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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产品简介

Yuntel电话外呼系统软件有多个客户端，其中包括 Yuntel 手机 app，Yuntel 电

话助手，还有 Yuntel 云电话系统。

1.1. Yuntel 手机 app

Yuntel 手机 app 界面



1

1.2. Yuntel 电话助手

Yuntel 电话助手图标

Yuntel 电话助手是一款电脑端软件，可连接手机或者座机，实现电脑拨号，

来电弹屏，通话管理，通话录音，挂机短信等功能。手机上需要安装 yuntel APP

关联绑定。座机需要使用有 USB 电脑接口的电话机。

设备支持：

1、支持关联绑定 Android 智能手机（下载安装 Yuntel APP）

2、支持移动联通电信手机卡的无线话机，

3、支持 SIP 软件电话，

4、支持接网线的 ip 电话机 URL action。

Yuntel 电话助手登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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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ntel 电话助手登陆方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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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Yuntel 云电话系统

Yuntel 云电话系统图标

Yuntel 云电话系统需要结合 Yuntel 电话助手软件使用，可以实现员工坐席管

理，客户号码分配，通话记录，通话录音，统计报表，客户标记，群呼 等功能。

Yuntel 云电话系统登陆界面

（点击右上角可选择登陆方式）



4

Yuntel 云电话系统界面（通话记录）

Yuntel 云电话系统界面（数据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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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手机座席（电话助手版）

2.1. 安装、注册、登录

1. 安装

a 电脑下载并安装软件 yuntel_setup.exe

（下载链接：http://yunzhitel.com/yuntel/yuntel_setup.exe）

安装文件图标

b 手机下载安装 yuntel app

（下载方式一：手机安卓市场，或者腾讯应用宝，搜索一下 yuntel 下载安装；

下载方式二：http://1810197152.fx.sj.360.cn/qcms/view/t/detail?id=4016732）

http://yunzhitel.com/yuntel/yuntel_setup.exe）
http://1810197152.fx.sj.360.cn/qcms/view/t/detail?id=4016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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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注册

打开 yuntel 手机 app 注册

3. 登录

在电脑和手机用同个账号登陆，手机连 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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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后，电脑端显示“手机端连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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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手机设置

1. 应用权限设置

以华为手机为例：设置——应用和通知——Yuntel——权限全部打开。



9

2. 后台保持运行设置

以华为手机为例：手机管家——启动管理——Yuntel——允许后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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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米手机为例：安全中心——电池管理——右上角“设置”——应用

智能省电——yuntel——无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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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魅族手机为例：手机管家——权限管理——后台管理——yuntel——

允许后台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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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闭省电模式

以华为手机为例：手机管家——电池管理——把省电模式设置为关闭状态。

4. 录音设置（打开通话录音功能）

我们的通话录音功能是 利用 Android 手机自身的通话录音功能，我们的 APP 仅

仅是把手机上的录音文件自动上传上来，手机上需要打开自动录音功能。

以华为手机为例：拨号面板——更多——设置——通话自动录音——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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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完成

完成录音设置后，可以在 yuntel 电话助手中，记录——已拨号码查看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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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批量自动拨号

（操作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g4NjI0NjQ5Mg==.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1. 新建表格

新建表格，并把客户信息分为几列：

把文件另存为 csv 格式，保存。

2. 导入号码

批量——点+号——文件导入——选择新建的表格，自动生成外呼任务：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g4NjI0NjQ5Mg==.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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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启动自动外呼任务

点击启动任务按钮，手机就会自动挨个挨个拨打

跟进信息备注

选择通话类别

挂断

客户相关信息

（拨号时电脑屏幕右下角有弹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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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暂停任务

点击红色电话按钮，暂停任务

5. 复位未接重呼

在任务名称处用鼠标右键，点击复

位未接重呼，可以把所有未接通的

号码重新打一次。

2.4. 鼠标屏幕取号

（操作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g4NjI0NDUzNg==.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g4NjI0NDUzNg==.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17

1. 打开屏幕取号功能

打开“屏幕取号”和“划词取号”两个选项

2. 在表格中取号

鼠标左键选中表格中的号码，按住鼠标拖动一小段距离，会自动出现右下角

的框框，双击框框，即可自动拨号。

3. 在网页中取号

双击需要拨打的号码，右下角会自动弹出框框，双击弹框，即可自动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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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导入通讯录

（操作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g5ODQ1NDU4NA==.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1. 导入文件

通讯录——新建分组——填写分组名称——导入通讯录——加载 csv/xls文

件——选择 csv 列——选择分组——导入通讯录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g5ODQ1NDU4NA==.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19



