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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文档说明 

文档目的：通过介绍产品，使阅读者对产品有详细的认知。 

阅读对象：市场销售人员、产品推广人员、客户。 

1.2文档内容 

章节 内容 

前言 章节概括、文档介绍 

云录音管理平台 介绍云录音管理平台，进行概述 

平台部署安装 介绍相关环境和安装要求 

平台使用 详细介绍平台的功能和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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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云录音管理平台 

2.1概述 

云录音管理平台是铭道公司基于全系列的录音产品开发的分布式、跨区域管理平台，实现多种

录音线路，多台设备的统一监控，平台提供模拟电话的录音监控管理，可为融合通信平台、应急调

度平台提供高质量的录音服务。该平台软件采用 B/S 架构、模块化设计，提供多级权限管理、存储

冗余、语音加密、录音数据安全等模块，全云化，灵活应对跨区域录音协同管理的需求，为用户提

供安全可靠的服务体验。 

平台具备以下特点： 

 统一管理 

铭道集中管理平台使企业可对所有分支机构进行录音，并进行统一管理，报表输出，多级权

限设置，按角色划分可管理的数据，保护数据的隐秘性。 

 可扩展性 

基于最新的可扩展构架进行软件设计，无论是单一地点的小规模部署，还是跨部门、跨区域

的多点部署，无论是专网用户还是公网用户，都可以灵活的选择适合的部署方式构建安全可

靠的录音环境。 

 高可靠性 

采用多点分离，集中部署的方案，配合录音系统，提供 N+1 的存储备份策略，满足高金融、

电信等行业客户对数据存储的安全性，每个支点都可以单独备份数据，满足录音数据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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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安全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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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主要特性 

 界面友好操作简单 

 云录音系统全系列录音产品采用全中文可视化图形界面，系统工作状态一目了然，使用起来

更简易方便。 

 使用方便 

 只需在录音系统上配置服务器地址即可接入平台操作简单方便。 

 实时监控录音系统设备的运行状态，支持录音查询，播放，下载，通道监听，异常监控。 

 支持多样数据统计，平台实时运行情况一目了然。 

 支持各类数据报表输出。 

 功能强大 

 支持各种常用录音功能，配置灵活，基本涵盖目前对录音系统的各种需求，支持多用户，多

设备同时接入平台。 

 支持多用户来电弹屏，实时在电脑端弹出记录，及时记录客户信息和沟通记录。 

 数据备份 

 提供 N+1 冗余备份策略，录音系统本地支持 1+1 数据备份，平台对录音系统本地数据可以

提供再次存储备份，N+1 模式保证录音数据的可靠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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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主要功能 

 支持多用户，多设备，多地域的统一管理。 

 支持设备实时监控，查看设备运行状态。 

 可实时监听通话、查看线路状态。 

 可对录音结果根据各种条件进行查询，如通话时间、通道、通话时长、未接听等条件查询录

音结果。 

 自动记录每个通话的时间、呼入呼出、通话时长等。 

 支持录音在线播放或下载备份播放。 

 支持对每个通道进行不同录音方式及参数的配置。 

 可计划录音时间，根据特定时间段进行录音规划。 

 支持免录名单设置，可以按照号码有选择的进行录音。 

 支持操作日志记录，重要操作可查询。 

 录音文件格式 WAV。 

 录音编码格式 ALAW（64kbps），ULAW（64kbps）,MP3(8kbps)，ADPCM(32kbps)。 

 多级权限管理，给不同账号开放不同的权限，让录音系统的录音数据更安全。 

 支持来电弹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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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平台部署安装 

3.1服务器架设 

 平台服务器部署要求： 

    1、系统需要预装 ubuntu16.04 x64 或者以上版本，必须安装好 docker 环境。 

2、平台服务器需要采用 intel i5 系列或者以上 CPU，内存预留 16G 空间，存储按照客户要

求进行配置，建议最少采用 8T 存储空间。. 

