话状态的基础
上，因此省略监听过程的相关事件，监听的事件序列请参考上面的监听场景。当前默认AgentTalking（督
导），Established（督导），StartMonitor事件都已发送，督导正在监听坐席A与客户的通话。

强插强插

操作流程：督导、坐席A和客户处于监听场景，督导点击“加入通话”，督导点击“退出通话”，督导点
击“开始接听”，客户挂机，坐席A点击“开始接听”。

事件序列事件序列 说明说明

Released 督导通话通道挂机（督导进行强插操作前需要结束监听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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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Release 督导挂机。

StopMonitor 督导结束监听通话。

AgentReady 督导就绪。

AgentDialing 督导拨号（督导重新拨号，建立自己的通话通道）。

Dialing 督导通话通道拨号。

AgentTalk 督导通话。

Established 督导通话通道建立。

BargeIn
强插（强插完成，督导、坐席A和客户进入三方会议模式，此时无法转换到其他话务场
景，三方会议场景是一个终态，只能通过挂机结束）。

AgentRelease
督导挂机（督导点击了“退出通话”按钮，离开会议，此时会议中剩下坐席A和客户两
方）。

Released 督导通话通道挂机。

AgentReady 督导就绪。

Released 客户通话通道挂机（客户主动挂机）。

Released 坐席A通话通道挂机（坐席A被动挂机）。

AgentRelease 坐席A挂机。

AgentReady 坐席A就绪。

事件序列事件序列 说明说明

强拆强拆

操作流程：督导、坐席A和客户处于监听场景，督导点击“转接至自己”，坐席A点击“开始接听”，客户挂
机，督导点击“开始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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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序列事件序列 说明说明

AgentRelease 督导挂机（督导进行强拆操作前需要结束监听状态）。

Released 督导通话通道挂机。

StopMonitor 督导结束监听通话。

AgentReady 督导就绪。

AgentRelease 坐席A挂机（由于督导强行拆除了坐席A的通话，所以坐席A被动挂机）。

Released 坐席A通话通道挂机。

Intercept 强拆。

AgentDialing 督导拨号（督导重新拨号，建立自己的通话通道）。

Dialing 督导通话通道拨号。

AgentTalk 督导通话。

Established 督导通话通道建立（督导成功建立通话通道，与客户之间进行通话）。

AgentReady
坐席A就绪（坐席A由于被强拆，进入话后处理状态，点击“开始接听”按钮后，进入就
绪状态）。

Released 客户挂机。

AgentRelease 督导挂机。

Released 督导通话通道挂机。

AgentReady 督导就绪（督导点击了“开始接听”按钮）。

辅导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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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流程：督导、坐席A和客户处于监听场景，督导点击“耳语至坐席”，督导点击“退出通话”，督导点
击“开始接听”，客户挂机，坐席A点击“开始接听”。

事件序列事件序列 说明说明

AgentRelease 督导挂机（督导进行辅导操作前需要结束监听状态）。

Released 督导通话通道挂机。

StopMonitor 督导结束监听通话。

AgentReady 督导就绪。

AgentDialing 督导拨号（督导重新拨号，建立自己的通话通道）。

Dialing 督导通话通道拨号。

AgentTalk 督导通话。

Established 督导通话通道建立。

StartCoach
督导开始辅导坐席A（辅导完成，督导、坐席A和客户进入三方会议模式，此时无法转换
到其他话务场景，三方会议场景是一个终态，只能通过挂机结束）。

StopCoach 督导结束辅导坐席A（督导辅导完成后，点击了“退出通话”按钮）。

AgentRelease 督导挂机。

Released 督导通话通道挂机。

AgentReady 督导就绪。

Released 客户通话通道挂机（客户主动挂机）。

Released 坐席A通话通道挂机（坐席A被动挂机）。

AgentRelease 坐席A挂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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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Ready 坐席A就绪。

事件序列事件序列 说明说明

其他其他

上述场景并非包含了所有事件，部分事件由于不常用或者发送时机不在话务场景进行时，所以没有示例，该
部分事件类型如下：

StartConference（开始会议）

StopConference（结束会议）

Satisfact ionSurveyOffer（满意度评价发送）

Satisfact ionSurveyResponse（满意度评价回复）

RecordingReady（录音生成）

DualTrackRecordingReady（原始双轨录音生成）

CDRReady（通话详单生成）

TextStream（实时文本流）

MediaStream（实时语音流）

IvrTracking（IVR轨迹事件）

与1.0事件的对比与1.0事件的对比

由于功能的丰富和架构的优化，2.0版本相比1.0版本有如下变化：

新增了部分事件：新增了部分事件：

新增Muted和Unmuted用于静音和取消静音功能；

新增StartConference和StopConference用于会议场景；

新增StartMonitor和StopMonitor用于监听场景；

新增StartCoach和StopCoach用于辅导场景；

新增BargeIn用于强插场景；

新增Intercept用于强拆场景；

新增IvrTracking用于统计IVR轨迹信息；

新增Satisfact ionSurveyOffer和Satisfact ionSurveyResponse用于统计满意度调查情况；

新增Init iateConsultant、StartConsultant和StopConsultant用于咨询转接场景，区分坐席的前后两次外
呼、通话和挂机事件。

新增CampaignSubmitted、CampaignPaused、CampaignResumed、CampaignAborted、
CampaignCompleted、CaseAttempted用于预测式外呼任务各个状态跟踪。

删除了部分事件：删除了部分事件：

删除AgentACW，因为该事件没有实际意义。

细化了部分事件：细化了部分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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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化AgentRinging为AgentRinging和AgentDialing。

重命名了部分事件：重命名了部分事件：

CallEstablished改成Established；

CallReleased改成Released；

CallHeld改成Held；

CallRetrieved改成Retrieved；

CallAbandoned改成Abandoned。

除了上述的变化外，2.0中各类型事件在字段上也做了优化调整，更加实用与合理。云呼自带的数据报表和
数据统计相关功能都是基于这套事件系统开发的，如果您有个性化的数据需求，也可以基于上述事件做二次
开发。

该文档整理了云呼叫中心2.0中所有事件的消息格式以及示例值。

所有事件公共字段所有事件公共字段

下列三个字段为所有类型事件的公共字段。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eventT ime 事件时间 2021-04-14T02:34:00.447Z（格林威治时间）

eventType 事件类型 本节介绍的所有事件类型中任意一种。

instanceId 呼叫中心实例ID report-test-2

坐席类事件坐席类事件

下面两个字段为所有坐席类事件的公共字段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skillGroupIds 签入技能组ID列表 skg-default@report-test-2,skillgroup@report-test-2

agentId 坐席ID test@report-test-2

AgentCheckIn

3.3.3. 事件消息格式3.3.3. 事件消息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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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skillLevels 技能组等级列表
[{"skillLevel":5,"skillGroupId":"skg-default@ccc-staging-2"},
{"skillLevel":5,"skillGroupId":"vvip@ccc-staging-2"}]

AgentReady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outboundScenario 是否为仅外呼模式 0、1。

AgentDialing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contactId 话务ID job-f8e9639a-81b8-4740-8af7-c13cc1553919

channelId 通话通道ID 19aafd79-ba0c-4102-8e58-9a699d4e5811

callType 呼叫类型

INTERNAL（内部通话）、

INBOUND（呼入）、

OUTBOUND（呼出）、

CONFERENCE（会议）、

BACK2BACK（双呼）、

PREDICTIVE（预测式外呼）、

CONSULTANT（咨询）、

MONITOR（监听）、

COACH（辅导）、

BARGE（强插）、

INTERCEPT（强拆）。

skillGroupId 技能组ID skg-default@report-te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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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ario 拨号场景

BLIND_TRANSFER（直接转接）、

ATTENDED_TRANSFER（咨询转接）、

CONSULTED（咨询）、

MONITORING（监听中）、

COACHING（辅导中）、

INTERCEPTING（强拆中）、

INTERCEPTED（强拆完成）、

BARGING（强插中）、

CONFERENCE（会议）。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AgentRinging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contactId 话务ID job-f8e9639a-81b8-4740-8af7-c13cc1553919

channelId 通话通道ID 19aafd79-ba0c-4102-8e58-9a699d4e5811

callType 呼叫类型 同上。

skillGroupId 技能组ID skg-default@report-test-2

scenario 拨号场景 同上。

AgentTalk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contactId 话务ID job-f8e9639a-81b8-4740-8af7-c13cc1553919

channelId 通话通道ID 19aafd79-ba0c-4102-8e58-9a699d4e5811

callType 呼叫类型 同上。

skillGroupId 技能组ID skg-default@report-te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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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ario 拨号场景 同上。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AgentRelease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contactId 话务ID job-f8e9639a-81b8-4740-8af7-c13cc1553919

channelId 通话通道ID 19aafd79-ba0c-4102-8e58-9a699d4e5811

callType 呼叫类型 同上。

skillGroupId 技能组ID skg-default@report-test-2

scenario 拨号场景 同上。

AgentBreak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breakCode 小休事件代码 功能开发中，即将发布。

AgentCheckOut

无特有字段，继承公有字段。

AgentRingingTimeout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contactId 话务ID job-f8e9639a-81b8-4740-8af7-c13cc1553919

channelId 通话通道ID 19aafd79-ba0c-4102-8e58-9a699d4e5811

callType 呼叫类型 同上。

skillGroupId 通话相关的技能组ID skg-default@report-te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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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ario 拨号场景 同上。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Satisfact ionSurveyOffer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contactId 话务ID job-f8e9639a-81b8-4740-8af7-c13cc1553919

skillGroupId 通话相关的技能组ID skg-default@report-test-2

surveyChannel 调查发送方式
IVR（语音满意度）、

SMS（短信满意度）。

callType 呼叫类型 同上。

caller 主叫号码 1388888****

callee 被叫号码 0111234****

Satisfact ionSurveyResponse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contactId 话务ID job-f8e9639a-81b8-4740-8af7-c13cc1553919

skillGroupId 通话相关的技能组ID skg-default@report-test-2

surveyChannel 调查发送方式 同上。

rating 满意度评级 1

userInput 按键记录 功能开发中，即将发布。

话务类事件话务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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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八个字段为所有话务类事件的公共字段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contactId 话务ID job-f8e9639a-81b8-4740-8af7-c13cc1553919

channelId 通话通道ID 19aafd79-ba0c-4102-8e58-9a699d4e5811

callType 呼叫类型 同上。

caller 主叫号码 1388888****

callee 被叫号码 0111234****

contactFlowId 联系流ID 3a094311-1c41-4d25-9894-635f7562ea07

Dialing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agentId 坐席ID agent@report-test-2

skillGroupId 技能组ID skg-default@report-test-2

scenario 拨号场景 同上。

Ringing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agentId 坐席ID agent@report-test-2

destination 目的方 80002301

skillGroupId 技能组ID skg-default@report-test-2

scenario 拨号场景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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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ed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agentId 坐席ID agent@report-test-2

skillGroupId 技能组ID skg-default@report-test-2

scenario 拨号场景 同上。

Released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agentId 坐席ID agent@report-test-2

skillGroupId 技能组ID skg-default@report-test-2

releaseReason 挂断原因
挂断原因来源于SIP信令中，如果不熟悉SIP返回码，可以咨询云呼售
后技术支持钉钉号。示例值：200 - Okay。

scenario 拨号场景 同上。

Held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agentId 坐席ID agent@report-test-2

skillGroupId 技能组ID skg-default@report-test-2

heldChannelId 被保持的通道ID
ch-customer-0111234****-1010-1618315850388-job-
103826849851777024

