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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质检介绍 

按照菜单（侧边栏），从上往下，质检器人提供报表管理、质检通话列表、质

检规则管理、人工质检、教材库、助手流程导航、质检分析、系统设置等 8 个

模块； 

 

菜单（一级） 菜单（二级） 主要功能 

报表管理 1、 Dashboard 

2、 坐席通话评量 

3、 统计报表 

4、 质检结果详情 

1、 提供 Dashboard 数据视图展示 

2、 提供按坐席组坐席逐级下钻的质检结果统计 

3、 提供机器质检、人工抽检等维度的报表统计 

4、 提供质检违规点详情的报表统计 

质检通话列表 1、 质检通话列表 1、 提供手动上传质检录音及随录字段的功能 

2、 提供按时间、对话内容、随录字段查询录音

质检结果功能 

3、 提供质检结果详情查看功能 

质检规则管理 1、 业务场景 

2、 质检规则 

3、 句子 

4、 语义与关键字 

5、 敏感词 

6、 人工质检规则 

1、 质检规则、业务场景的新增、编辑、删除功

能 

2、 提供质检模型维护训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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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质检 1、 我的质检任务 

2、 质检件处理 

1、 提供人工抽检任务的创建、编辑、分发、执

行功能 

2、 提供问题件、申诉件处理功能 

教材库 1、 教材审核 

2、 教材范例 

1、 提供教材查看学习功能 

2、 提供教材审核功能 

助手流程导航 1、 流程导航管理 1、 提供助手流程导航新建、编辑、删除功能 

质检分析 1、 热词分析 

2、 关联性分析 

3、 交叉分析 

4、 聚类分析 

5、 通用过滤词表 

6、 个人过滤词表 

7、 自定义热词 

1、 提供热词分析、关联性分析、交叉分析、聚

类分析等质检数据分析功能 

2、 提供过滤词表、自定义热词表等新建、编

辑、删除功能 

系统设置 1、 抽检计划设置 

2、 关联通话设定 

3、 随录字段设置 

4、 质检件设置 

5、 其他设置 

6、 教材标记管理 

1、 提供周期性人工抽检任务新建、编辑、删除

功能 

2、 提供关联通话条件新建、删除功能 

3、 提供录音随录字段项新建、删除功能 

4、 提供人工抽检、问题件、申诉件、教材审核

的处理时效限制设置功能 

5、 提供质检评分表维护功能 



竹间智能®智能质检 TM产品用户手册 

竹间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9 / 98 

 

 

 

 

 

 

 

 

 

 

 

 

 

 

 

 

 

1 报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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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Dashboard 

Dashboard 支持质检进度、质检违规率、坐席违规率、申述成功的数据统计；支持业

务场景平均得分、质检规则违规次数、坐席质检平均分输、坐席情绪评分的排名统计

显示。 

数据支持按当日、本周、本月时间范围进行统计展示。 

 

 

 

1.2 坐席通话评量 

坐席通话评量是按坐席组 – 坐席 – 坐席通话录音逐级下钻，统计展示质检评分统计

结果。 

选择起止时间条件点击查询，即可按坐席分组显示每个业务场景的平均分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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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某个坐席组的查看，即可显示该坐席组下，每个坐席的每个业务场景的平均分统

计。 

 

点击【查看】之后可查看团队不同成员在相应场景中的分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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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统计结果支持导出为 Excel 文件。 

 

点击某一个业务场景的平均分图标，可以查看该场景下，每个坐席的详细得分及违规

统计。 

 

 

 

 

 

 

点击坐席组的查看，即可显示该坐席下，每个录音的质检结果评分及质检结果变化去

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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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统计报表 

选择类别、报表类型条件点击确认，点击创建报表按钮，即可生成对应的统计报表。 

在历史报表中，可以查看历史生成的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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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报表时，可以自定义设置需要统计的随录字段项。 

 

1.4 质检结果详情 

质检结果详情包括质检明细清单和违规点统计 2 个功能。 

 

⚫ 质检明细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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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起止时间条件点击查询，即可显示符合条件录音的质检结果详情列表。内容包括

录音随录信息及质检规则违规/合规判定结果。 

 

 

⚫ 违规点统计 

选择起止时间条件点击查询，即可显示符合条件录音的违规点分布数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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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话质检列表 

