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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 FACTORY™2.0 全栈式人工智能开放平台 

 

Bot factory（bf2020.emotibot.com）是竹间智能的全栈式人工智能开放平台，登录

bot factory，可以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 AI 解决方法。其登录界面如下： 

 

登录进入后，点击左侧的图标可以切换到不同的平台，包括机器人平台、电话机器人、

质检机器人、销售助手、坐席助手、标注平台、智能客服、NLU 平台、语音平台、文

本分析平台、智能陪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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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智能外呼/呼入功能的实现，需要借助机器人平台和电话机器人两个模版来完成的： 

⚫ 首先要在机器人平台中创建好机器人、场景，以及必要的意图训练和常用标准问题。

同时，该场景的触发条件必须是：完全符合。 

⚫ 然后在电话机器人模块创建外呼/呼入的任务，关联好对应的机器人和场景。 

 

注：本手册主要对电话机器人做详细的说明介绍，关于如何创建机器人、场景、意图、

标注问题等，可详见机器人平台手册，或 外呼快速使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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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机器人介绍 

选择左侧的电话机器人，进入电话机器人界面： 

 

电话机器人共有 dashboard、任务管理、运营管理、报表中心、配置中心 5 个模块； 

各模块的功能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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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一级） 菜单（二级） 主要功能 

Dashboard 监控面板 1、 提供实时的任务运行情况 

2、 提供外呼/呼入统计指标、呼叫热力图、对话 

任务管理 1、 任务管理 

2、 名单过滤管理 

1、 提供任务的启动、暂停和终止操作 

2、 提供任务的新增、编辑、删除操作 

3、 提供呼叫名单过滤规则设定和管理 

运营管理 1、 录音管理 

2、 语音素材管理 

1、 提供录音的管理（查询、下载和在线播放） 

2、 提供语音素材的管理 

报表中心 1、 外呼报表 

2、 通话结果流水 

1、 提供以任务/名单为维度的拨打结果的报表 

2、 提供拨打过程报表 

3、 提供通时数据报表 

4、 提供呼叫失败的明细 

5、 提供机器人场景的转化数据 

配置中心 1、 许可证管理 

2、 权限管理 

3、 短信配置 

4、 区域及拨号设置 

5、 高级选项 

6、 呼入路由及场景

参数 

1、 提供许可证设置（对企业下的用户进行授权） 

2、 提供自定义权限 

3、 配置短信接口 

4、 区域（关联了号码检查规则）及重拨选项 

5、 隐私保护（号码脱敏） 

6、 配置呼入路由和场景对应的语音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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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shboard(展板) 

1.1. 监控面板介绍 

 

监控面板全貌截图 

 

 

⚫ 顶部展示所在企业下整体的核心指标数据情况，包括： 

企业总授权数：该企业被分配到的电话机器人许可数量，数据来自授权/license 信

 息； 

机器人数量：统计该企业账号下，已创建的机器人的数量； 

场景数量：统计该企业账号下，所有场景的数量（与机器人平台的指标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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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问答数量：统计该企业账号下，所有标准问的数量（和机器人平台的指标保持

 一致）； 

当前企业用户数：统计该企业账号下，已创建的用户账号的数量； 

当前进行中通话：统计该企业账号下，当前正在进行中的通话数量； 

当前进行中任务：统计该企业账号下，当前正在进行中的任务数量； 

当前线路利用率：当前进行中通话（=在用线路）/ 当前企业下配置的线路总和（包

 含全局和私有的）。 

⚫ 同时，展板支持标准模式和夜间模式的切换。标准模式为白底，适合在 PC 访问。

夜间模式为深色背景，适合在大屏幕展示。 

⚫ 展板的多个组件支持全屏（地图）或者展开模式（任务进度、任务看板），在新的

页面进行全屏或者显示全部数据。 

⚫ 展板支持自动刷新，每隔 30s 一次； 

1.2. 接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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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分从三个纬度来展示：关键指标数据(接通数据)、客户地域分布(客户分布图)、

不同时间段段呼叫量(呼叫量（面积图）)。 

⚫ 接通数据，提供按照当天/7 天/30 天（拨打）的纬度统计的数据，包括呼出、呼入

以及呼入呼出服务总合的统计，其中： 

累计服务（人次）：所选时间范围内，外呼接通+呼入的电话总和，不除重； 

累计呼出（人次）：所选时间范围内，累计呼出的人数，不除重，不考虑是否接通； 

呼出接通率：所选时间范围内，接通的用户数/累计呼出的人数； 

呼出触达率：所选时间范围内，接通的用户中通时>10S/累计呼出人数； 

累计呼入（人次）：所选时间范围内，累计呼入的人数，不除重，不考虑是否接通； 

呼入服务完成率：所选时间范围内，呼入的电话中没有转人工的通话数量/累计呼

 入的人数； 

平均通时（秒）：所选时间范围内，所有的呼入和外呼的总时长 / 累计服务人次，

 单位 S（秒）； 

客户情绪指数：在任务看板的数据中，会计算每一通电话的客户情绪分值，通过分

类得到客户情绪指数。 

⚫ 客户分布图可以展示外呼接通客户的分布情况，默认展示全国地图，点击具体省份

可展示省份详情。呼叫量曲线图支持按照 1 天（当天）/7 天/30 天切换。任务进度

图显示所有运行中的任务情况（包括暂停的任务）； 

⚫ 客户分布图，按照（接通电话）客户号码（外呼模式为被叫号码）的归属地（区号

或者手机归属地）进行归属地区分，数据细化到标准的行政市一级（有长途区号的，

县级市这种行政单位不在罗列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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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叫量面积图可以提供当天/最近 7 天/最近 30 天的业务量展现。分 3 个维度：拨

打、接通和触达。 

⚫ 当时间维度=1 天（当天），横坐标的刻度范围为 09:00~21:00，每 15 分钟更新

一个数据点。0:00~09:00 的数据统一记录在 09:00。 21:00~23:59 的数据统一

记录在 24 点（也就是 23:59 分）。 

⚫ 当时间维度=最近 7 天，横坐标的刻度为最近 7 天（自然日）的数据。 

⚫ 当时间维度=最近 30 天时，横坐标的刻度为最近 30 天（自然日）的数据。 

1.3. 任务看板 

 

⚫ 任务看板主要显示任务中收集到的实时对话监控窗口、情绪分类、对话分类和结果

标签； 

⚫ 实时对话窗口：在打开展板页面后，如果当前有任务在进行中，且接下来有电话被

接通了，最邻近的一通电话的对话文本会被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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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 对话分类：会显示这个任务中所有接通的通话中机器人出话的分类，分类按照

