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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K 开发指南

入门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4 09:40:58

腾讯云呼叫中心（Tencent Cloud Call Center，TCCC）帮助企业快速搭建集电话、在线交流、音视频通话为一体的客户联络平台。腾讯云呼

叫中心提供客户联络的全套SDK，通过阅读本文，您可以了解根据 TCCC SDK 实现客户联络的流程。

您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开发集成：

您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入微信群咨询：

入门流程

步骤 操作

1 创建云呼叫中心应用

2

参考需要使用的客服类型，进行配置：

快速配置电话呼出

快速配置电话呼入

快速配置在线客服

快速配置音频客服

快速配置视频客服

3 参考文档 集成座席端SDK  将座席端集成进您自己的系统

4

根据需要使用的客服类型，参考对应文档集成：

（从侧边栏点导航浏览更方便）

集成电话客服

集成在线客服

集成音视频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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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展示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4 09:40:58

该篇文档为您展示集成 SDK 后的效果，均为实际使用截图。

1. Web 端：您可以在任意网站嵌入腾讯云呼叫中心的座席工作台，例如在 OA、CRM 等系统里集成座席工作台。集成 SDK 后，将拥有以下截

图中完整的工作台能力。

2. 小程序端外呼：

3. 移动端接听电话：座席可以配置用手机接听，参考文档 在小程序/Android/iOS上实现电话呼入 。

4. 移动端外呼：可以集成客户端SDK，我们目前有c++、android、uni-app的sdk

1. Web 端效果展示：

电话客服

在线客服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79/89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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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程序效果展示：

3. 其他端（如Android、iOS），可以采用内嵌 webview 的方式快速集成在线客服。

音频及视频通话效果分别如下：

音视频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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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座席端 SDK

使用 Demo 快速运行

Web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1 15:20:18

我们提供了不同框架下的 Demo，您可以下载后快速运行：

1. Vue Demo  

2. React Demo  

下载完成后，根据 README.md 文档指引运行。您也可以继续根据后面的文档集成进您自己的项目。

https://tccc.qcloud.com/assets/tccc-demo-vue.zip
https://tccc.qcloud.com/assets/tccc-demo-react.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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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app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5 15:40:28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快速跑通腾讯云 TCCC uni-app Demo。

根据实际业务需求 tccc-agent-uniapp-example 源码。

1. 找到并打开 debug/genTestToken.js 文件。

2. 设置 genTestToken.js 文件中的相关参数：

开发环境要求

建议使用最新的 HBuilderX 编辑器 。

iOS 9.0 或以上版本且支持音频的 iOS 设备。

Android 版本不低于 4.1 且支持音频的 Android 设备，暂不支持模拟器。并请开启允许调试选项。

iOS/Android 设备已经连接到 Internet。

前提条件

您已 注册腾讯云 账号，并完成 实名认证 。

您已 开通云呼叫中心 服务，并创建了 云呼叫中心实例 。

您已购买了号码，查看购买指南。并且完成了对应的 IVR 配置 。

操作步骤

步骤1：下载 tccc-agent-uniapp-example 源码

步骤2：安装依赖

安装 npm 包依赖。

npm i tccc-sdk-uniapp

安装uni-ui。用 HBuilderX 导入uni-ui。  

步骤3：配置 tccc-agent-uniapp-example 工程文件

 USERID：座席账号，格式为 ： xxx@qq.com 。

 SDKAPPID：腾讯云呼叫中心 SDKAppId，需要替换为您自己账号下的 SDKAppId。

 SECRETID：计算签名用的加密密钥ID。

 SECRETKEY：计算签名用的加密密钥Key。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ccc-agent-uniapp-exampl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1798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362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79/48028#.E6.AD.A5.E9.AA.A41.EF.BC.9A.E5.87.86.E5.A4.87.E5.B7.A5.E4.BD.9C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79/48028#.E6.AD.A5.E9.AA.A42.EF.BC.9A.E5.88.9B.E5.BB.BA.E4.BA.91.E5.91.BC.E5.8F.AB.E4.B8.AD.E5.BF.83.E5.AE.9E.E4.BE.8B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79/7352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79/73549
https://ext.dcloud.net.cn/plugin?id=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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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自定义基座打包 uni 原生插件（请使用真机运行自定义基座）。

注意：

请不要将如下代码发布到您的线上正式版本的 App 中，原因如下：

本文件中的代码虽然能够正确计算出 Token，但仅适合快速调通 SDK 的基本功能，不适合线上产品，这是因为客户端代码中的 

SECRETKEY 很容易被反编译逆向破解，尤其是 Web 端的代码被破解的难度几乎为零。一旦您的密钥泄露，攻击者就可以计算出正

确的 Token 来盗用您的腾讯云流量。 

正确的做法是将 Token 的计算代码和加密密钥放在您的业务服务器上，然后由 App 按需向您的服务器获取实时算出的 Token。由于

破解服务器的成本要高于破解客户端 App，所以服务器计算的方案能够更好地保护您的加密密钥。更多详情请参见创建 SDK 登录 

Token。

步骤4：编译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79/49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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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在真机运行后，点击登录。

2. 登录成功后输入需要拨打的手机号即可完成拨打功能。

基本功能如下图所示：

注意：

什么是自定义调试基座及使用说明,请参见官方教程。

步骤5：运行

运行效果

登录页面 号码管理页面 拨打页面

https://uniapp.dcloud.net.cn/tutorial/run/run-app.html#customplay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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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5 16:38:28

腾讯云呼叫中心提供了 Android SDK，可以让座席通过固话话机进行通话。也可以通过我们提供的 SDK 来实现在手机端、PC 端外呼、呼入来

电接听等场景。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快速跑通腾讯云呼叫中心 Android Demo，只要按照如下步骤进行配置，就可以跑通基于腾讯云呼叫中心相关功能。

 根据实际业务需求 tccc-agent-java-example 源码。

1. 找到并打开 debug/src/main/java/com/tencent/tcccsdk/debug/GenerateTestUserToken.java  文件。

2. 设置 GenerateTestUserToken.java 文件中的相关参数：

快速跑通腾讯云呼叫中心 Android Demo

开发环境要求

Android Studio 3.5+。

Android 4.1（SDK API 16）及以上系统。

前提条件

您已 注册腾讯云 账号，并完成 实名认证 。

您已 开通云呼叫中心 服务，并创建了 云呼叫中心实例 。

您已购买了号码，查看购买指南。并且完成了对应的 IVR 配置  

关键概念

SdkAppId：是用户在 腾讯云呼叫中心控制台 上创建的应用 ID，称之为 SdkAppId，一个腾讯云账号最多可以创建20个腾讯呼叫中心应用，

通常为140开头。

UserID：座席或管理员在腾讯云呼叫中心内配置的账号，通常为邮箱格式，首次创建应用，主账号可前往 站内信（子账号需订阅云呼叫中心产

品消息） 查看呼叫中心管理员账号和密码。一个 SDKAppID 下可以配置多个 UserID，如果超出配置数量限制，需到 座席购买页 购买更多座

席数量。

SecretId 和 SecretKey：开发者调用云 API 所需凭证，通过 腾讯云控制台 创建。

Token：登录票据，需要调用云 API 接口 CreateSDKLoginToken来获取。正确的做法是将 Token 的计算代码和加密密钥放在您的业务

服务器上，然后由 App 按需向您的服务器获取实时算出的 Token。

操作步骤

步骤1：下载 tccc-agent-java-example 源码

步骤2：配置 tccc-agent-java-example 工程文件

  USERID：座席账号，格式为： xxx@qq.com。

  SDKAPPID：腾讯云呼叫中心 SDKAppId，需要替换为您自己账号下的 SDKAppId。

 SECRETID：计算签名用的加密密钥 ID。

  SECRETKEY：计算签名用的加密密钥 Key。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ccc-agent-java-exampl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1798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362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79/48028#.E6.AD.A5.E9.AA.A41.EF.BC.9A.E5.87.86.E5.A4.87.E5.B7.A5.E4.BD.9C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79/48028#.E6.AD.A5.E9.AA.A42.EF.BC.9A.E5.88.9B.E5.BB.BA.E4.BA.91.E5.91.BC.E5.8F.AB.E4.B8.AD.E5.BF.83.E5.AE.9E.E4.BE.8B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79/7352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79/73549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cc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essage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cc_seat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capi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679/49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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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Android Studio（3.5及以上的版本）打开源码工程 tccc-agent-java-example ，单击运行即可。

1. 单击登录。

2. 登录成功后输入需要拨打的手机号即可完成拨打功能。

基本功能如下图所示：

注意：

请不要将如下代码发布到您的线上正式版本的 App 中，原因如下：

本文件中的代码虽然能够正确计算出 Token，但仅适合快速调通 SDK 的基本功能，不适合线上产品，这是因为客户端代码中的 

SECRETKEY 很容易被反编译逆向破解，尤其是 Web 端的代码被破解的难度几乎为零。一旦您的密钥泄露，攻击者就可以计算

出正确的 Token 来盗用您的腾讯云流量。 

正确的做法是将 Token 的计算代码和加密密钥放在您的业务服务器上，然后由 App 按需向您的服务器获取实时算出的 Token。

由于破解服务器的成本要高于破解客户端 App，所以服务器计算的方案能够更好地保护您的加密密钥。更多详情请参见创建 SDK 

登录 Token。

步骤3：编译运行

运行效果

呼叫效果 接听效果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79/49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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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想接入或者催更，可以扫码加群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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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 SDK

Web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1 16:38:58

云呼叫中心提供 JavaScript SDK 给开发者，开发者将 SDK 以 script 方式引入到页面中，即完成 SDK 的初始化，集成交互图如下：

1. TCCC 座席端 Web SDK 主要支持 Chrome 56版本及以上、Edge 80版本及以上的浏览器，建议安装最新版本的浏览器以支持更多功能。

2. 请使用 HTTPS 协议来部署前端页面（开发时可以用 localhost），否则会因为浏览器限制无法正常通话。

1. 已 创建云呼叫中心应用

2. 购买并添加 座席账号

原理

注意事项

接入前提

关键概念

SdkAppId：是用户在 腾讯云呼叫中心控制台  上创建的应用 ID，称之为 SdkAppId，一个腾讯云账号最多可以创建20个腾讯呼叫中心应用，

通常为140开头。

UserID ：座席或管理员在腾讯云呼叫中心内配置的账号，通常为邮箱格式，首次创建应用，主账号可前往 站内信 （子账号需订阅云呼叫中心

产品消息） 查看呼叫中心管理员账号和密码。一个 SDKAppID 下可以配置多个 UserID，如果超出配置数量限制，需到 座席购买页  购买更多

座席数量。

SecretId 和 SecretKey：开发者调用云 API 所需凭证，通过 腾讯云控制台  创建。

SDKURL：初始化 Web SDK 时的 JS URL，通过云 API 创建，该 URL 有效时长为10分钟，请确保只使用一次，在需要初始化 SDK 时请

求创建，SDK 初始化成功后无需重复创建。

SessionId：用户从开始接入到结束过程中的唯一 ID，通过 SessionId，开发者可以关联不同的录音、服务记录和事件推送等。

第一步：获取必备参数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79/73528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cc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essage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cc_seat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c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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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获取腾讯云账号的 SecretId  和 SecretKey ，您可参见  获取密钥。

2. 获取云呼叫中心应用的 sdkAppId 登录 云呼叫中心控制台 即可查看：

1. 引入 tencentcloud-sdk，引入方式可参见  SDK 中心  对应语言。

2. 调用接口  CreateSDKLoginToken 。

3. 将获取到的 SdkURL 返回给前端。

下文将使用接口名称 /loginTCCC  来说明该步骤开发的接口。以下代码以 Node.js 为例，其他语言示例代码请参见  CreateSDKLoginToken 

。

第二步：获取 SDK URL

说明：该步骤需要后台开发进行。

// tencentcloud-sdk-nodejs的版本要求大于或等于4.0.3

const tencentcloud = require 'tencentcloud-sdk-nodejs'

const express = require 'express'

const app = express

const CccClient = tencentcloud ccc v20200210 Client

app use '/loginTCCC'  req, res  => 

    const clientConfig = 

    // secret获取地址: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capi

    credential: 

      secretId: 'SecretId'

      secretKey: 'SecretKey'

    

    region: ''

    profile: 

      httpProfile: 

        endpoint: 'ccc.tencentcloudapi.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capi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cc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94/4269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679/4922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679/49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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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求第二步实现的 /loginTCCC  接口，得到 SdkURL。

2. 将 SdkURL 以 script 方式插入页面。

3. 监听事件 tccc.events.ready 成功后，执行业务逻辑。

     

   

   const client = new CccClient clientConfig

   const params = 

     SdkAppId: 1400000000   // 请替换为自己的SdkAppId

     SeatUserId: 'xxx@qq.com'  // 替换为座席账号

   

   client CreateSDKLoginToken params then

     data  => 

       res send

         SdkURL: data SdkURL

       

    

      err  => 

          console error 'error'  err

          res status 5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三步：在 Web 前端请求获取 SDK URL 并完成初始化

说明：该步骤需要前端开发进行。

function injectTcccWebSDK SdkURL  

    if window tccc  

      console warn '已经初始化SDK了，请确认是否重复执行初始化'

      return

    

    return new Promise resolve, reject  => 

      const script = document createElement 'script'

      script setAttribute 'crossorigin'  'anonymous'

      script src = SdkURL

      document body appendChild script

      script addEventListener 'load'   => 

        // 加载JS SDK文件成功，此时可使用全局变量"tccc"

        window tccc on window tccc events ready   => 

          /**

          * Tccc SDK初始化成功，此时可调用外呼等功能。

          * 注意⚠ ：请确保只初始化一次SDK

          * */

          resolve '初始化成功'

        

        window tccc on window tccc events tokenExpired  {message}  => 

          console error '初始化失败'  message

          reject message

        

      

    

// 请求第二步实现的接口 /loginTCC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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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以下仅为代码样例，不能直接运行

fetch '/loginTCCC'

  then res => res json

  then res  => 

    const SdkURL = res SdkURL  // 请确保SdkURL都是通过请求返回的，否则可能会出现不可预知的错误！

    return injectTcccWebSdk SdkURL     

  

  catch error  => 

    // 初始化失败

    console error erro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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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app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06 10:29:58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快速地将腾讯云 TCCC uni-app SDK 集成到您的项目中。