Retr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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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agentId 坐席ID agent@report-test-2

skillGroupId 技能组ID skg-default@report-test-2

retrievedChannelId 被取回的通道ID
ch-customer-0111234****-1010-1618315850388-job-
103826849851777024

Muted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agentId 坐席ID agent@report-test-2

skillGroupId 技能组ID skg-default@report-test-2

mutedChannelId 被静音的通道ID 功能开发中，即将发布。

Unmuted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agentId 坐席ID agent@report-test-2

skillGroupId 技能组ID skg-default@report-test-2

unmutedChannelId 被取消静音的通道ID 功能开发中，即将发布。

BlindTransfer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agentId 坐席ID agent@report-test-2

skillGroupId 技能组ID skg-default@report-te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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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tor 转接发起方 80001878

destination 转接目的方 80002301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AttendedTransfer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agentId 坐席ID agent@report-test-2

skillGroupId 技能组ID skg-default@report-test-2

originator 转接发起方 80001878

destination 转接目的方 80002301

Init iateConsultant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agentId
坐席ID（咨询发起
方）

agent@report-test-2

skillGroupId 技能组ID skg-default@report-test-2

counterparty 被咨询方 zhangli@report-test-2

StartConsultant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agentId
坐席ID（咨询发起
方） agent@report-test-2

skillGroupId 技能组ID skg-default@report-te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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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party 被咨询方 zhangli@report-test-2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StopConsultant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agentId
坐席ID（咨询发起
方）

agent@report-test-2

skillGroupId 技能组ID skg-default@report-test-2

counterparty 被咨询方 zhangli@report-test-2

StartConference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agentId
坐席ID（发起会议
方）

agent@report-test-2

skillGroupId 技能组ID skg-default@report-test-2

participants 参会方
[{"callee": "1871111****","caller": "05711111****"},{"callee":
"1821111****","caller": "05711111****"}]

StopConference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agentId
坐席ID（挂断会议
方）

agent@report-test-2

skillGroupId 技能组ID skg-default@report-test-2

Route2I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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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flowType 联系流类型

MAIN_FLOW（主流程）、

SUB_FLOW（子流程）、

SURVEY_FLOW（满意度流程）。

Abandoned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agentId 坐席ID agent@report-test-2

skillGroupId 技能组ID skg-default@report-test-2

abandonPhase 放弃阶段

IVR（IVR交互阶段）、

Queuing（排队阶段）、

Ringing（坐席振铃阶段）。

Enqueue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queueType 队列类型
SkillGroup（技能组）、

Agent（坐席）。

agentId 坐席ID agent@report-test-2

skillGroupId 技能组ID skg-default@report-test-2

QueueingTimeout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queueType 队列类型
SkillGroup（技能组）、

Agent（坐席）。

agentId 坐席ID agent@report-te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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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llGroupId 技能组ID skg-default@report-test-2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AssignAgent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queueType 队列类型
SkillGroup（技能组）、

Agent（坐席）。

agentId 坐席ID agent@report-test-2

skillGroupId 技能组ID skg-default@report-test-2

StartMonitor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agentId 坐席ID（被监听方） agent@report-test-2

skillGroupId 技能组ID skg-default@report-test-2

counterparty 监听方 zhangli@report-test-2

StopMonitor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agentId 坐席ID（被监听方） agent@report-test-2

skillGroupId 技能组ID skg-default@report-test-2

counterparty 监听方 zhangli@report-test-2

StartC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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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agentId 坐席ID（辅导方） agent@report-test-2

skillGroupId 技能组ID skg-default@report-test-2

counterparty 被辅导方 zhangli@report-test-2

StopCoach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agentId 坐席ID（辅导方） agent@report-test-2

skillGroupId 技能组ID skg-default@report-test-2

counterparty 被辅导方 zhangli@report-test-2

BargeIn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agentId 坐席ID（强插方） agent@report-test-2

skillGroupId 技能组ID skg-default@report-test-2

counterparty 被强插方 zhangli@report-test-2

Intercept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agentId 坐席ID（强拆方） agent@report-test-2

skillGroupId 技能组ID skg-default@report-te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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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party 被强拆方 zhangli@report-test-2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TextStream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skillGroupId 技能组ID skg-default@report-test-2

agentId 坐席ID nihao nihao agent@report-test-2

channelType 话务通道类型
agent（坐席）、

customer（客户）。

channelName 话务通道名称
ch-user-1018-80002301-1618366018463-job-a6370a73-4a4a-
4389-b884-c89e4cef27fe

text ASR识别结果 你好，hello。

finished 一句话是否结束 0、1。

beginTime 对话开始时间 2021-04-14T01:56:55Z（格林威治时间）

beginOffsetMS

句子开始时间相对
于会话开始时间的
偏移量，单位是毫
秒。

1380

endOffsetMS

当前已经处理完成
的语音时间相对于
会话开始时间的偏
移量，单位是毫
秒。

2370

extraInfo ASR识别的其他信息 speechRate=89;emotionIndex=0

Media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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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skillGroupId 技能组ID skg-default@report-test-2

agentId 坐席ID nihao nihao agent@report-test-2

customerId
客户标识，一般是
客户的电话号码。

1312121****

channelType 话务通道类型
agent（坐席）、

customer（客户）。

channelName 话务通道名称
ch-user-1018-80002301-1618366018463-job-a6370a73-4a4a-
4389-b884-c89e4cef27fe

streamingContactI
d

推流服务内部的话
务ID，用于在推流服
务内部唯一标识一
通电话。

job-25601390577562****_SPtUD_1654600088436

streamingSessionE
vent 推流会话事件 SessionStart

streamingChannel
Action

推流通道的活动类
型

Create

streamChannelCall
Id

推流通道所对应的
SIP信令的CallId

44acb7c6-60f5-123b-7eae-00163e121d3ewytCp

originalChannelCall
Id

原始通道所对应的
SIP信令的CallId

44acb7c6-60f5-123b-7eae-00163e121d3e

streamingChannel
Flag

推流通道的标志 0

streamingStartT im
e

推流通道媒体流的
开始时间

2022-06-07T11:10:23Z

mediaType 音频格式 u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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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Sample 采样率 8000

streamingServerUr
l

推流服务的URL wss://real-pipe-proxy-mybank-shanghai.aliyuncs.com

streamingDataLoc
ation

媒体数据的地址 ws://172.25.***.***:88888

extraInfo ASR识别的其他信息 speechRate=89;emotionIndex=0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RecordingReady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startT ime

录音开始时间，呼
入场景下为转人工
接听时间。呼出场
景为拨号后用户接
听时间。

2021-04-14T01:56:55Z（格林威治时间）

endTime

录音结束时间，如
果没有发起满意度
调查，则为通话结
束时间，否则为坐
席发起满意度调查
的时间。

2021-04-14T01:57:25Z（格林威治时间）

duration

录音时长，单位
秒。坐席和客户都
参与的情况下才会
生成录音。 60

agentIds 座席ID列表 agent@report-test-2

fileName 文件名称 job-d0103c3e-db21-4075-9292-f88b1f978b24.wav

downloadURL 下载地址 OSS的下载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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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alTrackRecordingReady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startT ime

录音开始时间，呼
入场景下为转人工
接听时间。呼出场
景为拨号后用户接
听时间。

2021-04-14T01:56:55Z（格林威治时间）

endTime

录音结束时间，如
果没有发起满意度
调查，则为通话结
束时间，否则为坐
席发起满意度调查
的时间。

2021-04-14T01:57:25Z（格林威治时间）

duration

录音时长，单位
秒。坐席和客户都
参与的情况下才会
生成录音。

60

agentIds 座席ID列表 agent@report-test-2

fileName 文件名称 job-d0103c3e-db21-4075-9292-f88b1f978b24.wav

downloadURL 下载地址 OSS的下载链接。

CDRReady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startT ime

开始时间。 呼出场
景下，开始时间指
开始拨号时间；呼
入场景下，开始时
间指电话进入IVR时
间；双呼场景下，
开始时间指开始拨
号时间。

2021-04-14T01:56:55Z（格林威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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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edTime

通话建立时间。双
呼场景下，通话建
立和结束时间都是
指第一通电话的时
间。如果电话未接
通，则此参数为
空。 2021-04-14T01:56:55Z（格林威治时间）

endTime 结束时间 2021-04-14T01:57:25Z（格林威治时间）

dispositionCode 挂机代码

Success（正常）、

AbandonedInQueue（排队放弃）、

AbandonedRing（振铃放弃）、

AbandonedInContactFlow（IVR中放弃）、

NoAnswer（未接通）、

Reject（客户拒接）。

agentIds 座席ID列表 agent@report-test-2

skillGroupIds 技能组ID列表 skg-default@report-test-2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IVR轨迹类事件IVR轨迹类事件

IvrTracking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contactId 话务ID job-f8e9639a-81b8-4740-8af7-c13cc1553919

channelId 通话通道ID 19aafd79-ba0c-4102-8e58-9a699d4e5811

caller 主叫号码 13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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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ee 被叫号码 0111234****

flowId IVR流程ID 3a094311-1c41-4d25-9894-635f7562ea07

flowType IVR流程类型

MAIN_FLOW（主流程）、

SUB_FLOW（子流程）、

SURVEY_FLOW（满意度流程）。

nodeId IVR节点ID dda23597

nodeName

IVR节点名称，由用
户在配置IVR模块时
设置，关联“模块
名称”属性。

转人工模块

nodeType IVR节点类型

PLAY_SAY（放音）、

TRANSFER_TO_AGENT（转人工）、

FORWARD_TO_OUTSIDE_NUMBER（转外部号码）、

GATHER_INPUT（收号）、

BRANCH（分支）、

HANGUP（结束）、

FUNCTION_COMPUTE（函数计算）、

VOICE_NAVIGATOR（智能语音导航）。

nodeExitCode
IVR节点退出时触发
的事件

Success（成功）、

Failure（失败）、

Hangup（客户挂机）、

Timeout（队列/函数/收号等超时）、

Overflow（队列溢出）、

Default（逻辑判断缺省出口）、

Branch-A/B/C（各个逻辑判断出口）。

nextNodeId
下一个要执行的节
点ID

58d5ae90

nodeProperties IVR节点属性 内容与IVR节点类型有关，详情见下表的补充内容。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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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Variables
IVR节点在运行时设
置的变量

内容与IVR节点类型有关，详情见下表的补充内容。

nodeAction 节点动作
ENTER（进入）、

LEAVE（离开）。

channelVariables 随路数据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补充：下表列出了在不同的nodeType类型中nodePropert ies和nodeVariables字段的示例值。大部分的
nodePropert ies变量可以通过IVR模块界面设置，nodePropert ies变量是静态的，在模块编辑完成时就已经
确定，而nodeVariables是动态的，它是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变量。

nodeT ypenodeT ype nodePropert iesnodePropert ies nodeVariablesnodeVariables

PLAY_SAY

{
 "say": "正在转⼈⼯"
}

say：文字转语音的内容。

{
 "play": "aaa.wav"
}

play：使用的音频文件。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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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ER_TO_AGE
NT