AI 平台的模块来显示，包括以下：task engine 多轮对话、faq 标准问、kg 知识

图谱、chat 闲聊、intent 意图、backfil 其他； 

⚫ 客户情绪指数：按照客户回复（文字）做情绪分类，先对原始的文字情绪做分类和

分值（系统内置 22 种分类），然后把情绪归纳成 3 类：P/N/M，P 代表 Positive

（积极地，正面的），N 代表 Negative（负面的，消极的），M 代表 middle （中

间的，中立的） 

⚫ 情绪公式：  +  - } / x， y 代表情绪分，p/m/n 分别代表 3 种情

绪分类，x 代表对话轮次。 

⚫ 情绪分值和等级对照表： 

类型 情绪分值范围 

不满 -100 ~ 0 

一般 0~35（不含 35） 

较好 35~70（不含 70） 

满意 70~100 

 

⚫ 结果标签：由多轮场景决定，横坐标显示多轮场景中设定的 key，纵坐标统计 key

对应的 value 数量，按 session （通话）除重。 

注：结果标签中，已接通的对话是不会显示的，仅显示正在通话中的对话。 

 



竹间智能
®
小竹外呼

TM
产品用户手册 

竹间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14 / 80 

2. 任务管理 

 

任务管理的主要作用： 

⚫ 提供任务的建立、修改、删除、复制操作； 

⚫ 提供任务的启动、暂停和终止操作； 

⚫ 任务的搜索； 

⚫ 提供任务对应的信息查看、包括任务对应的名单、起始-结束时间，并发信息等； 

⚫ 任务运行的监控； 

2.1. 任务的建立 

⚫ 入口：电话机器人->任务管理->新建任务； 

⚫ 任务的配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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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先在机器人平台中建立机器人、场景，以及必要的意图训练和常用标准问题。

同时，该场景的触发条件必须是：完全符合。 

⚫ 在新建任务时，必须先指定执行该任务的机器人和对应的场景； 

⚫ 在建立外呼任务之前，需要在配置中心，为“机器人-场景”配置一个语音服务。

如果没有对应的配置，用户在建立任务时会出现提示，且不能成功创建任务； 

⚫ 任务名称可以自动命名，如果需要自定义任务名称，任务名称的规则是不允许重复，

任务名称可以使用包含中文、英文、数字和符号，但不允许有表情符； 

⚫ 从界面上传的呼叫名单支持 Excel 2003 以上合成的文件格式(文件格式必须

为.xlsx)，单一文件最大支持 30000 条名单，编码为 utf-8 格式。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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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之前的 excel 版本（.xls）、经 WPS 编辑和合成文件(.xls)存在兼容性问题， 

请注意检查，竹间不对此保证正常使用。 

请删除即将上传 excel 文件中没有数据的空行，有可能会导致解析名单数量有误。

如发生此类问题，只需要把没有数据的行，进行手动删除一遍即可。 

⚫ 外呼并行（外呼 AI 数），调用多少机器人来执行外呼任务。最大并行取决于系统

中（用户）分配的 AI 资源，也受限制于系统配置的线路资源。详询您的系统管理

员。 

⚫ 任务运行有效期默认为 7 天（从任务新建之日起），08:00~21:00。任务最长可以

设置 90 天的有效期，90 天的时长取自当前系统时间+90 天。任务不允许往前设置

有效期。在配置中心可以设置外呼的休息时间，同一个企业下，所有任务的运行都

会受休息时间约束，在休息时间内，任务的调度引擎会停止外呼任务，以防止在非

工作时间系统外呼产生骚扰。 

⚫ 通过管理界面创建的任务，都不会自动运行，需要手动启动。 

⚫ 任务支持预约模式。任务的运行时间设定在一个远期，设定后启动该任务，任务会

处于运行中，但是直到时间到了符合运行的时间区间，才会真正的外呼拨打。 

⚫ 针对未接通的电话，系统可以设定：（失败）自动重拨选项，需要额外配置重拨策

略。 

⚫ 默认呼叫失败重拨次数为 0，即不重拨。如用户选择重拨次数>=1，激活后面的重

拨策略，允许设定重拨间隔。最小的时间间隔为 10 分钟。 

注：目前重拨会针对以下类型，包括：1、拒接/忙线；2、关机/飞行模式；3、无

 人接听；4、拒接/用户忙线；5、未接通（其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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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号、停机的号码不能进行重拨，会被归入无效号码，界面上不提供重拨选项。 

 

⚫ 对于呼叫失败（无法接通）的名单，默认是保存至“报表中心-外呼报表-呼叫失败

明细”中，请在呼叫失败明细中查看呼叫失败的名单； 

⚫ 设置好以上外呼任务选项，点击保存，任务配置完毕； 

2.2. 任务的状态 

任务状态 状态说明 

未启用 任务新建完成之后的默认状态； 

运行中 正在进行中的任务 

暂停 任务暂停 

完成 任务完成拨打后的状态 

已终止 任务被人为终止后的状态，终止的任务无法再次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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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任务的调度规则 

规则 1 所有任务需要手动启动；超过任务运行时间，则自动暂停； 

规则 2 任务对线路的占用，遵循“先启动，先占用”，任务不区分优先级。 

规则 3 运行中的任务会占用线路资源，预约模式或者任务的休息时间，线路

资源也是被占用的。状态显示为“运行中”。只有暂停或结束状态，

才会真正释放线路资源； 

规则 4 运行中的任务，对线路的选择采取轮询方式。如果要想让机器人实现

使用不同的外呼主叫显示，需要配置多条线路（有不同的主叫号码） 

规则 5 由待启动转入失效的任务，允许重启； 

因超过任务有效时间进入失效的任务，需要修改任务的信息后才允许

重启； 

 

2.4. 查看任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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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某一条任务的任务名称区域，即可查看任务信息，此处为只读操作； 

 

 

⚫ 可以根据“任务状态”和“创建时间”来筛选任务； 

⚫ 数据说明： 

◼ 已拨打：所创建的任务中已经拨打过的名单数量； 

◼ 名单数量：所创建的任务中共需要外呼的名单数量； 

◼ 已重拨：如果任务设置了呼叫失败重拨，此处显示已重拨过的名单数量，未进

行呼叫失败重拨设置的，数据显示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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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重拨：如果任务设置了呼叫失败重拨，此处显示等待重播的名单数量，未进