1. SdkAppId：是用户在 腾讯云呼叫中心控制台 上创建的应用 ID，称之为 SdkAppId，一个腾讯云账号最多可以创建20个腾讯呼叫中心应用，

通常为140开头。

2. UserID ：座席或管理员在腾讯云呼叫中心内配置的账号，通常为邮箱格式，首次创建应用，主账号可前往 站内信（子账号需订阅云呼叫中心产

品消息） 查看呼叫中心管理员账号和密码。一个 SDKAppID 下可以配置多个 UserID，如果超出配置数量限制，需到 座席购买页 购买更多座

席数量。

3. SecretId 和 SecretKey：开发者调用云 API 所需凭证，通过 腾讯云控制台 创建。

4. token: 登录票据，需要调用云API接口CreateSDKLoginToken来获取。正确的做法是将 Token 的计算代码和加密密钥放在您的业务服务

器上，然后由 App 按需向您的服务器获取实时算出的 Token。

1. 通过 npm 方式将 TCCC SDK 集成到您 uni-app 项目中。

2. 购买 uni-app SDK 插件：登录 uni 原生插件市场，在插件详情页中购买（免费插件也可以在插件市场 0 元购）。购买后才能够云端打包使用

插件。购买插件时请选择正确的 appid，以及绑定正确包名。

开发环境要求

建议使用最新的 HBuilderX 编辑器 。

iOS 9.0 或以上版本且支持音频的 iOS 设备。

Android 版本不低于 4.1 且支持音频的 Android 设备，暂不支持模拟器。并请开启允许调试选项。

iOS/Android 设备已经连接到 Internet。

接入前提

您已 注册腾讯云 账号，并完成 实名认证 。

您已 开通云呼叫中心 服务，并创建了 云呼叫中心实例 。

您已购买了号码，查看购买指南。并且完成了对应的 IVR 配置 。

关键概念

集成 SDK

npm i tccc-sdk-uniapp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cc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essage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cc_seat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capi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679/49227
https://ext.dcloud.net.cn/plugin?id=1121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1798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362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79/48028#.E6.AD.A5.E9.AA.A41.EF.BC.9A.E5.87.86.E5.A4.87.E5.B7.A5.E4.BD.9C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79/48028#.E6.AD.A5.E9.AA.A42.EF.BC.9A.E5.88.9B.E5.BB.BA.E4.BA.91.E5.91.BC.E5.8F.AB.E4.B8.AD.E5.BF.83.E5.AE.9E.E4.BE.8B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79/7352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79/73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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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权限：   编辑 manifest.json 文件,配置麦克风权限，具体如下：

4. 配置音频后台运行：手机应用程序在切换到后台时，操作系统会暂停应用程序的进程以节省资源。这意味着应用程序的所有活动都将被停止，包

括播放音频。而ios下需要配置 audio background mode 才可以保证有音频影响的时候程序不会终止。

ios 需要以下权限：Privacy - Microphone Usage Description，并填入麦克风使用目的提示语。 

   

Android 需要以下权限：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INTERNET"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NETWORK_STATE"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WIFI_STATE"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WRITE_EXTERNAL_STORAGE"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READ_EXTERNAL_STORAGE"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RECORD_AUDIO"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MODIFY_AUDIO_SETTINGS"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BLUETOOTH"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READ_PHONE_STA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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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自定义基座打包 uni 原生插件（请使用真机运行自定义基座）

  

注意：

不配置该权限，通话中切后台的时候会自动中断。

注意：

什么是自定义调试基座及使用说明,请参见官方教程。

https://uniapp.dcloud.net.cn/tutorial/run/run-app.html#customplay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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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编码实现可参见 API 概览以及示例 。

1. 创建 TCCCWorkstation 实例

2. 登录。

3. 发起呼叫。

4. 处理对端接听回调。

代码实现

import TcccWorkstation TcccErrorCode  from "tccc-sdk-uniapp"

const tcccSDK = TcccWorkstation sharedInstance

// 监听错误事件

tcccSDK on "onError" errCode,errMsg  => 

{ , } ;

. ();

. ( ,( ) {

});

const type = TCCCLoginType Agent

// 其中sdkAppId、userId、token的获取参考关键概念对应的字段。

// 坐席登录

tcccSDK login

    sdkAppID: 1400000000     //  请替换为自己的SdkAppId

    userId: "xxx@qq.com"  // 替换为座席账号

    token: "xxxx"  // 请替换为用调用云API接口 CreateSDKLoginToken 获取的token

    type: type

code,message  => 

    if code == TcccErrorCode ERR_NONE  

        // 登录成功

     else 

        // 登录失败

    

. ;

. ({

,

,

,

,

},( ) {

( . ) {

} {

}

});

注意：

token 的获取需要后台开发进行，需要调用云API接口CreateSDKLoginToken来获取。

// 发起呼叫

tcccSDK call

  to: '134xxxx'         // 被叫号码（必填）

  remark: "xxx"         // 号码备注，在通话条中会替代号码显示（可选）

  uui: "xxxx"           // 户自定义数据（可选）

 code,message  => 

  if code == TcccErrorCode ERR_NONE  

    // 发起成功

   else 

    // 发起失败

  

. ({

,

,

,

}, ( ) {

( . ) {

} {

}

});

tcccSDK on 'onAccepted' sessionId  => 

    //  对端已接听

. ( ,( ) {

});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ccc-agent-uniapp-example/blob/main/api.m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679/49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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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动挂断电话

// 结束通话

tcccSDK termina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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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5 16:38:28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快速地将腾讯云呼叫中心 Android SDK 集成到您的项目中，只要按照如下步骤进行配置，就可以完成 SDK 的集成工作。

目前我们暂时还未发布到 mavenCentral ，您只能手动下载 SDK 集成到工程里：

1. 下载最新版本 TCCC Agent SDK。

2. 将下载到的 aar 文件拷贝到工程的 app/libs 目录下。

3. 在工程根目录下的 build.gradle 中，指定本地仓库路径。 

4. 在 app/build.gradle的defaultConfig 中，指定 App 使用的 CPU 架构。

快速集成腾讯云呼叫中心 Android SDK

开发环境要求

Android Studio 3.5+。

Android 4.1（SDK API 16）及以上系统。

集成 SDK（aar、jar）

手动下载（aar、jar）

implementation fileTree dir: "libs",includes: '*.aar','*.jar'( [ ])

defaultConfig 

    ndk 

        abiFilters "armeabi"  "armeabi-v7a"  "arm64-v8a"

{

{

, ,

https://tccc.qcloud.com/assets/doc/Agent/CppSDKRelease/TCCCSDK_android_aar_last.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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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 app/src/AndroidManifest.xml  中，指定 App 不允许应用参与备份和恢复基础架构。 

6. 单击 Sync Now，完成 TCCC Agent SDK 的集成工作。

在 AndroidManifest.xml 中配置 App 的权限，TCCC Agent SDK 需要以下权限：

在 proguard-rules.pro 文件，将 TCCC SDK 相关类加入不混淆名单：

具体编码实现可参考 Android SDK API  

    }

}

说明：

目前 TCCC Agent SDK 支持 armeabi、armeabi-v7a 和 arm64-v8a。

配置 App 权限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INTERNET"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NETWORK_STATE"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WIFI_STATE"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WRITE_EXTERNAL_STORAGE"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READ_EXTERNAL_STORAGE"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RECORD_AUDIO"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MODIFY_AUDIO_SETTINGS"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BLUETOOTH"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READ_PHONE_STATE" />

设置混淆规则

-keep class com.tencent.**  *  { ; }

代码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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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席端 SDK API 文档

Web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4 09:40:59

注意

 tccc 是加载 SDK 后的全局变量，可直接访问。

通用结构

AgentStatus

座席状态。

字段 描述

free 空闲

busy 忙碌

arrange 话后整理

notReady 示忙

rest 小休

ServerType

端服务类型，描述电话类型会话时使用的端类型。

字段 描述

staffSeat Web 座席类型

staffPhoneSeat 座席手机类型

miniProgramSeat 小程序类型

staffExtensionSeat 话机类型

CommonSDKResponse

参数      类型      必填      备注   

options

status 'success' |'error' 是 SDK API 调用结果，成功时返回 success，失败返回 error

errorMs

g
string 否 错误信息，当 status 为 error 时返回

Call（电话客服和音频客服相关接口函数）

电话呼出

tccc.Call.startOutboundCall(options): Promise<CommonSDKResponse>

参数 类型 必

填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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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Response 描述如下：

options

phoneNumber string 是 被叫号码

phoneDesc string 否 号码备注，在通话条中会替代号码显示

uui string 否 用户自定义数据，传入后可通过 电话 CDR 事件  推送返回

skillGroupId string 否 指定技能组内绑定的外呼号码

callerPhoneNumber string 否 指定外呼号码

servingNumberGroup

Ids
string[] 否 指定号码 ID 列表

phoneEncodeType
'numbe

r' 
否 目前仅支持'number'，在开启 号码映射  时强制使用真实号码

tccc.Call.startOutboundCall(options): Promise<CallResponse>

参数      类型      必填      备注   

response

sessionId string 是 指定会话 ID

calleeLocation string 否 被叫号码归属地址

calleePhoneNumber string 是 被叫号码

callerPhoneNumber string 是 外呼时使用的主叫号码

serverType string 是

表示外呼时使用的端类型，可选值有：staffSeat，

staffPhoneSeat，staffExtensionSeat。详细说明参见 会话

服务类型

remark string 否 被叫号码备注

接听会话

tccc.Call.accept(options): Promise<CommonSDKResponse>

参数      类型      必填      备注   

options sessionId
strin

g
是 指定会话 ID，从 tccc.events.callIn 事件中获取

挂断会话

tccc.Call.hungUp(options): Promise<CommonSDKResponse>

参数      类型      必填      备注   

options sessionId string 是 指定会话 ID

删除会话

tccc.Call.deleteCall(options)

参数      类型      必填      备注   

options sessionId string 是 指定会话 I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79/6725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79/73542#.E7.9C.9F.E5.AE.9E.E5.8F.B7.E7.A0.81.E6.98.A0.E5.B0.84.E4.B8.BA.E7.94.A8.E6.88.B7id.EF.BC.88.E5.9D.90.E5.B8.AD.E7.AB.AF.EF.BC.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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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音

tccc.Call.muteMic(options): Promise<CommonSDKResponse>

参数      类型      必填      备注   

options sessionId string 是 指定会话 ID

取消静音

tccc.Call.unmuteMic(options): Promise<CommonSDKResponse>

参数      类型      必填      备注   

options sessionId string 是 指定会话 ID

当前是否静音

tccc.Call.isMicMuted(options): Promise<CommonSDKResponse>

参数      类型      必填      备注   

options sessionId string 是 指定会话 ID

发起内部通话

tccc.Call.startInternalCall(): Promise<CommonSDKResponse>

参数      类型      必填      备注   

options
calleeUserId string 是 被叫座席账号

useMobile boolean 否 是否呼叫对方手机

转接会话

tccc.Call.transfer(): Promise<CommonSDKResponse>

参数      类型      必填      备注   

options

sessionId string 是 指定会话 ID

skillGroupId string 否 转接到指定技能组

userId string 否 转接到指定座席

呼叫保持

tccc.Call.hold(): Promise<CommonSDKResponse>

参数      类型      必填      备注   

options sessionId string 是 指定会话 ID

取消通话保持

tccc.Call.unHold(): Promise<CommonSDK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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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必填      备注   

options sessionId string 是 指定会话 ID

发送分机号

tccc.Call.sendDigits(): Promise<CommonSDKResponse>

参数      类型      必填      备注   

options
sessionId string 是 指定会话 ID

dtmfText string 否 需要发送的分机号

Chat（在线客服相关接口函数）

接听会话

tccc.Chat.accept(options): Promise<CommonSDKResponse>

参数      类型      必填      备注   

options sessionId string 是 指定会话 ID

结束会话

tccc.Chat.end(options): Promise<CommonSDKResponse>

参数      类型      必填      备注   

options sessionId string 是 指定会话 ID

转接会话

tccc.Chat.transfer(): Promise<CommonSDKResponse>

参数      类型      必填      备注   

options

sessionId string 是 指定会话 ID

skillGroupId string 否 转接到指定技能组

userId string 否 转接到指定座席

Video（视频客服相关接口函数）

接听会话

tccc.Video.accept(options): Promise<CommonSDKResponse>

参数      类型      必填      备注   

options sessionId string 是 指定会话 ID

挂断会话

tccc.Video.end(options): Promise<CommonSDKResponse>

参数      类型      必填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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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座席状态枚举类型请参见 座席状态 。

options sessionId string 是 指定会话 ID

静音

tccc.Video.muteMic(options): Promise<CommonSDKResponse>

参数      类型      必填      备注   

options sessionId string 是 指定会话 ID

取消静音

tccc.Video.unmuteMic(options): Promise<CommonSDKResponse>

参数      类型      必填      备注   

options sessionId string 是 指定会话 ID

关闭摄像头

tccc.Video.muteVideo(options): Promise<CommonSDKResponse>

参数      类型      必填      备注   

options sessionId string 是 指定会话 ID

开启摄像头

tccc.Video.unmuteVideo(options): Promise<CommonSDKResponse>

参数      类型      必填      备注   

options sessionId string 是 指定会话 ID

转接会话

tccc.Video.transfer(): Promise<CommonSDKResponse>

参数      类型      必填      备注   

options

sessionId string 是 指定会话 ID

skillGroupId string 否 转接到指定技能组

userId string 否 转接到指定座席

Agent（座席状态相关接口函数）

上线

tccc.Agent.online(): void

下线

tccc.Agent.offline(): void

设置座席状态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79/76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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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cc.Agent.setStatus(optoins): Promise<CommonSDKResponse>

