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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交互式呼叫分配(ICD)是在Cisco CallManager运行提供排队和呼叫中心或支持中心环境的分派服务
的应用程序。ICD可以使用作为IP联络中心(IPCC)的一部分，但是没有要求IPCC使用ICD。在正常
使用，座席日志到ICD里使用在发信号Cisco CallManager的他们的PC的一个应用程序他们准备数量
上接受从一次共有的呼叫的呼叫。本文提供逐步ICD配置说明。

Prerequisites

Requirements

本文假设，目录配置被执行了，并且应用服务器访问轻量级目录访问协议(LDAP)目录。



Components Used

本文档中的信息基于以下软件和硬件版本：

Cisco CallManager 3.1●

CRA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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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文档规则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Cisco 技术提示规则。

配置在CRA 2.2(1)的ICD

添加新用户/代理

完成这些步骤添加新用户/代理。

去Cisco CallManager管理页(您的CallManager>/ccmadmin/的http:// < IP地址)。1.
选择用户> Add a new User创建您的代理程序的一个用户。2.

//www.cisco.com/en/US/tech/tk801/tk36/technologies_tech_note09186a0080121ac5.shtml


输入名字、姓氏、UserID、用户密码和PIN。3.
切记Enable CTI Application Use机箱被检查并且点击插入键。4.



连结电话与代理程序

完成这些步骤连结电话与代理程序。

点击设备关联。1.



点击方形框到左边分配扩展到您的ICD代理程序。每代理桌面使用用户ID登陆。他们登陆与的
用户ID确定哪个设备他们的ICD呼叫被指向。例如，如果用户007有一个分配的ICD分机
2200，然后所有代理程序007's呼叫被发送到扩展名2200。

2.

在您做一个选择后，请点击更新。3.



添加CTI端口

完成这些步骤添加CTI端口。

选择Device > Add a New Device。Note: CTI端口的数量依靠多少个接入端口您在您的交互语
音应答(IVR)系统想要。

1.

选择电话从下拉菜单。2.



选择CTI端口从下拉菜单，当请求电话的种类。3.
分配设备名、说明、呼叫搜索空间和其他字段然后点击插入键。4.

点击OK键添加您的CTI端口的目录号。5.



分配目录号到第一个CTI端口。此编号一定是唯一。为了添加更多CTI端口，请重复第1步至第
5.步。Note: 随后的CTI端口的目录号一定是连续的。Note: 确定CTI端口分区是相同的象在
Cisco CallManager的代理程序分区。

6.



添加CTI路由点

完成这些步骤添加CTI路由点。

选择Device > CTI Route Point添加例如被呼叫的每个应用程序的一个CTI路由点(6000个ICD，
5555 Auto Attendant。

1.

单击 Add a New CTI Route Point。2.



分配设备名、说明、设备缓冲池、呼叫搜索空间和位置，然后点击插入键。3.

点击OK键添加CTI路由点的第1行一个目录号。4.

分配目录号到路由点并且点击插入键。这是被呼叫去ICD应用程序的编号。此编号一定是唯一
。

5.



添加CTI组件的JTAPI用户

完成这些步骤添加CTI组件的一个JTAPI用户。

选择用户> Add a new User添加JTAPI用户和关联被创建的CTI端口和CTI路由点前。1.

为您的JTAPI用户分配用户ID和密码。Note: Enable CTI Application Use需要被检查此用户。
点击插入键完成此步骤。

2.



关联CTI端口和路由点对JTAPI用户并且在窗口的左边点击设备关联。3.



点击选择设备搜索您的CTI端口。4.



在您的CTI端口旁边检查从从您的搜索的设备列表的机箱和CTI路由点。Note: 不应该选择主分
机和ICD分机单选按钮。当你完成的时候，请点击更新。

5.



在您关联了CTI端口和路由点后您然后看到作为受控设备列出的他们在User Information页。



创建资源管理器

完成这些步骤创建资源管理器。

选择用户> Add a new User创建资源管理器用户和关联接纳ICD呼叫如对早先程序的step1定义
的所有设备。

1.

为RM用户分配UserID和用户密码。Note: Enable CTI Application Use需要被检查此用户。单
击 Insert。

2.



关联所有代理程序的电话给RM用户并且在窗口的左边点击设备关联。3.



搜索代理程序的电话并且检查机箱。Note: 不应该选择主分机和ICD分机单选按钮。点击更新
。

4.