行呼叫失败重拨设置的，数据显示为 0； 

◼ 待追打：如果创建任务时进行了任务追打设置，此处显示待追打的电话名单数

量；如果未进行任务追打设置，数据显示未 0； 

2.5. 查看呼叫名单 

 

⚫ 点击某一条任务的呼叫名单区域，即可查看任务对应的呼叫名单，此处为只读操作； 

2.6. 修改任务信息 

 



竹间智能
®
小竹外呼

TM
产品用户手册 

竹间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21 / 80 

 

⚫ 如需修改任务，则通过任务的操作栏，选择编辑任务，即可对任务进行修改； 

⚫ 未启动&失效的任务（状态显示为已暂停），可以修改任务的所有属性； 

⚫ 运行中的任务，不允许进行编辑修改，需暂停后操作； 

⚫ 暂停的任务，只允许修改任务的有效期、运行时间、以及并行的数量、对应的 ASR 

和 TTS 。不可修改任务对应的机器人、场景和名单； 

⚫ 需要修改场景对应的 ASR 和 TTS 服务的，请参考配置中心； 

2.7. 任务的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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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任务的操作栏，点击“实时监控”，进入任务的监控页面，即可查看到任务的进

行状态，实时展现任务的进度。 

 

⚫ 状态说明： 

◼ 通话中：表示是正在接通中的电话； 

◼ 已完成-接通：表示呼叫结果为接通，且对话已完成的电话； 

◼ 已完成-未接通：表示呼叫过，但呼叫结果为未接通的电话； 

◼ 未完成-待重拨：表示任务设置了呼叫失败重拨，第一次呼叫失败，等待重拨的

电话； 

◼ 未完成-未拨打：表示尚未进行呼叫的电话； 

2.8. 任务的复制 

针对已经完成、终止的任务可以进行“一键复制”，支持用户快速的启动任务，适用于

做测试和 demo 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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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点击任务的"一键复制"按钮时： 

⚫ 自动读取该任务基础信息：机器人，场景，外呼并行（都允许修改，同时也自动做

校验，对应机器人和场景是否存在，是否有场景配置）； 

⚫ 任务名采用自动机制，可以不用填； 

⚫ 自动加载该任务的呼叫名单（允许修改）； 

⚫ 自动读取用户的当前日期作为起始时间，结束时间为自动+7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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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读取用户的当前时间，如果早上或晚上的时间，不符合运行的开始、结束时间，

同时给出提示； 

⚫ 自动读取任务的其他设置，包括过滤规则和重拨设置； 

⚫ 用户如果不需要更改，直接点击"确定新增"，新建一个任务； 

2.9. 名单过滤管理 

⚫ 名单过滤规则的作用是在名单上传到数据库(DB) 时，按照需求进行过滤，不对已

经上传名单的任务生效； 

⚫ 路径：任务管理—名单过滤管理； 

⚫ 对现有的规则，可以进行管理（编辑、删除）； 

2.10.  新增名单过滤规则 

第一步：路径：任务管理—名单过滤管理—新增过滤规则 

 

第二步：填写过滤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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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则名称：创建过滤规则时，必须给规则命名； 

⚫ 系统默认：如勾选了系统默认，则作为全局条件，在所有任务上传名单时进行过滤； 

⚫ 过滤条件：点击“+新增过滤规则”可以添加多个过滤条件，每个过滤条件间关系

为 OR，即页面上每个灰色色块间的条件为 OR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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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滤类型：点击“+新增过滤类型”可以添加多个过滤类型，每个过滤条件间关系

为 AND，即页面上每个灰色色块内部的条件为 AND 的关系； 

 

上传名单后，系统会自动将名单和之前的拨打记录比对，将过滤规则中的名单屏蔽掉。 

 

 

 

 

 

 

2.11.  名单过滤规则说明 

过滤类型 可设置内容 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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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打结果 可选择“接通”或“未接通” 若需过滤掉之前拨打结果为已接通的

名单，可将“拨通结果”设置为“接通”。 

拨打时间区

间 

可设置之前拨打的时间区间，

时间可精确到秒 

 

若需过滤掉 6 月 1 日拨打过的电话，

则可将“拨打时间区间”设置为

“2019-06-01 00:00:00-- 

2019-06-01 23:59:59” 

通话时长 可设置之前拨打的通话时长范

围，设置内容为“时：分：秒” 

 

若要过滤掉之前拨打通话时长大于 1

分钟，小于 3 分半的电话，则可将“通

话时长”设置为“00：01：00—00：

03：30” 

拨打时间 可设置过滤最近 n 天内拨打过

的电话 

最近 1 天，代表的起止范围是：

当天（T）0 点~任务的创建时

间 

若要过滤任务创建之前 5 天拨打过的

电话，则可将“拨打时间”设置为“最

近 5 天内”，具体时间范围系统会根

据任务创建时间自动调整。 

 

情景 1： 

若要过滤掉最近 3 天内拨打过且拨打结果为接通的客户，则可以将过滤规则设置如下： 

 

情景 2： 



竹间智能
®
小竹外呼

TM
产品用户手册 

竹间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28 / 80 

若要过滤掉最近 2 天内拨打过、或者之前拨打且接通的客户，则可将过滤规则设置如下： 

 

2.12.  任务追打说明 

⚫ 任务追打，是针对已接通的电话，有两种追打情况： 

◼ 第一种是当客户在电话里表示不方便时，收集用户给出的二次追打的时间间

隔，然后自动拨出追打电话； 

◼ 第二种是在创建任务时强制给出二次追打时间间隔，当客户在通话里表示不方

便时，根据创建任务时设置的追打间隔时间来自动拨出追打电话。 

⚫ 默认任务追打设置为禁用。 

⚫ 注，任务追打设置要求在多轮场景中必须包含“callcenter_追打”和“callcenter_

追打间隔”这两个参数，其中“callcenter_追打”的值必须为“是”、“Y”或“Yes”，

“callcenter_追打间隔”单位为分钟，最小不得小于 10 分钟，最大不超过 120 分

钟。 

⚫ 当任务追打设置开启后，会关联弹出追打间隔勾选框（如下图）： 

◼ 若选择追打间隔为 0，则表示为第一种追打情况，会根据从用户那边收集的

“callcenter_追打间隔”的时间来进行自动回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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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选择追打间隔不为 0，则表示为第二种追打情况，当客户表示不方便后，追

打将根据创建任务时设置好的追打间隔时间来进行； 

 

 

在机器人平台的任务引擎中进行追打设置的说明： 

⚫ 第一步，新建场景； 

 

⚫ 第二步，当用户表示“不方便|晚些再打来”时，返回“callcenter_追打=Yes”的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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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步，如果是希望从客户那里获得追打时间，那当用户表示“不方便”后，还要