{
 "queuePriority": 5,
 "agentGreetingSay": "你好，⼯号 
${agentDisplayName} 为您服务",
 "routingStrategy": 
"MOST_IDLE",
 "positionHintsSay": "请耐⼼等
候，当前 ${queuePosition} 位",
 "queuingOverflowThreshold": 
"300",
 "say": "现在播放时区
${sys.dateTime.zone} 播放星期 
${sys.dateTime.dayOfWeek} ",
 "periodicAnnouncementIntervalS
econds": 20,
 "queuingTimeoutSeconds": 
"600",
 "skillGroupId": 
"liutong@report-test-2",
 "routingStrategyParams": "{}"
}

queuePriority：优先级。

agentGreetingSay：坐席接起前播报内容。

routingStrategy：转接策略。

positionHintsSay：当前排队位置播报内
容。

queuingOverflowThreshold：电话进入队
列时，如果当前排队的电话个数超过指定的
阈值，则直接溢出。

say：排队播报内容。

periodicAnnouncementIntervalSeconds：
轮播时长间隔（单位：秒）。

queuingTimeoutSeconds：排队超时时
间。

skillGroupId：转接技能组。

routingStrategyParams：转接策略参数。

{
 "agentChannelId": "ch-user-
1866-80002300-1619332030313-
job-7608da25-21cc-45fe-a0ce-
217fd7495806"
}

agentChannelId：分配到的坐席的
ChannelId。

nodeT ypenodeT ype nodePropert iesnodePropert ies nodeVariablesnodeVari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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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WARD_TO_OUT
SIDE_NUMBER

{
 "caller": "01112345678",
 "callee": "1013"
}

caller：转外线的主叫号码。

callee：转外线的被叫号码。

无

GATHER_INPUT

{
 "maxTries": 5,
 "regex": "",
 "minLength": 1,
 "say": "请输⼊分⽀，按1转⼈⼯，按
2转坐席。",
 "terminator": "#",
 "maxLength": 1,
 "timeout": 10
}

maxTries：最大尝试次数。

regex：按键正则校验。

minLength：按键最小长度。

say：文字转语音内容。

terminator：终止符。

maxLength：按键最大长度。

timeout：用户按键输入超时时间。

{
 "digits": "1"
}

digits：输入。

BRANCH 无

{
 "expression": "'1'=='1'"
}

expression：输入匹配到的分支表达式。

HANGUP 无 无

nodeT ypenodeT ype nodePropert iesnodePropert ies nodeVariablesnodeVari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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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_COMPU
TE

{
 "functionName": "HelloWorld",
 "parameters": "
[{\"key\":\"name\",\"value\":\"
alice\"},
{\"key\":\"age\",\"value\":\"18
\"}]"
}

functionName：调用的函数名称。

parameters：调用的函数的参数。

{
 "responseBody": "
{\"name\":\"Dear Sir 
undefined\",\"greeting\":\"Welc
ome!\"}",
 "requestParams": "
[{\"key\":\"name\",\"value\":\"
2021\"}]",
 "responseCode": 200
}

responseBody：函数响应结果。

requestParams：函数请求参数。

reponseCode：函数响应码。

VOICE_NAVIGATOR 功能开发中，即将发布。 功能开发中，即将发布。

nodeT ypenodeT ype nodePropert iesnodePropert ies nodeVariablesnodeVariables

预测式外呼事件预测式外呼事件

下面两个字段为所有预测式外呼类事件的公共字段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queueId 调度队列ID skg-default@report-test-2

campaignId 外呼活动ID ab11908b-6ebc-4b0c-b51e-3e17c7060

CampaignSubmitted

无特有字段，继承公有字段。

CampaignPaused

无特有字段，继承公有字段。

CampaignResumed

无特有字段，继承公有字段。

CampaignAborted

无特有字段，继承公有字段。

CampaignCompleted

无特有字段，继承公有字段。

CaseAttemp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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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caseId 任务ID
8aea3b64-2ry6-47c3-a005-
10739906a48e

referenceId 业务ID，客户自定义 2ry6-47c3-a005

extraInfo 业务信息，客户自定义
{"姓名":"张三","caseNo":"2ry6-47c3-
a005"}

attemptedCount 尝试次数 1

jobId 话务ID job-22549914729321****

caller 主叫 0111234****

callee 被叫 1388888****

state

呼叫结果

Connected

Failed

Fa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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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Dispositon

呼叫结果, 针对Failed，后续会增加早媒体
（占线、欠费、停机等）识别结果

Success（正常）

AbandonedInQueue（排队放弃）

AbandonedInRing（振铃放弃）

AbandonedInIVR（IVR放弃）

NoAnswer（未接通）

Voicemail（语音邮箱）

QueuingTimeout（排队超时）

QueuingOverflow（排队溢出）

QueuingFailed（转人工失败）

AbandonedInVoiceNavigator（智能导
航放弃）

IVRException（IVR异常）

ForwardToOutsideNumber（外线）

Reject（客户拒接）

NoAnswer

abandonPhase

放弃阶段

IVR（IVR交互中）

Queueing（排队中）

Ringing（坐席振铃中）

NA（空）

NA

agentId 座席ID agent@report-test-2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示例值示例值

事件格式示例事件格式示例

AgentCheckInAgentChec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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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entId":"agent@ccc-test",
    "eventTime":"2022-06-28T01:12:46.131Z",
    "eventType":"AgentCheckIn",
    "instanceId":"ccc-test",
    "skillGroupIds":"skillgroup1@ccc-test,skillgroup2@ccc-test",
    "skillLevels":[
        {
            "skillGroupId":"skillgroup1@ccc-test",
            "skillLevel":5
        },
        {
            "skillGroupId":"skillgroup2@ccc-test",
            "skillLevel":8
        }
    ],
    "workMode":"ON_SITE"
}

AgentReadyAgentReady

{
    "agentId":"agent@ccc-test",
    "eventTime":"2022-06-28T01:21:50.088Z",
    "eventType":"AgentReady",
    "instanceId":"ccc-test",
    "outboundScenario":true,
    "skillGroupIds":"skillgroup1@ccc-test,skillgroup2@ccc-test"
}

AgentDialingAgentDialing

{
    "agentId":"agent@ccc-test",
    "callType":"OUTBOUND",
    "channelId":"ch-user-1760265****-8028****-1656379498152-job-26347736147911****",
    "contactId":"job-26347736147911****",
    "eventTime":"2022-06-28T01:24:58.162Z",
    "eventType":"AgentDialing",
    "instanceId":"ccc-test",
    "skillGroupId":"skillgroup1@ccc-test",
    "skillGroupIds":"skillgroup1@ccc-test,skillgroup2@ccc-test"
}

AgentRingingAgentRi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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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entId":"agent@ccc-test",
    "callType":"INBOUND",
    "channelId":"ch-user-1892082****-8027****-1656382860790-job-c87272a4-3a0f-43c6-b00e-9f7
8f4a7****",
    "contactId":"job-c87272a4-3a0f-43c6-b00e-9f78f4a7****",
    "eventTime":"2022-06-28T02:21:01.866Z",
    "eventType":"AgentRinging",
    "instanceId":"ccc-test",
    "skillGroupId":"skillgroup1@ccc-test",
    "skillGroupIds":"skillgroup1@ccc-test,skillgroup2@ccc-test"
}

AgentTalkAgentTalk

{
    "agentId":"agent@ccc-test",
    "callType":"INBOUND",
    "channelId":"ch-user-1779315****-8022****-1656384555441-job-26d27ea4-63fa-47d9-93d5-3ec
7b5cc****",
    "contactId":"job-26d27ea4-63fa-47d9-93d5-3ec7b5cc****",
    "eventTime":"2022-06-28T02:49:18.168Z",
    "eventType":"AgentTalk",
    "instanceId":"ccc-test",
    "skillGroupId":"skillgroup1@ccc-test",
    "skillGroupIds":"skillgroup1@ccc-test,skillgroup2@ccc-test"
}

AgentReleaseAgentRelease

{
    "agentId":"agent@ccc-test",
    "callType":"OUTBOUND",
    "channelId":"ch-user-1775203****-8028****-1656384637394-job-26349891702237****",
    "contactId":"job-26349891702237****",
    "eventTime":"2022-06-28T02:51:20.889Z",
    "eventType":"AgentRelease",
    "instanceId":"ccc-test",
    "skillGroupId":"skillgroup1@ccc-test",
    "skillGroupIds":"skillgroup1@ccc-test,skillgroup2@ccc-test"
}

AgentBreakAgent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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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entId":"agent@ccc-test",
    "breakCode":"default",
    "eventTime":"2022-06-28T02:53:14.319Z",
    "eventType":"AgentBreak",
    "instanceId":"ccc-test",
    "skillGroupIds":"skillgroup1@ccc-test,skillgroup2@ccc-test"
}

AgentCheckOutAgentCheckOut

{
    "agentId":"agent@ccc-test",
    "eventTime":"2022-06-28T02:54:25.560Z",
    "eventType":"AgentCheckOut",
    "instanceId":"ccc-test",
    "skillGroupIds":"skillgroup1@ccc-test,skillgroup2@ccc-test"
}

AgentRingingTimeoutAgentRingingTimeout

{
    "agentId":"agent@ccc-test",
    "callType":"INBOUND",
    "channelId":"ec5026c6-136c-4524-95f3-a4841321****",
    "contactId":"job-642dfca0-6220-433b-bad6-c8c86616****",
    "eventTime":"2022-06-28T03:02:33.064Z",
    "eventType":"AgentRingingTimeout",
    "instanceId":"ccc-test",
    "skillGroupId":"skillgroup1@ccc-test",
    "skillGroupIds":"skillgroup1@ccc-test,skillgroup2@ccc-test"
}

SatisfactionSurveyOfferSatisfactionSurveyOffer

{
    "agentId":"agent@ccc-test",
    "callType":"INBOUND",
    "callee":"0275977****",
    "caller":"1501718****",
    "contactId":"job-58b60028-491a-4fbc-b936-3b99d35d****",
    "eventTime":"2022-06-28T02:56:19.333Z",
    "eventType":"SatisfactionSurveyOffer",
    "instanceId":"ccc-test",
    "skillGroupId":"skillgroup1@ccc-test",
    "surveyChannel":"IVR"
}

SatisfactionSurveyResponseSatisfactionSurvey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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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entId":"agent@ccc-test",
    "contactId":"job-90e769da-93f1-432e-aade-d00d2fb9****",
    "eventTime":"2022-06-28T02:58:32.069Z",
    "eventType":"SatisfactionSurveyResponse",
    "instanceId":"ccc-test",
    "rating":"1",
    "surveyChannel":"IVR"
}