3.2平台结构 

 平台服务器可分为前台和后台两部分，前台主要是服务普通用户进行录音及设备的管理，后

台主要是为管理员服务，进行后台数据的操作及权限分配等操作。前台地址为：http://IP/yun，图

3.2.1，后台地址为：http://IP/admin，图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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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前台用户登录界面 

 

图 3.2.2 后台用户登录界面 

3.3连接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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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录音系统连接到平台 

录音系统在登录到平台前，需要进录音系统进行设置（具体录音系统的操作方式，参考《录音系统用

户手册》）  

在连接平台，需要设置的参数： 

 连接到平台：默认‘否’，若要连接平台需要选择‘是’ 

 云平台服务器地址：云录音管理平台部署的地址，需要填 IP 地址 

 平台服务端口：8431，默认设置。 

 平台校验码：在平台设备添加的时候要使用到，作为设备允许接入的鉴权。 

 连接状态：实时更新，配置成功后刷新显示‘已连接’代表云平台可以找到该录

音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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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平台使用 

4.1登录 

浏览器直接输入网址 IP/yun 访问云平台前台。 

支持的浏览器有 chrome，360 极速模式，搜狗高速浏览器，IE12 浏览器。服务端和客户端的登录界

面如图 4.1.1： 

 

图 4.1.1：登录界面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默认的用户名为 admin，密码为 123456。登录后用户可以修改登录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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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登入首页 

首页中包含当前用户的用户数，设备总数，录音总数，告警数，设备状态，呼叫类型等信息方便用户

快速处理问题和定位管理录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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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首页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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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导航菜单栏 

进入平台管理系统后显示如下，如图 4.3： 

 

图 4.3：导航栏界面 

遍历导航栏，用户可以在配置页面检查，更改和设置各种配置。 

4.3.1修改个人资料 

单击导航栏右上角的用户名称，点击修改会打开修改资料界面，如图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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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1：资料修改 

在页面中完成个人用户信息和登录密码等内容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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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首页信息 

点击首页，就可以查看录音平台主页内容，如图 4.4： 

 

图 4.4：主页信息 

4.4.1统计信息 

主页上方为用户总数，设备总数，录音总数和历史告警数等的统计信息。如图 4.4.1： 

 

图 4.4.1：设备统计信息 

4.4.2设备状态 

可实时显示各时段的告警数，呼出数，呼入数，录音总数和未接听总数。如图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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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2：设备状态 

将鼠标移至图表上会显示该时间点当下的录音，呼入、呼出、告警等总数信息，并且可以根据

用户自己需要，点击选择需要显示的内容。 

4.4.3呼叫类型 

统计所有呼叫的类型，以扇形图的形式显示呼入数，呼出数和未接来电的数量，如图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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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3：呼叫类型 

4.4.4设备分布 

在地图上显示所有上线设备在不同地区的数量，及该地区的录音总数和告警数等统计信息，如图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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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4：设备分布 

将鼠标移至不同地图的不同地区可显示该区域的设数，录音数和告警数等统计信息。 

4.4.5实时告警 

显示所有连接平台录音系统的实时告警信息，如图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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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5：实时告警 

告警的描述： 

 序号：告警的编号； 

 设备名称：告警设备的名称； 

 类型：（告警类型）分设备和 SATA，NTP 告警，DB 告警等； 

 等级：分 Error、clear、warn、info 4 个级别； 

 信息：描述具体的告警内容； 

 时间：告警产生或恢复的时间。 

4.4.6历史告警 

最近的告警在最前面，告警仅显示最近 7 条告警内容，如图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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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6：历史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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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实时数据 

点击实时数据切换到实时数据界面，实时查看设备及通道的在线工作情况。 

4.5.1实时监控 

实时显示所有在线录音系统的工作情况及通道运行状态，如图 4.5.1： 

 

图 4.5.1：实时监控 

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状态，红色表示断线，绿色为正在录音，灰色表示空闲。 

4.5.2实时告警 

显示录音设备、通道实时告警信息，如图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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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2：实时告警 