20

2. 生成批量任务

批量——点+号——通讯录——选择分组——全部选择——导入。

3. 删除分组

选择分组——ctrl+A（全选）——鼠标右键——删除联系人——重启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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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挂机短信

1. 手机设置

设置——应用和通知——Yuntel——短信权限打开。

2. 短信后缀设置

设置——常规配置——昵称，改成短信后缀。

3. 短信发送设置

设置——短信设置——勾选需要发送挂断短信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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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短信内容设置

设置——短信设置——底部第一行为默认短信发送内容，内容不超过 32 个

字。

2.7. 续费

每个新注册账号可以免费试用 5 天，过后需要在淘宝或者 app 上自助缴费。

1. 淘宝下单

打开淘宝连接：https://xionggong.taobao.com/

选择需要购买的使用期限，下单后让客户在后台为使用账号延长使用时间。

https://xionggong.tao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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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手机 app 自助缴费

打开 yuntel 手机 app，点击续费——选择相应的使用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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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手机座席（销售客服版）

3.1. 登陆

1. 下载安装

下载链接：http://yunzhitel.com/yuntel/yuntel_manager.exe

（安装文件） （安装完成后）

2. 登陆

在 yuntel 手机 app 注册一个座席账号，或者由管理员分配一个账号登陆。

（软件界面）

http://yunzhitel.com/yuntel/yuntel_manager.exe


25

3.2. 导入客户

1. 新建文档

新建一个 excel 表格，把客户信息分为几列，如“客户姓名”，“电话号码”，

“公司名称”，“公司地址”等等，把文档另存为 csv 格式。

2. 导入客户信息

客户管理——导入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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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新建的 csv 文档

文档已导入到面板当中

在相应的信息栏下选择 csv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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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一个分组名称，然后点“导入通讯录”

导入成功

3.3. 自动拨号

1. 生成批量任务

选择一个分组后，点“批量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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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确定

点 OK

这样，客户的号码就导出到批量任务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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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启动和暂停

启动任务

暂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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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Yuntel 云电话系统

Yuntel 云电话系统可以查看多个电话座席的通话记录，通话录音，数据报表

等统计数据，另外还有员工坐席管理，客户号码分配，统计报表，客户标记，群

呼等功能。

4.1. 账号管理

1. 编辑账号

选择一个账号后，点击”编辑账号“按钮

账号名称，密码， 编辑完成后，

备注名称都可以编辑 点击下方”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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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通话记录

在账号管理栏，选择一个账号后，点击”通话记录“可以查看该账号近期的

通话记录。

点击上方”通话记录“栏，通过筛选，可以查看所以座席详细记录。包括通

话号码（含归属地），通话时间，铃声时长，通话录音，通话备注，通话类型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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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客户管理（资源分配）

（操作视频：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MwMDg4NDY1Mg==.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1. 新建文档

新建一个 excel 表格，把客户信息分为几列，如“客户姓名”，“电话号码”，

“公司名称”，“公司地址”等等，把文档另存为 csv 格式。

2. 导入客户信息

客户管理——导入客户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MwMDg4NDY1Mg==.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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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新建的 csv 文档

文档已导入到面板当中

在相应的信息栏下选择 csv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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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选需要被分配的座席账号

输入一个分组名称，然后点“导入通讯录”

导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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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数据报表

数据报表可以查看该管理员账号下所有座席账号的有关信息，包括账号名

称，权限，总外呼次数，总接听数，接听率，通话总时长，计费时长等等。

系统默认显示当天的统计，如果需要查询其他时间段的统计，则需要在右上

角输入具体时间，并点击

查询按钮。

1. 总次数

总外呼次数，包括接通以及未接通的号码。

2. 总接听

所有接听电话的次数。

3. 接听率

接听总数 / 总外呼次数。

4. 通话总时长

除掉彩铃时间，接通后的总时长。

5. 通话总时长

除掉彩铃时间，接通后的总时长，按秒累计。举例，01:05:26 表示通话时长

是 3926 秒。

6. 计费时长

运营商根据你的通话时长，计算通讯费用的时长，不足一分钟按一分钟来算，

按分钟累计，没有秒数。举例：1,15:17 表示 1 天 15 小时 17 分钟，累计 2357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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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批量任务（群控手机）

（群控手机视频教程：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MwMDg4NjI5Mg==.html?spm=a2h0j.11185381.listite

m_page1.5~A ）

1. 导入号码

打开批量任务栏

导入新建的客户文档，格式为 CSV。 导入完成

2. 连接手机

登录 yuntel 手机 app，并完成“手机设置”，两台手机已准备就绪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MwMDg4NjI5Mg==.html?spm=a2h0j.11185381.listitem_page1.5~A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MwMDg4NjI5Mg==.html?spm=a2h0j.11185381.listitem_page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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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需要群控的座席账号登录