2.1 语音获取和文本获取 

2.1.1 音频输入 

离线质检，从 WEB 界面上传，或者呼叫本系统提供的 API 上传，将语音客服系统的

通话录音文件输入本系统，支持单文件和批次，支持 WAV、MP3 格式的单声道及双

声道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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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文档输入 

离线质检，从 WEB 界面上传，将文字客服系统的对话文本文件输入本系统，支持单文

件和批次，并标注哪段话是客服人员说的、哪段话是客户说的。 

 

 

2.1.3 通话资料绑定 

不论语音或文字质检、每通对话都有相对应的通话资料在业务数据库中，例如座席姓

名和发话时间，这些属性都必须与通话一同输入至本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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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通话显示 

2.2.1 通话属性 

通话上传后，所有通话会以列表方式显示，列表上包含但不限于这些字段，可以基于

实现场域再增加和调整，所有字段都可用来排序和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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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关键词搜索 

每个通话的文字加入全文检索数据库，用户可以在本系统画面上输入关键词，显示出

现该关键词的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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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通话筛选 

在通话列表中可以根据通话属性来筛选要显示的通话，技术上针对本系统事先定义的

字段都要可以进行筛选，若为外部系统多的字段则只支持关键词搜索，然而实务上最

实用的筛选属性为分机、所属部门、发话时间、客户电话、成交、通话类型、严重违

规、已复检，本系统仅实现最实用的属性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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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自定义显示属性 

在通话列表中可以设定要显示在画面上的字段，除了可以精简画面，不让画面那么拥

挤，还可以针对不同需求调整使用者需要看到的字段。 

 

2.3 质检结果显示 

2.3.1 质检详情 

点击每通通话后的“查看”，可进入质检详情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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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质检结果 

页面左侧显示业务场景得分，右侧显示 ASR 转译结果及回放波形图。 

 

 

2.3.3 质检业务场景结果 

点击业务场景，可查看该场景下的质检规则结果和抓取位置。 

点击【质检结果筛选】可根据合规、一般违规、重大违规等三种结果进行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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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切换质检纪录】可查看本录音的全部业务场景。 

 

2.3.4 质检规则抓取 

点开质检规则后，查看该规则设置的详细信息，及抓取结果。 

【音轨标记】对应的是右下角音轨上的点点。 

【发起申诉件】是坐席使用，【修正质检】是质检员对机器质检结果的修正。 

具体的质检内容需要点开最下方的对话逻辑查看。 

 

以【礼貌用语】规则的质检结果为例，逻辑类型是 must。 

机器质检结果是合规，【礼貌用语-打招呼】有通话标记，表示有抓取到内容。 

点击通话标记，在右侧会有颜色标记出抓取结果：【您好】【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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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上方显示【1/2】表示句子【礼貌用语-打招呼】有 2 个关键字或语义标签，目前鼠

标点中的是其中一个。 

 

以【持续维系】规则的质检结果为例，逻辑类型是 must，机器质检结果是违规，没有

通话标记，即没有抓取到句子【持续维系-预约下次电话时间】 

 

以【3 年老用户活动介绍】规则的质检结果为例，逻辑类型是 if|then 

机器质检结果是合规，没有通话标记，即没有抓取到内容 

该条规则该条规则实际是录音中没有涉及，但由于质检规则的结果只有合规或违规，

所以 if|then 类型的规则，在不涉及的情况下也会显示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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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通话回放 

单通通话页面必须能播放、暂停、快转播放音檔，快转支持 1.2、1.4、1.6 倍，并显示

屏前播放位置和总通话长度，以几时几分几秒格式显示，仅语音通话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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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质检结果导出 

2.4.1 通话列表导出 

导出筛选后的通话列表成 CSV 和 Excel 格式，字段包含所有通话能显示的字段，以及

各通话所有质检结果。 

2.4.2 质检结果导出 

导出单通通话的音频、文本和质检结果，包含人工复检校正前与校正后的版本，质检

结果还包含触发该质检规则的句子编号，音频即为原始 WAV 档，文本支援 TXT 和

Word 格式，质检结果则支持 CSV 及 Excel 格式。 

 

3 质检规则管理 

质检规则管理分为业务场景、质检规则、句子、语义与关键字、敏感词等五个模块，

除敏感词另外四个模块之间是包含的逻辑关系，业务场景由质检规则组成，质检规则

由句子组成，句子由语义、关键字组成，敏感词是独立的一个模块。 

3.1 业务场景 

3.1.1 创建业务场景 

业务场景名称和描述可自行编辑，质检依据分为： 

全部通话：不设置条件，对全部通话进行质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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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话资料：设置通话资料对部分符合条件的通话进行质检，支持设置发话和上传时