DialingDialing

{
    "agentId":"agent@ccc-test",
    "broker":"0206629****",
    "callType":"BACK2BACK",
    "callee":"1585152****",
    "caller":"1872182****",
    "channelId":"ch-user-0206629****-1872182****-1656385068797-job-26350072646189****",
    "contactId":"job-26350072646189****",
    "eventTime":"2022-06-28T02:57:48.801Z",
    "eventType":"Dialing",
    "instanceId":"ccc-test"
}

RingingRinging

{
    "callType":"OUTBOUND",
    "callee":"1357087****",
    "caller":"0206624****",
    "channelId":"ch-customer-0206624****-1357087****-1656385139148-job-26350102152699****",
    "contactId":"job-26350102152699****",
    "eventTime":"2022-06-28T02:59:01.843Z",
    "eventType":"Ringing",
    "instanceId":"ccc-test"
}

EstablishedEsta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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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entId":"agent@ccc-test",
    "callType":"OUTBOUND",
    "callee":"1522153****",
    "caller":"05712801****",
    "channelId":"ch-user-1522153****-8010****-1656385228883-job-26350139790706****",
    "contactId":"job-26350139790706****",
    "eventTime":"2022-06-28T03:00:44.526Z",
    "eventType":"Established",
    "instanceId":"ccc-test",
    "skillGroupId":"skillgroup1@ccc-test"
}

ReleasedReleased

{
    "agentId":"agent@ccc-test",
    "callType":"OUTBOUND",
    "callee":"1301530****",
    "caller":"05712801****",
    "channelId":"ch-user-1301530****-8010****-1656385331416-job-26350182796578****",
    "contactId":"job-26350182796578****",
    "eventTime":"2022-06-28T03:02:54.449Z",
    "eventType":"Released",
    "instanceId":"ccc-test",
    "releaseInitiator":"1301530****",
    "releaseReason":"480 -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skillGroupId":"skillgroup1@ccc-test"
}

HeldHeld

{
    "agentId":"agent@ccc-test",
    "callType":"INBOUND",
    "callee":"951****",
    "caller":"1768127****",
    "channelId":"ch-user-1768127****-8028****-1655785144785-job-bb2c77ca-c982-44dc-be83-736
1e9e1****",
    "contactId":"job-bb2c77ca-c982-44dc-be83-7361e9e1****",
    "eventTime":"2022-06-21T04:21:51.993Z",
    "eventType":"Held",
    "heldChannelId":"9286a672-027d-4f22-aa3f-c661afa9****",
    "instanceId":"ccc-test",
    "skillGroupId":"skillgroup1@ccc-test"
}

RetrievedRetr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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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entId":"agent@ccc-test",
    "callType":"INBOUND",
    "callee":"05718866****",
    "caller":"1358511****",
    "channelId":"ch-user-1358511****-8028****-1655791298510-job-5c1fcf17-9653-4cd3-9d46-013
fb262****",
    "contactId":"job-5c1fcf17-9653-4cd3-9d46-013fb262****",
    "eventTime":"2022-06-21T06:03:07.852Z",
    "eventType":"Retrieved",
    "instanceId":"ccc-test",
    "retrievedChannelId":"05811ecc-8184-4aac-9058-037ef7ea****",
    "skillGroupId":"skillgroup1@ccc-test"
}

BlindTransferBlindTransfer

{
    "agentId":"agent@ccc-test",
    "callType":"INBOUND",
    "callee":"0275977****",
    "caller":"1868614****",
    "channelId":"ch-user-8022****-8022****-1656291688819-job-cb384e0f-e252-4cbe-8041-04be2b
bf****",
    "contactId":"job-cb384e0f-e252-4cbe-8041-04be2bbf****",
    "destination":"8022****",
    "eventTime":"2022-06-27T01:01:28.868Z",
    "eventType":"BlindTransfer",
    "instanceId":"ccc-test",
    "originator":"8022****",
    "skillGroupId":"skillgroup1@ccc-test"
}

AttendedTransferAttendedTransfer

{
    "agentId":"agent@ccc-test",
    "callType":"OUTBOUND",
    "callee":"1065****",
    "caller":"0101234****",
    "channelId":"ch-user-8000****-8000****-1656397276817-job-26355188395986****",
    "contactId":"job-26355188395986****",
    "destination":"80001015",
    "eventTime":"2022-06-28T06:21:24.700Z",
    "eventType":"AttendedTransfer",
    "instanceId":"ccc-test",
    "originator":"8000****",
    "skillGroupId":"skillgroup1@ccc-te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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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 iateConsultantInit iateConsultant

{
    "agentId":"agent@ccc-test",
    "callType":"CONSULTANT",
    "callee":"8000****",
    "caller":"8001****",
    "channelId":"ch-user-8000****-8001****-1656397276817-job-26355188395986****",
    "contactId":"job-26355188395986****",
    "counterparty":"agent2@ccc-test",
    "eventTime":"2022-06-28T06:21:16.873Z",
    "eventType":"InitiateConsultant",
    "instanceId":"ccc-test",
    "skillGroupId":"skillgroup1@ccc-test"
}

StartConsultantStartConsultant

{
    "agentId":"agent1@ccc-test",
    "callType":"CONSULTANT",
    "callee":"8000****",
    "caller":"8001****",
    "channelId":"ch-user-8000****-8001****-1656397276817-job-26355188395986****",
    "contactId":"job-26355188395986****",
    "counterparty":"agent2@ccc-test",
    "eventTime":"2022-06-28T06:21:20.980Z",
    "eventType":"StartConsultant",
    "instanceId":"ccc-test",
    "skillGroupId":"skillgroup@ccc-test"
}

StopConsultantStopConsultant

{
    "agentId":"agent1@ccc-test",
    "callType":"CONSULTANT",
    "callee":"8000****",
    "caller":"8000****",
    "channelId":"ch-user-8000****-8000****-1656397276817-job-26355188395986****",
    "contactId":"job-26355188395986****",
    "counterparty":"agent2@ccc-test",
    "eventTime":"2022-06-28T06:21:24.700Z",
    "eventType":"StopConsultant",
    "instanceId":"ccc-test",
    "skillGroupId":"skillgroup1@ccc-test"
}

StartConferenceStart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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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entId":"agent1@ccc-test",
    "callType":"CONFERENCE",
    "channelId":"ch-user-8000****-8001****-1656397696298-job-26355369003136****",
    "contactId":"job-26355369003136****",
    "eventTime":"2022-06-28T06:28:16.368Z",
    "eventType":"StartConference",
    "instanceId":"ccc-test",
    "participants":[
        {
            "agentId":"agent2@ccc-test",
            "callee":"8000****",
            "caller":"8001****",
            "skillGroupId":"skillgroup1@ccc-test"
        },
        {
            "callee":"1065****",
            "caller":"0101111****"
        }
    ],
    "skillGroupId":"skillgroup1@ccc-test"
}

Route2IVRRoute2IVR

{
    "callType":"INBOUND",
    "callee":"951****",
    "caller":"1858928****",
    "channelId":"5b7bfb46-f187-4751-b2dc-554c4da6****",
    "contactFlowId":"449ac16c-d539-48a8-9f77-47155d50****",
    "contactId":"job-89d3978a-ba90-40f3-b1ce-df3c6cec****",
    "eventTime":"2022-06-20T12:21:50.123Z",
    "eventType":"Route2IVR",
    "flowType":"MAIN_FLOW",
    "instanceId":"ccc-test",
    "messageTime":1655727710123
}

AbandonedAbando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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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andonPhase":"IVR",
    "callType":"INBOUND",
    "callee":"951****",
    "caller":"1318607****",
    "channelId":"293a73a4-cb67-47d1-acf5-ca409326****",
    "contactFlowId":"449ac16c-d539-48a8-9f77-47155d50****",
    "contactFlowType":"MAIN_FLOW",
    "contactId":"job-bc3eccc6-661e-4cda-80ed-dbcea248****",
    "eventTime":"2022-06-20T12:17:11.728Z",
    "eventType":"Abandoned",
    "instanceId":"ccc-test"
}

EnqueueEnqueue

{
    "agentId":"agent@ccc-test",
    "callType":"INBOUND",
    "callee":"05718866****",
    "caller":"1786820****",
    "channelId":"5fac5b7f-5467-4702-9393-77d926ea****",
    "contactFlowId":"CBX8_2nP****",
    "contactId":"job-b3728041-9f7d-4a4c-8b60-62a51739****",
    "eventTime":"2022-06-28T00:02:09.330Z",
    "eventType":"Enqueue",
    "flowType":"MAIN_FLOW",
    "instanceId":"ccc-test",
    "messageTime":1656374529330,
    "queueType":"Agent"
}

QueueingTimeoutQueueingTimeout

{
    "callType":"INBOUND",
    "callee":"05718930****",
    "caller":"1771275****",
    "channelId":"e43a2047-0d09-482a-baf0-fe1cfc40****",
    "contactId":"job-527d73a4-c59a-46ea-999f-c4362f21****",
    "eventTime":"2022-06-28T00:48:29.869Z",
    "eventType":"QueueingTimeout",
    "instanceId":"ccc-test",
    "queueType":"SkillGroup",
    "skillGroupId":"skillgroup1@ccc-test"
}

AssignAgentAssign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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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entId":"agent@ccc-test",
    "callType":"INBOUND",
    "callee":"05718866****",
    "caller":"1786820****",
    "channelId":"5fac5b7f-5467-4702-9393-77d926ea****",
    "contactId":"job-b3728041-9f7d-4a4c-8b60-62a51739****",
    "eventTime":"2022-06-28T00:02:09.764Z",
    "eventType":"AssignAgent",
    "instanceId":"ccc-test",
    "queueType":"SkillGroup",
    "skillGroupId":"skillgroup1@ccc-test"
}

StartMonitorStartMonitor

{
 "agentId": "agent1@ccc-test",
 "callType": "OUTBOUND",
 "callee": "1065****",
 "caller": "0101234****",
 "channelId": "ch-user-1065****-8000****-1656400756594-job-26356652585570****",
 "contactId": "job-26356652585570****",
 "counterparty": "agent2@ccc-test",
 "eventTime": "2022-06-28T07:19:24.200Z",
 "eventType": "StartMonitor",
 "instanceId": "ccc-test",
 "skillGroupId": "skillgroup1@ccc-test"
}

StopMonitorStopMonitor

{
    "agentId":"agent1@ccc-test",
    "callType":"OUTBOUND",
    "callee":"1065****",
    "caller":"0101234****",
    "channelId":"ch-user-1065****-8000****-1656400756594-job-26356652585570****",
    "contactId":"job-26356652585570****",
    "counterparty":"agent2@ccc-test",
    "eventTime":"2022-06-28T07:19:26.300Z",
    "eventType":"StopMonitor",
    "instanceId":"ccc-test",
    "skillGroupId":"skillgroup1@ccc-test"
}

StartCoachStartC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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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entId":"agent1@ccc-test",
    "callType":"OUTBOUND",
    "callee":"1065****",
    "caller":"0101234****",
    "channelId":"ch-user-1065****-8000****-1656400735632-job-26356634688894****",
    "contactId":"job-26356634688894****",
    "counterparty":"agent2@ccc-test",
    "eventTime":"2022-06-28T07:19:04.840Z",
    "eventType":"StartCoach",
    "instanceId":"ccc-test",
    "skillGroupId":"skillgroup1@ccc-test"
}