继续追问“那您什么时候方便，我再回拨给您，您可以回答 10 分钟后，20 分钟后，

30 分钟后，1 小时后，2 小时后”，当用户选择了某一个时间段回复后，比如当用

户回答了“10 分钟后”等，要返回“callcenter_时间间隔=10 分钟”； 

  

3. 运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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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查看通话录音 

第一步：点击“电话机器人”—“运营管理”—“录音管理”， 支持对呼叫的所有录

音的查看、管理，包括外呼录音和呼入录音； 

⚫ 支持按照呼叫方式筛选，方向：外呼和呼入； 

⚫ 支持外呼按照任务筛选，呼入按照场景筛选； 

⚫ 支持根据流水号、主叫号码（精准匹配）、被叫号码（精准匹配）、录音时长搜索； 

⚫ 支持根据录音的开始-结束时间搜索，默认提供最近 7 天； 

⚫ 录音数据中的主叫号码、被叫号码可按需求进行脱敏处理，不显示完整号码，保护

客户信息和隐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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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点击“播放”按钮，可以直接播放通话录音。 

点击“下载”按钮，可以下载通话录音，格式为 WAV。 

 

第三步：点击“查看日志”，可以查看通话记录的对话文本。且在日志页面，支持录音

分句回听，用户可以选择日志中的某一句来播放录音，不用听整通录音内容。目前支持

两周内的录音分句回听，超过两周的通话，其分句录音会被自动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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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批量下载录音/日志 

若需要批量下载录音或者日志，可勾选多个通话录音数据后，点击“批量下载录音”或

者“导出日志”按钮。 

 

⚫ 导出清单：即可导出勾选的录音清单，录音清单格式为：xlsx，。 

⚫ 批量下载录音：即可批量下载勾选的录音，格式为 wav。 

⚫ 导出日志：即可导出勾选的录音的通话日志，导出的日志格式为：xlsx。如果勾选

的录音记录超过 1 万条，“导出日志”按钮也依旧按照 1 万条记录的规则去导出日

志。 

3.3. 场景语音素材管理(真人语音) 

场景语音素材支持 TTS 生成和调用真人语音。 

如果想调用真人语音，需要提交事先录制好的录音文件，来替代 TTS 合成的语音，需

按照以下步骤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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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点击“电话机器人”-“运营管理”—“语音素材管理”—“场景语音素材”，

进入场景语音素材管理页； 

 

第二步：点击右上角的“新增真人语音方案”； 

 

第三步：填写信息和导入真人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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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说明 

机器人 选择录音适用的机器人 

场景 选择录音适用的场景内容 

选择文件 支持单个文件上传，也支持多个批量上传，限制一次性 50 个文

件上传 

目标格式 必须选择 RAW，不论上传的音频是什么格式，这里会将音频转为

raw 格式，方便在任务引擎中调用 

第四步：点击“确认”，则开始上传录音文件，页面右下角会提示上传进度。 

 

 

若已经上传的录音文件，需要被更换为新的录音文件，可删除录音后添加新录音；或者

为场景添加新的录音。操作步骤如下： 

第一步：在场景语音素材列表中找到需要的编辑的场景，点击“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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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若需要为该场景添加新的录音，可点击右上角“添加真人语音”，导入文件方

式同新增真人语音方案，只是机器人和场景不能更换，会自动默认为所选的场景。

 

 

第三步：若需要更改真人语音的文件名称，将鼠标移至录音文件名旁边，出现编辑按钮，

可以对文件进行重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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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若需要删除录音文件，可以点击右侧的“删除”按钮，进行单个文件删除。 

 

 

真人语音上传后，需要在“机器人平台”-“任务引擎”中（既多轮场景中），去调用

真人语音，方法如下：找到录音对应的节点，将文本删除，只保留调用录音的指令，指

令格式为：[[a.raw]]，其中 a 代表录音在语音素材管理中的命名，比如[[001.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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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一般在使用真人录音时，要避免场景中有变量，因为变量无法进行真人语音提前录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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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查看场景语音素材 

在旧版本(2.1.2 及以前)的产品中，多轮场景的 tts 的预生成，需要人手动操作。在 2.1.3

版本及后续版本中，多轮场景的 tts 预生成，不需要人为手动操作了，后台系统会在启

动外呼任务的时候，自动预生成 tts。 

但手动操作 tts 预生成的功能还保留着，查看已上传的录音和之前由人手动操作生成的

tts 的方法如下： 

第一步：点击“电话机器人”-“运营管理”—“语音素材管理”—“场景语音素材”，

进入场景列表页面，可查看所以已添加的场景语音方案； 

⚫ 机器人场景：代表语音素材适用的是哪一个场景； 

⚫ 素材数量：代表改方案内有多少条录音； 

⚫ 类型：“用户上传”表示采用事先录制好的录音文件；“TTS 生成”表示是人为手

动操作生成的 tts； 

⚫ 若 tts 是由系统自动生成的，那在前台页面是看不到记录的，“场景语音素材”显

示的都是由人为上传录音或人为手动操作生成 tts 的记录； 

 

 

第二步：选择要查看的场景，点击右边的“详情”，可查看该场景的录音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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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查看详情时，可以看到该场景下所有的录音文件。 

点击“播放”按钮，可以试听该条录音。播放录音时，在底部出现播放状态条。 

点击“删除”按钮，可以删除该条录音。删除录音时，会进行二次确认。 

 

 

3.5. 标准问答语音素材管理 

标准问答语音素材：对应 BF 平台问答管理模块，发布后的标准问答才能同步至外呼。 

标准问答语音素材分为两种方案： 

⚫ TTS 预合成：将文本预先合成 TTS 语音文件，在对话中直接调用语音文件，无需等

待 TTS 实时合成，可以提高出话速度； 

⚫ 真人语音：提交事先录制好的录音文件作为替代 TTS 实时合成； 

通过使用语音素材方案，能够减少在外呼过程中等待 TTS 实时合成语音的时间，让智能

对话过程的客户体验更好。在语音素材管理的流程中，支持在竹间的全套智能外呼方案

中使用语音素材。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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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有$global{meta_xxx}参数的语句不会合成，在外呼时，系统自动进行合成之后

再进行拨打。并且在电话拨打完成后，自动删除对应的语音文件； 

⚫ 带有[[1.raw]]的语句不会合成(本身是代表此处要调用一个已经上传的录音文件)； 

⚫ 带有{$INS}字样的参数（此参数代表机器人从实时对话中获得的变量）无法预先合

成。 

 