间，以及根据其他字段设置。 

    

 

 

3.1.2 添加质检规则 

从已创建的质检规则中进行选择，点击加入后，左侧已加入中会显示，如需删除可点

击移除，选好质检规则后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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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业务场景管理 

业务场景页面展示已经创建的全部业务场景。 

如需按照某个业务场景进行质检，需要点击右上角的开关，开启后方能质检。 

如需对该场景进行编辑，点击该场景的区域即可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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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质检规则 

3.2.1 质检规则管理 

质检规则分四种：对话规则、静音规则、语速规则、抢插话规则，质检规则支持批量

导入导出。 

 

 

质检规则可以在业务场景管理页面批量导入或导出，导入导出的内容包括：对话

规则、静音规则、抢插话规则、语速规则、敏感词、质检条件、随录字段及句子、

语义关键词和人工质检规则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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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质检规则、句子、语义或关键词中，可以分别导入对应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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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静音规则 

⚫ 静音规则管理 

点击【查看】可对已经创建的规则进行调整，如需创建新规则，可点击【新增规

则】。

 

标题可编辑，重点在于规则设定： 

违规扣分、静音秒数设置、静音次数设置。 

 

 

⚫ 静音规则例外设置 

静音规则可以设置例外，支持以下两种例外： 

⚫ 静音之前，坐席或客户有说出下方其中一句 

如：静音前坐席说了“请您稍等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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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音之后，坐席有说出下方其中一句 

如：静音后坐席说了“抱歉让您久等了” 

 

3.2.3 语速规则 

⚫ 语速规则管理 

点击【查看】可对已经创建的规则进行调整，如需创建新规则，可点击【新增规

则】。 

 

标题可编辑，重点在于规则设定： 

违规扣分、语速限制。 

语速规则可以选择针对整通通话的平均语速进行检测，也可以选择对每一句话的语速

分别进行质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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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语速是区间测速，对于回访类型的通话，客户往往说的内容很少，那么完整通

话平均语速测出来的语速就不是很精确。 

3.2.4 抢插话规则 

⚫ 抢插话规则管理 

点击【查看】可对已经创建的规则进行调整，如需创建新规则，可点击【新增规

则】。 

 

标题可编辑，重点在于规则设定： 

违规扣分、重叠秒数、重叠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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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此处的抢插话包含客户抢了坐席的话。 

 

 

 

 

3.2.5 对话规则 

对话规则可以利用关键词、意图和逻辑去组合，并且关键词支持完全比对和模糊比

对，意图本来就是模糊比对了，逻辑分成两层，第一层为关键词和意图之间的逻辑，

第二层是多个第一层逻辑之间的 AND 和 OR 组合，最后再选择此质检规则是正面表列

还是负面表列，也就是符合这条质检规则的句子在对话中是应该出现的还是不该出现

的。 

 

第一层逻辑支持两种，第一种是多个关键词和意图均要出现，并且可以设定在一定距

离之内出现，限定在同一句话全部出现则距离为 0，两句话之间距离为 1，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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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是两个关键词或意图在一定距离内以前后关系出现，可以设定谁先出现谁后出

现，这两种逻辑都可以选择在整个文本的前几句出现或者在最后几句出现，才算合

规。 

第二层逻辑的 AND 或 OR 会根据正面表列或负面表列决定，正面表列搭配 AND；负

面表列搭配 OR，如果是正面表列，代表质检规则规定的都是应该出现的，则全部关键

词和意图都要依照第一层逻辑出现才算合规，也就是 AND；如果是负面表列，代表质

检规则规定的都是不该出现的，则全部关键词和意图只要有一个依照第一层逻辑出现

的就算违规，也就是 OR。 

 

 

 

 

⚫ 对话规则管理 

对话规则的标题和描述可自行编辑，点击确认后进入规则设定和对话逻辑设定页面。 

 

正面表列：出现才算合规，即不出现就是违规，可设置违规扣分，也可设置合规加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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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表列：出现就算违规，即不出现就是合规，可设置违规扣分，也可设置合规加

分。 

 

 

对话规则中，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 必须说的话，说了才合规，合规不加分，不说就违规，违规要扣分，适用：