StopCoachStopCoach

{
    "agentId":"agent1@ccc-test",
    "callType":"OUTBOUND",
    "callee":"1065****",
    "caller":"0101234****",
    "channelId":"ch-user-1065****-8000****-1656400735632-job-26356634688894****",
    "contactId":"job-26356634688894****",
    "counterparty":"agent2@ccc-test",
    "eventTime":"2022-06-28T07:19:08.020Z",
    "eventType":"StopCoach",
    "instanceId":"ccc-test",
    "skillGroupId":"skillgroup@ccc-test"
}

BargeInBargeIn

{
    "agentId":"agent1@ccc-test",
    "callType":"BARGE",
    "callee":"8000****",
    "caller":"8001****",
    "channelId":"ch-user-8000****-8001****-1656400767426-job-26356652585570****",
    "contactId":"job-26356652585570****",
    "counterparty":"agent2@ccc-test",
    "eventTime":"2022-06-28T07:19:28.720Z",
    "eventType":"BargeIn",
    "instanceId":"ccc-test",
    "skillGroupId":"skillgroup1@ccc-test"
}

InterceptInter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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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entId":"agent1@ccc-test",
    "callType":"INTERCEPT",
    "callee":"8000****",
    "caller":"1065****",
    "channelId":"ch-user-1065****-8000****-1656400735632-job-26356634688894****",
    "contactId":"job-26356634688894****",
    "counterparty":"agent2@ccc-test",
    "eventTime":"2022-06-28T07:18:55.680Z",
    "eventType":"Intercept",
    "instanceId":"ccc-test",
    "skillGroupId":"skillgroup1@ccc-test"
}

TextStreamTextStream

{
    "agentId":"agent@ccc-test",
    "beginOffsetMS":623860,
    "beginTime":"2022-06-20T12:03:08Z",
    "callType":"OUTBOUND",
    "callee":"1527155****",
    "caller":"05710000****",
    "channelId":"ch-user-1527155****-8031****-1655725954288-job-26073619978162****",
    "channelName":"ch-user-1527155****-8031****-1655725954288-job-26073619978162****",
    "channelType":"agent",
    "contactId":"job-26073619978162****",
    "customerId":"1527155****",
    "endOffsetMS":624834,
    "eventTime":"2022-06-20T12:03:11Z",
    "eventType":"TextStream",
    "extraInfo":"speechRate=75;emotionIndex=0",
    "finished":true,
    "instanceId":"predictivecall",
    "skillGroupId":"skillgroup1@ccc-test",
    "text":"****",
    "wordInfoList":[
        {
            "beginOffsetMS":623860,
            "endOffsetMS":624347,
            "word":"****"
        },
        {
            "beginOffsetMS":624347,
            "endOffsetMS":624834,
            "word":"****"
        }
    ]
}

MediaStreamMediaStream

云呼叫中心 开发指南··开发指南（2.x版本）

> 文档版本：20220707 602



{
    "agentId":"agent@ccc-test",
    "callType":"OUTBOUND",
    "callee":"1587148****",
    "caller":"951****",
    "channelId":"ch-user-1587148****-8027****-1655726380579-job-26073798783017****",
    "channelName":"ch-user-1587148****-8027****-1655726380579-job-26073798783017****",
    "channelType":"agent",
    "contactId":"job-26073798783017****",
    "customerId":"1587148****",
    "eventTime":"2022-06-20T12:03:12Z",
    "eventType":"MediaStream",
    "extraInfo":"",
    "instanceId":"ccc-test",
    "skillGroupId":"skillgroup1@ccc-test",
    "streamingContactId":"job-26073798783017****_EIaiH_1655726398997",
    "streamingSessionEvent":"SessionFinish"
}

RecordingReadyRecordingReady

{
    "agentIds":"agent@ccc-test",
    "contactId":"job-d55111ba-41c7-4226-90ae-d7be729a****",
    "downloadURL":"https://****.oss-cn-shanghai.aliyuncs.com/ccc-record-mixed/ccc-test/2022
/06/job-d55111ba-41c7-4226-90ae-d7be729a****.wav?Expires=1655812992&OSSAccessKeyId=****&Sig
nature=****",
    "duration":178,
    "endTime":"2022-06-20T12:02:53.821Z",
    "eventTime":"2022-06-20T12:03:12.531Z",
    "eventType":"RecordingReady",
    "fileName":"job-d55111ba-41c7-4226-90ae-d7be729a****.wav",
    "instanceId":"ccc-test",
    "startTime":"2022-06-20T11:59:56.743Z"
}

DualTrackRecordingReadyDualTrackRecordingReady

{
    "agentIds":"agent@ccc-test",
    "contactId":"job-26073827232141****",
    "downloadURL":"https://****.oss-cn-shanghai.aliyuncs.com/ccc-record-mixed/ccc-test/2022
/06/job-26073827232141****.mkv?Expires=1655812991&OSSAccessKeyId=****&Signature=****",
    "duration":102,
    "endTime":"2022-06-20T12:02:48.930Z",
    "eventTime":"2022-06-20T12:03:11.638Z",
    "eventType":"DualTrackRecordingReady",
    "fileName":"job-26073827232141****.mkv",
    "instanceId":"ccc-test",
    "startTime":"2022-06-20T12:01:07.916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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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RReadyCDRReady

{
    "agentIds":"agent1@ccc-test,agent2@ccc-test",
    "callType":"OUTBOUND",
    "callee":"1598388****",
    "caller":"1650111****",
    "contactId":"job-26073887236278****",
    "dispositionCode":"NoAnswer",
    "endTime":"2022-06-20T12:03:11.968Z",
    "eventTime":"2022-06-20T12:03:12.243Z",
    "eventType":"CDRReady",
    "instanceId":"ccc-test",
    "skillGroupIds":"skillgroup1@ccc-test,skillgroup2@ccc-test",
    "startTime":"2022-06-20T12:03:11.478Z"
}

IvrTrackingIvrTracking

{
    "callee":"951****",
    "caller":"1358879****",
    "channelId":"9c14d153-8ce1-4c93-bbcf-905d8885****",
    "contactId":"job-a80142d2-f3a4-4950-ad37-f30aa4c0****",
    "eventTime":"2022-06-20T12:07:35.132Z",
    "eventType":"IvrTracking",
    "flowId":"449ac16c-d539-48a8-9f77-47155d50****",
    "flowType":"MAIN_FLOW",
    "instanceId":"ccc-test",
    "nextNodeId":"10",
    "nodeAction":"LEAVE",
    "nodeExitCode":"Success",
    "nodeId":"7",
    "nodeName":"欢迎语",
    "nodeProperties":{
        "play":"75029307E1438FF192F06C170E87****.wav",
        "audioResourceId":"925c9600-9733-47c1-8edd-80757a41****.wav"
    },
    "nodeType":"PLAY_OR_SAY",
    "nodeVariables":{

    }
}

为了方便1.0用户更好地体验和迁移到2.0，这里列出了2.0事件相对于1.0的改动。此文档目前仍在更新中。

事件公共字段事件公共字段

3.3.4. 事件变更内容（2.x版本）3.3.4. 事件变更内容（2.x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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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说明说明

eventT ime 事件时间
2021-04-14T02:34:00.447Z（格林
威治时间）

eventType 事件类型
本节介绍的所有事件类型中任意一
种。

instanceId 呼叫中心实例ID
1.0：随机字符串; 2.0：云呼实例访
问的二级域名

坐席类事件坐席类事件
下面几个字段为所有坐席类事件的公共字段下面几个字段为所有坐席类事件的公共字段

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说明说明

agentId 坐席ID
1.0格式：ramId@domianName;

2.0格式：userId

skillGroupIds 签入技能组ID列表 格式：技能组ID1,技能组ID2

result 结果 1.0特有：0:成功、1:失败；

remark 失败原因 1.0特有：可为空

具体事件字段信息如下：具体事件字段信息如下：

事件事件 1.0事件名称1.0事件名称 1.0事件格式1.0事件格式 2.0事件名称2.0事件名称 2.0事件格式2.0事件格式 说明说明

坐席签入 AgentCheckIn
公共字段

坐席公共字段
AgentCheckIn

公共字段

坐席公共字段

技能组等级列表
(skill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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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席就绪 AgentReady 同上 AgentReady

公共字段

坐席公共字段

是否为仅外呼模
式
(outboundSce
nario)

坐席拨号 AgentDialing

公共字段

坐席公共字段

话务
ID(contactId)

通话通
ID(channelId)

呼叫类型
(callType)

技能
ID(skillGroupId)

拨号场景
(scenario)

2.0新增

坐席振铃 AgentRinging

公共字段

坐席公共字段

话务
ID(contactId)

会话
ID(connectId)

AgentRinging 同上

坐席振铃超时
AgentRingingT
imeout

同上

2.0AgentRingin
gTimeout事件
替换1.0中的
RingingTimeou
t事件

坐席通话 AgentTalk 同上 AgentTalk 同上

坐席挂机 AgentRelease 同上 2.0新增

话后处理 AgentACW

公共字段

坐席公共字段

话务
ID(contactId)

2.0删除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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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席小休 AgentBreak

公共字段

坐席公共字段

breakReason

breakCode

AgentBreak

公共字段

坐席公共字段

小休事件代码
(breakCode)

坐席签出
AgentCheckOu
t

公共字段

坐席公共字段

AgentCheckOu
t

公共字段

坐席公共字段

满意度评价发送
SatisfactionSu
rveyOffer

公共字段

坐席公共字段

话务
ID(contactId)

技能组
ID(skillGroupId)

发送方式
(surveyChannel
)

呼叫类型
(callType)

主叫号码
(caller)

被叫号码
(callee)

2.0新增

满意度评价回复
SatisfactionSu
rveyResponse

公共字段

坐席公共字段

话务
ID(contactId)

技能组
ID(skillGroupId)

发送方式
(surveyChannel
)

满意度评级
(rating)

按键记录
(userInput)

2.0新增

话务类事件话务类事件
下面几个字段为所有话务类事件的公共字段下面几个字段为所有话务类事件的公共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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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名称名称 说明说明

contactId 话务ID 无

channelId 通话通道ID 2.0特有

callType 呼叫类型 无

caller 主叫号码 无

callee 被叫号码 无

connectId 会话ID 1.0话务事件特有

agentId 坐席ID(可选)
1.0话务事件特有，注意：
Route2IVR事件无该参数

具体事件字段信息如下：具体事件字段信息如下：

事件事件 1.0事件名称1.0事件名称 1.0事件格式1.0事件格式 2.0事件名称2.0事件名称 2.0事件格式2.0事件格式 说明说明

拨号 Dialing

公共字段

话务公共字段

中间号码
(broker)

技能组
ID(skillGroupId)
可选

Dialing

公共字段

话务公共字段

坐席
ID(agentId)

技能组
ID(skillGroupId)

拨号场
(scen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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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叫振铃 Ringing

公共字段

话务公共字段

中间号码
(broker)

目的方
(destination)

技能组
ID(skillGroupId)
可选

Ringing

公共字段

话务公共字段

坐席
ID(agentId)