标准问答 TTS 预生成的动作必须由人工来操作完成，其操作步骤如下： 

第一步：点击“电话机器人”-“运营管理”—“语音素材管理”—“标准问答语音素

材”，进入标准问答语音素材列表； 

 

第二步：点击右上角的“导入标准问答方案”； 

 

第三步：选择对应的机器人和 TTS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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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导入成功后，标准问答语音素材列表中会新增机器人，点击“详情”； 

 

第五步：在详情页面，点击“同步标准问”则同步标准问答内容； 

 

第六步：同步成功后，页面会显示该机器人下所有标准问答内容，点击“一键合成”则

根据语音素材内容合成 TTS 录音； 

 

第七步：等待录音合成完成后，“播放”按钮可点击直接收听合成的 TTS 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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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步：如果想要语音回答和文字回答不一样，可将鼠标悬停在语音素材内容处，点击

编辑按钮，则可编辑语音回答的内容； 

 

第九步：如果想要用预先录制的录音文件，则可选择要使用录音文件的问题，点击“上

传替换”，上传对应的录音文件。 

 

 

 

 

如果标准问题的语音素材内容有所修改，则可以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第一步：选择需要编辑的标准问答语音素材，点击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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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点击“同步标准问”，则可以将在“机器人平台->问答管理”中修改的标准问

答内容同步，或者手动编辑某个标准问答； 

 

第三步：对于更新的标准问答，可点击“手动合成”更新问答的 TTS 合成录音。 

 

4. 报表中心  

4.1. 报表中心基础 

⚫ 路径：电话机器人-报表中心，提供了外呼报表和通话结果流水报表； 

⚫ 在外呼报表中，点击右上角可以切换报表，目前报表包括：名单表现结果报表（扩

展出通话明细和任务报告）、名单表现过程报表、呼叫失败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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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表中心的所有报表中，可实现被叫号码可进行脱敏处理，即隐藏被叫号码;(脱敏

操作路径：电话机器人->配置中心->高级选项，开启脱敏后，导出的 excel 号码也

是脱敏状态的) 

 

4.2. 名单表现结果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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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报表，支持按照“任务运行状态”的方式来筛选结果； 

⚫ 结果报表，支持按照“机器人/场景”方式来筛选结果； 

⚫ 结果报表主要展现名单的数量、拨打进度、接通、接通-转人工、触达、接通率、

触达率等数据； 

⚫ 结果报表，又包含“通时明细”和“任务报告”两中报表； 

4.3. 通时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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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名单表现结果报表”中，点击操作栏的“通时明细”，默认展示通时明细图表，

包括两种图表类型：分时段接通率折线图、分时段业务量柱状图，图表均可导出。 

◼ 分时段接通率，统计每一个小时内接通数据，比如 10:00，显示 09:01~10:00 

之间拨打电话的接通率。X 轴，默认的刻度为 08:00~21:00，如果任务的运行

时间跨日了，则也按照时间段进行统计，并且提供水平滚动条。Y 轴刻度自动。 

◼ 分时段业务量，统计每一个时间段内的接通数量，比如 10:00，显示

09:01~10:00 之间拨打电话的接通量。X 轴提供每一个时间段的拨打和接通数

据（2 个柱形），默认的刻度为 08:00~21:00，如果任务的运行时间跨日了，

则也按照时间段进行统计，并且提供水平滚动条。Y 轴刻度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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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通时明细”页面，搜索框后两个切换按钮，分别是“查看图表”和“查看明细”，

点击切换按钮“查看明细”，进入通时明细列表详情页， 

◼ 已接通的电话，显示主叫和被叫号码、呼叫方向、拨打结果、挂断方式、关断

节点、拨打次数、首播时间和接通时间； 

◼ 未进行拨打的电话数据也会在列表中显示，除显示被叫电话和呼叫方向外，其

他数据标“-”； 

 

⚫ 通时明细报表可导出，导出时会显示任务流水号。 

 

 

⚫ 拨打结果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呼叫结果 ASR 识别关键词/字 

接通 接通 

接通-转人工 针对通话过程中转了人工的电话 

无人接听 “……号码无人接听” 

“……用户无人接听” 

“……电话无人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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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接/忙线 “……号码正在通话中” 

“……用户正在通话中” 

“……电话正在通话中” 

“……号码忙线中” 

“……用户忙线中” 

“……电话忙线中” 

不在服务区 ……“电话不在服务区” 

“……用户不在服务区” 

关机/飞行模式 “……用户已关机” 

“……电话已关机” 

空号 “……号码是空号” 

“……用户是空号” 

停机 “……号码已停机” 

“……用户已停机” 

外地号码 “……外地号码……” 

“……外地手机……” 

未接通(其他原因) 以上未接通类型中所有未包含的类型（如秘书台、留言

信箱），归为其他 

内部错误 各种因为网关原因、DB 原因（偶发，且临时）导致电

话没有拨出去，归为内部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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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任务报告 

⚫ 在名单表现结果报表中，点击操作栏的“任务报告”则进入任务报告明细页面，该

页面显示已拨打且接通的电话名单及在呼叫中收集到的信息，也显示暂未开始拨打

的被叫电话名单。该明细可导出。 

 

 

⚫ 基础信息：主叫号码、被叫号码、拨打结果、通话时长、流水号； 

⚫ 同时，任务报告明细的页面提供了提示音（未接通）和通话录音（接通）直接播放； 

任务报告中各键值的排序规则： 

排序按照 数字 -> 中文 -> 英文的优先级排序，中文按照拼音字母排序。 

4.5. 名单表现过程报表 

 

⚫ 过程报表，展示拨打过程中的平均拨打次数、振铃和平均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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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效号码：包含停机和空号； 

4.6. 呼叫失败明细 

 

⚫ 包含信息：呼叫任务、方向、主叫/被叫、呼叫类型、时间 

⚫ 呼叫失败的记录可以导出为附件； 

4.7. 通话结果流水 

 

⚫ 在通话结果流水中，点击右上角可以切换报表，目前报表包括：通话结果流水和转

人工报表，默认页面显示的是通话结果流水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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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话结果流水，支持跳过任务的这个模式，而是根据电话名单来查询通话结果，方