正面表列-回访话术、正面表列-正确话术。 

2) 可以说的话，说了算合规，合规就加分，不说就违规，违规不扣分，适用：

正面表列-加分项。 

3) 不能说的话，说了就违规，违规要扣分，不说算合规，合规不加分，适用：

负责表列-错误话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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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逻辑是坐席与客户的一串连续对话，也可以只是坐席或客户的话。 

可设置该对话逻辑的重复次数，默认不设置代表：此对话逻辑重复一次以上才合规如

当坐席通话中多次说到某个词才算违规，此时就需要设置重复次数，如质检规则的判

断标准是多次出现语气词。 

 

 

⚫ 对话逻辑管理 

对话逻辑支持的按照角色和逻辑类型组合进行质检，同时支持设置不同句子群组之间

的距离 

句子群组：按角色划分，由几种表达方式不同的句子组成，句子之间是或的关系 

需要设置距离的场景： 

1) 如果一段话术很长，坐席说一句就被客户打断一次，坐席可能要分几句才能

表达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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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客户说了 XX，坐席紧接着就要说 XX。 

3) 某个话术要出现在通话的某个位置，如开头语要出现在通话开头；注意，首

个句子群组是（如果说出）的逻辑类型，无法设置距离（位置），只有（必

须说出）才能设置位置。 

4) 开头语或结束语可以设置句数条件（几句之内），也可以设置时间条件（几

分几秒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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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支持的逻辑类型： 

⚫ 如果说出|一定要说。 

例：如果客户说：我要投诉，坐席一定要说致歉话术。 

⚫ 如果说出|一定要说|再说出。 

⚫ 如果说出|一定要说|还有说出（再说出可以设置距离，还有说出前后的句子不

限制顺序，所以不能设置距离）。 

⚫ 如果说出|一定不能说。 

例：如果客户说出：敏感词，客服一定不能说：是的。 

⚫ 必须说出。 

例：客户必须说出：我要表扬你，才算合规。 

⚫ 必须说出|再说出。 

例：回访话术都是此类型的逻辑。 

⚫ 必须说出|还有说出（再说出可以设置距离，还有说出前后的句子不限制顺

序，所以不能设置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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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质检规则测试 

质检规则测试功能可以建立标准的测试数据集，通过标准的测试数据集，对已经配置

好的质检规则进行测试，验证质检规则是否能够正确命中对应的质检点。可以通过测

试任务反复对质检规则进行测试，并生成测试报告。质检规则测试的结果只作为质检

规则测试的结果输出，不会计入统计报表。 

 

在质检规则页面，点击前往规则测试集，进入质检规则测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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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档案管理中可以上传简历标准的测试数据集 

 

 

通过建立测试任务，可以选择要测试的质检规则及使用的测试数据（语音或文本对

话），并可以预设每个规则的预期结果（违规/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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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结束后，系统会自动生成测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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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句子 

质检规则由句子群组组成，句子群组由句子组成，在创建质检规则的时候可以创建句

子，也可以先创建句子。 

句子可以设置分类，已经创建的句子会展示在此模块。 

当有内容更新，需要点击【训练质检模型】训练。 

 

 

句子由关键字和语义组成，可以只有关键字，也可以只有语义，但是一个句子最多只

会有一个语义。 

关键字：必须要出现的词或词组。 

语义：一句话要表达的意思，长度较长。 

此处创建的关键字和语义仅是标签，关键字和语义的训练数据要在【语义与关键字】

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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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关键字与语义 

语义与关键字，包含语义、关键字两种类型标签的训练数据，支持按照类型筛选，也

支持输入标签名称搜寻。 

当有训练数据更新，需要点击【训练质检模型】重新训练。 

如需对某个标签的训练数据进行调整，可点击【编辑】进行增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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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标签页面。 

对该标签的训练语料进行添加、改动、删除。 

 

 

3.5 敏感词 

点击敏感词，进入敏感词设置页面。 

敏感词可以设置分类，点击图一“设置”可以创建新分类并命名，或删除已有分类 

如无需设置分类，可直接在未分类下创建敏感词，点击图一“创建敏感词”添加敏感

词，进入图二，对该敏感词进行规则设定，如创建敏感词：钱，设置违规扣 1 分，点

击“确定”，进入敏感词的例外设定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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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词有例外设定的功能，即当坐席在以下任一情况说了敏感词也不算违规，目前支

持三种例外情况的设置： 

1) 在敏感词出现之前，客户有说出以下句子 

2) 通话资料包含以下资料 

3) 坐席说出以下句子中包含敏感词 

 