目的方
(destination)

技能组
ID(skillGroupId)

拨号场景
(scenario)

呼叫建立
CallEstablishe
d

公共字段

话务公共字段

中间号码
(broker)

技能组
ID(skillGroupId)
可选

Established 同上

通话挂机 CallReleased

公共字段

话务公共字段

中间号码
(broker)

挂断方
(initiator)

挂断原因
(releaseReaso
n)

技能组
ID(skillGroupId)
可选

Released

公共字段

话务公共字段

坐席
ID(agentId)

技能组
ID(skillGroupId)

拨号场景
(scenario)

挂断原因
(releaseReaso
n)

通话保持 CallHeld

公共字段

话务公共字段

技能组
ID(skillGroupId)

Held

公共字段

话务公共字段

坐席
ID(agentId)

技能组
ID(skillGroupId)

被保持的通道
ID(heldChannel
Id)

开发指南··开发指南（2.x版本） 云呼叫中心

609 > 文档版本：20220707



通话取回 CallRetrieved

公共字段

话务公共字段

技能组
ID(skillGroupId)

Retrieved

公共字段

话务公共字段

坐席
ID(agentId)

技能组
ID(skillGroupId)

被取回的通道
ID(retrievedCh
annelId)

直接转接 BlindTransfer

公共字段

话务公共字段

转接类型
(transferor)

目的方
(destination)

技能组
(skillGroupIds)
多个

BlindTransfer

公共字段

话务公共字段

坐席
ID(agentId)

技能组
ID(skillGroupId)

转接发起方
(originator)

转接目的方
(destination)

咨询转接
AttendedTran
sfer

公共字段

话务公共字段

转接类型
(transferor）

目的方
(destination)

技能组
(skillGroupIds)
多个

AttendedTran
sfer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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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话详单生成 CDRReady

公共字段

话务公共字段

技能组
(skillGroupIds)
多个

CDRReady

公共字段

话务公共字段

坐席
ID(agentId)

技能组
ID(skillGroupId)

开始时间
(startT ime)

通话建立时间
(establishedTi
me)

结束时间
(endTime)

挂机代码
(dispositionCo
de)

原始录音生成
DualTrackReco
rdingReady

公共字段

话务公共字段

文件名称
(fileName)

下载地址链接
(downloadURL
)

技能组
(skillGroupId)
可选

DualTrackReco
rdingReady

公共字段

话务公共字段

坐席ID列表
(agentIds)

开始时间
(startT ime)

结束时间
(endTime)

文件名称
(fileName)

下载地址
(downloadURL
)

录音生成
RecordingRead
y

公共字段

话务公共字段

文件名称
(fileName)

下载地址链接
(downloadURL
)

技能组
(skillGroupId)
可选

RecordingRead
y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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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流 TextStream

公共字段

话务公共字段

技能组
(skillGroupId)

声道
ID(channelId)

声道类型
(channelType)

声道名称
(channelName
)

识别结果(text)

结束标志
(finished)

句子开始时间
(beginT ime)

句子开始时间相
对会话开始时间
的偏移量，单位
是毫秒
(beginOffsetM
S)

会话开始后已处
理的音频时长，
单位是毫秒
(endOffsetMS)

ASR识别的其他
信息(extraInfo)

TextStream

公共字段

话务公共字段

坐席
ID(agentId)

技能组
ID(skillGroupId)

声道类型
(channelType)

声道名称
(channelName
)

识别结果(text)

结束标志
(finished)句子
开始时
(beginT ime)

句子开始时间相
对会话开始时间
的偏移量，单位
是毫秒
(beginOffsetM
S)

会话开始后已处
理的音频时长，
单位是毫秒
(endOffsetMS)

ASR识别的其他
信息(extraInfo) 

进入IVR Route2IVR

公共字段

话务公共字段

中间号码
(broker)

联系流
ID(contactFlo
wId)

联系流名称
(contactFlowN
ame)

Route2IVR
公共字段

话务公共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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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话放弃 CallAbandone
d

公共字段

话务公共字段

中间号码
(broker)

放弃阶段
(abandonPhas
e)：IVR、
Queuing、Ring

联系流
ID(contactFlo
wId)

技能组ID
(skillGroupId)

Abandoned

公共字段

话务公共字段

坐席
ID(agentId)

技能组
ID(skillGroupId)

放弃阶段
(abandonPhas
e)

IVR、
Queuing、Ring

IVR转人工 Enqueue

公共字段

话务公共字段

中间号码
(broker)

联系流
ID(contactFlo
wId)

转接类型
(queueType)：
SkillGroup ,
Agent

技能组ID
(skillGroupId)

Enqueue

公共字段

话务公共字段

队列类型
(queueType)

坐席
ID(agentId)

技能组
ID(skillGroupId)

排队超时
QueueingTime
out

公共字段

话务公共字段

中间号码
(broker)

队列类型
(queueType)：
SkillGroup ,
Agent

技能组
ID(skillGroupId)

QueueingTime
out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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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坐席 AssignAgent

公共字段

话务公共字段

中间号码
(broker)

队列类型
(queueType)：
SkillGroup ,
Agent

技能组
ID(skillGroupId)

AssignAgent 同上

振铃超时
RingingTimeou
t

公共字段

话务公共字段

中间号码
(broker)

技能组
ID(skillGrouId)

AgentRingingT
imeout替换
RingingTimeou
t

通话静音 Muted

公共字段

话务公共字段

坐席
ID(agentId)

技能组
ID(skillGroupId)

被静音的通道
ID(mutedChan
nelId)

2.0新增

取消静音 Unmuted

公共字段

话务公共字段

坐席
ID(agentId)

技能组
ID(skillGroupId)

被取消静音的通
道
ID(unmutedCh
annelId)

2.0新增

开始会议
StartConferen
ce

2.0新增功能开
发中，即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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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会议
StopConferenc
e

2.0新增功能开
发中，即将发布

发起咨询
InitiateConsult
ant

公共字段

话务公共字段

坐席
ID(agentId)

技能组
ID(skillGroupId)

被咨询方
(counterparty)

2.0新增

开始咨询
StartConsultan
t

同上 2.0新增

结束咨询
StopConsultan
t

同上 2.0新增

开始监听 StartMonitor

公共字段

话务公共字段

被监听方
(agentId)

技能组
ID(skillGroupId)

监听方
(counterparty)

2.0新增

结束监听 StopMonitor 同上 2.0新增

开始辅导 StartCoach

公共字段

话务公共字段

辅导方
(agentId)

技能组
ID(skillGroupId)

被辅导方
(counterparty)

2.0新增

结束辅导 StopCoach 同上 2.0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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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插 BargeIn

公共字段

话务公共字段

强插方
(agentId)

技能组
ID(skillGroupId)

被强插方
(counterparty)

2.0新增

强拆 Intercept

公共字段

话务公共字段

强拆方
(agentId)

技能组
ID(skillGroupId)

被强拆方
(counterparty)

2.0新增

IVR轨迹类事件IVR轨迹类事件

事件事件 1.0事件名称1.0事件名称 1.0事件格式1.0事件格式 2.0事件名称2.0事件名称 2.0事件格式2.0事件格式 说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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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R轨迹事件 IvrTracking

公共字段

话务
ID(contactId)

通话通道
ID(channelId)

主叫号码
(caller)

被叫号码
(callee)

IVR流程
ID(flowId)

IVR流程类型
(flowType)

IVR节点
ID(nodeId)

IVR节点名称
(nodeName)

IVR节点类型
(nodeType)

IVR节点退出时
触发的事件
(nodeExitCode
)

下一个要执行的
节点
ID(nextNodeId)

IVR节点属性
(nodeProperti
es)

IVR节点在运行
时设置的变量
(nodeVariable
s)

节点动作
(nodeAction)

随路数据
(channelVariab
les)

2.0新增

相关文档：

3.4. 坐席接入3.4. 坐席接入
3.4.1. SIP设备接入3.4.1. SIP设备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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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P话机接入：SIP话机接入流程

SIP软电话接入：SIP软电话接入流程

SIP话机接入流程。

背景介绍背景介绍
CC2.0提供了多种SIP设备接入的解决方案，其中一种就是SIP话机接入，本文将以Yealink T23G型号的话机为
例，介绍SIP话机接入流程。其它类型的话机接入请参考本文进行操作。

注意：如果您使用其他型号的SIP话机，请在接入前确保您的话机支持1.2及以上版本的TLS协议。

接入流程接入流程
接入流程分以下几个步骤：

云呼设备注册；

SIP话机配置；

SIP话机注册。

云呼设备注册云呼设备注册
SIP设备接入前，需要进行设备注册，只有注册成功的设备才能进行设备接入。

1. 打开【坐席】界面，勾选需要绑定话机的坐席，点击【列表批量管理】中的【SIP话机初始化】；

3.4.2. SIP话机接入流程3.4.2. SIP话机接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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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入SIP话机初始化界面，请仔细阅读提示，确认后点击【下一步】；

3. 进入SIP话机初始化设置界面，请输入设备密码和设备型号，配置完成后，点击【确认初始化】按钮，完
成注册。

可以通过【坐席】界面的SIP话机状态栏判断SIP设备是否注册成功，状态说明如下：

【无SIP话机】，表示SIP设备未注册过，无法使用SIP设备；

【离线】，表示SIP设备已注册，但是SIP设备当前处于离线状态，无法使用SIP设备；

【在线】，表示SIP设备已注册，SIP设备处于在线状态，可以正常使用SIP设备。

访问SIP话机配置系统访问SIP话机配置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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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购买的Yealink T23G话机接入局域网后，话机会通过DHCP自动获取一个IP地址，在SIP话机上按
【OK】键可以查询到话机的IP地址。

2. 获取话机的IP地址后，在浏览器中访问话机的IP地址，可以进入话机的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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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进入配置系统的登录界面后，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进行登录，Yealink T23G话机的初始用户名和密码
都是admin，其他型号话机请参考产品说明文档。

TLS加密配置TLS加密配置
出于安全考虑，需要对SIP信令进行TLS加密，证书配置包含两种方案，一是仅信任指定证书，二是信任所有
证书。第一种方案安全性更高，但是配置流程更复杂，需要安装云呼颁发的指定证书，第二种方案配置更简
单，但是安全性稍低，适合普通用户使用。如果客户对安全性没有特别严格的要求，建议客户选择第二种方
式。

仅信任指定证书仅信任指定证书（不推荐）（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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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SIP话机配置界面中，切换到【安全】->【可信任证书】页面；

2. 联系云呼售后技术支持钉钉号，获取云呼证书intermedia.crt和ccc.aliyuncs.com.pem；

3. 点击【导入受信任证书】->【浏览...】，选中intermedia.crt；

4. 点击【导入受信任证书】->【上传】，上传成功后会在列表中列出；

5. 重复步骤3和4，将ccc.aliyuncs.com.pem也导入列表；

6. 将【只允许受信任证书】选项设置为【启用】；

7. 将【CA证书】选项设置为【自定义证书】；

8. 点击【提交】按钮，这一步可能需要重启话机。

注意：云呼的证书有使用期限，到期后请及时更换新的证书，否则将导致SIP设备无法正常使用。

信任所有证书信任所有证书
1. 在SIP话机配置界面中，切换到【安全】->【可信任证书】页面；

2. 将【只允许受信任证书】选项设置为【禁用】；

3. 点击【提交】按钮，这一步可能需要重启话机。

SIP话机注册SIP话机注册
前面已经完成了加密相关的配置工作，下面将配置SIP账号，然后进行注册操作。这一步需要在【账号】-
>【注册】界面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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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Yealink T23G型号为例，可以配置三个SIP账号，这里以账号1为例介绍具体的操作步骤：