便且直观。 

⚫ 通话结果流水支持根据呼叫方向、机器人、场景、任务、通话时间、电话、重复拨

打/来电、包含未接通等条件来进行搜索； 

◼ 呼叫方向包括外呼和呼入，默认方向为外呼； 

◼ 机器人和场景支持根据下拉列表筛选； 

◼ 任务支持输入任务名称筛选； 

◼ 通话时间默认是 7 天内，也支持 1/7/30 天以及自定义时间段筛选； 

◼ 电话：当查询方向为外呼时，电话这一栏可输入被叫号码，来进行查询；当查

询方向为呼入时，电话这一栏可输入主叫号码来查询； 

◼ 重复拨打/来电，默认为关，当打开“重复拨打/来电”时，同时有个关联选择

框：次数。可根据重复拨打/来电次数进行筛选。“重复拨打/来电”筛选功能，

主要用来筛选出 一定时间范围内，来电/拨打满足一定条件的通话记录。 

◼ 包含未接通，默认为关，即列表显示都为以接通电话，如有需要也可开启，使

得未接通明细也在列表中显示； 

 

 

⚫ 在通话结果列表中，支持在线播放录音、支持下载通话录音，也支持查看对话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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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方向为外呼时，通话结果流水支持批量勾选导出，导出又分为“仅导出通时记录”

和“导出结果记录”。 

◼ 选择“仅导出通时记录”时，系统导出的字段有：任务名、主叫、被叫、方向、

拨打结果、拨打次数、首拨时间、接通时间、通话时长、振铃时长。 

◼ 选择“导出结果记录”时，自动按照任务名进行分 sheet 进行保存，导出的文

件命名规则：结果流水+时间戳[14 位].xlsx。表头字段包含：任务名、主叫、

被叫、方向、拨打结果、接通时间、通话时长、{callcenter_xxx 字段}  。 

4.8. 转人工报表 

 

⚫ 入口：电话机器人-报表中心-通话结果流水，点击右上角切换到“转人工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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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人工报表可以按天统计每天呼入通话中转入人工坐席的通话数量和占比等数据，

方便统计和运营分析，可以了解什么情况用户会转人工，什么问题机器人没有回答，

来提高准确率。 

拦截率=（呼入数量—转人工数量）/（呼入数量—规则转人工）； 

拦截率越高表示机器人可以解答的问题越多。 

⚫ 根据对话内容的不同，将转人工的呼入电话分为以下 4 类，会统计每种类型的通

话数量和占比：  

1、用户转-无对话：通话接通后用户没有提问，而是直接要求转人工，例如：  

--  您好，这里是智能客服，有什么可以帮您？ 

--  转人工客服 

2、用户转-已识别：通话中，用户的提问机器人已经回答，但是用户依然要求转人

  工客服的情况； 

3、用户转-未识别：通话中，用户的提问机器人没有听明白，用户要求转人工客服

  的情况； 

4、规则转人工：在系统中设置了转人工规则，例如“连续 3 次无法回答用户问题

启动转人工”，当通话中出现了这种情况，即使用户没有要求转人工，机器人会自动启

动转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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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详情”可以查看不同类型的对话内容，方便运营人员查看对话详情。通话详

情报表可以导出。 

 

 

⚫ 点击“查看对话”可以查看对话日志。 

 

5. 配置中心  

配置中心是针对于企业管理员才允许使用的模块，一般用户看不到且无法操作。 

 

 

 

5.1. 用户授权(许可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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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许可证管理，可以对本企业的 AI 资源进行授权管理； 

⚫ 企业管理员可分配的资源不能超过 AI 总数，当剩余数量为 0 时，不能再进行分配。 

⚫ 在做授权时，账号是由机器人平台的 auth 接口获得，电话机器人本身不管理账号。

点击“重新获取本机上的用户列表”，将手动去获得对应的账号列表。 

⚫ 当删除掉某个用户的 AI 授权时，该用户进入电话机器人后将无法建立外呼任务。

但是可以做基本的浏览、查询操作。 

 

⚫ 如果要关闭某个用户访问某个产品的能力，需要在机器人平台进行操作，详见机器

人平台的操作文档； 

 

 

5.2. 权限管理 



竹间智能
®
小竹外呼

TM
产品用户手册 

竹间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57 / 80 

 

 

 

⚫ 在权限管理模块，管理员可以针对企业的需求，自定义创建某些角色（系统角色），

并给这些角色赋予对应的系统操作的能力； 

⚫ 在账号管理部分，企业管理员可以给某个用户分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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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其他账号（企业管理员和一般用户）在访问电话机器人时，不需要特别的设置，

就能默认访问，系统会为每一类账号都提供了默认角色，确保可实现基本的浏览访

问能力； 

⚫ 在电话机器人，用户的(账号)可以拥有多个角色，用户可以在登录后进行切换； 

⚫ 在新建角色时，角色的名称是必填项。同时，需要指定该角色的数据权限。系统默

认，企业管理员可以访问和查看所有用户的数据（包括其他企业管理员），而一般

用户只能查看自己产生的业务数据。 

⚫ 当需要某些用户能够访问其他用户的数据（比如质检组长）时，需要配置为“所有

用户数据”； 

 

5.3. 短信设置 

 

⚫ 目前短信功能一个场景中只支持一个短信模板； 

⚫ 在使用本功能之前，需提前开通短信服务，且设置完 AccessKeyID、App_Secret、

短信签名、短信模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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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机器人平台->任务流引擎”中，在需要发送短信的节点，添加一个执行动作，

做一个赋值，键位：“callcenter_发送短信”，键值：是/否。在通话结束后，系

统检测该值为“是”，会自动将手机号随调用短信接口发送，完成短信发送； 

注意：在调接口发送短信时，短信内容不会传送，外呼仅仅是“下发动作”的指令； 

默认没有提供短信发送的报表或者统计，建议在多轮里配置一个节点，进行自动展

示。如短信发送：Y。 

 

5.4. 区域及拨号设置 

 

区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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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设置提供三个设置：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不同的区域，会启用不

同的号码检查规则。 

⚫ 中国大陆：限制电话号码长度为 10~12 位（含区号的固话号码），对 11 位手机号

码开头符合:10/11/12/14/16 的情况进行提示（如果需要暂时绕开号码检查规则，

只需要把地区的设置更改为非中国大陆即可）； 

⚫ 中国台湾：暂无号码检查规则； 

⚫ 中国香港/澳门：暂无号码检查规则； 

 