 

例外 2：通话资料包含以下资料。 

与另外 2 个例外设定不同，该条例外支持按照随录字段设定。 

如“收益”在回访话术中说到就不算违规。 

设置方法：在其他通话资料中选择回访业务——点击新增——在输入框中填写随录字

段——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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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人工质检规则 

人工质检规则只应用在人工抽检中，规则被编辑后，不需要重新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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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新增规则或编辑，进入人工质检规则设置页面。 

 

人工质检规则可以设置规则名称、描述、扣除\加分分数、评分点说明。 

4 人工质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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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质检支持对机器质检的结果做人工抽检，以进一步增加质检结果的准确性。包含

我的质检任务和质检件处理两个模块。支持创建抽检任务、处理质检任务、发起问题

件、发起申诉件、标记教材、发起标注、查看回访详情等操作。 

4.1 我的质检任务 

4.1.1 创建抽检任务 

⚫ 任务创建 

 

 

 

 

 

在我的任务页面，点击“创建抽检任务“，打开任务设定弹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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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设定的内容有抽检任务名称和通话数量设定，范围条件设定为可选项。 

其中抽检范围条件中其他条件可点击并在下拉框中选择需要新增的随录字段，点击新

增后即可进入抽检范围的条件筛选中。 

抽检通话数量仅支持整数输入，当抽检范围中的通话数量不足设定的数量时，会提示

相应的错误信息，同时将能取到的数据用于创建抽检任务 

 

 

⚫ 对任务的操作 

任务创建完成后可执行的操作有：生效、取消生效、编辑、删除、查看、指派抽检人

员、指派复核人员、预约生效日期等操作 

生效：对于未生效的任务点击后可将其立即变为生效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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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生效：质检中的任务可以取消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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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未生效的任务可以通过编辑按钮修改任务的设置 

 

 

删除：未生效的任务可以删除，点击后打开确认弹窗，确认后任务从列表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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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派抽检人员：未生效的任务可以指派抽检人员，点击按钮后打开指派抽检人员弹

窗。左边为已选定的质检员，右边是待选的质检员，点击质检员右侧的加入按钮可将

其加入已选的质检员列表。指派好后可以相应地设定生效日期等。 

 

 

预约生效日期：对于暂时不需要生效的抽检任务，可以指定一个未来的日期使其生

效，支持精确到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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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处理质检任务 

⚫ 查看任务 

 

可以通过质检任务列表的查看按钮进入单个任务的通话列表详情，在任务的通话列表

详情页面可以点击查看进入质检工作页面，也可以点击我的质检任务或关闭返回上一

页。 

 

 



竹间智能®智能质检 TM产品用户手册 

竹间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55 / 98 

⚫ 切换质检场景 

在切换质检纪录卡片中可以点击业务场景的选项卡进入对应的质检业务场景详情，点

击后左侧的规则列表会随之刷新。 

 

⚫ 修改质检规则/点评人工质检规则 

机器质检的规则点击修正质检后可以打开修正机器质检弹窗，可设置人工的修正结

果，需要填写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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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工质检的规则，相同的操作会打开点评人工质检规则弹窗，除了人工判定是否

合规和填写备注外，人工质检规则还需要填写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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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发起问题件 

质检任务后面的质检详情页面右上角的发起问题件按钮用于发起问题件，点击后打开

规则选择弹窗 

 

发起问题件时需要填写描述，并选择要发起的问题件类型。左侧是已添加的质检规

则，右侧是待加入的。选好规则后点击确认即可发起问题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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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发起申诉件 

坐席人员在通话质检列表的质检详情页面右上角的发起申诉件按钮用于发起申诉件，

点击后打开规则选择弹窗。 

 

发起申诉件时需要填写描述，并选择要发起的申诉件类型。左侧是已添加的质检规

则，右侧是待加入的。选好规则后点击确认即可发起申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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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标记教材 

在质检任务详情页右上角可点击教材标记发起教材标记，点击后打开弹窗，需要选择

教材标记的类型和填写推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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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质检件处理 

4.2.1 查看质检件 

在质检件处理页面可以查看与自己有关的所有质检件，点击查看按钮之后进入问题件

或申诉件相应的详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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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指派经办人 

指派质检员为经办人来处理质检件。在列表右侧的操作中点击指派/重新指派按钮，可

打开指派经办人弹窗，可通过下拉列表或搜索添加经办人。 

 