参数      类型      必填      备注   

options
status string 是

座席状态，可选值：

free: 空闲

rest: 小休

arrange: 话后整理

notReady: 示忙

stopNotReady: 停止示忙

restReason string 否 小休原因

获取座席状态

tccc.Agent.getStatus():AgentStatus 

Devices（设备相关接口函数）

检测当前浏览器是否支持

tccc.Devices.isBrowserSupported(): boolean

说明

 TCCC Web SDK 支持 Chrome 56、Edge80以上的浏览器。

返回麦克风设备列表

tccc.Devices.getMicrophones(): Promise<MediaDeviceInfo []>

返回扬声器设备列表

tccc.Devices.getSpeakers(): Promise<MediaDeviceInfo []>

UI（用户界面相关接口函数）

隐藏 SDK 所有 UI

tccc.UI.hide(): void

显示 SDK 所有 UI

tccc.UI.show(): void

显示浮动按钮

tccc.UI.showfloatButton(): void

隐藏浮动按钮

tccc.UI.hidefloatButton(): void

显示工作台

tccc.UI.showWorkbench(): void

隐藏工作台

tccc.UI.hideWorkbench(): void

https://developer.mozilla.org/en-US/docs/Web/API/MediaDeviceInfo
https://developer.mozilla.org/en-US/docs/Web/API/MediaDevice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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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SDK 初始化完成时触发，此时可安全调用API

会话呼入类型包括：

Events（事件）

事件监听

tccc.on(event, callback)

取消事件监听

tccc.off(event, callback)

SDK 初始化完成

tccc.events.ready

会话呼入

tccc.events.callIn

phone：电话会话

im：在线会话

voip：音频会话

video：视频会话

internal：内线会话

电话会话呼入

参数 类型
必

填
备注

optio

ns

sessionId string 是 会话 ID

type 'phone' 是 电话会话类型

timeout number 是 会话接入超时时长，0代表不超时

calleePhoneNu

mber
string 是 被叫号码

callerPhoneNu

mber
string 否 主叫号码

callerLocation string 否 主叫号码归属地

remark string 否 备注

ivrPath
{key: string, label: 

string}[]
-

用户的 IVR 按键路径，key 表示对应按键，label 表示对应的按键

标签

protectedCalle

e
string 否 在开启号码映射时存在，表示被叫

protectedCalle

r
string 否 在开启号码映射时存在，表示主叫

serverType 'staffSeat' | 

'staffPhoneSeat' | 

是 表示呼入到座席哪一端，staffSeat 为默认值，表示 Web 座席；

StaffPhoneSeat 表示呼入到座席手机，MiniProgramSeat 表

示小程序座席，staffExtensionSeat 表示呼入到座席绑定的话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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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ffExtensionSea

t'

在线会话呼入

参数      类型      必填      备注   

option

s

sessionId string 是 会话 ID

type 'phone' 是 电话会话类型

timeout number 是 会话接入超时时长，0代表不超时

nickname string 是 用户昵称

avatar string 否 用户头像

remark string 否 备注

peerSource string 否 渠道来源

channelName string 否 自定义参数

clientData string 否 用户自定义参数

音频会话呼入

参数      类型      必填      备注   

option

s

sessionId string 是 会话 ID

type 'voip' 是 音频会话类型

timeout number 是 会话接入超时时长，0代表不超时

callee string 是 渠道入口

calleeRe

mark
string 否 渠道入口备注

userId string 是 用户的 openId

nickname string 否 用户授权后可获得微信昵称

avatar string 否 用户授权后可获得微信头像

remark string 否 备注

peerSour

ce
string 否 主叫号码归属地

ivrPath
{key: string, label: 

string}[]
否

用户的 IVR 按键路径，key 表示对应按键，label 表示对应的按

键标签

视频会话呼入

参数      类型      必填      备注   

option

s

sessionId string 是 会话 ID

type 'video' 是 视频会话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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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out number 是 会话接入超时时长，0代表不超时

userId string 是 用户的 openId

nickname string 否 用户授权后可获得微信昵称

avatar string 否 用户授权后可获得微信头像

remark string 否 备注

内部会话呼入

参数      类型      必填      备注   

options

sessionId string 是 会话 ID

type 'internal' 是 内部会话类型

timeout number 是 会话接入超时时长，0代表不超时

peerUserId string 是 主叫座席的账号

座席接入会话

tccc.events.userAccessed

参数      类型      必填      备注   

options sessionId string 是 指定会话 ID

会话超时转接事件

tccc.events.autoTransfer

参数      类型      必填      备注   

options sessionId string 是 指定会话 ID

会话结束事件

tccc.events.sessionEnded

参数      类型      必填      备注   

option

s

sessionId string 是 指定会话 ID

closeBy string 是

表示挂断方：            

client：用户挂断

seat：座席挂断

admin：系统挂断

timer：定时器挂断

mainReaso

n
string 否 仅在电话类型，并且挂断方为"admin"时存在，表示挂断原因

subReason string 否 仅在电话类型，并且挂断方为"admin"时存在，表示挂断的详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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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呼成功事件

tccc.events.callOuted

参数      类型      必填      备注   

options sessionId string 是 指定会话 ID

外呼对方接听事件

tccc.events.calloutAccepted

参数      类型      必填      备注   

options sessionId string 是 指定会话 ID

会话话转接事件

tccc.events.transfer

参数      类型      必填      备注   

options sessionId string 是 指定会话 ID

座席状态变更事件

tccc.events.statusChanged

参数      类型      必填      备注   

options status AgentStatus 否 详细说明请参见 座席状态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79/76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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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app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06 10:29:59

API 概览

创建实例和事件回调

API 描述

sharedInstance 创建 TCCCWorkstation 实例（单例模式）

destroyInstance 销毁 TCCCWorkstation 实例（单例模式），建议您在不使用 tccc 的时候卸载tccc实例

on 设置 TCCCWorkstation 事件回调

off 取消 TCCCWorkstation 事件回调

创建实例和设置事件回调示例代码

// 引入TCCC相关包

import TcccWorkstation TCCCLoginType TCCCAudioRoute TCCCEndReason  from "tccc-sdk-uniapp"

// 创建实例和设置事件回调

const tcccSDK = TCCCWorkstation sharedInstance

// 错误事件回调

tcccSDK on 'onError' errCode,errMsg  => 

// 通话结束回调

tcccSDK on 'onEnded' reason,reasonMessage,sessionId  => 

    if reason == TCCCEndReason Error  

        // 呼叫异常

    

// 对端接听回调

tcccSDK on 'onAccepted' sessionId  => 

    

// 释放所有事件回调监听

tcccSDK of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录相关接口函数

API 描述

login SDK 登录

checkLogin 检查 SDK 登录状态，建议您在页面 onShow 的时候调用

logout SDK 退出登录

登录示例代码

// 其中sdkAppId、userId、token的获取参考关键概念对应的字段。

// 坐席登录

tcccSDK login

    sdkAppID: sdkAppId

    userId: userID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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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ken: token

    type: type

code,message  => 

    if code == TcccErrorCode ERR_NONE  

        // 登录成功

     else 

        // 登录失败

    

// 手机应用程序在切换到后台时，操作系统会暂停应用程序的进程以节省资源。我们建议你在onShow的时候做一个登录状态检查

tcccSDK checkLogin code,message  => 

    if code == TcccErrorCode ERR_NONE  

        // 已登录

     else 

        // 未登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呼叫相关接口函数

API 描述

call 发起通话

answer 接听来电

terminate 结束通话

sendDTMF 发送 DTMF（双音多频信号）

mute 静音

unmute 取消静音

startPlayMusic 开始播放音乐

stopPlayMusic 停止播放音乐

发起呼叫和结束呼叫示例代码

// 发起呼叫

tcccSDK call

  to: '134xxxx'         // 被叫号码（必填）

  remark: "xxx"         // 号码备注，在通话条中会替代号码显示（可选）

  uui: "xxxx"           // 户自定义数据（可选）

 code,message  => 

  if code == TcccErrorCode ERR_NONE  

    // 发起成功

   else 

    // 发起失败

  

// 结束通话

tcccSDK terminate

// 接听来听

tcccSDK answer code,message  => 

    if code == TcccErrorCode ERR_NON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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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接听成功

     else 

        // 接听失败

    

} {

}

});

音频设备接口函数

API 描述

setAudioCaptureVolume 设定本地音频的采集音量

getAudioCaptureVolume 获取本地音频的采集音量

setAudioPlayoutVolume 设定远端音频的播放音量

getAudioPlayoutVolume 获取远端音频的播放音量

setAudioRoute 设置音频路由

// TCCCAudioRoute.Earpiece 为耳麦

// 设置为扬声器

const route = TCCCAudioRoute Speakerphone

tcccSDK getDeviceManager setAudioRoute route

. ;

. (). ( );

调试相关接口

API 描述

getSDKVersion 获取 SDK 版本信息

setLogLevel 设置 Log 输出级别

setConsoleEnabled 启用/禁用控制台日志打印

获取SDK版本示例代码

// 获取SDK 版本号

TCCCWorkstation getSDKVersion. ();

错误和警告事件

API 描述

onError 错误事件回调

onWarning 警告事件回调

处理错误回调事件回调示例代码

// 错误事件回调

tcccSDK on 'onError' errCode,errMsg  => 

// 警告事件回调

tcccSDK on 'onWarning' warningCode,warningMsg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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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叫相关事件回调

API 描述

onNewSession 新会话事件。包括呼入和呼出

onAccepted 对端接听回调

onEnded 会话结束事件

onAudioVolume 音量大小的反馈回调

onNetworkQuality 网络质量的实时统计回调

处理接听和坐席挂断事件回调示例代码

// 会话结束事件

tcccSDK on "onEnded" reason,reasonMessage,sessionId  => 

    var msg = reasonMessage

    if reason == TCCCEndReason Error  

        msg = "系统异常"+reasonMessage

     else if reason == TCCCEndReason Timeout  

        msg = "超时挂断"

     else if reason == TCCCEndReason LocalBye  

        msg = "您已挂断"

     else if reason == TCCCEndReason RemoteBye  

        msg = "对方已挂断"

     else if reason == TCCCEndReason Rejected  

        msg = "对方已拒接"

     else if reason == TCCCEndReason RemoteCancel  

        msg = "对方已取消"

    

// 新会话事件。包括呼入和呼出

tcccSDK on 'onNewSession' res  => 

    const sessionDirection = res sessionDirection

    if sessionDirection == TCCCSessionDirection CallIn  

        // 呼入，因手机切后台的时候是不能收到该事件的。所以这里建议你开通手机接听的能力

     else if sessionDirection == TCCCSessionDirection CallOut

        // 呼出

    

// 对端已接听

tcccSDK on 'onAccepted' sessionId  => 

// 网络质量的实时统计回调

tcccSDK on 'onNetworkQuality' localQuality  => 

    const quality = localQuality quality

//   ///当前网络一般

//   TCCCQuality_Poor = 3,

//   ///当前网络较差

//   TCCCQuality_Bad = 4,

//   ///当前网络很差

//   TCCCQuality_Vbad = 5,

//   ///当前网络不满足 通话 的最低要求

//   TCCCQuality_Down = 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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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量大小的反馈回调.volume从0到100，数值越大表示声音越大。

tcccSDK on 'onAudioVolume' userId,volume  => 

});

. ( ,( ) {

});

与云端连接情况的事件回调

API 描述

onConnectionLost SDK 与云端的连接已经断开

onTryToReconnect SDK 正在尝试重新连接到云端

onConnectionRecovery SDK 与云端的连接已经恢复

与云端连接情况的事件回调示例代码

tcccSDK on 'onConnectionLost' serverType  => 

    // 与云端的连接已经断开

tcccSDK on 'onTryToReconnect' serverType  => 

    // 正在尝试重新连接到云端

tcccSDK on 'onConnectionRecovery' serverType  => 

    // 与云端的连接已经恢复

. ( ,( ) {

});

. ( ,( ) {

});

. ( ,( ) {

});

API 错误码

基础错误码

符号 值 含义

ERR_NONE 0 无错误。成功

ERR_HTTP_REQUEST_FAILURE -10001 Http 请求失败，请检查网络连接情况

ERR_HTTP_TOKEN_ERROR -10002 token登录票据不正确或者已过期

ERR_HTTP_GETSIPINFO_ERROR -10003 获取坐席配置失败。请联系我们

ERR_NETWORK_CANNOT_RESET -10004 正在通话中，禁止重置网络操作&发起外呼

ERR_HAD_LOGGEDOUT -10005 您已经退出登录了，请重新登录

ERR_UNRIGIST_FAILURE 20001 注销失败

ERR_ANSWER_FAILURE 20002 接听失败，通常是trtc进房失败

ERR_SIPURI_WRONGFORMAT 20003 URI 格式错误。

SIP 相关错误码

符号 值 含义

ERR_SIP_BAD_REQUEST 400 错误请求。通常是坐席没有登录就发起了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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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_SIP_UNAUTHORIZED 401 未授权（用户名密码不对情况）

ERR_SIP_PAYMENTREQUIRED 402 付费要求，通常是坐席许可满了

ERR_SIP_FORBIDDEN 403 密码错误，或者是被踢了

ERR_SIP_REQUESTTIMEOUT 408 请求超时（网络超时）

ERR_SIP_REQUEST_TERMINATED 487 请求终止（网络异常，网络中断场景下）

ERR_SIP_SERVICE_UNAVAILABLE 503 服务不可用

ERR_SIP_SERVER_TIMEOUT 504 服务超时

音频设备相关错误码

符号 值 含义

ERR_MIC_START_FAIL
-130

2

打开麦克风失败。设备，麦克风的配置程序（驱动程序）异常，禁用后重新启用设备，或

者重启机器，或者更新配置程序

ERR_MIC_NOT_AUTHORIZ

ED

-131

7
麦克风设备未授权，通常在移动设备出现，可能是权限被用户拒绝了

ERR_MIC_SET_PARAM_FA

IL

-131

8
麦克风设置参数失败

ERR_MIC_OCCUPY
-131

9
麦克风正在被占用中，例如移动设备正在通话时，打开麦克风会失败

ERR_MIC_STOP_FAIL
-132

0
停止麦克风失败

ERR_SPEAKER_START_FA

IL

-132

1
打开扬声器失败，例如在 Windows 或 Mac

ERR_SPEAKER_SET_PARA

M_FAIL

-132

2
扬声器设置参数失败

ERR_SPEAKER_STOP_FAI

L

-132

3
停止扬声器失败

ERR_UNSUPPORTED_SAM

PLERATE

-130

6
不支持的音频采样率

网络相关错误码

符号 值 含义

ERR_RTC_ENTER_ROOM_FAILED
-330

1

进入房间失败，请查看 onError 中的 -3301 对应的 msg 提示确认失败原

因

ERR_RTC_REQUEST_IP_TIMEOUT
-330

7
请求 IP 和 sig 超时，请检查网络是否正常，或网络防火墙是否放行 UDP。

ERR_RTC_CONNECT_SERVER_TIME

OUT

-330

8

请求进房超时，请检查是否断网或者是否开启vpn，您也可以切换4G进行测

试确认

ERR_RTC_ENTER_ROOM_REFUSED
-334

0
进房请求被拒绝，请检查是否连续调用 enterRoom 进入相同 Id 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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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2 12:11:49