自动重拨设置 

系统默认会对以下拨打结果进行自动重拨： 

⚫ 拒接/忙线； 

⚫ 无人接听； 

⚫ 关机/飞行模式； 

⚫ 不在服务区； 

⚫ 未接通(其他原因)；（注，此类型主要包括彩铃、语音信箱、来电秘书等非常规的

语音提示） 

⚫ 内部错误； 

系统不会对以下拨打结果进行重拨： 

⚫ 空号； 

⚫ 停机； 

外呼休息时间 



竹间智能
®
小竹外呼

TM
产品用户手册 

竹间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61 / 80 

⚫ 默认无休息时间； 

⚫ 允许添加 3 条休息时间； 

⚫ 休息时间是全局的，系统在休息时间期间，会暂停实际拨打，直至休息时间结束； 

⚫ 特别注意，任务在休息时间，任务状态依旧显示为“运行中”，但实际不在呼叫，

且线路资源不会释放； 

 

最长振铃   

⚫ 当被叫电话无人接听时，当振铃到最长振铃的阈值时自动挂机，同时，拨打结果置

为：无人接听； 

 

最长通话 

⚫ 当机器人对话出现异常导致通话没有自动结束(无论是主叫或是被叫挂机)，

系统在检测到该条件时，自动强制结束当前通话。 

5.5. 高级选项 

 

号码脱敏 

⚫ 可以设定是否开启“号码脱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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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码脱敏，将针对主被叫号码进行隐藏显示（号码中间为***），在导出报表时也

进行隐号（号码中间为***）处理； 

⚫ 通话方向为外呼：脱敏的是被叫号码； 

⚫ 通话方向为呼入：脱敏的是主叫号码； 

⚫ 可以设定起始位置，默认为第 4 位开始（从左往右）； 

⚫ 可以设定脱敏长度，默认为 4 位； 

5.6. 场景与呼入路由配置 

场景配置 

 

⚫ 进入到场景配置部分，需要先选择机器人，在机器人下面选择对应的场景； 

⚫ 选择对应的 ASR（从 MRCP 接口），系统会对部分 ASR 加载已有的配置参数 XML； 

（目前提供竹间ASR、华为ASR ） 

⚫ ASR 自定义参数：配置参数是加载的，用户可以自行更改的（如，为某一个场景指

定 ASR 的语言模型，以提高准确率），但是，还请请参阅 ASR 原厂商的配置，不

建议用户在无官方手册的情况下自行更改，导致配置错误； 

⚫ 选择对应的 TTS（从 MRCP 接口）； 

⚫ 输入转人工的信息，转人工信息支持 sip 协议的标识，如 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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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断：是否支持用户打断机器人播报； 

⚫ 扩展配置：扩展配置，目前是预留。 

 

呼入路由 

 

⚫ 进入到呼入配置模块； 

⚫ 新增呼入配置，需要配置以下信息：呼入网关名称、呼入服务器地址、呼入分机、

线路名称、最大呼入数、机器人、场景； 

⚫ 呼入网关名称：会从系统已经配置的网关信息获得，提供下拉选择； 

⚫ 呼入服务器地址：呼入的机器人/场景所在服务器的地址； 

⚫ 呼入分机：该信息可以是一个分机，也可以是一个（IVR 上的）接入码，也可以是

一个标准的电话号码（如，021-12345678）； 

⚫ 线路名称：设置一个线路名称； 

⚫ 最大呼入数：由于机器人匹配了对应数量的 ASR 和 TTS ，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提供

可靠的呼入服务，所以必须设置最大呼入数，超过该数值的呼入将被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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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人和场景：系统会在系统上显示所有的机器人，并在选择了具体的机器人之后，

再加载该机器人下面所有的场景。（注意，该场景只要设置了触发规则，系统就能

选到该场景，不去判断该场景是否已经编写完成） 

6. TE 语音设置 

音设置说明语 

语音设置在“机器人平台”完成的，具体路径如下： 

“机器人平台->任务引擎->任务流引擎->更多设置->语音设置”； 

  

注意：目前 TE 的语音设置主要针对对话节点 2.0，暂不支持 1.0 节点。 

语音设置，支持以下四种类型。 

⚫ 打断及打断响应（机器人自动回复）； 

⚫ 静默等待配置（含等待时长、超时反馈、挂断话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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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音检测时间（即 speech-complete-timeout，俗称 VAD）； 

⚫ VSP 设定（vendor-specific-parameters，即厂商定制参数）； 

 

场景默认设置（全局设置）-语音设置 

 

设置场景的全局语音设置，通过场景右上角的语音设置进行。 

 

6.1. 打断 

⚫ 节点的打断默认是关闭状态，用户可以选择打开，并且配置打断的响应话术； 

⚫ 响应话术用于在（真人）客户触发了打断之后，机器人给的回复话术； 

⚫ 配置的文字会经过语音合成后播报给客户听； 

⚫ 配置的文字长度受 TTS 的合成长度限制，一般建议越短约好，少于 10 个字，能保

证速度和稳定性； 

⚫ 目前语音设置里的打断是通过调用专用的解析器来实现的，适用的条件比较有限，

是固定在解析器里了，从目前已有的测试情况来看，打断响应的成功率不是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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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静默 

⚫ 静默话术主要用于（真人）客户一侧回复“你等一下，稍等一下，让我想一想……”

此类的话术，需要机器人保持暂时静默； 

⚫ 静默时长，以 ms 为单位，最大支持 60000ms（60S）； 

⚫ 静默话术，用于在到达静默时长（time-out）之后，机器人出的提示语，确认（真

人）客户是否还在线，是否方便进行后续对话； 

⚫ 静默连续超时次数，默认 3 次，可以自主设定。一般建议 1~2 次，次数太多没有

实际意义； 

⚫ 静默挂断话术，就是在因为（真人）客户没有响应时的提醒话术，然后会走到退出

节点，程序自动执行挂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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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点的静默提醒话术可以自定义配置（文字或者一段真人语音，暂时不支持添加真

人语音文件）； 

⚫ 自定义节点的静默设置时，静默的连续超时次数为 1 次； 

⚫ 真人语音文件和文字，二选一，当两个都填写的时候，那文字和真人录音都会播报； 

 

6.3. 静音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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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音检测，也叫话后检测，简称 VAD。一般用来判断说话人一句话的结束，然后

ASR 开始工作（转译）； 

⚫ VAD 一般在某些对话节点，比如，（真人）客户在回答地址（上海市…… 徐汇区……

宜山路……中间有停顿）、表达意愿时（这个……方案……我要想一想……）需要设

置的长一点，确保客户说的话不会被错误的截断，造成 ASR 转译和语义理解上的

出差； 

⚫ VAD 的设置太短往往会截断正常说话中间的停顿。设置太长，可能会造成机器人

出话响应慢。一般设置的范围在 500～1300 不等。 

⚫ 特别注意：VAD 允许设置的最大值，需要参考外呼环境中配置的 ASR，不同厂商

接受的 VAD 最大值不一样，请询问您的系统管理员来获得这一信息； 

⚫ 2.0 节点的静音检测设置，优先级会高于写在节点回复话术中的 VAD 标签（此时，

节点回复话术中的 vad 变为无效），请注意使用。 

6.4. VSP 

 

