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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统一的Contact Center Express (CCX)远程监控功能允许Supervisor呼叫到所有站点， Supervisor有
统一的通信管理器(CM)用户配置文件和监控代理程序的会话。

当您，因为Supervisor，监控一次会话时，您能听到在呼叫的所有当事人。当事人不会有征兆您监
控呼叫。您不能加入呼叫或由当事人听到。这指静音监控。

Prerequisites

Requirements

Cisco 建议您了解以下主题：

Cisco Unified通信管理器●

Cisco Unified Contact Center Express●

Components Used



本文档中的信息基于以下软件和硬件版本：

Cisco Unified Contact Center Express 8.x●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document was created from the devices in a specific lab environment.All of
the devices used in this document started with a cleared (default) configuration.If your network is
live, make sure that you understand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any command.

Conventions

Refer to Cisco Technical Tips Conventions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document conventions.

远程监控

此应用程序，可用，当您购买统一的CCX高级版时，允许Supervisor监控代理程序的会话。使用远
程监控，您能选择监控一次呼叫用这些方式之一：

由资源(代理程序) —在这种情况下，您通过代理扩展鉴别资源。如果代理程序在呼叫，监控将
立即开始。如果代理程序不在呼叫，监控将开始，当代理程序看到呼叫(即，当座席的电话敲响
)或，当代理程序发起呼叫(即，当座席的电话是摘机)。

●

由Contact Service Queue (CSQ) —在这种情况下，您将监控属于CSQ代理程序的呼叫。当您
由CSQ时监控，您选择CSQ从菜单。当呼叫被提交到属于所选的CSQ的代理程序，监控为该代
理程序和呼叫将开始。

●

配置远程监控应用程序

当您要使用远程监控功能允许Supervisor监控代理程序的会话时，您必须配置远程监控应用程序。
完成这些步骤为了完成任务：

从统一的CCX Administration Menu棒，请选择应用程序>应用管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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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添加新。2.



一个新应用网页打开的添加。



从应用类型下拉菜单选择Cisco脚本应用程序，然后其次点击。Cisco脚本应用程序网页出版。3.

请使用此网页指定这些字段：名字—一个名字对于应用程序。这是一个必选字段。ID —接受
自动生成的ID或者输入唯一的ID。这是一个必选字段。会话的最大数量—监控会话允许同步会
话的最大数量。这是一个必选字段。脚本—选择定制的远程监控程序脚本或rmon.aef从下拉列
表。说明—请使用Tab键自动地填充此字段。启用— (单选按钮)是请接受(默认值)。默认脚本
—接受系统默认。如果错误发生在被配置的应用程序脚本，默认脚本被执行。

4.

单击 Add。远程监控网页刷新显示下列信息在状态栏下，并且添加新的触发器超链接出现在左
导航条：
The operation has been executed successfully

5.



添加应用程序触发器

在添加Cisco应用以后，您需要添加一个或更多触发器，以便应用程序能回应统一的CM/Unified
CME电话呼叫和HTTP请求。触发器是调用应用程序脚本以回应流入联系的指定的信号。统一的
CCX系统使用统一的CM/Unified CME电话触发器触发对电话和HTTP触发器的回应回答HTTP请求
。

您能使用两个方法之一添加触发器到应用程序：

从Cisco应用网页添加触发器。●

从统一的CM/Unified CME电话或HTTP触发器网页添加触发器可得到从子系统菜单。●

HTTP触发器是用户开始客户端浏览器运行应用程序的相对URL。您能加载可扩展样式语言转换
(XSLT)模板或Java服务器页(JSP)模板担当您的HTTP触发器。

此路径是一个HTTP被触发的请求的示例使用HTTP触发器名字“/hello ")， (：

http://www.appserver.acme.com:9080/hello

在本例中， URL运行与HTTP触发器“/hello”的应用程序在运行在端口9080的Web服务器与主机名
www.appserver.acme.com。您能从Cisco脚本应用程序网页添加HTTP触发器或从HTTP子系统添加
触发器。

Note: 下一步是创建远程监控Supervisor和分配资源和CSQs到Supervisor。

创建远程监控Supervisor

完成这些步骤为了创建远程监控Supervisor ：

从统一的CCX Administration Menu棒，请选择Tools>用户管理> Supervisor功能视图。1.