和 yuntel 手机 app 连接成功

启动任务

暂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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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话状态

任务栏右侧显示本次通话的状态：

“已拨”表示本次通话被客户接听，是已接通的电话。

“未接通”表示本次通话正常呼出，客户没有接听。

“未拨通”表示电脑软件呼出信号被手机阻断了，有可能是手机卡被锁了，或者

是手机拨号权限没有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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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配置管理

“配置管理”是“客户管理”中对客户相关属性的设置。在配置管理中可以

对客户信息增加如“重要程度”“客户编号”等等的属性，或者把不需要的属性

隐藏起来。

系统已默认设置好部分客户属性，如姓名、手机、电话号码、公司、地址等。

（配置管理栏）

1. 隐藏客户属性

对于不重要的属性，可以选择隐藏起来。只需在“隐藏列”打钩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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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更新客户属性

对于部分属性，我们可以更改属性名称，更改后，点击“更新列”来完成更改。

3. 增加客户属性

增肌客户属性，只需要在属性名称填入相应信息，并选择编辑类型，有“文本输

入”和“下拉文本”两种，“下拉文本”会在批量任务中弹框出现，作为快捷选

项使用。“列内容”内填入相关下拉内容，用分号或者空格隔开。填写完成后点

击“添加列”。

4.7. 录音管理

“录音管理“栏可以选择对应员工账号近期（半年内）的通话录音进行下载。

选择对应文件夹，点击”下载录音“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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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连接 USB 话机

5.1. 连接电话线版 usb 话机

（电话线版 usb 话机）

1. usb 数据线连接到电脑

话机上有一条 usb 数据线，先连接到电脑的 usb 接口上，连接后电脑会有新硬件

提示。

2. 下载电脑软件

单机版 yuntel 电话助手的下载链接：

http://yunzhitel.com/yuntel/yuntel_setup_stand_alone_201908121417_5.2.3.0.exe

云电话版 yuntel 电话助手的下载链接：

http://yunzhitel.com/yuntel/yuntel_setup_cloud.exe

http://yunzhitel.com/yuntel/yuntel_setup_stand_alone_201908121417_5.2.3.0.exe
http://yunzhitel.com/yuntel/yuntel_setup_cloud.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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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装，登陆

安装完成

账号填 yuntel，密码不填，点击”单机版登陆”

点击右上角齿轮图标——“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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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话绑定”里，勾选“USB 有线”

软件左上角显示“话机已激活”即可使用。

5.2. 连接电信版 usb 话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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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usb 数据线连接到电脑

话机上有一条 usb 数据线，先连接到电脑的 usb 接口上，连接后电脑会有新硬件

提示。

2. 下载电脑软件

单机版 yuntel 电话助手的下载链接：

http://yunzhitel.com/yuntel/yuntel_setup_stand_alone_201908121417_5.2.3.0.exe

云电话版 yuntel 电话助手的下载链接：

http://yunzhitel.com/yuntel/yuntel_setup_cloud.exe

3. 安装，登陆

安装完成

账号填 yuntel，密码不填，点击”单机版登陆”

http://yunzhitel.com/yuntel/yuntel_setup_stand_alone_201908121417_5.2.3.0.exe
http://yunzhitel.com/yuntel/yuntel_setup_cloud.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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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右上角齿轮图标——“设置”

在“电话绑定”里，勾选“TCL 话机”

软件左上角显示“话机已激活”即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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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连接移动联通版 usb 话机

1. usb 数据线连接到电脑

话机上有一条 usb 数据线，先连接到电脑的 usb 接口上，连接后电脑会有新硬件

提示。

2. 下载电脑软件

单机版 yuntel 电话助手的下载链接：

http://yunzhitel.com/yuntel/yuntel_setup_stand_alone_201908121417_5.2.3.0.exe

云电话版 yuntel 电话助手的下载链接：

http://yunzhitel.com/yuntel/yuntel_setup_cloud.exe

3. 安装，登陆

安装完成

http://yunzhitel.com/yuntel/yuntel_setup_stand_alone_201908121417_5.2.3.0.exe
http://yunzhitel.com/yuntel/yuntel_setup_cloud.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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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填 yuntel，密码不填，点击”单机版登陆”

点击右上角齿轮图标——“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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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话绑定”里，勾选“3G 话机”

软件左上角显示“3G 话机已激活”即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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