创建实例和事件回调

API 描述

sharedInstance 创建 TCCCWorkstation 实例（单例模式）

destroySharedInstance 销毁 TCCCWorkstation 实例（单例模式）

setListener 设置 TCCCWorkstation 事件回调

创建实例和设置事件回调示例代码

// 创建实例和设置事件回调

TCCCWorkstation tcccSDK = TCCCWorkstation sharedInstance getApplicationContext

tcccSDK setListener new TCCCListener  

. ( ());

. ( () {});

登录相关接口函数

API 描述

login SDK 登录

checkLogin 检查 SDK 是否已登录

logout SDK 退出登录

登录示例代码

TCCCTypeDef.TCCCLoginParams loginParams = new TCCCTypeDef.TCCCLoginParams

// 格式 <scheme> : <user> @<host>。 如 sip:3013@1400xxxx.tccc.qcloud.com，其中3013为分机号，1400xxxx为你的t

loginParams userId = "sip:3013@1400xxxx.tccc.qcloud.com"

loginParams password = "xxxx"

tcccSDK login loginParams  new TXCallback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login success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 int code  String desc  

      // login error

    

();

. ;

. ;

. ( , () {

() {

}

( , ) {

}

});

呼叫相关接口函数

API 描述

call 发起通话

answer 接听来电

https://tccc.qcloud.com/assets/doc/Agent/JavaAPI/classcom_1_1tencent_1_1tccc_1_1_t_c_c_c_workstation.html#aa655301f5a9244169aabeed734fcd77f
https://tccc.qcloud.com/assets/doc/Agent/JavaAPI/classcom_1_1tencent_1_1tccc_1_1_t_c_c_c_workstation.html#ae8202b52e97a32875798195d8b07b73d
https://tccc.qcloud.com/assets/doc/Agent/JavaAPI/classcom_1_1tencent_1_1tccc_1_1_t_c_c_c_workstation.html#a59a51a936cb6cdbae96ba04ba06fb218
https://tccc.qcloud.com/assets/doc/Agent/JavaAPI/classcom_1_1tencent_1_1tccc_1_1_t_c_c_c_workstation.html#a83f875ae3f2c68a395ed0d3b53c0590d
https://tccc.qcloud.com/assets/doc/Agent/JavaAPI/classcom_1_1tencent_1_1tccc_1_1_t_c_c_c_workstation.html#af16b64c6aeb9f8d1ed4309a35526a5e7
https://tccc.qcloud.com/assets/doc/Agent/JavaAPI/classcom_1_1tencent_1_1tccc_1_1_t_c_c_c_workstation.html#a8d55d40e155d93503d119d6e1f1af613
https://tccc.qcloud.com/assets/doc/Agent/JavaAPI/classcom_1_1tencent_1_1tccc_1_1_t_c_c_c_workstation.html#aaff86e265bd5a9b9a5f47c8a9da66aaa
https://tccc.qcloud.com/assets/doc/Agent/JavaAPI/classcom_1_1tencent_1_1tccc_1_1_t_c_c_c_workstation.html#a0af46405c2158441776812c9954e05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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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inate  结束通话

sendDTMF 发送 DTMF（双音多频信号）

mute 静音

unmute 取消静音

发起呼叫和结束呼叫示例代码

TCCCTypeDef.TCCCStartCallParams callParams =new TCCCTypeDef.TCCCStartCallParams

//格式 <scheme> : <user> @<host>，如 sip:1343xxxx@1400xxxx.tccc.qcloud.com，其中1343xxxx为手机号，1400xxx

callParams to = "sip:1343xxxx@1400xxxx.tccc.qcloud.com"

// 发起通话

tcccSDK call callParams  new TXCallback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call success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 int code  String desc  

      // call error

    

// 结束通话

tcccSDK terminate

();

. ;

. ( , () {

() {

}

( , ) {

}

});

. ();

音频设备接口函数

API 描述

setAudioCaptureVolume 设定本地音频的采集音量

getAudioCaptureVolume 获取本地音频的采集音量

setAudioPlayoutVolume 设定远端音频的播放音量

getAudioPlayoutVolume 获取远端音频的播放音量

setAudioRoute 设置音频路由

调试相关接口

API 描述

getSDKVersion 获取 SDK 版本信息

setLogLevel 设置 Log 输出级别

setConsoleEnabled 启用/禁用控制台日志打印

callExperimentalAPI 调用实验性接口

获取SDK版本示例代码

// 获取SDK 版本号

TCCCWorkstation getSDKVersion. ();

https://tccc.qcloud.com/assets/doc/Agent/JavaAPI/classcom_1_1tencent_1_1tccc_1_1_t_c_c_c_workstation.html#a7b85cee7a6071154c0a901d1477a6173
https://tccc.qcloud.com/assets/doc/Agent/JavaAPI/classcom_1_1tencent_1_1tccc_1_1_t_c_c_c_workstation.html#a9f59f5fb1fa18ec5e952b32cd22e8654
https://tccc.qcloud.com/assets/doc/Agent/JavaAPI/classcom_1_1tencent_1_1tccc_1_1_t_c_c_c_workstation.html#a784e96d19003cdec2157ccaf23350948
https://tccc.qcloud.com/assets/doc/Agent/JavaAPI/classcom_1_1tencent_1_1tccc_1_1_t_c_c_c_workstation.html#a42caf46a4aa4372bb6c198e772994e36
https://tccc.qcloud.com/assets/doc/Agent/JavaAPI/interfacecom_1_1tencent_1_1tccc_1_1_t_c_c_c_device_manager.html#ac5817acb0bf96786916fa449dbac927e
https://tccc.qcloud.com/assets/doc/Agent/JavaAPI/interfacecom_1_1tencent_1_1tccc_1_1_t_c_c_c_device_manager.html#a32f30d9876558618541db95c3ca5c4ee
https://tccc.qcloud.com/assets/doc/Agent/JavaAPI/interfacecom_1_1tencent_1_1tccc_1_1_t_c_c_c_device_manager.html#a9ce503b8be54269a85fccccab12ee05f
https://tccc.qcloud.com/assets/doc/Agent/JavaAPI/interfacecom_1_1tencent_1_1tccc_1_1_t_c_c_c_device_manager.html#a7f8bae6a7847d440f5ec2d513887323f
https://tccc.qcloud.com/assets/doc/Agent/JavaAPI/interfacecom_1_1tencent_1_1tccc_1_1_t_c_c_c_device_manager.html#a3fc968a31ed5130fb960d0b594b7ac9b
https://tccc.qcloud.com/assets/doc/Agent/JavaAPI/classcom_1_1tencent_1_1tccc_1_1_t_c_c_c_workstation.html#ad402328eeb69886302f6f3e4febcbd6d
https://tccc.qcloud.com/assets/doc/Agent/JavaAPI/classcom_1_1tencent_1_1tccc_1_1_t_c_c_c_workstation.html#adfeba8249d1d23dffa23bda6d479059c
https://tccc.qcloud.com/assets/doc/Agent/JavaAPI/classcom_1_1tencent_1_1tccc_1_1_t_c_c_c_workstation.html#a8459314326f67e074ac03979840a726a
https://tccc.qcloud.com/assets/doc/Agent/JavaAPI/classcom_1_1tencent_1_1tccc_1_1_t_c_c_c_workstation.html#a9764afd5bd18709166a013f2895d9f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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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和警告事件

API 描述

onError 错误事件回调

onWarning 警告事件回调

处理错误回调事件回调示例代码

tcccSDK setListener new TCCCListener  

    /**

        * 错误事件回调

        * 错误事件，表示 SDK 抛出的不可恢复的错误，比如进入房间失败或设备开启失败等。

        * @param errCode   错误码

        * @param errMsg    错误信息

        * @param extraInfo 扩展信息字段，个别错误码可能会带额外的信息帮助定位问题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 int errCode  String errMsg  Bundle extraInfo  

        super onError errCode  errMsg  extraInfo

    

    /**

        * 警告事件回调

        * 警告事件，表示 SDK 抛出的提示性问题，比如音频出现卡顿或 CPU 使用率太高等。

        * @param warningCode 警告码

        * @param warningMsg  警告信息

        * @param extraInfo   扩展信息字段，个别警告码可能会带额外的信息帮助定位问题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Warning int warningCode  String warningMsg  Bundle extraInfo  

        super onWarning warningCode  warningMsg  extraInf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呼叫相关事件回调

API 描述

onNewSession 新会话事件。包括呼入和呼出

onEnded 会话结束事件

onAudioVolume 音量大小的反馈回调

onNetworkQuality  网络质量的实时统计回调

处理接听和坐席挂断事件回调示例代码

tcccSDK setListener new TCCCListener  

    @Override

    public void onNewSession TCCCTypeDef.ITCCCSessionInfo info  

      super onNewSession info

      // 新会话事件。包括呼入和呼出，可通过 info.sessionDirection 判断是呼入还是呼出

    

. ( () {

( ) {

. ( );

}

https://tccc.qcloud.com/assets/doc/Agent/JavaAPI/classcom_1_1tencent_1_1tccc_1_1_t_c_c_c_listener.html#ae7d53c3064920b7895196614390a3f01
https://tccc.qcloud.com/assets/doc/Agent/JavaAPI/classcom_1_1tencent_1_1tccc_1_1_t_c_c_c_listener.html#aa7463a2d2d9e40272bd50cc0f4b42d69
https://tccc.qcloud.com/assets/doc/Agent/JavaAPI/classcom_1_1tencent_1_1tccc_1_1_t_c_c_c_listener.html#ae6292cca28f1e9609a63c4692be883ab
https://tccc.qcloud.com/assets/doc/Agent/JavaAPI/classcom_1_1tencent_1_1tccc_1_1_t_c_c_c_listener.html#a201098832778d3286a7b5deaecce1d8c
https://tccc.qcloud.com/assets/doc/Agent/JavaAPI/classcom_1_1tencent_1_1tccc_1_1_t_c_c_c_listener.html#a98beb712b688ae2a3a96cf9f572485c5
https://tccc.qcloud.com/assets/doc/Agent/JavaAPI/classcom_1_1tencent_1_1tccc_1_1_t_c_c_c_listener.html#ae3e69dfdd311a257fb569331b7ca1a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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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nded int reason  String reasonMessage  String sessionId  

      super onEnded reason  reasonMessage  sessionId

      // 会话结束

    

    @Override

    public void onAccepted String sessionId  

      super onAccepted sessionId

      // 对端接听

    

( , , ) {

. ( , , );

}

( ) {

. ( );

}

});

与云端连接情况的事件回调

API 描述

onConnectionLost SDK 与云端的连接已经断开

onTryToReconnect SDK 正在尝试重新连接到云端

onConnectionRecovery SDK 与云端的连接已经恢复

与云端连接情况的事件回调示例代码

tcccSDK setListener new TCCCListener  

    /**

        * SDK 与云端的连接已经断开

        * SDK 会在跟云端的连接断开时抛出此事件回调，导致断开的原因大多是网络不可用或者网络切换所致，

        * 比如用户在通话中走进电梯时就可能会遇到此事件。 在抛出此事件之后，SDK 会努力跟云端重新建立连接，

        * 重连过程中会抛出 onTryToReconnect，连接恢复后会抛出 onConnectionRecovery 。

        * 所以，SDK 会在如下三个连接相关的事件中按如下规律切换：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onnectionLost TCCCServerType serverType  

        super onConnectionLost serverType

    

    /**

        * SDK 正在尝试重新连接到云端

        * SDK 会在跟云端的连接断开时抛出 onConnectionLost，之后会努力跟云端重新建立连接并抛出本事件，

        * 连接恢复后会抛出 onConnectionRecovery。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TryToReconnect TCCCServerType serverType  

        super onTryToReconnect serverType

    

    /**

        * SDK 与云端的连接已经恢复

        * SDK 会在跟云端的连接断开时抛出 onConnectionLost，之后会努力跟云端重新建立连接并抛出onTryToReconnect，

        * 连接恢复后会抛出本事件回调。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onnectionRecovery TCCCServerType serverType  

        super onConnectionRecovery serverTyp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tccc.qcloud.com/assets/doc/Agent/JavaAPI/classcom_1_1tencent_1_1tccc_1_1_t_c_c_c_listener.html#ad3889066d4f673c62555d136562b71bb
https://tccc.qcloud.com/assets/doc/Agent/JavaAPI/classcom_1_1tencent_1_1tccc_1_1_t_c_c_c_listener.html#a83e29a2d9655a65c700a389fafdb1cc5
https://tccc.qcloud.com/assets/doc/Agent/JavaAPI/classcom_1_1tencent_1_1tccc_1_1_t_c_c_c_listener.html#ab012055c19c713d50d34210956ebd1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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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API 错误码

