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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概述 

⽵竹间机器器⼈人⼯工⼚厂（Bot Factory , 以下简称 bf2020）是由⽵竹间智能科技（上海海）有限

公司⾃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机器器⼈人管理理平台，可以为不不同企业多个领域提供⾼高效的⼈人⼯工智能机

器器⼈人管理理解决⽅方案。bf2020 提供基础的标准化机器器⼈人定制平台，企业可以根据业务需要，

在该版本基础上定制开发出符合⾃自身体验的机器器⼈人管理理平台。 

1.1. 基本概念 

1.1.1. 问答管理理 

管理理问答和语料料库，提供机器器⼈人训练和测试 

1.1.2. 任务引擎 

制定对话场景任务，通过多轮对话收集场景所需的信息 

1.1.3. 知识推理理引擎 

通过构建知识库提供常⻅见的关系推理理能⼒力力，如数值计算，模糊匹配，多实体⽐比较等 

1.1.4. 意图引擎 

⽤用户可以定义、训练和测试意图帮助机器器⼈人完成复杂对话 

1.1.5. 词库管理理 

⽤用户可依照领域知识⾃自定义词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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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多媒体库 

提供统⼀一的弹窗来选择使⽤用素材 

1.1.7. ⽂文本解析器器 

允许⽤用户通过提供词库与语料料的⽅方式，让⽤用户创建所需的内容抽取器器 

 

2. 登录 Bot Factory 

1）建议⽤用 Chrome 浏览器器访问 https://bfop.emotibot.com 进⼊入机器器⼈人平台。 

 

 

2）如果您还未拥有机器器⼈人平台账号，请点击注册，之后会有⽵竹间的商务同事联系您，

为您开通账号使⽤用。 

3）登陆后，默认展示⻚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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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后的默认展示⻚页⾯面 

3. 创建机器器⼈人 

3.1. 机器器⼈人 App Store 

机器器⼈人 App Store ⼜又叫机器器⼈人商店，商店⾥里里展示了了不不同⾏行行业和场景的机器器⼈人模版。可

以通过筛选⾏行行业、场景、语⾔言、机器器⼈人类型来选择模版，也可直接通过输⼊入机器器⼈人名称来搜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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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Store 平台的模板储存在云端，在联⽹网的环境下 BotStore 平台的云端模板列列表会展

示出来，点击获取即可将云端模板获取⾄至本地，获取到本地后，在创建机器器⼈人的时候才可以

选择场景，复⽤用数据进⾏行行机器器⼈人创建。 

3.2. ⼿手动创建机器器⼈人 

登录 Bot Factory 之后在机器器⼈人列列表⻚页，点击【创建机器器⼈人】图标，⾸首先需要选择对话

语⾔言、机器器⼈人类型和机器器⼈人所属类型： 

对话语⾔言可选：中⽂文对话、英⽂文对话。 

机器器⼈人类型可选：⽂文本机器器⼈人、电话机器器⼈人、坐席机器器⼈人、陪练机器器⼈人。 

⾏行行业⽬目前可选：通⽤用、互联⽹网、保险、银⾏行行、证券、医疗、企业事务、IoT、教育、传

统⾏行行业。当前⽀支持精准搜索来定位⾏行行业，⽇日后⾏行行业类型会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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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完机器器⼈人的属性信息之后，可以点击【下⼀一步】去选择场景，或者选择【跳过此步

骤】，直接到第三个⻚页⾯面，去设置机器器⼈人的名称。 

如果选择点击【下⼀一步】，可以选择你所选择的⾏行行业下所有的本地模板的场景，【⽀支持

多选场景】。选择完场景之后可以点击【下⼀一步】设置机器器⼈人的名称以及确认机器器⼈人的属性

信息。 

 

选择完场景之后可以点击【下⼀一步】设置机器器⼈人的名称以及确认机器器⼈人的属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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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机器器⼈人导出 