1. 【账号】选择【账号1】；

2. 【线路激活】选择【启用】；

3. 【显示名称】填写您想要在SIP话机上显示的名称；

4. 【注册名称】填写分机号，请填写SIP话机的分机号；

5. 【用户名称】填写分机号，请填写SIP话机的分机号；

6. 【密码】填写SIP话机初始化时设置的密码；

7. 【SIP服务器1】->【服务器主地址】填写云呼SIP服务器的地址【sh-sip.ccc.aliyuncs.com】；

8. 【SIP服务器1】->【端口】填写8443；

9. 【SIP服务器1】->【传输方式】选择【TLS】;

10. 点击【提交】按钮。

提交后，SIP话机将向云呼SIP服务器发起注册操作，如果注册成功，【注册状态】会显示【已注册】，如果
注册失败，请仔细检查上述步骤时候执行正确，必要时联系云呼技术支持同学解决。

至此，您的SIP话机已成功注册到云呼服务器上，现在您就可以开始使用您的SIP话机了。

背景介绍背景介绍
CC2.0提供了多种SIP设备接入的解决方案，其中一种就是SIP软电话接入，云呼推荐使用Linphone来进行SIP
软电话接入，主要考虑以下几点：

跨平台，支持Windows和Mac系统；

代码开源，完全免费；

支持TLS加密；

提供录音功能；

提供通话质量监控功能。

3.4.3. SIP软电话接入流程3.4.3. SIP软电话接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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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以Linphone为例，介绍SIP软电话的接入流程，其它类型的软电话暂时无法保证可用性与功能完整
性，如果客户有需求，可自行参考Linphone进行配置。

接入流程接入流程
接入流程分以下几个步骤：

云呼设备注册；

Linphone下载；

Linphone配置；

Linphone注册；

云呼设备注册云呼设备注册
SIP设备接入前，需要进行设备注册，只有注册成功的设备才能进行设备接入。

1. 打开【坐席】界面，勾选需要绑定话机的坐席，点击【列表批量管理】中的【SIP话机初始化】；

2. 进入SIP话机初始化界面，请仔细阅读提示，确认后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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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进入SIP话机初始化设置界面，请输入设备密码和设备型号，配置完成后，点击【确认初始化】按钮，完
成注册。

可以通过【坐席】界面的SIP话机状态栏判断SIP设备是否注册成功，状态说明如下：

【无SIP话机】，表示SIP设备未注册过，无法使用SIP设备；

【离线】，表示SIP设备已注册，但是SIP设备当前处于离线状态，无法使用SIP设备；

【在线】，表示SIP设备已注册，SIP设备处于在线状态，可以正常使用SIP设备。

Linphone下载Linphone下载
从Linphone官方网站http://www.linphone.org/下载系统对应的最新安装包。然后执行安装。以Windows
系统为例，下载Windows desktop版本，文档编写时的最新版本为4.2.5，所以本文所有操作均基于
Linphone Windows desktop 4.2.5版本。下载完成后，双击安装包执行安装，按照提示完成安装。完成安装
后，启动Linphone，进入主界面。

注意：如果您使用其他版本的Linphone，请确保该版本的Linphone支持1.2及以上版本的TLS协议。

Linphone配置Linphone配置

语言切换语言切换
进入主界面后，默认可能英文版本，如果有需要，可以通过设置来更改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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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点击右上角的选项按钮，然后点击第一项【偏好设置】；

2. 弹出一个【设置】窗口，在【用户界面】->【语言】->【语言】中选择您需要的语言。这里可能需要重
启Linphone，请按提示进行重启。

TLS加密配置TLS加密配置
出于安全性考虑，需要对SIP信令进行加密。证书配置包含两种方案，一是仅信任指定证书，二是信任所有证
书。第一种方案安全性更高，但是配置流程更复杂，需要安装云呼颁发的指定证书，第二种方案配置更简
单，但是安全性稍低，适合普通用户使用。如果客户对安全性没有特别严格的要求，建议客户选择第二种方
式。

仅信任指定证书仅信任指定证书（不推荐）（不推荐）
1. 进入Linphone配置目录，默认目录为C:\Program Files (x86)\Linphone\share\linphone，如果您自定义

了安装目录，请将C:\Program Files (x86)\Linphone换成您自定义的安装目录。

2. 下载云呼证书ccc.aliyuncs.com.pem到该目录下；

3. 使用文本编辑器打开linphonerc-factory文件，在其尾部另起新行，然后追加以下内容：

[sip]
client_cert_chain=C:\Program Files (x86)\Linphone\share/linphone/ccc.aliyuncs.com.p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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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您自定义了安装目录，请将C:\Program Files (x86)\Linphone部分替换成您自定义的目录。

4. 追加完成后，保存linphonerc-factory文件，该操作需要重启linphone才能生效。

信任所有证书信任所有证书
1. 进入Linphone配置目录，默认目录为C:\Program Files (x86)\Linphone\share\linphone，如果您自定义

了安装目录，请将C:\Program Files (x86)\Linphone换成您自定义的安装目录。

2. 使用文本编辑器打开linphonerc-factory文件，在其尾部另起新行，然后追加以下内容：

[sip]
verify_server_certs=0

3. 追加完成后，保存linphonerc-factory文件，该操作需要重启linphone才能生效。

自动接听配置【可选】自动接听配置【可选】
1. 进入【设置】界面，选择【通话与聊天】配置项；

2. 将【通话】->【自动接听】设置为开启状态；

3. 将【通话】->【延时（毫秒）】设置为1；

4. 点击【好】，完成配置。

Linphone注册Linphone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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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上面的加密配置后，需要创建一个SIP账户并注册到云呼服务器。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打开【设置】界面，切换到【SIP账户】选项；

2. 点击【代理账户】->【添加账户】按钮；

3. 【主SIP账户设置】->【SIP地址】填写：<sip:xxxx@sh-sip.ccc.aliyuncs.com;transport=tls>，请将xxxx
替换成SIP话机分机号;

4. 【主SIP账户设置】->【SIP服务器地址】填写：<sip:sh-sip.ccc.aliyuncs.com:8443;transport=tls>；

5. 【主SIP账户设置】->【交通工具】选择：TLS；

6. 将【主SIP账户设置】->【启用AVPF】设置为开启状态；

7. 点击【确认】按钮，完成账户添加；

8. 点击【设置】界面的【好】按钮，退出设置界面。

退出设置界面后，Linphone会立即进行SIP注册，此时会弹出密码校验框，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用户ID（可选）】填写SIP话机分机号；

2. 【密码】请填写SIP话机初始化时设置的密码；

3. 点击【登录】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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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存在多个SIP账户时，需要确保选中的是当前配置的账号，如果发现当前账户不是您配置的账户，可以通过
点击Linphone主界面左上角的账户名来切换用户及设置当前用户状态。

完成账号配置后，回到Linphone主界面，观察账号左侧的图标，如果出现绿色圆点说明注册成功，其它图标
说明注册失败，请参考文档，仔细检查操作步骤是否有遗漏，直到成功完成注册。必要时联系云呼技术支持
同学解决。

扩展功能扩展功能

录音录音
在Linphone上可以配置自动录音，也可以在通话过程中通过点击录音按钮进行录音。

自动录音配置自动录音配置
1. 打开【设置】界面，切换到【通话与聊天】选项；

2. 将【通话】->【自动录制通话】设置为开启状态；

3. 点击【好】，完成配置。

通话过程中录音通话过程中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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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Linphone处于通话中状态时，点击【通话】界面右上角的【REC】按钮，可以开启录音，再次点击会停止
录音。录音的默认保存目录为：C:\Users\xxxx\Documents\Linphone\captures，请将xxxx替换成您自己的
用户名。

通话质量监控通话质量监控
当您的坐席网络质量较差时，您可以使用Linphone来检测您的网络质量，当Linphone处于通话状态时，点击
【通话】界面左上角的通话质量监控按钮来打开通话质量监控窗口。

上传带宽：表示Linphone发送语音包的带宽。

下载带宽：表示Linphone接受语音包的带宽。

发送者丢包率：表示Linphone发送到云呼服务器的丢包率，数值越大，表示通话质量越差。

接收者丢包率：表示云呼服务器发送到Linphone的丢包率，数值越大，表示通话质量越差。

抖动缓冲器：表示本地积压的语音包的数量，数值越大，表示通话质量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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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变更说明。

为了方便1.0用户更好地体验和迁移到2.0，这里列出了2.0API相对于1.0的改动。

此文档目前仍在更新中。

配置配置

1.0 2.0 是否上线 说明

GetConfig

ListConfigItems 是
2.0 中配置项的获取由该
接口统一负责。

ListConfig

GetServiceExtensions
2.0 中取消该接口，不再
使用路由点这个概念。

RefreshToken
2.0 中取消，使用
GetLoginDetails代替。

RequestLoginInfo GetLoginDetails 是
2.0 返回值做了调整，具
体参考API文档。

LaunchAppraise LaunchSurvey 是
2.0 返回值做了调整，具
体参考API文档。

LaunchShortMessageAp
praise

SendSmsMessage 即将发布

GetTURNCredentials GetTurnCredentials 是
2.0 入参UserId改为选
填，默认返回当前接口调
用者的信息。

GetTURNServerList GetTurnServerList 是 出入参无变化。

ListTrunkProviders 近期发布

ListTrunksOfSkillGroup 近期发布

4.API变更内容（2.x版本）4.API变更内容（2.x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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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fyPrimaryTrunksOfS
killGroup

近期发布

DisableTrunkProviders 近期发布

联系流联系流

ListIvrTrackingDetail ListIvrTrackingDetails 是

2.0 入参取消除了
contactId及分页外的其他
非必要参数。返回参数结
构做了调整，详情参考API
文档。

CreateContactFlow
暂不开放，IVR相关的操作
目前仅支持在云呼工作台
进行。

CommitContactFlowVer
sionModification

暂不开放，IVR相关的操作
目前仅支持在云呼工作台
进行。

GetRoutePoint
2.0 中取消该接口，不再
使用路由点这个概念。

ListContactFlows ListContactFlows 是
2.0 改为分页查询，入参
新增了Type字段，支持了
根据IVR类型查询。

PublishContactFlowVers
ion

暂不开放，IVR相关的操作
目前仅支持在云呼工作台
进行。

权限权限

ListRoles ListRoles 是 2.0 返回值做了精简。

号码管理号码管理

AddPhoneNumber AddPhoneNumbers 是

2.0 支持批量导入，传入
String类型的
NumberList，格式
["num1", "nu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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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vePhoneNumber RemovePhoneNumbers 是
2.0 支持批量删除，传入
String类型的NumberList