基础错误码

符号 值 含义

ERR_SIP_SUCCESS 200 成功

ERR_UNRIGIST_FAILURE 20001 登录失败

ERR_ANSWER_FAILURE 20002 接听失败，通常是trtc进房失败

ERR_SIPURI_WRONGFORMAT 20003 URI 格式错误。

SIP相关错误码

符号 值 含义

ERR_SIP_BAD_REQUEST 400 错误请求

ERR_SIP_UNAUTHORIZED 401 未授权（用户名密码不对情况）

ERR_SIP_AUTHENTICATION_REQUIR

ED
407 代理需要认证，请检查是否已经调用登录接口

ERR_SIP_REQUESTTIMEOUT 408 请求超时（网络超时）

ERR_SIP_REQUEST_TERMINATED 487 请求终止（网络异常，网络中断场景下）

ERR_SIP_SERVICE_UNAVAILABLE 503 服务不可用

ERR_SIP_SERVER_TIMEOUT 504 服务超时

音频设备相关错误码

符号 值 含义

ERR_MIC_START_FAIL -1302
打开麦克风失败。设备，麦克风的配置程序（驱动程序）异常，禁用

后重新启用设备，或者重启机器，或者更新配置程序

ERR_MIC_NOT_AUTHORIZED -1317 麦克风设备未授权，通常在移动设备出现，可能是权限被用户拒绝了

ERR_MIC_SET_PARAM_FAIL -1318 麦克风设置参数失败

ERR_MIC_OCCUPY -1319 麦克风正在被占用中，例如移动设备正在通话时，打开麦克风会失败

ERR_MIC_STOP_FAIL -1320 停止麦克风失败

ERR_SPEAKER_START_FAIL -1321 打开扬声器失败，例如在 Windows 或 Mac

ERR_SPEAKER_SET_PARAM_FAIL -1322 扬声器设置参数失败

ERR_SPEAKER_STOP_FAIL -1323 停止扬声器失败

ERR_UNSUPPORTED_SAMPLERATE -1306 不支持的音频采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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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相关错误码

符号 值 含义

ERR_RTC_ENTER_ROOM_FAILED -3301
进入房间失败，请查看 onError 中的 -3301 对应的 msg 提示确

认失败原因

ERR_RTC_REQUEST_IP_TIMEOUT -3307
请求 IP 和 Sig 超时，请检查网络是否正常，或网络防火墙是否放行 

UDP

ERR_RTC_CONNECT_SERVER_TIMEO

UT
-3308

请求进房超时，请检查是否断网或者是否开启 VPN，您也可以切换 

4G 进行测试确认

ERR_RTC_ENTER_ROOM_REFUSED -3340
进房请求被拒绝，请检查是否连续调用 enterRoom 进入相同 ID 

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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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Web SDK 常见问题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4 09:41:00

TCCC Web SDK 是纯 JavaScript 实现的，支持运行在 Vue、React、uni-app、PHP、JSP 等环境。

不支持。

支持。

UserId 就是腾讯云呼叫中心里面的账号，一般为邮箱格式，可以在控制台或者管理后台创建。

重新使用不同的UserId初始化SDK，会自动切换账号。

因为浏览器的限制，只能在 HTTPS 下获取麦克风权限。

界面上不支持指定，在调用 SDK 外呼 API  时可指定外显号码。

SDK 初始化完成后，不需要续期 Token，请开发者确保初始化 SDK 时保证 Token 在有效期内。

1. 检查网站 URL 是否为 HTTPS。

2. 检查是否允许麦克风权限。

3. 使用 检测网站 ，按照步骤执行。

4. 开发可以根据 SDK 提供的 API，isBrowserSupported 和 isEnvSupported 做自定义提示。 

TCCC Web SDK 支持什么框架？

SDK 的界面支持展示其他信息吗？

SDK 的通话条按钮可以隐藏吗？

初始化 SDK 时，UserId 是什么？

SDK 怎么切换账号？

为什么使用 SDK 要使用 HTTPS 部署页面？

外呼时如何指定外显号码？

Token 需要续期吗，过期了怎么办？

登录之后提示设备错误

呼入时无响铃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79/72044#.E7.94.B5.E8.AF.9D.E5.91.BC.E5.87.BA
https://web.sdk.qcloud.com/trtc/webrtc/demo/detect/index.html


云呼叫中心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50 共110页

根据 SDK sessionEnded 事件的 closeBy 字段判断是哪一方挂断。

如果呼入时，SDK 的页面最小化或者切换到其它页面，由于 浏览器的限制 ，可能会出现无响铃的现象，建议开启浏览器通知，或者通过监听 SDK 

callIn 事件，业务侧做一个强提示处理。

外呼失败

SDK 初始化之后，需要等待 ready 事件之后才能外呼。另外请确保实例的号码列表中有能够外呼的号码。

通话中突然中断

https://developer.chrome.com/blog/auto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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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app SDK 常见问题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6 10:15:29

TCCC 的日志默认压缩加密，后缀为 .log。

TCCC 目前版本暂时不支持，未来会支持模拟器。如果需要在模拟器运行，建议在 iOS 下的 x86 模拟器上运行调试。

因在 iPhone 5c 以下才有该类型的 CPU，目前基本上已经无人使用了。所以我们不适配该类型的 CPU，并且在云打包 iOS 的时候需要修改配置 

manifest.json 文件。

因手机应用程序在切换到后台时，操作系统会暂停应用程序的进程以节省资源。可以在 iOS 下需要配置 audio background mode 才可以保证

有音频影响的时候程序不会终止。

如何查看 TCCC 日志？

Android：

日志路径： /sdcard/Android/data/包名/files/tccc

iOS:

日志路径：在 sandbox/Documents 目录下的 tccc 文件夹

TCCC SDK 在 Android 能不能支持X86模拟器？

TCCC SDK 在 iOS 能不能支持 armv7 的 CPU 类型？

"validArchitectures": 

    "arm64"

,

[

]

为什么 iOS 下手机切后台通话中断？

为什么手机下能不能处理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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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手机在前台运行的时候有新会话将会收到 onNewSession 回调，但是我们不建议您在手机上处理呼入（App 在切换到后台时会暂停程

序），建议您开通手机接听功能。

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应用程序切后台重新唤醒后，网络状态还未完全恢复。我们强烈建议您在发起呼叫或者是程序 onShow 的时候调用接口判断是

否是已登录。

发起呼叫报 408 或者 503 错误，如何处理？

import TcccWorkstation TcccErrorCode  from "tccc-sdk-uniapp"

// 手机应用程序在切换到后台时，操作系统会暂停应用程序的进程以节省资源。我们建议您在onShow的时候做一个登录状态检查

onShow  

    const tcccSDK = TcccWorkstation sharedInstance

    tcccSDK checkLogin code,message  => 

        if code != TcccErrorCode ERR_NONE  

            // 未登录，或者网络连接异常。请重新登陆。

         else 

            // 已登录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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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SDK 常见问题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2 12:11:49

TCCC 的日志默认压缩加密，后缀为 .log。

TCCC 目前版本暂时不支持，未来会支持模拟器。

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应用程序切后台重新唤醒后，网络状态还未完全恢复。我们强烈建议您在发起呼叫或者是程序切回前台的时候调用接口判断是否

是已登录。

TCCC 提供了全平台 SDK，如有需要可 联系我们 ，我们线下提供。

如何查看 TCCC 日志？

Android：

日志路径： /sdcard/Android/data/包名/files/tccc

TCCC Agent Android 端能不能支持模拟器？

发起呼叫报 408 或者 503 错误，如何处理？

// 检查登录状态

tcccSDK checkLogin new TXCallback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已登录成功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 int code  String message  

        // 登录异常，提醒用户，并且重新登陆。

        if code == 408 || code==503  

            // 网络还未恢复，重置网络。

            tcccSDK resetSip false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他平台如 IOS、Windows 有没有对应的 SDK？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79/4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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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话客服

实现一键外呼

Web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4 09:41:00

请参见 初始化SDK  

成功触发外呼后，等待对方接听，依次触发相关事件。

步骤一：初始化 SDK

注意

 后续步骤需要在 tccc.events.ready 事件成功后才能执行。

步骤二：实现点击按钮触发SDK外呼

Vue React 原生JS

<template>

    <button @click="sdkCall">一键外呼</button>

</template>

<script>

export default {

   data() {

     phoneNumber: '19999999999' // 请替换为真实外呼号码

   },

   methods: {

     sdkCall() {

        window.tccc.Call.startOutboundCall({

          phoneNumber: this.phoneNumber,

        }).then((res) => {

          this.sessionId = res.data.sessionId;

        }).catch((err) => {

          const error = err.errorMsg;

        })

     }

   }

}

</script>

外呼事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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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程序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4 09:41:00

腾讯云呼叫中心提供外呼小程序，您可以以下几种方式来打开小程序进行外呼电话：

1. 小程序内 打开小程序 进行外呼。

2. 企业微信 跳转小程序 进行外呼。

3. 自有 App 拉起小程序 进行外呼。

拉起外呼小程序需要用到以下参数。

请先记录这些参数，后文将会详细介绍具体开发方式。

介绍

效果展示

参数说明

公共参数说明

参数      值      备注   

appId wx49e8ab828096cff3 固定值

path /pages/call/call?

sdkAppId=1400000000&userId=FooOrBar@tencent.com&calleePhon

e=19999999999&calleeRemark=DisplayName&uui=HelloWorld

请将具体参数值修改为您自己的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dev/api/navigate/wx.openEmbeddedMiniProgram.html
https://developer.work.weixin.qq.com/document/path/93098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doc/oplatform/Mobile_App/Launching_a_Mini_Program/Launching_a_Mini_Progra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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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使用 wx.openEmbeddedMiniProgram  打开半屏小程序，减少二次确认步骤；接入详细指引请参考： 打开半屏小程序  

可直接点击 外呼小程序代码片段 使用，使用方式请参考 导入代码片段  

代码示例：

前提条件：

开发前需要加企微群，联系官方人员授权小程序（见该文档底部）

否则打开小程序会报错 "not allow to cross corp"

id gh_bafb4b7e104a
腾讯云呼叫中心小程序原始id，仅

App拉起小程序时使用

path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必填 备注

sdkAppId string 是 腾讯云呼叫中心应用 SDKAppID

userId string 是 座席账号，一般为邮箱格式

calleePhone string 是 需要呼叫的电话号码

calleeRemark string 否 该电话的备注文案，可替代号码显示

uui string 否 自定义参数，传入后将通过 CDR事件推送  返回

token string 否 使用 Token 方式 快速登录外呼小程序

skillGroupId string 否 指定技能组内绑定的外呼号码

callerPhoneNumber string 否 指定外呼号码

servingNumberGroupId

s
string[] 否 指定号码 ID 列表

phoneEncodeType 'number' 否 目前仅支持'number'，在开启 号码映射  时强制使用真实号码

接入方式

小程序内打开小程序进行外呼

const sdkAppId = '1400000000'

const userId = 'userid@email.com'

const calleePhone = '19999999999'

wx openEmbeddedMiniProgram

    appId: 'wx49e8ab828096cff3'

    path: `pages/call/call?sdkAppId=${sdkAppId}&userId=${userId}&calleePhone=${calleePhone}`

    success res  

        // 打开成功

    

    fail e  

        wx showToast

            icon: 'error'

            title: '打开失败'

        

    

. ({

,

,

( ) {

},

( ) {

. ({

,

,

})

}

})

企业微信里进行外呼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dev/api/navigate/wx.openEmbeddedMiniProgram.html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dev/framework/open-ability/openEmbeddedMiniProgram.html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s/KgvI8lm37xE0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dev/devtools/minicode.htm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79/6725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79/4922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79/73542#.E7.9C.9F.E5.AE.9E.E5.8F.B7.E7.A0.81.E6.98.A0.E5.B0.84.E4.B8.BA.E7.94.A8.E6.88.B7id.EF.BC.88.E5.9D.90.E5.B8.AD.E7.AB.AF.EF.BC.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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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 wx.agentConfig 注入应用的权限

2. 调用 launchMiniprogram 打开小程序

代码示例：

使用微信提供的 OpenSDK 拉起外呼小程序，请参见 App 拉起小程序功能 。

您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入微信群咨询：

const sdkAppId = '1400000000'

const userId = 'userid@email.com'

const calleePhone = '19999999999'

wx invoke 'launchMiniprogram'  

  appid : "wx49e8ab828096cff3"  

  path : `pages/call/call?sdkAppId=${sdkAppId}&userId=${userId}&calleePhone=${calleePhone}`

 function res  

    if res err_msg == "launchMiniprogram:ok"  

        // 正常

     else 

        // 错误处理

    

. ( , {

,

,

}, ( ) {

( . ) {

} {

}

})

App 内打开小程序外呼

Android 开发示例

iOS 开发示例  

https://developer.work.weixin.qq.com/document/path/94313
https://developer.work.weixin.qq.com/document/path/93098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doc/oplatform/Mobile_App/Launching_a_Mini_Program/Launching_a_Mini_Program.html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doc/oplatform/Mobile_App/Launching_a_Mini_Program/Android_Development_example.html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doc/oplatform/Mobile_App/Launching_a_Mini_Program/iOS_Development_exampl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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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4 09:41:00

呼叫相关接口函数

API 描述

call 发起通话

answer 接听来电

terminate  结束通话

sendDTMF 发送 DTMF（双音多频信号）

mute 静音

unmute 取消静音

发起呼叫和结束呼叫示例代码

TCCCTypeDef.TCCCStartCallParams callParams =new TCCCTypeDef.TCCCStartCallParams

//格式 <scheme> : <user> @<host>，如 sip:1343xxxx@1400xxxx.tccc.qcloud.com，其中1343xxxx为手机号，1400xxx

callParams to = "sip:1343xxxx@1400xxxx.tccc.qcloud.com"

// 发起通话

tcccSDK call callParams  new TXCallback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call success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 int code  String desc  

      // call error

    

// 结束通话

tcccSDK terminate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tccc.qcloud.com/assets/doc/Agent/JavaAPI/classcom_1_1tencent_1_1tccc_1_1_t_c_c_c_workstation.html#aaff86e265bd5a9b9a5f47c8a9da66aaa
https://tccc.qcloud.com/assets/doc/Agent/JavaAPI/classcom_1_1tencent_1_1tccc_1_1_t_c_c_c_workstation.html#a0af46405c2158441776812c9954e05af
https://tccc.qcloud.com/assets/doc/Agent/JavaAPI/classcom_1_1tencent_1_1tccc_1_1_t_c_c_c_workstation.html#a7b85cee7a6071154c0a901d1477a6173
https://tccc.qcloud.com/assets/doc/Agent/JavaAPI/classcom_1_1tencent_1_1tccc_1_1_t_c_c_c_workstation.html#a9f59f5fb1fa18ec5e952b32cd22e8654
https://tccc.qcloud.com/assets/doc/Agent/JavaAPI/classcom_1_1tencent_1_1tccc_1_1_t_c_c_c_workstation.html#a784e96d19003cdec2157ccaf23350948
https://tccc.qcloud.com/assets/doc/Agent/JavaAPI/classcom_1_1tencent_1_1tccc_1_1_t_c_c_c_workstation.html#a42caf46a4aa4372bb6c198e772994e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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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电话呼入