在创建好的机器器⼈人卡⽚片上点击导出机器器⼈人按钮，输⼊入密码即可完成机器器⼈人的导出。 

 

 

3.4. 机器器⼈人导⼊入 

点击导⼊入按钮，选择导出的机器器⼈人 Zip 包，即可完成机器器⼈人的导⼊入。 

 

现在可⽀支持导⼊入导出的机器器⼈人功能包含：FAQ、TE、意图、KG、词库、转⼈人⼯工话术、

指令、系统配置、对话管理理、技能开发、对话⾏行行为分类器器、ner、机器器⼈人形象、聊天语料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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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的知识库 

4.1. 问答管理理 

标准问题匹配是我们训练机器器⼈人对客户对企业咨询问题时达到回应正确答案的能⼒力力。要

让机器器⼈人正确回答问题， 我们需要让机器器⼈人理理解客户问的是什什么问题？（标准问题）⽽而客

户会如何询问（训练语料料），我们需要让机器器⼈人尽可 能的理理解客户咨询问题时的不不同问法

（训练），为了了保证质量量，我们还需要对训练后的机器器⼈人进⾏行行考核（测试）。 后发布上线

后才能上线为客户提供 专业的服务（接⼊入）。 

4.1.1. 添加标准问题 

添加标准问题的⽅方式有两种：⼿手动添加和批量量导⼊入。 

 

⼿手动添加标准问题：点击右上⻆角【⼿手动添加】，添加单条标准问题，分类，标签，不不作

为近似问开关、不不作为推荐问开关。新增回答内容，维度，内容，标记，标签，⽣生效时间和

相关问题相关配置，近似问相关配置，点赞点踩相关配置，点击右上⻆角“保存”保存⼀一条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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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保存后⼀一条回答后，可以看到【继续添加回答】的按钮，可以继续为该标准问题添加回

答。保存回答后，点击右下⻆角的【确定创建】，完成标准问题和⼀一条/多条回答的创建。 

 

手动添加标准问题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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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添加多条回答 

 

批量量导⼊入标准问题：由于服务器器只能接受特定格式的⽂文档，所以在上传数据之前，请先

下载我们的模板，并按照模板的样式整理理数据。 

整理理好之后，记得保存为 xlsx 格式（excel2007 及以后版本的档格式）。 

上传时，如果两条数据标准问题相同，回答不不同，会在上传时视为作为⼀一个标准问题有

多个回答。如果回答都没有维度，机器器⼈人在回答时，会随机选择⼀一条答案来回复。您可以参

考维度的说明。 

如果导⼊入的标准问数据量量（>9999 时），为提⾼高导⼊入效率，建议分批导⼊入。 



 

竹间智能® Bot Factory v3.2.0 产品使用手册 

竹间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第 18 页 共 285 
页 

现在⽀支持三种导⼊入模式：新增导⼊入，全量量替换和更更新回答导⼊入。每种导⼊入⽅方式针对不不同

的数据导⼊入要求，其中全量量导⼊入和更更新回答会对已有数据进⾏行行删除，请谨慎操作。 

 
批量添加标准问题弹框 

 

注：批量量上传和⼿手动添加都只⽀支持添加⽂文本格式的回答。如需添加图⽚片，请通过编辑标准

问题完成。 

4.1.2. 标准问题管理理 

新增的标准问题会出现在标准问题列列表中，我们可以进⾏行行以下搜索： 

Ø 【移⾄至分类】&【批量量删除】：选择当前⻚页的多条标准问题后，会出现这两个按钮。

可以批量量将所选的标准问题更更新分类信息，也可以⼀一次性删除所选标准问题。如果

想⼀一次性操作 50 条以上的标准问题，建议先到列列表底端右下⻆角选择每⻚页显示

50/100/200/400 条，再做批量量操作。 

Ø 【全部导出】如果想备份标准问题，回答和语料料，点击该按钮即可导出 

Ø 可以选择要搜索的内容进⾏行行关键字搜索。⽬目前⽀支持标准问题，语料料和回答的搜索 

Ø 根据维度查询对应的标准问题：⽬目前标准 bf2020 提供两个维度筛选，【平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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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两种 