ModifyPhoneNumber ModifyPhoneNumber 是

2.0 移除了号码对应技能
组的修改，由
AddPhoneNumberToSkil
lGroups和
RemovePhoneNumberFr
omSkillGroups负责。接
口返回值做了精简，只返
回接口调用状态。

ListPhoneNumbers ListPhoneNumbers 是
2.0 入参新增了
SearchPattern字段，支
持了根据号码模糊查询。

GetNumberRegionInfo GetNumberLocation 是 无变化

PickGlobalOutboundNu
mbers

PickOutboundNumbers 是 无变化

AddBulkPhoneNumbers AddPhoneNumbers 是

2.0 号码入参形式改变，
修改为传入String类型的
NumberList，格式
["num1", "num2"]

CallOnlinePrivacyNumbe
r

2.0 中取消。此为虚拟号
码相关接口，目前与云呼
对接的号码供应商已不再
提供虚拟号码业务。

ListOutboundPhoneNum
berOfUser

ListOutboundNumbersO
fUser

是

2.0 入参新增了
SkillGroupIdList字段，支
持了根据技能组列表查
询。

ModifyPrivacyNumberCa
llDetail

2.0 中取消。此为虚拟号
码相关接口，目前与云呼
对接的号码供应商已不再
提供虚拟号码业务。

呼叫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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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Back2BackCall StartBack2BackCall 是

2.0 入参新增了
AdditionalBroker字段，
如果该参数存在，则呼叫
被叫时使用该参数指定的
号码。

DialEx StartPredictiveCall 是 2.0仅支持转接到IVR。

技能组管理技能组管理

CreateSkillGroup CreateSkillGroup 是

2.0 入参做了精简，区分
了Name与
DisplayName，简单说
DisplayName为展示名，
可以包含中文。Name是
SkillGroupId的组成部分，
不支持中文。

DeleteSkillGroup DeleteSkillGroup 是

2.0 入参新增了force参
数，当为false时，如果技
能组有绑定的号码或坐席
则无法删除。

ModifySkillGroup ModifySkillGroup 是

2.0 移除了技能组对绑定
号码和坐席的修改，由
AddNumbersToSkillGrou
p &
RemovePhoneNumbersF
romSkillGroup 以及
AddUsersToSkillGroup &
RemoveUsersFromSkillG
roup负责。

ListSkillGroups ListSkillGroups 是

2.0 改为分页查询，入参
新增了SearchPattern字
段，支持了根据name或
displayName模糊查询。
技能组所绑定的号码信息
请调用
ListPhoneNumbersOfSkil
lGroup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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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SkillGroupsOfUser ListSkillLevelsOfUser 是

2.0 改为分页查询，入参
新增了SearchPattern字
段，支持了根据name或
displayName模糊查询；
新增IsMember字段，支持
查询未与该用户绑定的技
能组。技能组所绑定的号
码信息请调用
ListPhoneNumbersOfSkil
lGroup查看。

ListUsersOfSkillGroup
ListUserLevelsOfSkillGro
up

是

2.0 入参新增了
SearchPattern字段，支
持了根据坐席的用户名或
姓名模糊查询；新增
IsMember字段，支持查询
未与该技能组绑定的用
户。用户的详细信息请调
用GetUser查看。

ModifySkillGroupOutbou
ndNumbers

AddNumbersToSkillGrou
p
RemovePhoneNumbersF
romSkillGroup

是
2.0 修改技能组外呼号码
由2个接口负责。

RemoveUsersFromSkillG
roup

RemoveUsersFromSkillG
roup

是

2.0 入参改为传入
UserIdList，类型为
String，格式["uid01",
"uid02"]

ListTransferableSkillGro
ups

ListBriefSkillGroups 是

2.0 改为分页查询，入参
新增了SearchPattern字
段，支持了根据name或
displayName模糊查询。

客服客服

CreateUser CreateUser 是

2.0 技能组和等级传参有
变化，原来是两个对立的
List,现在需要
SkillLevelList, 类型为
String。格式参考API文
档。WorkMode 参数新
增，表示离线坐席还是在
线。接口返回值添加了其
他的用户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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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veUsers RemoveUsers 是

2.0 入参改为传入
UserIdList，类型为
String，格式
["uid01","uid02"]

ModifyUser

ModifyUser

ModifySkillLevelsOfUser

AddSkillGroupsToUser

RemoveSkillGroupsFrom
User

AddPersonalNumbersTo
User

RemovePersonalNumbe
rsFromUser

是

2.0 ModifyUser新增
WorkMode参数。对应技
能组的添加和移除由
AddSkillGroupsToUser和
RemoveSkillGroupsFrom
User负责。修改坐席技能
等级由
ModifySkillLevelsOfUser
负责。添加移除个人专属
号码由
AddPersonalNumbersTo
User和
RemovePersonalNumbe
rsFromUser负责。

GetUser

GetUser 是

2.0 支持根据UserId或者
Extension分机号获取用户
信息，用户对应的技能组
信息请调用
ListSkillLevelsOfUser查
看。

GetUserByExtension

ListUsers

ListUsers 是

2.0 入参新增了
SearchPattern字段，支
持根据loginName,
displayName查询。FindUsers

AssignUsers AssignUsers 是

2.0 入参改为传入
RamIdList，类型为
String，格式["ramId01",
"ramId02"]，同时传入
WorkMode指定坐席的工
作模式。

ListRealT imeAgent
ListRealtimeAgentState
s

是

2.0 改为分页查询，入参
新增了多个字段，支持了
根据技能组，坐席，状态
列表查询。

ResetUserStatus ResetAgentState 是
2.0 入参改为
DeviceId，DeviceId由
ListDevices接口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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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AgentEvents ListAgentStateLogs 是
2.0 返回参数结构做了调
整，详情参考API文档。

ModifySkillGroupOfUser
AddSkillGroupsToUser
RemoveSkillGroupsFrom
User

是
2.0 修改用户绑定的技能
组由2个接口负责。

ListInstancesOfUser ListInstancesOfUser 是

2.0 返回值做了精简，只
返回实例信息。相关的用
户信息，号码信息等请调
用GetInstance接口。

录音录音

DownloadRecording GetMonoRecording 是

2.0 入参由FileName改为
ContactId，通过
ListCallDetailRecords获
取通话ID，即可直接下载
录音。

ListRecordingsByContac
tId

是

2.0 该接口废弃。
FileName和Url由对应的
录音接口提供，其他信息
请调用
ListCallDetailRecords等
获取。

DownloadAllTypeRecor
ding

GetMonoRecording

GetMultiChannelRecordi
ng

ListRecordingOfDualTra
ck

GetMultiChannelRecordi
ng

是

2.0 入参改为掺入
ContactId，返回值做了精
简，只返回文件名和Url。
其他相关信息请调用
ListCallDetailRecords获
取。

报表报表

ListCallDetailRecords ListCallDetailRecords 是
2.0 录音信息需要调用录
音相关接口，已支持满意
度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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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ConversationDetailBy
ContactId

GetConversationDetail 是
只有开通了智能质检或实
时语音文本流的用户才可
以正常调用该接口。

ListRecentCallRecords ListRecentCallDetailReco
rds

是 无变化

GenerateAgentStatisticR
eport

ListHistoricalAgentRepo
rt 是

2.0 入参改为AgentIdList
即UserIdList，类型为
String，格式["uid01",
"uid02"]。返回参数格式
调整，具体参考API文档。

GetInstanceSummaryRe
port

GetHistoricalInstanceRe
port

是
2.0 StartT ime，EndTime
为选填项，不填默认查询
当天的数据。

GetInstanceSummaryRe
portByInterval

ListIntervalInstanceRepo
rt

是

2.0 间隔类型由5分钟改为
每小时。
StartT ime，EndTime为
选填项，不填默认查询当
天的数据。

GetInstanceSummaryRe
portSinceMidnight

GetHistoricalInstanceRe
port

是
2.0 StartT ime，EndTime
为选填项，不填默认查询
当天的数据。

ListAgentStates
ListRealtimeAgentState
s

是

2.0 新增入参
AgentName，支持根据
AgentName即坐席姓名
模糊查询。

ListAgentStateLogs ListAgentStateLogs 是

2.0 StartT ime，EndTime
为选填项，不填默认查询
当天的数据。查询时间间
隔上限由2小时扩展为1
天。

ListAgentSummaryRepo
rts

ListHistoricalAgentRepo
rt

是

2.0 入参改为AgentIdList
即UserIdList，类型为
String，格式["uid01",
"uid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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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AgentSummaryRepo
rtsByInterval

ListIntervalAgentReport 是

2.0 入参由多坐席
AgentIds改为单坐席
AgentId查询。
StartT ime，EndTime为
选填项。间隔类型由5分钟
改为每小时。

GetAgentData
ListHistoricalAgentRepo
rt

是
2.0 参数AgentIdList指定
单个坐席时等价于
GetAgentData。

ListAgentSummaryRepo
rtsSinceMidnight

ListHistoricalAgentRepo
rt

是

2.0
StartT ime，StopTime为
选填项，不填默认查询当
天的数据。

ListSkillGroupStates
ListRealtimeSkillGroupSt
ates

是

2.0
PageNumber，PageSize
改为必填项。
SkillGroupIdList参数结构
发生变化，具体参考文档
中的示例值。

ListSkillGroupSummaryR
eports

ListHistoricalSkillGroupR
eport

是

2.0
PageNumber，PageSize
改为必填项。
StartT ime，StopTime为
选填项。SkillGroupIdList
参数结构发生变化，具体
参考文档中的示例值。

ListSkillGroupSummaryR
eportsByInterval

ListIntervalSkillGroupRe
port

是

2.0 入参由多技能组
SkillGroupIds改为单技能
组SkillGroupId查询。去掉
分页参数。
StartT ime，EndTime为
选填项。间隔类型由5分钟
改为每小时。

ListSkillGroupSummaryR
eportsSinceMidnight

ListHistoricalSkillGroupR
eport

是

2.0
StartT ime，StopTime为
选填项，不填默认查询当
天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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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CallMeasureSummar
yReports

即将发布

ListCallEventDetailByCon
tactId

GetCallDetailRecord 是
2.0 返回参数结构做了调
整，详情参考API文档。

GetCallMeasureSummar
yReport

近期发布

问题排查问题排查

AddAgentDevice
由于架构调整，2.0
中取消。

ModifyAgentDevic
e

由于架构调整，2.0
中取消。

ListAgentDevices
由于架构调整，2.0
中取消。

GetRecordOssUplo
adParam

由于架构调整，2.0
中取消。

SaveWebRTCStats SaveRTCStatsV2 是
2.0 返回参数结构做
了调整，详情参考
API文档。

实例管理实例管理

GetInstance GetInstance 是
2.0 返回参数结构做了调
整，详情参考API文档。

满意度满意度

CreateVoiceAppraise 近期发布

ListVoiceAppraise ListContactFlows 是
2.0 中查看IVR包括满意度
IVR，统一由该接口负责。

短信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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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SmsConfig ListConfigItems 是
2.0 中配置项的获取由该
接口统一负责。

SendPredefinedShortMe
ssage

SendSmsMessage 即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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