Web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4 09:41:00

请参见 初始化 SDK 。

1. 通过 tccc.on  绑定电话呼入事件 tccc.events.callIn  来监听电话呼入，获取sessionId；

2. 使用 tccc.Call.accept()  来主动接听。

参考示例代码：

初始化 SDK

注意：

 后续步骤需要在 tccc.events.ready 事件成功后才能执行。

接听方式

方式1：SDK API 接听

let sessionId  //存在公共区域，可以方便任意时候使用

// 监听电话呼入事件

window tccc on window tccc events callIn  response  => 

 // 会话呼入时触发，将该会话的sessionId存储到公共区域

  sessionId = response data sessionId

// 实现接听方法

function accept  

  if sessionId  

    window tccc Call accept  sessionId 

      then  => 

        // 接听成功，开始通话

      

      catch err => 

        // 接听失败，展示详细错误原因

        const error = err errorMsg

      

   else 

    console error '未找到需接听的会话'

  

// 之后，可以在需要的地方执行 accept() 来触发接听电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方式2：点击通话条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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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关事件

window tccc on window tccc events callIn  response  => 

  // 会话呼入时触发

window tccc on window tccc events userAccessed  response  => 

  // 座席接入

window tccc on window tccc events sessionEnded  response  => 

  // 会话结束时触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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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程序/Android/iOS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4 09:41:00

在所有移动端，都建议座席使用“手机接听”的方式，这样接听电话更加及时。可以由管理员在工作台开启手机接听配置，具体流程：

1. 登录 TCCC管理端 ，依次进入 电话客服->号码管理->白名单审批，新建申请单（可以参考文档 首次登录管理端 进行登录）。

2. 填写白名单申请单，之后等待审批通过。

3. 将需要的号码开启手机接听，依次进入 号码管理 > 编辑，在最底部开启“可用于座席手机接听”。

https://tccc.qclou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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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手机选项：

  

4. 通知座席在工作台开启手机接听：

至此，您已经完成了手机端接听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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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在线客服

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4 09:41:01

在线客服的座席端提供了 Web  和 小程序 ，可以见 效果演示 。

Web端 有两种使用方式：

1. 无需开发，座席直接登录工作台就可以使用，参考文档 方案一：无需开发直接使用

2. 将座席端集成到自有系统，参考文档 方案二：SDK 集成  

小程序端 无需开发，座席可以直接登录使用，参考文档 在线客服移动端工作台

用户端提供了两种集成方式：

1. 直接配置即可使用，无需开发，可以嵌入到任意位置

2. 集成在线客服uikit到自己系统

如果您有比较多的自定义需求，可以考虑使用第2种方式集成，否则强烈建议使用第1种方式。各个平台的集成流程可以参考以下文档：

座席端

集成用户端

集成Web/H5在线客服  

集成小程序端在线客服

在Android、iOS中集成在线客服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79/89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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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4 09:41:01

请确认已完成以下步骤：参考文档《 快速配置在线客服 》配置好在线客服（配置网站渠道）

效果如下图所示，在网页右下角展示一个客服按钮，用户点击即可与客服聊天。

您可以按以下步骤配置使用：

1. 在配置好的网站渠道中，单击接入方式。

2. 复制内嵌插件的代码。

前提条件

选择集成方式

集成方式 说明

方式一：内嵌客服按钮 无需开发，直接复制一行代码，在网页中嵌入客服按钮

方式二：直接使用链接 无需开发，直接复制链接，将链接投放到任意入口

方式三：使用UIKIT集成到自有系统  一套带界面的组件，可以集成到您自己的页面中，也可以进行二次开发

方式一：内嵌客服按钮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79/84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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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前端开发将复制好的代码放入需要嵌入的 html 中。

效果如下图所示，支持 PC 和 H5。

您可以按以下步骤配置使用：

1. 在配置好的网站渠道，单击接入方式。

2. 复制链接。

方式二：直接使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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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链接投放到您想要放的任意入口。

推荐使用 vue-cli 方式创建项目， 配置 Vue3 + TypeScript + sass。如果您尚未安装 vue-cli ，可以在 terminal 或 cmd 中采用如下方式

进行安装：

通过 vue-cli 创建项目：

依赖的选项有：

如图所示：

方式三：使用 UIKIT 集成到自有系统

开发环境要求

TypeScript

sass（sass-loader 版本 ≤ 10.1.1）

node（12.13.0 ≤ node 版本 ≤ 17.0.0, 推荐使用 Node.js 官方 LTS 版本 16.17.0）

npm（版本请与 node 版本匹配）

步骤1：创建项目

npm install -g @vue/cli@4.5.0 sass sass-loader@10.1.1

vue create chat-example

Choose Vue version

Babel

TypeScript

Router

Vuex

Css Pre-processors

Linter/For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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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项目完成后，切换到项目所在目录

通过 npm 方式下载 UIKit 组件。

在 main.ts 中，引入 chatCsVueUIKit 并抛出 App 实例。

首先，请从云呼叫中心座席工作台中获取 webAppId，具体操作可见 《快速配置》获取网页 ID ，在需要展示的页面，调用 UIKit 的组件即可使

用。

例如：在 App.vue 页面中，使用 UIKit 快速搭建聊天界面（以下示例代码同时支持 Web 端与 H5 端），代码示例如下：

cd chat-example

步骤2：下载 UIKit 组件

npm install @tencentcloud/chat-cs-vue

步骤3：修改 main.ts

import  createApp  from 'vue' 

import App from './App.vue' 

import router from './router' 

import  chatCsVueUIKit  from "@tencentcloud/chat-cs-vue" //引入uikit插件

const app = createApp App

app use router use chatCsVueUIKit mount '#app'  //安装uikit插件

export default app  //抛出app实例

{ }

{ }

( );

. ( ). ( ). ( );

;

步骤4：调用 UIKit 组件

<template>

  // webAppId 为从云呼叫中心座席工作台中获取的webAppId

  <TCCCWebChat webAppId="5d6fb071e6ebadb35673686357f9054b"></TCCCWebChat>

</template>

<script lang="ts">

import  defineComponent  from "vue"

export default defineComponent

  data  

    return 

  

{ } ;

({

() {

{};

},

});

https://www.npmjs.com/package/@tencentcloud/chat-cs-vu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79/84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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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以下命令启动项目：

在浏览器端输入编译完成后的网站地址即可。

我们在 UIKit 中提供了不同种类的 slot，便于您自定义消息的样式。slot 与消息类型的对应关系如下表所示：

message 为消息对象，用于描述一条消息具有的属性，如类型、消息的内容、所属的会话 ID 等。不同类型消息的具体结构可见 文档。 

conversation 为会话对象，用于描述会话具有的属性，如类型、消息未读计数、最新消息等。会话对象的具体结构可见 文档 

</script>

步骤5：启动项目

npm run serve

步骤6： 打开 UIKit

自定义消息样式

slot 名称 消息类型

tcccText 文本消息

tcccImage 图片消息

tcccVideo 视频消息

tcccAudio 语言消息

tcccFile 文件消息

tcccLocation 位置消息

tcccCustom 自定义消息

tcccMultiple 多 element 消息（message 中\_elements 的长度大于1的消息）

使用案例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zh-cn/Message.html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zh-cn/Convers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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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文本消息渲染的代码案例如下所示：

效果图如下所示，默认黑色文字变成了蓝色：

UIKit 提供的参数名称与参数类型的对应关系如下表所示：

<template>

  <TCCCWebChat>

    // slot名称为tcccText代表使用文本消息的插槽

    <template #tcccText="{ message,conversation }">

      // 在插槽中使用文本消息的内容渲染自定义的文本消息

      <p :style="{ color: 'blue' }">  message payload text </p>

    </template>

  </TCCCWebChat>

</template>

<script lang="ts">

import  defineComponent  from "vue"

export default defineComponent

  name: "Home"

</script>

{{ . . }}

{ } ;

({

,

});

注意：

1. slot 的参数提供了当前 message 与当前 conversation 的属性。

2. 您可以根据此案例的代码对其他类型的消息进行自定义渲染。

UIKit 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webAppId string

clientData string

userSig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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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请从云呼叫中心座席工作台中获取 WebAppId，具体操作可见 参考《快速配置》获取网页 ID。

代码示例如下：

clientData 与 userSig 的使用方法可见 App 参数对接。

代码示例如下：

hideHeader 用于强制隐藏 uikit 的页面标题。

代码示例如下：

hideHeader boolean

注意：

uikit 的参数也可以通过url参数进行传入，但是通过组件传参的优先级高于 url 参数。

webAppId

<TCCCWebChat webAppId="5d6fb071e6ebadb35673686357f9054b"></TCCCWebChat>

clientData 与 userSig

<TCCCWebChat clientData="clientData" userSig="userSig"></TCCCWebChat>

hideHeader

<TCCCWebChat :hideHeader="true"></TCCCWebCha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79/8467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79/76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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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程序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4 09:41:01

请确认已完成以下步骤：参考文档《 快速配置在线客服 》配置好在线客服（注意是配置网站渠道）

我们提供了TCCC小程序，您可以直接打开，效果如图：

您可以在自己的小程序中，使用 wx.navigateToMiniProgram 来拉起TCCC小程序。请参见微信文档： 打开另一个小程序  

代码示例：

前提条件

选择集成方式

集成方式 说明

方式一：直接打开TCCC小程序  直接打开TCCC现有的小程序

方式二：使用UIKIT集成到自有小程序  一套带界面的组件，可以集成到您自己的小程序中，也可以进行二次开发

方式一：直接打开TCCC小程序

const sdkAppId = '140xxxx'    // 请修改为自己的SDK APP ID。

const channelId = 'xxx'       // 您配置在线客服的“网站渠道”的网页ID

wx navigateToMiniProgram

  appId: 'wxf3ac5a9dfc918430'    //固定该值

  //**** path参数请参照后面的参数说明填写 ****

  path:`/pages/chat/chat?sdkAppId=${sdkAppId}&channelId=${channelId}`

  success res  

    // 打开成功

  

  fail err  

     // 打开失败

  

;

;

. ({

,

,

( ) {

},

( ) {

},

});

跳转参数说明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79/84672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dev/api/navigate/wx.navigateToMiniProgra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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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起 TCCC 联络小程序平台需要用到以下参数。 

请先记录这些参数，后文将会详细介绍具体开发方式。

效果如图所示，您可以直接将该UI组件集成到您自己的小程序：

在微信开发者工具上创建一个小程序项目，输入小程序的AppID并选择不使用模板。

参数      值      备注   

appId wxf3ac5a9dfc918430 固定值

path
/pages/chat/chat?sdkAppId={YourAppID}&channelId=

{YourChannelID}
请将具体参数值修改为您自己的

path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必填 备注

sdkAppId string 是 腾讯云呼叫中心应用 ID

channelId string 是 您配置在线客服的网站渠道的网页ID

方式二：使用UIKIT集成到自有小程序

开发环境要求

微信开发者工具

JavaScript

node（12.13.0 ≤ node版本 ≤ 17.0.0, 推荐使用 Node.js 官方 LTS 版本 16.17.0）

npm（版本请与 node 版本匹配）

TUIKit 源码集成

步骤1：创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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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开发者工具创建的小程序不会默认创建 package.json 文件，因此您需要先创建 package.json 文件。新建终端，如下： 

初始化 npm：

然后通过 npm 方式下载 TUIKit 组件：

步骤2：下载 TUIKit 组件

npm init

说明：

为了方便您后续的拓展，建议您将 TUIKit 组件复制到自己的小程序目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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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后目录结构如图所示：

构建 npm：微信开发者工具-工具-选择构建 npm：

在 page 页面引用 TUIKit 组件，为此您需要分别修改 pages/index 下的 index.wxml 和 index.json 。

参数如下表所示：

Windows 端 macOS 端

npm i @tencentcloud/chat-cs-wx

xcopy node_modules @tencentcloud chat-cs-wx . TUIKit /i /e\ \ \

步骤3：引入 TUIKit 组件

index.wxml 文件 index.json 文件

<view>

    <ChatCs id="ChatCs" webAppId="您的webAppId" sdkAppId="1400255946"></ChatCs>

</view>

参数 类型
是否

必填
含义

webApp

Id
String 是 云呼叫中心座席工作台中获取webAppId，具体操作可见《快速配置》获取网页 ID  

sdkAppI

d

Numb

er
是 云通信应用的 SDKAppID，若您没有购买IM则默认填入140025594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79/84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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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微信公众平台 > 开发 > 开发管理 > 开发设置 > 服务器域名中进行域名配置：

步骤4： UIKit 配置

1. 域名配置

将以下域名添加到 request 合法域名：

域名

https://aegis.qq.com

https://api.im.qcloud.com

https://api.tccc.qcloud.com

https://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

https://cos.ap-shanghai.myqcloud.com

https://cos.ap-shanghai.tencentcos.cn

https://events.im.qcloud.com

https://jsonschema.qpic.cn

https://test.ccclogic.pstn.avc.qcloud.com

https://test.cccweb.pstn.avc.qcloud.com

https://web.sdk.qcloud.com

https://webim.tim.qq.com

https://yun.tim.qq.com

将以下域名添加到 socket 合法域名：

域名

wss://api.tccc.qcloud.com

wss://wss.im.qcloud.com

wss://wss.tim.qq.com

将以下域名添加到 uploadFile 合法域名：

域名

https://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

https://cos.ap-shanghai.myqcloud.com

https://cos.ap-shanghai.tencentcos.cn

将以下域名添加到 downloadFile 合法域名：

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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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TCCC 云呼叫中心 > 管理端 >  在线客服 > 渠道管理 > 微信小程序 中绑定您的小程序：

绑定完成后，小程序即会出现在列表中：

1. 单击清缓存 > 全部清除。避免开发者工具的缓存造成渲染异常。

2. 单击编译。

3. 完成接入。

https://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

https://cos.ap-shanghai.myqcloud.com

https://cos.ap-shanghai.tencentcos.cn

2. TCCC管理端绑定小程序授权

注意：

这里仅仅是为了授权才绑定的小程序，上图中的“会话服务流”、“满意度评价”不会在uikit中生效，请在您配置的网站渠道中配置这两

项。

步骤5：编译小程序

https://tccc.qcloud.com/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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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 iOS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4 09:41:01