 

4.2.3 处理质检件 

质检员可在质检件的质检规则栏位修改质检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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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流转质检件 

质检件流转过程中参与人员可以选择当前节点是否通过，每次操作时均需要填写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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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材库 

系统可对质检人员推荐的录音进行复审，审核后可进行发布。坐席可查看教材库进行

学习。通过后台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数，可以扩充和丰富教材库，支持编辑等自定义

功能 

5.1 教材审核 

5.1.1 查看教材审核列表 

教材审核列表可以查看提交教材标记的全部教材，可按已提供的筛选条件进行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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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教材标记管理 

⚫ 教材标记管理列表 

在教材审核列表中点击“教材标记管理”按钮可进入教材标记管理页面。 

 

 

在此页面可点击“教材审核”或返回按钮返回上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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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教材标记 

点击新增按钮打开新增教材标记弹窗，输入教材标记名称后点击确认可完成教材标记

的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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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教材标记 

点击列表的编辑按钮可以打开编辑教材标记名称的弹窗，可以修改当前的教材标记名

称。 

 

 

 

⚫ 删除教材标记 

点击列表中的删除按钮会打开二次确认弹窗，点击取消则取消当前操作，点击确认则

删除此教材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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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查看教材详情 

⚫ 查看教材 

可通过教材审核列表或教材范例列表的查看按钮进入教材详情页面。在此页面可点击

“教材审核”的标题或返回按钮返回上级列表。 

 

⚫ 查看教材标记记录 

点击页面右上角的“教材标记记录”可以打开教材标记的备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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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审核教材 

在教材审核列表中点击审核按钮可打开审核教材标记弹窗，可更改教材标记以及填写

评语。点击通过则此教材通过审核，点击退件表示退回。 

 

5.2 教材范例 

5.2.1 查看教材范例列表 

教材范例列表可以查看所有已通过审核的教材，并支持用筛选条件进行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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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导出教材 

点击导出按钮可以将教材范例列表以.xlsx 文件下载到本地。 

 

5.2.3 查看教材详情 

同 5.1.3。 

5.2.4 编辑教材 

点击列表中的编辑按钮可打开编辑教材标记弹窗。可以更改教材标记，填写修改原因

以及查看教材标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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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删除教材 

点击列表中的删除按钮会打开二次确认弹窗，点击取消则取消当前操作，点击确认则

删除此教材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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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助手流程导航 

 

6.1 创建流程导航 

⚫ 新增流程 

点击新增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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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流程标题和进线意图名称。 

 

⚫ 编辑意图 

点击编辑图 

 

选择匹配角色。 

点击新增句子，在句子下拉列表中选择句子，或创建新句子。 

编辑完成后，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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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流程节点 

点击新增第一个节点 

 

填写节点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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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编辑节点 

 

选择节点类型。 

点击新增句子，在句子下拉列表中选择句子，或创建新句子。 

编辑完成后，点击保存。 

 

6.2 编辑流程导航 

点击查看，可以进入流程导航详情界面，并可以对流程导航内容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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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同步到质检规则 

点击同步到质检规则，可以将对应的流程导航自动同步成一条机器质检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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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质检分析 

7.1 热词分析 

⚫ 操作流程 

 

开启自定义热词分析之后，分析的结果就只包括自定义热词词表中有的词。 

关闭自定义热词分析之后，分析的结果显示机器自动挖掘出来的热词。 

自定义热词分析只有一个词表。 

⚫ 设定时间范围 

选择时间范围的默认值为当天的数据。 

时间范围的长度支持 1 小时-1 年的查询（一天以内的查询以小时为单位，超过一天则

以天为单位），查询结果支持所有年份的历史查询（超过 2 年的时候提示所需时间较

长）。 

快捷时间选项为 1 天，7 天，30 天。 

⚫ 设定筛选条件 

选择需添加的筛选字段。允许多个筛选条件同时生效，筛选条件之间是 and 的关系。

默认没有任何筛选条件。 

⚫ 设置是否开启过滤词表 

过滤词表：开启过滤词表功能选择了一个过滤词表，则这个词表中的词不会出现在热

词的结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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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使用任意一个过滤词表。过滤词表的下拉列表中会显示所有通