用户配置网页打开显示在两面的列表。左窗格显示现有的统一的CCX Supervisor列表，并且右
窗格显示可用的用户列表。

2.



使用箭头在任何一个方向，更改用户如所需求。您的变化动态地显示在此页上并且立即是有效
的。
重复此进程，需要为超过一个用户分配Supervisor功能。3.

分配资源和CSQs到Supervisor

对于分配资源和CSQs到Supervisor，请使用远程监控程序配置网页。从此页，您能分配
Supervisor他或她允许监控资源和CSQs的列表。完成这些步骤为了完成任务：

从统一的CCX Administration Menu棒，请选择子系统> Rmcm >远程监控程序。1.



Note: 远程监控程序网页打开显示是统一的CCX Supervisor统一的CM用户的Supervisor、名字
和用户ID。
点击用户ID值。这是一个统一的CM用户配置的作为一个统一的CCX Supervisor。2.

请使用此网页指定这些字段：请与服务队列名字联系— (复选框。) CSQ命名Supervisor能监控
。资源— (复选框。)Supervisor能监控代理程序的用户ID。

3.



点击 更新 以应用更改。Supervisor能当前访问统一的CCX Supervisor网页和查看允许的
CSQs和代理程序。Note: 当运行远程监控脚本时，您也许需要提供CSQ ID。此ID内部地只生
成并且是可视的在统一的CCX Supervisor页。

4.

查看从统一的CCX的CSQ ID

完成thse步骤为了查看从统一的CCX Supervisor网页的CSQ ID ：

从统一的CCX Supervisor网页，请登陆作为远程监控Supervisor。1.
从统一的CCX Administration Menu棒选择Tools>插件。2.
点击Cisco Unified CCX桌面套件超链接。3.
点击视图CSQ超链接查看允许的CSQs。

CSQ ID列表示ID值，您应该为您在启动监控步骤选择的CSQ进入。

4.

开始监控步骤

从用户响应解决方案应用程序，请使用启动监控步骤开始远程监控会话。



联系—请与联系将执行远程监控。●

监控类型：资源扩展名—远程监控将由代理扩展执行。联系服务队列—远程监控将由CSQ执行
。

●

资源目标—指示资源扩展名或联系服务队列的变量或表达式将被监控。●

Enable (event)允许的代理程序—启用/禁用允许仅代理程序的安全功能的复选框与将被监控的
远程Supervisor产生关联。默认设置是代理程序不可以被监控。

●

Supervisor ID —识别Supervisor的用户ID。●

故障代码—存储原因代码使用的变量在步骤故障情形下。●

在呼叫监控和记录的问题

问题

呼叫记录和监控工具的断断续续的问题是有经验的。当呼叫是活跃的在代理桌面上时，并且，当您
点击任务按钮记录呼叫时，有延迟。此延迟由阐明的错误信息跟随，错误出现。请参见日志欲知更
多信息。

解决方案

完成这些步骤以解决问题：

如果有超过一个IPCC服务器确定其中一个LDAP信息IPPC服务器在calabrio ldap被增加。1.
终止在第二个节点的VOIP监控程序服务。2.
重新启动在第一个节点的VOIP监控程序服务。3.
开始在第二个节点的VOIP监控程序服务。4.
也重新启动桌面记录和统计数据服务在两节点。5.

Related Information

配置并且实施在CRS的静默监控和记录●

Catalyst Switched Port Analyzer (SPAN)配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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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和统一通信产品支持●

Technical Support & Documentation - Cisco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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