Android 和 iOS 都推荐使用 webview 嵌入 H5 的方式来集成。具体可以参考 《集成在线客服Web端》  

Android 系统的 WebView 初始功能并不具备完备的浏览器能力。在线客服网站使用了 Cookie、LocalStoreage、文件上传、文件下载 等需要

浏览器交互的功能。因此需要将以上功能在 WebView 中实现，可以参考以下代码：

MainActivity.java DownloadBlobFileJSInterface.java

package 

import Activity

import DownloadManager

import Intent

import Uri

import Build

import Bundle

import Environment

import *

import AppCompatActivity

import URL

public class MainActivity extends AppCompatActivity 

    private WebView webView

    private ValueCallback<Uri > filePathCallback

    private final int REQUEST_SELECT_FILE = 100

    @Override

    protected void onCreate Bundle savedInstanceState  

        super onCreate savedInstanceState

        setContentView R layout activity_main

        webView = findViewById R id webView

        webView setWebViewClient new WebViewClient

        webView setWebChromeClient new WebChromeClient  

            @Override

            public void onReceivedTitle WebView view  String title  

                // 这里我们使用了原生组件的Title，因此需要在View Title变化时，同步更新原生组件的Title

                super onReceivedTitle view  title

                setTitle title

            

            @Override

            public boolean onShowFileChooser WebView webView  ValueCallback<Uri > callback  FileChooserParams fileC

                // 网页中有文件上传控件时，会调用这个方法

                filePathCallback = callback

                if fileChooserParams getAcceptTypes length > 0 && fileChooserParams getAcceptTypes 0 startsWith "i

                    Intent intent = new Intent Intent ACTION_GET_CONTENT

                    intent setType "image/*"

                    intent putExtra Intent EXTRA_MIME_TYPES  new String "image/png"  "image/jpeg"  "image/gif"  "image

                    Intent chooserIntent = Intent createChooser intent  "选择图片"

                    startActivityForResult chooserIntent  REQUEST_SELECT_FILE

                 else 

com.example.myapplication;

android.app. ;

android.app. ;

android.content. ;

android.net. ;

android.os. ;

android.os. ;

android.os. ;

android.webkit. ;

androidx.appcompat.app. ;

java.ne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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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nt intent = fileChooserParams createIntent

                    Intent chooserIntent = Intent createChooser intent  "选择文件"

                    startActivityForResult chooserIntent  REQUEST_SELECT_FILE

                

                return true

            

        

        WebSettings webSettings = webView getSettings

        DownloadBlobFileJSInterface mDownloadBlobFileJSInterface = new DownloadBlobFileJSInterface this

        // DownloadManager只支持http和https协议，因此需要在这里使用mDownloadBlobFileJSInterface处理blob协议

        webView addJavascriptInterface mDownloadBlobFileJSInterface  "Android"

        webView setDownloadListener url  userAgent  contentDisposition  mimetype  contentLength  -> 

            if url startsWith "http://"  || url startsWith "https://"  

                DownloadManager.Request request = new DownloadManager.Request Uri parse url

                request allowScanningByMediaScanner

                request setNotificationVisibility DownloadManager.Request VISIBILITY_VISIBLE_NOTIFY_COMPLETED

                request setDestinationInExternalPublicDir Environment DIRECTORY_DOWNLOADS  "download"

                DownloadManager dm = DownloadManager  getSystemService DOWNLOAD_SERVICE

                dm enqueue request

             else if url startsWith "blob:"  

                String filename = url split "\\?filename=" 1

                webView loadUrl mDownloadBlobFileJSInterface getBase64StringFromBlobUrl url  filename

            

        

        // 打开LocalStorage

        webSettings setDomStorageEnabled true

        // 允许Js支持

        webSettings setJavaScriptEnabled true

        // Cookie支持

        CookieManager cookieManager = CookieManager getInstance

        cookieManager setAcceptCookie true

        cookieManager setAcceptThirdPartyCookies webView  true

        // 允许访问文件

        webSettings setAllowFileAccess true

        webSettings setAllowFileAccessFromFileURLs true

        webSettings setAllowUniversalAccessFromFileURLs true

        webSettings setAllowContentAccess true

        if Build VERSION SDK_INT >= Build VERSION_CODES JELLY_BEAN  

            webSettings setAllowFileAccessFromFileURLs true

            webSettings setAllowUniversalAccessFromFileURLs true

        

        // 加载网站(隐藏标题栏使用参数 hideHeader=true)

        webView loadUrl "https://tccc.qcloud.com/web/im/chat/?webAppId=9903496b6be2e57ad291dd2333f3ad9f&hide

    

    @Override

    protected void onActivityResult int requestCode  int resultCode  Intent data  

        super onActivityResult requestCode  resultCode  data

        if requestCode == REQUEST_SELECT_FILE  

            if filePathCallback == null  

                return

            

            if resultCode == Activity RESULT_OK  

                if data == null  

                    filePathCallback onReceiveValue new Uri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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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ePathCallback onReceiveValue WebChromeClient.FileChooserParams parseResult resultCode  data

                

             else 

                filePathCallback onReceiveValue null

            

            filePathCallback = null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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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app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7:08:57

请确认已完成以下步骤：参考文档《 快速配置在线客服 》配置好在线客服（配置网站渠道）

在HBuilderX上创建一个uni-app项目，选择Vue版本为Vue3。

前提条件

支持平台

Android

iOS

微信小程序

H5

开发环境要求

HBuilderX

Vue 3

TypeScript

sass（sass-loader 版本 ≤ 10.1.1）

node（12.13.0 ≤ node版本 ≤ 17.0.0, 推荐使用 Node.js 官方 LTS 版本 16.17.0）

npm（版本请与 node 版本匹配）

TUIKit 源码集成

步骤1：创建项目

注意：

请在项目 mianfest.json > 基础配置里边确认 Vue 版本选择。 

HBuilder 不会默认创建 package.json 文件，因此您需要先创建 package.json 文件。请执行以下命令：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79/84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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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npm  方式下载 TUIKit 并集成组件，为此您需要修改 pages.json 文件。

为了方便您后续的拓展，建议您将 TUIKit 组件复制到自己工程的 pages 目录下，在自己的项目目录下执行以下命令：

成功后目录结构如图所示：

在 page 页面引用 TUIKit 组件，为此您需要分别修改 pages/index 下的 index.vue 。

npm init -y

步骤2：下载并引入 TUIKit

npm下载 pages.json

macOS Windows

npm i @tencentcloud/chat-cs-uniapp

mkdir -p ./pages/chat-cs-uniapp && cp -r ./node_modules/@tencentcloud/chat-cs-uniapp/ ./pages/chat-cs-un

步骤3：引入 TUIKit 组件

<template>

  <ChatCs

    webAppId="您的webAppId"

    sdkAppId="1400255946"

https://www.npmjs.com/package/@tencentcloud/chat-cs-uni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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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如下表所示：

请在微信公众平台 > 开发 > 开发管理 > 开发设置 > 服务器域名中进行域名配置：

  ></ChatCs>

</template>

<script>

import ChatCs from "../chat-cs-uniapp/chat-cs-uniapp-chat.vue"

export default 

  components: 

    ChatCs

  

  data  

    return 

      title: "Hello"

    

  

  onLoad  

  methods: 

</script>

<style></style>

;

{

{

,

},

() {

{

,

};

},

() {},

{},

};

参数 类型
是否

必填
含义

webAppI

d
String 是 云呼叫中心座席工作台中获取webAppId，具体操作可见《快速配置》获取网页 ID  

sdkAppI

d

Numb

er
是 即时通信IM应用的 SDKAppID，若您没有购买IM则默认填入1400255946

步骤4： 微信小程序平台配置

1. 域名配置

将以下域名添加到 request 合法域名：

域名

https://aegis.qq.com

https://api.im.qcloud.com

https://api.tccc.qcloud.com

https://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

https://cos.ap-shanghai.myqcloud.com

https://cos.ap-shanghai.tencentcos.cn

https://events.im.qcloud.com

https://jsonschema.qpic.cn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79/84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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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TCCC 云呼叫中心 > 管理端 >  在线客服 > 渠道管理 > 微信小程序 中绑定您的小程序：

https://test.ccclogic.pstn.avc.qcloud.com

https://test.cccweb.pstn.avc.qcloud.com

https://web.sdk.qcloud.com

https://webim.tim.qq.com

https://yun.tim.qq.com

将以下域名添加到 socket 合法域名：

域名

wss://api.tccc.qcloud.com

wss://wss.im.qcloud.com

wss://wss.tim.qq.com

将以下域名添加到 uploadFile 合法域名：

域名

https://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

https://cos.ap-shanghai.myqcloud.com

https://cos.ap-shanghai.tencentcos.cn

将以下域名添加到 downloadFile 合法域名：

域名

https://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

https://cos.ap-shanghai.myqcloud.com

https://cos.ap-shanghai.tencentcos.cn

2. TCCC管理端绑定小程序授权

https://tccc.qcloud.com/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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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定完成后，小程序即会出现在列表中：

根据您需要运行的平台，选择不同的运行平台即可。

注意：

这里仅仅是为了授权才绑定的小程序，上图中的“会话服务流”、“满意度评价”不会在uikit中生效，请在您配置的网站渠道中配置这两

项。

步骤5：运行

注意：

微信小程序平台运行前，请选择运行时压缩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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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app 官方文档  提示 chooseFile  不支持 App 选择非媒体文件。故客户根据自己的需求在 插件市场  选择可用插件。

可参考插件库可用插件： iOS 上传文件插件  、 Android上传文件插件  （非官方）完成文件选择 ,并格式化数据符合文件消息数据格式要求。

可通过文件消息 createFileMessage  API 实现文件上传功能。

file 参数如下表所示：

参考示例：

常见问题

1. App 端如何实现文件消息上传？

参数 类型 含义

name String 文件名（必要）

size Number 文件大小 （必要，不能为0）

type String 文件类型 （必要）

path String 文件路径 （必要）

lastModified String 修改时间 （非不要）

    const fileData = 

      files: 

        

          name: ''  // 文件名

          size: 10  //本地文件大小

          type: 'pdf'  //文件类型

          path: ''  //本地文件路径

          lastModified: ''  // 修改时间

        

      

    

{

[

{

,

,

,

,

,

},

],

};

https://uniapp.dcloud.net.cn/api/media/file.html
https://ext.dcloud.net.cn/search?q=%E6%96%87%E4%BB%B6%E9%80%89%E6%8B%A9
https://ext.dcloud.net.cn/plugin?id=1311
https://ext.dcloud.net.cn/plugin?id=5263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zh-cn/SDK.html#createFile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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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 message = tim createFileMessage

      to: 'user1'

      conversationType: TIM TYPES CONV_C2C

      payload:  file: fileData 

    

    // 发送消息

    let promise = tim sendMessage message

    promise then function imResponse  

      // 发送成功

      console log imResponse

    catch function imError  

      // 发送失败

      console warn 'sendMessage error:'  imErro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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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音视频客服

效果展示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5 16:38:30

音频通话效果

视频通话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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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用户端音频客服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4 09:41:01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快速集成腾讯云呼叫中心音频客服，只要按照如下步骤进行配置，就可以跑通用户端的音频客服。

1. 登录 呼叫中心管理端 ，选择登录的呼叫中心 > 管理端 > 音频客服 > 技能组管理 > 添加技能组。 

2. 添加 新客服 到对应的技能组中。 

前提条件

您已 注册腾讯云  账号，并完成 实名认证 。

您已 开通云呼叫中心  服务，并创建了 云呼叫中心实例 。

集成用户端音频客服前置准备

https://tccc.qcloud.com/login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1798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362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79/48028#.E6.AD.A5.E9.AA.A41.EF.BC.9A.E5.87.86.E5.A4.87.E5.B7.A5.E4.BD.9C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79/48028#.E6.AD.A5.E9.AA.A42.EF.BC.9A.E5.88.9B.E5.BB.BA.E4.BA.91.E5.91.BC.E5.8F.AB.E4.B8.AD.E5.BF.83.E5.AE.9E.E4.BE.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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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增 IVR， 选择登录的呼叫中心 > 管理端 > 音频客服 > IVR管理 > 呼入IVR > 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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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建 IVR，在 IVR 画布左上角输入 IVR 名称，如：音频客服 IVR。根据您的场景需要拖拽 IVR 模块到画布区域合适的位置释放，连接模块并

在各个模块填写相应信息。IVR 流程必须以开始模块为第一个模块，以结束模块为最后一个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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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增配置音频入口。 选择管理端 > 渠道管理 > 配置音频入口 > 新增 ，输入音频入口名称，选择 I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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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复制音频入口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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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供了 TCCC 联络小程序平台，可以方便您在微信小程序里、企业微信里、自有 App 内打开 TCCC 联络小程序 完成音频客服。

拉起 TCCC 联络小程序平台需要用到以下参数。 

请先记录这些参数，后文将会详细介绍具体开发方式。

使用 wx.navigateToMiniProgram 拉起 TCCC 联络小程序即可，请参见 打开另一个小程序 。

代码示例：

腾讯云呼叫中心提供了多种方式集成音频客服，包括跳转到 TCCC 联络小程序平台 完成音频客服功能，同时也提供了小程序 SDK、Android 

SDK 方便开发者实现音频客服相关功能。

跳转到 TCCC 联络小程序平台

跳转参数说明

参数      值      备注   

appId wxf3ac5a9dfc918430 固定值

path /pages/call/call??sdkAppId={YourAppID}&channelId={YourChannelID} 请将具体参数值修改为您自己的

path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必填 备注

sdkAppId string 是 腾讯云呼叫中心应用 ID

channelId string 是 视频入口 ID，参考 复制音频入口 ID 。

微信小程序内进行跳转

const sdkAppId = '140xxxx'    // 请修改为自己的SDK APP ID。

const channelId = 'xxx'       // 请修改为自己的音频入口 ID

wx navigateToMiniProgram

  appId: 'wxf3ac5a9dfc918430'

  //path参数请参照前文说明填写

  path:`/pages/call/call?sdkAppId=${sdkAppId}&channelId=${channelId}`

  success res  

    // 打开成功

;

;