可通过选择设备名称进行实时告警查询，点击设置可以选择是否开启实时告警的功能 

4.5.3历史告警 

设备及通道所有的告警信息，可通过设备名称，告警级别，类型，开始/结束时间进行筛选，如图 4.5.3： 

 

图 4.5.3：历史告警查询 

输出报表可直接将查询结果以 excel 格式导出，点击报表即可下载。删除按钮可将该条告警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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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在线用户数 

查看每个用户的上、下线时间，统计出上次的在线时长。如图 4.5.4： 

 

图 4.5.4：在线用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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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用户管理 

点击用户管理切换到用户界面，对用户及权限进行修改和管理。 

4.6.1用户管理 

查看所有用户情况，支持新增用户，数据导入，查看，修改，删除，禁用/启用等操作。支持按照状

态或者关键词组合条件查询，如图 4.6.1： 

 

图 4.6.1：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参数： 

• 新增用户：创建新用户； 

• 数据导入：批量导入新用户； 

• 查询：按照状态或者关键词查询用户信息； 

• 查看：查看用户所有资料； 

• 禁用：禁止此用户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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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修改用户资料、密码等； 

• 删除：删除该用户。 

4.6.1.1新增用户 

点击新增用户后，弹出界面如图 4.6.1.1： 

 

图 4.6.1.1：新增用户 

新建用户必须选择角色（角色见 4.6.2 介绍），登陆账号以当前账号加@符号命名，避免账号重复，

此用户对应的权限，就是该角色的权限。 

4.6.2角色管理 

对角色进行新增，复制、查看、修改、删除操作，支持按照关键词查询角色，如图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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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2：角色管理 

4.6.2.1新增角色 

对角色进行授权，勾选此角色所拥有的权限，如图 4.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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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2.1：新增角色 

4.6.3用户检索 

支持按照开始/结束时间、禁启用状态和关键字进行用户查询，支持将查询结果输出到 Excel

表格，如图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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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3：用户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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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设备管理 

对设备进行统一的管理，可查看并修改设备的具体配置。 

4.7.1设备管理 

可查看所有设备在线状态，通道数，容量，使用率等，方便管理设备。设备离线不能修改。如图 4.7.1： 

 

图 4.7.1：设备管理 

4.7.1.1新增设备 

通过设备号新增设备，只能新增在线的设备。如图 4.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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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1.1：新增设备 

4.7.1.2修改设备信息 

对新增的设备名称可自命名，通道名称、线路号码、级别、部门可进行更改、编辑操作，如图 4.7.1.2： 

 

 

图 4.7.1.2：修改设备信息 

4.7.2部门管理 

管理当前平台下的所有部门，支持查看，修改和删除。如图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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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2：部门管理 

4.7.2.1新建部门 

新建部门的时候需要选择右上角部门菜单，选择哪个部门，新建的时候就是在这个部门下面建子部门。

新建部门需要填写该部门的地区和详细地址，方便管理部门录音设备所属区域，如图 4.7.2.1： 

 

图 4.7.2.1：新建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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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设备检索 

通过搜索和部门筛选，查看设备信息，在线离线状态，根据开始/结束时间、设备号和关键字对所有

设备进行查询，点击输出报表按钮可将查询结果以 excel 格式导出。如图 4.7.3： 

 

图 4.7.3：设备检索 

4.7.4设备日志 

查询所有设备的日志信息，根据开始/结束时间、设备号和关键词进行查询，点击输出报表按钮可将

查询结果以 excel 格式导出。如图 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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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4：设备日志 

4.8录音管理 

对录音记录进行统一管理，可以查询，监听，统计录音记录 

4.8.1录音查询 

录音查询可以根据起始时间，设备名称，呼叫类型，通话级别，通道号，主/被叫号码，录音时长等

条件组合查询。对查询结果可以进行播放，查看，转文字，修改，删除，下载，备份等操作。 

通过条件查询录音信息，右上角的部门进行通道录音的筛选，可对记录进行播放，播放需要先下载，

如果云上没有这条录音数据，设备也离线，这条录音暂时播放不了，必须设备在线才能播放和下载。 

输出报表：可以输出查询结果到 Excel 表格中。 

数据同步：点击数据同步后可将录音系统本地的录音数据与服务器录音数据同步。如图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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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1：录音查询 