用过滤词表+所有自定义过滤词表 

⚫ 显示/导出结果 

点击页面确定按钮，显示分析结果 

页面上方显示热词云图最多显示 top100 热词 

页面下方的表格中显示热词（按频数从高至低排序），显示所有热词结果，没有数量

限制，数量很多的情况下则分页显示。 

点击导出按钮，导出 excel 格式的表格。 

页面表格显示及导出表格字段如下： 

序号 热词 词频 百分比 趋势 进线意图 

页面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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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关联性分析 

关联性分析功能分析与输入关键词有语义相关的词。 

⚫ 操作流程 

 

⚫ 输入关键词检索 

在检索栏中输入需要检索的关键词。关键词采用严格匹配。 

 

⚫ 设定时间范围 

选择时间范围的默认值为当天的数据。 

时间范围的长度支持 1 小时-1 年的查询（一天以内的查询以小时为单位，超过一天则

以天为单位），查询结果支持所有年份的历史查询（超过 2 年的时候提示所需时间较

长）。 

快捷时间选项为 1 天，7 天，30 天。 

 

⚫ 设定筛选条件 

选择需添加的筛选字段，允许多个筛选条件同时生效。默认没有任何筛选条件。 

⚫ 显示结果 

点击确定按钮，页面显示分析结果。示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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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交叉分析 

用户可以选择时间范围及服务类型（呼入，呼出，在线）之后，可以选择以下列表中

的任意一个维度（维度，即在横轴上展示的分类所属的字段），并选择想展示的数值

类型。然后，系统将提供该条件下的数据的可视化展示图形，并支持导出报表结果。

以此展示在客户选定的数据范围中，客户关心的类别上的数值。 

 

支持选择的维度： 

坐席姓名 

坐席组 

渠道 

险种类型 

呼入地区 

 

支持选择的数值类型： 

通话时长（平均值） 

静音时长（平均值） 

来电数量（计数） 

质检分数（平均值） 

初始页面图表部分显示为空。 

 

⚫ 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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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时间范围 

选择时间范围的默认值为当天的数据。 

时间范围的长度支持 1 小时-1 年的查询（一天以内的查询以小时为单位，超过一天则

以天为单位），查询结果支持所有年份的历史查询（超过 2 年的时候提示所需时间较

长） 

快捷时间选项为 1 天，7 天，30 天。 

⚫ 选择维度 

从维度中选择 1 个（最多只能选择 1 个）： 

发话时间（显示单位粒度与用户筛选的时间范围有关：如果时间跨度，大于等于 1 小

时且小于或等于 48 小时，则以小时为单位；大于 48 小时且小于 2 个月，则以天为单

位；大于等于 2 个月且小于等于 1 年，则以月为单位，以自然月为分类进行统计）。 

 

如果用户没有选择，则默认选择坐席组。 

 

⚫ 选择数值类型 

从以下数值类型中选择 1 个（最多只可以选择 1 个）： 

通话时长（平均值）：选择后的图表为柱状图，纵轴的数值为通话的平均时长 

静音时长（平均值）：选择后的图表为柱状图，纵轴的数值为静音的平均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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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电数量（计数）：选择后的图表为柱状图，纵轴为来电数量的计数 

 

质检分数（平均值）：选择后的图表为柱状图，纵轴为质检分数的平均值 

效果如下图： 

 

⚫ 显示结果 

点击确定之后页面显示结果图表，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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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图表 

点击图表下方的添加图表按钮添加一个新的图表，新图表的时间范围、数据类型和筛

选条件都和原图表一致，默认维度是坐席组，默认数值类型是通话时长，用户可以点

击在图表右上方的设置维度数值。 

页面上所有的图表都共用时间范围、数据类型和筛选条件，图表之间的维度与数值设

置互不影响，图表之间可以有相同的维度数值。页面最多展示 4 个图表。 

 

7.4 聚类分析 

分析用户选择的数据范围中会存在一系列热点词汇，根据关联性分析挖掘出一系列有

效词汇，此部分词汇是聚类分析中所需的关键词来源； 

系统可根据用户具体业务需求自定义输入正则建模； 

⚫ 操作流程 

 

⚫ 设定时间范围 

选择时间范围的默认值为一天，快捷时间选项支持 1 天，7 天，30 天数据；如图所

示： 

 

 

⚫ 设定关键词 



竹间智能®智能质检 TM产品用户手册 

竹间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84 / 98 

关键词可以参考热词分析中的数据，输入关键词后系统会根据关键词进行通话数据过

滤，筛选出包含用户设定关键词的通话记录。 

 