. ({

,

,

( ) {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dev/api/navigate/wx.navigateToMiniProgra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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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调用  wx.agentConfig  注入应用权限；

2. 调用 launchMiniprogram  打开小程序； 

详细请参考 跳转到小程序 。

使用微信提供的 OpenSDK 拉起 TCCC 联络小程序，请参见 App 拉起小程序功能 。

如果您还未申请到小程序，或者想先测试预览跳转效果。我们也提供了小程序代码片段，方便您快速跳转 TCCC 联络小程序 平台。

1. 在微信开发者工具选择项目的界面中，左侧可以选择代码片段页卡，点击右上角的导入按钮。

2. 粘贴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s/daMLfYmC7Zzl  到输入框中。 

  

  fail err  

     // 打开失败

  

},

( ) {

},

})

企业微信里发起音频客服

App 内发起音频客服

Android 开发示例

iOS 开发示例

导入代码片段

https://work.weixin.qq.com/api/doc/90000/90136/94313
https://work.weixin.qq.com/api/doc/90000/90136/93098
https://developer.work.weixin.qq.com/document/path/93114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doc/oplatform/Mobile_App/Launching_a_Mini_Program/Launching_a_Mini_Program.html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doc/oplatform/Mobile_App/Launching_a_Mini_Program/Android_Development_example.html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doc/oplatform/Mobile_App/Launching_a_Mini_Program/iOS_Development_exampl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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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导入代码后，输入你的 SDK APP ID 和 在线客服入口 ID 即可选择真机调试。运行效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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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供了小程序组件，可以方便您在小程序中快速集成音频客服。您可参考下面相关文档。

目前我们暂时还没有提供 Android 音频客服集成，如果您需要在您的 Android 移动设备或者嵌入式集成音频客服，可提工单联系我们。

小程序音频客服集成

腾讯云呼叫中心用户端小程序集成指引

腾讯云呼叫中心用户端小程序 SDK API 概览以及示例

Android 音频客服集成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79/7205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79/7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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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用户端视频客服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6:57:00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快速集成腾讯云呼叫中心视频客服，只要按照如下步骤进行配置，就可以跑通用户端的视频客服。

1. 登录 呼叫中心管理端 ，选择登录的呼叫中心 > 管理端 > 视频客服 > 技能组管理 > 添加技能组 。 

2. 添加 新客服 到对应的技能组中。 

3. 新增视频入口。 选择管理端 > 渠道管理 > 配置视频入口 > 新增 。 

前提条件

您已 注册腾讯云  账号，并完成 实名认证 。

您已 开通云呼叫中心  服务，并创建了 云呼叫中心实例  。

集成视频客服前置准备

https://tccc.qcloud.com/login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1798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362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79/48028#.E6.AD.A5.E9.AA.A41.EF.BC.9A.E5.87.86.E5.A4.87.E5.B7.A5.E4.BD.9C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79/48028#.E6.AD.A5.E9.AA.A42.EF.BC.9A.E5.88.9B.E5.BB.BA.E4.BA.91.E5.91.BC.E5.8F.AB.E4.B8.AD.E5.BF.83.E5.AE.9E.E4.BE.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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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腾讯云呼叫中心提供了多种方式集成视频客服，包括跳转到 TCCC 联络小程序平台完成视频客服功能，同时也提供了小程序 SDK、Android 

SDK 方便开发者实现视频客服相关功能。

我们提供了 TCCC 联络小程序平台，可以方便您在微信小程序里、企业微信里、自有 App 内打开 TCCC联络小程序 完成视频客服。

拉起 TCCC 联络小程序平台需要用到以下参数。 

请先记录这些参数，后文将会详细介绍具体开发方式。

复制视频入口 ID。

跳转到 TCCC 联络小程序平台

跳转参数说明

参数      值      备注   

appId wxf3ac5a9dfc918430 固定值

path /pages/video/video?sdkAppId={YourAppID}&channelId={YourChannelID} 请将具体参数值修改为您自己的

path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必填 备注

sdkAppId string 是 腾讯云呼叫中心应用 ID

channelId string 是 视频入口 ID，参见 复制视频入口 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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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wx.navigateToMiniProgram 拉起 TCCC 联络小程序即可，请参见 打开另一个小程序 。

代码示例：

1. 调用  wx.agentConfig  注入应用权限；

2. 调用 launchMiniprogram  打开小程序； 

详细请参见 跳转到小程序 。

使用微信提供的 OpenSDK 拉起 TCCC 联络小程序，请参见 App 拉起小程序功能 。

如果您还未申请到小程序，或者想先测试预览跳转效果。我们也提供了小程序代码片段，方便您快速跳转 TCCC 联络小程序 平台。

1. 在微信开发者工具选择项目的界面中，左侧可以选择代码片段页卡，点击右上角的导入按钮。

微信小程序内进行跳转

const sdkAppId = '140xxxx'    // 请修改为自己的SDK APP ID。

const channelId = 'xxx'       // 请修改为自己的视频入口ID

wx navigateToMiniProgram

  appId: 'wxf3ac5a9dfc918430'

  //path参数请参照前文说明填写

  path:`/pages/video/video?sdkAppId=${sdkAppId}&channelId=${channelId}`

  success res  

    // 打开成功

  

  fail err  

     // 打开失败

  

;

;

. ({

,

,

( ) {

},

( ) {

},

})

企业微信里发起视频客服

App 内发起视频客服

Android 开发示例

iOS 开发示例

导入代码片段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dev/api/navigate/wx.navigateToMiniProgram.html
https://work.weixin.qq.com/api/doc/90000/90136/94313
https://work.weixin.qq.com/api/doc/90000/90136/93098
https://developer.work.weixin.qq.com/document/path/93114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doc/oplatform/Mobile_App/Launching_a_Mini_Program/Launching_a_Mini_Program.html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doc/oplatform/Mobile_App/Launching_a_Mini_Program/Android_Development_example.html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doc/oplatform/Mobile_App/Launching_a_Mini_Program/iOS_Development_exampl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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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粘贴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s/daMLfYmC7Zzl  到输入框中。 

3. 导入代码后，输入您的SDK APP ID 和 在线客服入口 ID 即可选择真机调试。运行效果如下

我们提供了腾讯云呼叫中心小程序 SDK，方便您在微信小程序里集成视频客服功能。您可参考下面相关文档。

小程序视频客服集成

腾讯云呼叫中心用户端小程序集成指引

腾讯云呼叫中心用户端小程序 SDK API 概览以及示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79/7205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79/7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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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需要在您的  Android 移动设备或者嵌入式集成视频客服，可参考下面步骤。

根据实际业务需求 TCCCSimpleDemo  源码。

1. 找到并打开 Debug/src/main/java/com/tencent/debug/GenerateTestUserSig.java  文件。

2. 设置 GenerateTestUserSig.java  文件中的相关参数：

使用 Android Studio（3.5及以上的版本）打开源码工程 TCCCSimpleDemo ，单击运行即可。

基本功能如下图所示。

Android 视频客服集成

下载 SDK 和 TCCCSimpleDemo 源码

配置 TCCCSimpleDemo 工程文件

VIDEO_CHANNELID：请设置为实际的 应用配置入口 APP ID。

SDKAPPID：请设置为实际的腾讯云呼叫中心 SDKAppID。

SECRETID：请设置为实际的密钥 ID 信息。

SECRETKEY：请设置为实际的密钥 Key 信息。

注意

本文提到的生成 UserSig 的方案是在客户端代码中配置 SECRETID、SECRETKEY，该方法中 SECRETID、SECRETKEY 很

容易被反编译逆向破解，一旦您的密钥泄露，攻击者就可以盗用您的腾讯云流量，因此该方法仅适合本地跑通 TCCCSimpleDemo 和

功能调试。

正确的 UserSig 签发方式是将 UserSig 的计算代码集成到您的服务端，并提供面向 App 的接口，在需要 UserSig 时由您的 App 

向业务服务器发起请求获取动态 UserSig。更多详情请参见 创建用户数据签名 。

编译运行

Android 运行效果

呼叫中效果      接听效果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ccc-example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79/58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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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UI 可能会有部分调整更新，请以最新版为准。

Android 集成相关文档

快速跑通 Android Demo

快速集成 Android SDK

Android SDK API 概览以及示例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ccc-example-android/blob/main/QuickStartDemo.md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ccc-example-android/blob/main/QuickStartSDK.md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ccc-example-android/blob/main/api.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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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转小程序方式接入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4 09:41:01

腾讯云呼叫中心提供用户端音视频小程序，您可以直接跳转小程序或者公众号唤起小程序方式接入：

拉起云呼叫中心小程序需要用到以下参数：

path 页面类型：

视频渠道 ID：请参考 使用视频客服 。

音频渠道 ID：请参考 使用音频客服 。

在线渠道 ID：请参考 使用在线客服 。

推荐使用 wx.openEmbeddedMiniProgram  打开半屏小程序，减少二次确认步骤；接入详细指引请参考： 打开半屏小程序  

代码示例：

参数 值 备注

appI

d
wxf3ac5a9dfc918430 固定值，表示腾讯云呼叫中心SaaS小程序ID

path
/pages/call/call?

sdkAppId=1400000000&channelId=xxx
唤起参数

id gh_87f162feb200 腾讯云呼叫中心小程序原始id，仅App拉起小程序时使用

页面 备注

/pages/call/call 音频渠道页面

/pages/video/video 视频渠道页面

/pages/chat/chat 在线客服页面

渠道 ID 获取方式

小程序内打开小程序进行外呼

const sdkAppId = '140xxxx'    // 请修改为自己的sdkAppId

const channelId = 'xxx'       // 请修改为自己的渠道 ID

wx navigateToMiniProgram

  appId: 'wxf3ac5a9dfc918430'

  //path参数请参照前文说明填写

  path:`/pages/call/call?sdkAppId=${sdkAppId}&channelId=${channelId}`

  success res  

    // 打开成功

  

  fail err  

     // 打开失败

  

;

;

. ({

,

,

( ) {

},

( ) {

},

})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dev/api/navigate/wx.openEmbeddedMiniProgram.html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dev/framework/open-ability/openEmbeddedMiniProgra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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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文档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4 09:41:02

通用 API

login — 登录

参数      类型      必填      备注   

options

sdkAppId string 是 腾讯云呼叫中心应用 SdkAppId

jsCode string 是 通过 wx.login 获取

dataEnv string 否 wx.getUserProfile 的 encryptedData

dataIv string 否 wx.getUserProfile 的 iv

mobileEnv string 否 通过 button open-type="getPhoneNumber" 方式获取

mobileIv string 否 通过 button open-type="getPhoneNumber" 方式获取

checkLogin — 检查是否已登录

参数      类型      必填      备注   

options sdkAppId string 是 腾讯云呼叫中心应用 SdkAppId

import  login  checkLogin  from 'tccc-wx-sdk/login'

const sdkAppId = '1400000000'

// 登录示例代码

checkLogin  sdkAppId 

  then result  =>    

    if result       

      // 检查登录成功   

     else 

      throw new Error '登录已过期'

    

  catch  => 

    wx login

      success: { code }  => 

      // 登录tccc      

        login          

          jsCode: code        

          sdkAppId

        then  =>      

          // 登录成功   

        catch e =>   

           wx showToast  

             icon: 'error'

             title: e messag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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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呼叫 API

startCall — 发起音频通话

参数      类型      必填      备注   

options channelId string 是 IVR 入口 ID

try 

    const channelId = 'xxx'

    const  sessionId  = await this selectComponent '#tcccSdk' startCall  channelId 

 catch e  

    wx showToast  

      icon: 'error'

      title: e message

    

{

{ } . ( ). ({ })

} ( ) {

. ({

,

.

})

}

endCall — 挂断通话

this selectComponent '#tcccSdk' endCall. ( ). ();

sendDigits — 发送 DTMF（双音多频信号）

参数      类型      必填      备注   

options digits string 是 DTMF digits参数是一个字符串，可以包含字符 0-9、*、#。

this selectComponent '#tcccSdk' sendDigits options. ( ). ( )

视频呼叫 API

startSession — 发起视频通话

参数      类型      必填      备注   

options channelId string 是 IVR 入口 ID

try 

    const channelId = 'xxx'

    const  sessionId  = await this selectComponent '#tcccSdk' startSession  channelId 

 catch e  

    wx showToast  

      icon: 'error'

      title: e message

    

{

{ } . ( ). ({ })

} ( ) {

. ({

,

.

})

}

endSession — 挂断视频通话

this selectComponent '#tcccSdk' endSession. ( ). ();

switchCamera — 切换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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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electComponent '#tcccSdk' switchCamera. ( ). ();

disableCamera — 关闭摄像头

this selectComponent '#tcccSdk' disableCamera. ( ). ();

enableCamera — 开启摄像头

this selectComponent '#tcccSdk' enableCamera. ( ). ();

会话通用 API

setSoundMode — 设置声音输出方式

参数      类型      必填      备注   

soundMode 'ear' | 'speaker' string 是 speaker：扬声器，ear：听筒

muteAudio — 静音

this selectComponent '#tcccSdk' muteAudio. ( ). ();

unmnuteAudio — 取消静音

this selectComponent '#tcccSdk' unmnuteAudio. ( ). ();

通用事件

sessionStart — 会话开始

<tccc-wx-sdk bind:sessionStart="handleStart"/>

handleStart  

  wx showToast

    icon: 'success'

    title: '通话开始'

  

() {

. ({

,

})

}

accepted — 对方接听

<tccc-wx-sdk bind:accept="handleAccepted"/>

handleAccepted  

  wx showToast

    icon: 'nonce'  // 自选合适的图标

    title: '对方已接听'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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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Ended — 会话结束

<tccc-wx-sdk bind:sessionEnded="handleSessionEnded"/>

handleSessionEnded { closeBy }  

  if closeBy === 'admin'  

    wx showToast

      icon: 'none'  // 自选合适的图标

      title: '系统原因挂断'

    

   else if cloeBy === 'seat'  

    wx showToast

      icon: 'none'  // 自选合适的图标

      title: '通话结束，对方已挂断'

       

   else 

    // 挂断成功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or — 通话错误

<tccc-wx-sdk bind:error="handleError"/>

handleError error  

  wx showToast

    icon: 'error'

    title: error message || '发生错误，请重试'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