4.8.2录音监听 

可根据设备名称进行筛选，点击开始监听，监听此通道的实时通话记录，在右上角部门列表筛选通道，

如图 4.8.2： 

 

图 4.8.2：录音监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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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要设备在线且为录音状态下才可进行实时监听 

4.8.3录音统计 

录音统计对每个录音通道的信息进行统计，支持按照开始/结束时间，设备名称和通道号组合条件查

询。统计结果包括呼入、呼出、未接来电、录音记录、录音总时长等信息。分别以数字，图标和明细等方

式展示，如图 4.8.3： 

 

 

图 4.8.3：录音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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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输出报表按钮可将录音统计信息以 excel 报表导出。 

4.8.4调阅统计 

调阅统计对每个用户登录次数、录音播放次数、下载次数、播放时长等信息进行统计，如图 4.8.4： 

 

图 4.8.4：调阅统计 

4.9录音转写 

4.9.1结果查询 

结果查询可以根据开始/结束时间，设备名称，呼叫类型，级别，通道号，主叫/被叫号码等条件组合

进行查询。对查询结果可以进行播放，查看，删除操作，可以通过预先设定的 AI 录音转写引擎，将录音

文件进行录音转写成文本进行保存，如图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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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1：结果查询 

点击列表里面更多打开转写结果框，转写结果支持修改和保存操作，选中相应的语句，可以播放指定

录音片段，如图 4.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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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1.1：转写结果修改和播放 

4.9.2转写配置 

根据不同的语音转写服务商对设备进行语音转写配置，点击配置，打开服务商配置修改框，如图 4.9.2： 

 

图 4.9.2：服务商配置修改 

点击操作栏中的配置，可以修改该录音设备的相关配置，配置是否自动转写，是否告警，服务商信息，

如图 4.9.2.1： 

 

图 4.9.2.1：转写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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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3敏感词设置 

可设置不同的敏感词，在转写结果中出现的敏感词汇进行标注，可以进行敏感词新增，删除，启用禁

用，打开关闭告警操作，打开告警后，有敏感词时候会收到邮件或者告警（需要在告警推送进行配置，配

置见 4.11.4），如图 4.9.3： 

 

图 4.9.3：敏感词设置 

点击重新执行检测按钮可将敏感词刷新更改，语音转写结果中的敏感词标注进行相应的更新。 

4.9.4敏感记录 

录音转录后检测到敏感词的录音记录会出现在此页面。支持播放，查看操作。如图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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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4：敏感记录 

4.9.5转写分析 

可以根据时间段对录音文件内容进行分析统计，如转写累积时长，敏感词出现的总数，敏感词出现的

录音数，如图 4.9.5： 

 

图 4.9.5：转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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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储存备份 

对所有录音备份进行统一的管理和设置。 

4.10.1备份查询 

备份查询可以根据起始时间，设备名称，呼叫类型，通话时长，通话级别，通道号等条件组合进行备

份录音查询。对查询结果可以进行播放，下载，修改，删除等操作，如图 4.10.1： 

 

图 4.10.1：备份查询 

导出报表按钮可使查询结果以 excel 报表形式导出，删除、下载和导出按钮是对某一条具体的录音数

据进行操作。 

4.10.2储存查询 

储存：就是储存上传到服务器的文件，又叫云备份，根据时间和设备名可进行对录音记录的查询。如

图 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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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2：储存查询 

导出报表按钮可使查询结果以 excel 报表形式导出，删除、下载和导出按钮是对某一条具体的录音数

据进行操作。 

4.10.3储存设置 

统一进行储存设置，储存设置内容，对所有设备生效，如图 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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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3：储存设置 

点击操作栏中的设置，打开储存设置框，可以设置是否储存，储存时间，是否告警等配置如图 4.10.3.1： 

 

