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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任务常见任务常见任务常见任务

发送滚动字幕信息发送滚动字幕信息发送滚动字幕信息发送滚动字幕信息

使用滚动字幕信息功能可 告发送给您当前正在监听的小组中的所有座
的 Call/Chat 窗口会自动 以显示信息。

步骤步骤步骤步骤 1 选中 “滚动字幕 复选框。

步骤步骤步骤步骤 2 在 “到期时间” ，输入信息过期的时间。 

信息运行的默认时 是 30 分钟。

步骤步骤步骤步骤 3 在文本输入窗格中 息，然后单击 “发送”。

向一个或多个座席发向一个或多个座席发向一个或多个座席发向一个或多个座席发

使用聊天功能可以将信息

步骤步骤步骤步骤 1 单击 “接收者”。

将出现 “选择座

步骤步骤步骤步骤 2 要选择接收信息的
“接收者”。

座席人员名字从左

要向您当前正在监
要从接收者列表中
后按 “删除”键

步骤步骤步骤步骤 3 当信息的所有接收

步骤步骤步骤步骤 4 在文本输入窗格中
以将公
最大化

信息”

字段中

间长度

输入信

送信息送信息送信息送信息
发送给您当前正在监听的小组中的某些座席或所有

 

席”窗口。

座席，请在左窗格中选择座席人员名字，然后单

窗格移动到右窗格。

听的小组中的所有座席发送信息，请选择 “所有
删除某个座席，请在右窗格中选择该座席人员的

。

者都列在右窗格中时，请单击 “确定”。

输入信息，然后单击 “发送”。
席。座席

座席。

击

座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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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具

3 菜单

4 常见



席的通话。

个座席的通话并将其断开。

的通话开始录音。

的通话停止录音。

的座席启动语音监听。

的座席停止语音监听。

ervisor Desktop ervisor Desktop 的密码。

ktop。

格中显示 / 隐藏座席的用户 ID。

显示 / 隐藏座席的分机。

图”窗格中显示 / 隐藏座席的用户 ID 
和分机。

日志。

席。

席。

和版权信息。
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
按钮按钮按钮按钮 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快捷方式快捷方式快捷方式快捷方式 说明说明说明说明

刷新 Ctrl-F 更新 “数据视图”窗格中的信息。

注销 Ctrl-L 将选定的座席从集成联络分配 (ICD) 服务器中
注销。

就绪 Ctrl-E 将选定的座席置于 “就绪”状态 （可以接收
转接过来的呼叫）。

未就绪 Ctrl-N 将选定的座席置于 “未就绪”状态 （不能接
收转接过来的呼叫）。

• 录音文件录音文件录音文件录音文件。访问录制的对话

干预 • 启动语音监听启动语音监听启动语音监听启动语音监听。开始监听座

• 停止语音监听停止语音监听停止语音监听停止语音监听。停止监听座

帮助 • 目录目录目录目录。访问联机帮助。

• 关于关于关于关于 Supervisor。显示版本
Supervisor Desktop top 窗口窗口窗口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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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组视图窗格 - 显示选定小组的技能、主管和已登录的座席。

2 组选择列表 - 可以使用此下拉列表来选择要查看的小组。 Supervisor Desktop 用
于对您从此列表中选择的小组执行所有任务 （监听、录音和发送信息等）。

3 语音监听器音量滑块 - 可以使用此滑块来调整扬声器音量。

4 数据视图窗格 - 用来显示技能组统计信息、座席统计信息或呼叫统计信息，所显
示的信息取决于您在组视图窗格中选择的选项。按列标题，可以升序 / 降序排序
数据。

5 文本输入窗格 - 可在此文本字段中键入聊天信息或滚动字幕信息。

6 聊天日志窗格 - 用来显示此会话中聊天信息的日志。

菜单菜单菜单菜单

闯入 Ctrl-B 加入座

截取 Ctrl-I 截取某

开始录音 Ctrl-R 对选定

停止录音 Ctrl-S 对选定

启动语音监听 Ctrl-A 对选定

停止语音监听 Ctrl-P 对选定

菜单菜单菜单菜单 可用选项可用选项可用选项可用选项

文件 • 更改密码。更改密码。更改密码。更改密码。您可以更改 Supup

• 退出退出退出退出。关闭 Supervisor Des

视图 • 用户用户用户用户 ID。在 “组视图”窗

• 分机分机分机分机。在 “组视图”窗格中

• 用户用户用户用户 ID 和分机和分机和分机和分机。在 “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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