⚫ VSP: vendor-specific-parameters ，厂商定制参数，场景 VSP 参数默认为空； 

⚫ 目前仅支持使用竹间 ASR，支持在节点加载特定的模型，如数字模型，用于加强数

字的识别效果； 

⚫ 该功能为实验性功能，详询竹间的技术运维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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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标签指令 

标签指令一般用在“机器人平台-任务引擎”中，若场景中带有标签指令，标签指令的

优先级一般高于在“电话机器人”中的配置。 

7.1. DTMF（按键标签） 

指令 用途 描述 

<<DTMF:DTMF>> 侦测 DTMF 输入（支

持用户按键，主要用

于输入一些敏感信

息） 

注意: 

1、 DTMF 标签不可

和 打 断 标 签 混

用。 

2、 DTMF 标签只

做收集，不做判

断和错误次数控

制 

当场景内的对话，嵌入指令后，会启动

DTMF 侦测，而不做 ASR 辨识。 

预设位数为 1~20(不含结束位)，输入格

式为[\d*]{1,20}，结束位为#，timeout

为 5 秒（也就是说，如果 5s 内没有什么

按键输入，则提示 ASR 超时，系统输出

一个.）， 

TE 可从"用户输入文本"取得输入字符串

做判断。 

 

使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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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NDC 指令（数字指令） 

指令 用途 描述 

<<NDC:${int}>> 启用中文数字转阿

拉伯数字 

 

注意事项：*目前仅

支持竹间 

mrcp-server* 

当场景对话嵌入指令后会把 ${int} 

发到 master ，凡是『连续』大过 

${int} 这么多的中文数字就会被转

成阿拉伯数字。 

一个场景只能指定一次 

${int}：输入限制为大于等于 0 的

整数，范围：0~100 

不合规的数值则当没输入 

7.3. 随机出话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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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 用途 描述 

| 使用随机回答（可以纯文

字，或者是录音的文件名） 

注意，随机出话的文本是

不能走预合成的，必须在

对话时实时的合成。使用

录音文件名时，需要提前

把录音文件上传到对应的

机器人。 

随机文本 

感谢您的接听|谢谢您的接听|多谢

您的接听 

 

随机录音(文件名) 

[[1.raw]]|[2.raw[]] 

 

在本节点使用录音文件，录音文件

的格式为：8Khz,16bit, 单声道,raw

格式 

 

7.4. 录音文件指令 

指令 用途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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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 用途 描述 

[[a.raw]] 使用录音文件 在本节点使用录音文件，录音文件

的格式为：8Khz,16bit, 单声道,raw

格式 

支持多个录音文件，中间不带空格，

如[[1.raw]][[2.raw]] 

7.5. BARGIN 指令（允许打断指令） 

指令 用途 描述 

<<BARGEIN:${true|false}>> 这个节点是否支持

（允许客户）打断 

 

 

注意：在外呼 2.8 

以后，节点的语音

功能也可以实现打

断(依靠 NLU 解析

器实现) 

每个节点可以透过这个去个别

设置是否打断。如果没有设置则

看 API 呼叫时代入的参数为全

局默认值。 

 

注：打断功能，在被程序处理时

遵循以下的优先级。节点内的打

断标签>节点的语音设置>场景

的语音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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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预合成指令 

指令 用途 描述 

<<TEXT:${strin

g}>>[[真人语音

档档名.raw]] 

外呼前，提前产生真人

语音档。相比使用使用

TTS 合成，速度更快。 

 

 

注意：在外呼 2.8 以

后，实现了免标签写法，

只要一个句子中含有

$global{meta_xx}参

数即可在外呼前自动合

成语音文件 

会把${string}的文字加上每次外呼时带

入的变量，转成文字符串，经由 TTS 转成

音档存入竹间的 mrcp-server。 

每个 TE 的对话框节点内，可填多组，但

一定要串连成

<<TEXT:XX>>[[XX.raw]]，中间不能有

空白、换行。 

如果文字内有$global{totalMoney}这类

的变量，无法事先合成音文件，请勿使用

在指令内 

提前合成不支持$global{totalMoney}这

类的文字，长句，请拆成多句，合成速度

才快，建议一句在五十个字以内 

<<TEXT:您好！请问是$global{meta_姓

名}$global{meta_称谓}

吗？>>[[njcbk2-03-$global{meta_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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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 用途 描述 

话}.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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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VAD 指令（延长对话等候指令） 

指令 用途 描述 

<<VAD:${int}>>  设置节点的 VAD

（VAD ，用于判断

客户说完话之后的

多久为结束，通常

用于在某些场景，

客户需要多次短暂

思考之后的回答） 

VAD 即 ASR 的

Speech-Complete-Timeout 参

数，参数为 ms 毫秒，可以按场景

节点指定，比如： 

<<VAD:3000>> 

 

 

7.8. SSML 标签 

自从外呼 2.9 版本以后，支持在多轮的回复文本里加上 SSML 语法标签。目前支持以

下的语法标签： 

Break 标签，停顿标签，用法示例 <break time="500ms"/> 

Say-as 指定类型标签，用法示例</say-as>号<say-as 

interpret-as="digits">1502</say-as> 

W 标签，断句标签，用法示例 </w> 

注意事项： 

1、 支持华为TTS，在配置场景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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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用写 speak 标签 

3、除以上罗列的标签，其他标签暂未支持。参加线上使用说明。 

 

Break 标签 

<break>是空标签，不可以包含任何标签。后面跟上时间，以 ms 毫秒为单位，表示

对当前段落或句子设置停顿。 

 

 

 

Say-as 标签 

用于指示出标签内文本的信息类型，进而按照该类型的默认发音方式来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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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某些外呼时需要使用的字段，如地址，在没有门牌号、室、或者单位（如客户编

号） 作为结尾时，TTS 会念错，导致非常糟糕的播报体验。 

 

W 标签 

用于表示文本的词语结构，<w>标签仅包括文本。 

 

实际使用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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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场景/节点 回复的特殊字符兼容 

支持以下 

特殊符号：点（•）、中文双引号（“”）、英文双引号（"”）、半角减号（-）、中

文括号（）、英文括号()、书名号《》 

禁止使用（如后续发现，逐渐补充） 

箭头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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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 

附件清单 

文件名 更新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