图 4.10.3.1：储存设置 

点击全局设置，打开全局设置框，可以配置储存空间，已用空间，剩余空间等，如图 4.10.3.2： 

 

图 4.10.3.2：全局设置 

4.10.4上传查询 



云录音管理平台使用手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浙江铭道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第50页 共59页 

 

上传：就是将录音文件上传到 FTP，根据上传状态和设备名称进行查询，点击操作栏中的查看或者重

新上传，可以查看或者重新上传录音记录，如图 4.10.4： 

 

图 4.10.4：上传查询 

4.10.5上传设置 

统一进行上传设置，配置 FTP 地址，端口，用户名，密码和路径。上传和告警功能支持开启或者关闭，

如图 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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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5：上传设置 

4.11系统信息 

显示系统相关信息如设备分布、操作日志、告警日志及访问控制等内容。 

4.11.1电子地图 

显示所有设备的全国分布。如图 4.11.1： 

 

图 4.11.1：电子地图 

在地图上展示设备的分布情况，可根据每个点查看该区域的设备数、告警数、设备数。 

4.11.2操作日志 

查看所有操作日志，根据开始日期、结束日期和模块查询所有操作日志记录。如图 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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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2：操作日志 

输出报表可使查询结果以 excel 报表形式导出。 

4.11.3告警日志 

查看所有告警日志，根据开始时间、结束时间、部门、告警级别、告警类型进行筛选，如图 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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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3：告警日志 

输出报表可使告警日志查询结果以 excel 报表形式导出。 

4.11.4告警推送 

告警推送支持邮件和短信推送两种，点击操作栏的修改，打开设备告警配置，配置是否打开邮件和短

信告警，同时填写告警地址。如图 4.11.4： 

 

图 4.11.4：告警推送 

点击邮件告警配置，打开邮件告警框，配置 smtp 服务器，端口，用户名，密码/授权码，收件人名称，

连接安全等信息。如图 4.11.4.1： 



云录音管理平台使用手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浙江铭道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第54页 共59页 

 

 

图 4.11.4.1：邮件告警配置 

点击短信告警配置，打开短信告警配置框，配置 AAP_KEY,APP_SECRET,发送通道，模板 ID 等，该配

置项与短信模板格式相对应，如图 4.11.4.2： 

 

图 4.11.4.2：短信告警配置 

4.11.5访问控制 

访问控制是禁止某个 IP 访问平台，如图 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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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5：访问控制 

通过新增和删除两个操作进行 IP 访问权限的控制。 

4.11.6黑名单管理 

加入黑名单的号码在录音查听界面查不到录音记录，如图 4.11.6: 

 

图 4.11.6：黑名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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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弹屏管理 

4.12.1账号设置 

查看所有弹屏账号情况，根据客服名称、设备名称和状态查询账号，并进行新增，修改，删除，导入

导出，禁启用等操作。如图 4.12.1： 

 

图 4.12.1：账号设置 

4.12.2客户信息 

查看所有弹屏的客户信息，支持按照客户类型，企业名称和联系人组合条件查询，支持查看，修改，

删除，数据导入导出功能。如图 4.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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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2：客户信息 

4.12.3弹屏记录 

查看所有弹屏记录，根据开始时间、结束时间、设备名称、通道号、呼入号码进行筛选，如图 4.12.3： 

 

图 4.12.3：弹屏记录 

输出报表可使告警日志查询结果以 excel 报表形式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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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平台管理 

4.13.1上级配置 

只有设备管理用户才支持上级配置，可选择开启上级配置和设置管理密码。如图 4.13.1： 

 

图 4.13.1：设备管理用户-上级配置 

登录网址 IP/admin，用户管理界面的平台类型选择平台管理，添加平台管理用户，如图 4.13.1.1。 

 

图 4.13.1.1 添加平台管理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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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平台管理用户登录网址 IP/yun，打开界面如下，如图 4.13.1.2，点击新建添加平台地址管理员账

号密码等。支持修改和删除，点击进入打开设备管理用户界面。 

 

图 4.13.1.2：平台管理用户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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