若用户没有输入关键词，会提示报错信息，如下图所示 

 

⚫ 设置分类信息 

用户可根据关键词筛选出通话数据后，对筛选结果进行自定义分类；此部分需要用户

手动设置分类与正则表达式输入，可根据具体业务需求设定分类个数，若正则表达式

没有被筛选通话数据命中，则最终返回结果不会存在此分类信息。目前正则匹配只针

对客户话术，不对坐席话术进行处理。注意：每通通话只命中一个分类，分类优先级

按“分类正则创建”页面由高到底，默认会在最后自动添加“其他”类别，表示未命

中通话。正则创建页面 UI 如图所示。 

 

⚫ 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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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分类之后，点击搜寻按钮，显示分类结果，页面上方显示各分类占比环形图，页

面下方的表格中显示分类具体数据与占比信息。 

 

⚫ 显示详细信息 

搜寻出分类结果后，可点击各分类后面的详情按钮，页面上方显示该分类下的险种关

联与产品关联结果图。页面下方显示命中的通话详细信息，原句表示命中该 Topic 的

话术。显示结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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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系统设置 

8.1 抽检计划设置 

支持设定抽检计划，减轻创建任务时的工作量。 

点击新增，可在弹出的创建抽检计划弹窗中设定需要抽检的录音的范围；点击下一步

可指派质检员，以上逻辑与创建抽检任务一致。 

继续点击下一步，进入周期设置步骤，支持按每天/每周/每月的周期重复执行任务的

创建，第一次任务会在设定的开始时间创建，结束时间支持按次数和日期设定，若按

次数结束，则在执行过指定次数的任务创建后将不再继续创建任务；若按日期结束，

则在指定时间之后将不再继续创建任务。 

抽检计划列表中可查看已创建的所有计划，每个计划可编辑与删除。编辑后，任务将

按新编辑的内容创建。结束的任务可点击继续，系统将按任务设定的条件立即再创建

一个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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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关联通话设定 

 

 

 

⚫ 新增关联通话设定 

 

填写关联通话名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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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触发关联通话时机条件。通过选择添加随录字段，并设置随录字段的值。可以选

择多个随录字段作为触发条件。当录音的随录字段值与设定的条件一致时，会触发关

联通话的关联动作。 

设置关联条件。通过选择添加随录字段。可以选择多个随录字段作为关联条件。当录

音触发关联动作后，会自动将设定的随录字段值一致的录音关联成一组关联通话。 

 

⚫ 删除关联通话设定 

 

点击管理通话删除按钮，可以删除该关联通话设定。（关联通话设定建立后，不可以

编辑） 

 

⚫ 打开/关闭关联通话设定 

 

点击改变关联通话设定的状态开关，可以打开或关闭关联通话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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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随录字段设置 

 

⚫ 新增随录字段 

 

点击新增按钮。 

填写随录字段名称、API-key，选择字段类型、是否是必填字段。 

 

 

 

⚫ 编辑随录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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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编辑。 

修改随录字段名称、是否必填字段。 

随录字段 API-Key、字段类型新建后不能修改。 

 

8.4 质检件设置 

 

 

⚫ 质检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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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问题件类别名称，按 Enter 可以新建问题件类别。 

 

⚫ 问题件设置 

 

点击问题件时效或次数编辑按钮，填写问题件时效天数或重复提交次数，点击保存。 

 

⚫ 申诉件设置 

 

点击申诉件时效或次数编辑按钮，填写问题件时效天数或重复提交次数，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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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其他设置 

 

 

⚫ 分段静音时长设置 

 

点击改变分段静音时长设置的状态开关，可以打开或关闭分段静音时长。 

 

如果分段静音时长开关是开启状态，点击规则设置编辑按钮，可以设置分段静音时长

的时间长度。 

⚫ 质检评分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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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设置编辑按钮，可以设置质检评分规则。 

 

点击新增设置档，可以设置新的质检评分规则。 

设置内容包括：规则名称、下限分数、上限分数、起始分数。 

设置完成后，点击新增即刻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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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教材标记管理 

 

 

⚫ 新增教材标记 

 

点击新增按钮。 

填写教材标记名称，点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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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教材标记 

 

点击编辑按钮。 

修改教材标记名称，点击确认。 

 

⚫ 删除教材标记 

 

 

点击删除按钮。 

在二次确认弹窗中，点击取消则取消当前操作，点击确认则删除此教材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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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件 

附件清单 

文件名 更新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