在您连结电话与您的RM用户后，您看到他们列出了作为受控设备在User Information页。



创建JTAPI用户帐户

完成这些步骤创建JTAPI用户帐户。应用管理可以在http:// <ipaddressofCM>/appadmin/找到。

创建JTAPI用户。(这匹配用户建立前在添加CTI组件的一个JTAPI用户。)从主菜单请点击
JTAPI。

1.



输入Cisco呼叫管理器IP地址， JTAPI用户名和密码，并且点击更新。2.

创建应用程序的CTI端口组

完成这些步骤创建应用程序的CTI端口组。



点击CTI端口组。1.

选择应用程序从下拉菜单并且其次点击。2.

分配参考编号(正整数)，并且您创建的最初和最后CTI端口添加CTI端口并且点击更新。3.



创建RM用户

完成这些步骤创建RM用户。

从CTI端口组配置页，请点击主菜单。1.
从主菜单请点击资源管理器。2.
输入Cisco CallManager的IP地址，并且您创建的RM用户名和密码创建一个资源管理器。当你
完成的时候，请点击更新。

3.



添加资源组

完成这些步骤添加资源组。

在窗口的左边点击从菜单的资源组添加资源组。1.

点击资源组添加新的资源组。2.



为资源组分配名字，以及资源组标识(正整数)。分配代理程序到使用箭头的资源组在页中间并
且点击更新。

3.



添加事件服务台

完成这些步骤添加事件服务台。

点击从菜单的事件服务台在窗口的左手边。1.

点击事件服务台添加一个新的事件服务台。2.

分配名字到事件服务台，以及事件服务台ID (正整数)并且选择资源选择标准。分配与事件服务
台(您创建的资源组添加资源组)将产生关联的资源库。点击更新完成此步骤。

3.



您应该当前看到事件服务台您创建了列出在窗口。点击主菜单返回到主菜单从在窗口的左手边
的菜单。

4.

分配名字到应用程序

完成这些步骤分配名字到应用程序。

点击电话应用程序。1.



点击应用程序添加新应用。2.

分配名字到您的应用程序(例如， ICD)。选择脚本从下拉菜单为ICS (挑选icd.aef)并且其次点击3.



。
分配这些参数到应用程序：CTI路由点：和请添加CTI组件的JTAPI用户。ESD ：和请添加一
个事件服务台。Note: 这区分大小写。会话的最大数量：这依靠多少个CTI端口您在添加创建
了CTI端口。会话的总最大数量所有应用程序的与CTI端口的数量是相等的您的CTI组的。

4.

是选择对enable (event)对应用程序。5.
选择您会想要被演奏在ICD应用程序时的DelayWhileQueued、WelcomePrompt和
QueuePrompt并且点击更新。

6.



Note: D
elayWhileQueued值延迟在工作流内的一次排队的呼叫。切记DelayWhileQueued的值没有调
整到零。如果配置零此参数的，结果可以是呼叫不被队列。
点击主菜单。7.

验证引擎操作



完成这些步骤验证引擎操作。

点击从主菜单的引擎。1.

点击启动引擎。如果引擎已经被启动，请点击终止引擎然后重新启动它。2.

检查自动刷新每3秒机箱。当正确地时配置所有，应用程序， RM-CM、HTTP和JTAPI子系统
应该有为他们的状态列出的IN_SERVICE。

3.



安装代理桌面

完成这些步骤安装代理桌面。

一旦下载了和安装代理桌面请点击Agent Desktop图标到是登录。1.
点击“Login”并且输入您的代理程序的userid (例如， 007)。Note: 请勿使用大写字符此
userid，座席登录只通过小写字母到Cisco CallManager。

2.

输入您的Cisco呼叫管理器IP地址并且点击OK键。3.



点击可用允许代理程序开始收到呼叫从ICD脚本。

对于座席登录的问题，请检查用
户名大写字符。如果代理程序无法登录，打开TAC案例和附有注册代理程序的PC位于C
：/program文件/wfavvid/AgentDesktop(xx).txt。

4.

Verify

当前没有可用于此配置的验证过程。

Troubleshoot

目前没有针对此配置的故障排除信息。



   

Related Information

语音技术支持●

语音和统一通信产品支持●

Cisco IP 电话故障排除●

Technical Support - Cisco Systems●

//www.cisco.com/en/US/tech/tk652/tsd_technology_support_category_home.html?referring_site=bodynav
//www.cisco.com/en/US/products/sw/voicesw/tsd_products_support_category_home.html?referring_site=bodynav
http://www.amazon.com/exec/obidos/tg/detail/-/1587050757/002-9901024-1684829?referring_site=bodynav
//www.cisco.com/cisco/web/support/index.html?referring_site=bodyn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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