Ø 根据回答⽣生效时间搜索，根据标签筛选。⽀支持标签的增改删的管理理 

Ø 当⽤用户更更新了了回答或标准问时，标准问答的排序可以⾃自动更更新， 近更更新的标准问

答前置。 

 

 

标准问题列列表⻚页操作 

 

直接点击每条标准问题，回答，语料料，可以直接进⾏行行编辑，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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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问题编辑（没有配置解析器器的情况下） 

 

标准问题编辑（配置解析器器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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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辑标准问题 

直接点击标准问，可对标准问进⾏行行单独的编辑，⽀支持修改标准问、标准问分类、标准问

标签，⽀支持控制该标准问是否可以作为其他问题的近似问、推荐问存在； 

若在【机器器⼈人设置】-【系统功能配置】-【标准问答设置】中，有配置解析器器，且在

对应标准问的回答中有引⽤用解析器器，那么我们在单独编辑标准问的时候，不不允许删除解析器器； 

 
 

不不作为近似问、不不作为推荐问，默认开关是关闭状态，即默认该标准问可以作为任何问

题的近似问或推荐问存在； 

当近似问开关开启后，可以通过维度配置，实现该标准问，在任何维度下或特定维度下

不不能作为其他问题的近似问存在； 

当推荐问开关开启后，可以通过维度配置，实现该标准问，在任何维度下或特定维度下

不不能作为其他问题的近似问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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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辑回答 

 
回答编辑框 

机器器⼈人的回答包括两⼤大部分：回答内容和回答的相关配置，这个配置包括维度、解析内

容标记、标签、⽣生效时间、相关问题、近似问题、点赞点踩。 

 

Ø 回答内容： 
 

平台⽀支持配置⽂文本答案和富⽂文本答案。⽤用户如果只需要配置⽂文本答案时，可以选择⽂文本

答案进⾏行行配置，配置的答案会以纯⽂文本的形式存储在数据库中。⽤用户如果需要对答案中的信

息进⾏行行加粗、下划线、字体颜⾊色、填充底⾊色、配置图⽚片、配置链接等操作就可以选择富⽂文本

进⾏行行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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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文本答案 

添加图⽚片/链接 

选择【富⽂文本】，进⼊入富⽂文本答案编辑⻚页⾯面，点击样式栏图⽚片/链接按钮，选择图

⽚片或者输⼊入链接地址。为了了使⽤用上的⽅方便便，上传使⽤用的图⽚片会默认存在此机器器⼈人的素材库中

（参⻅见章节 4.7 多媒体库） 

富⽂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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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图⽚片/链接 

 

富⽂文本展示 

图⽂文消息： 

在微信平台（微信公众号、企业微信平台、⼩小程序）中机器器⼈人的出话格式不不⽀支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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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富⽂文本】格式。如果在微信平台接⼊入的机器器⼈人出话中需要⽤用到图⽚片、⽂文档、⾳音频格式类

型，可以在答案编辑中选择【图⽂文消息】这种兼容模式。这种格式采⽤用了了 bf2020 出话标准

化接⼝口，⻚页⾯面 IM、对话测试⼯工具和微信平台都能正常的解析。 

 

图⽂文消息答案 

       

由于在微信平台（微信公众号、企业微信平台、⼩小程序）中，多媒体类型消息是逐条发

送的。添加图⽂文消息也是按照出话的顺序逐条添加。⼀一次答案出话 多⽀支持添加 5 条⽂文本/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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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图文消息素材 

在图⽂文消息中选择添加、或上传的多媒体⽂文件素材，也是同步于此机器器⼈人的素材库中 

 
图文消息在对话测试中的解析 

 

Ø 回答配置 
 

维度：给回答配置维度，用途是可以根据维度来定制回答内容，不同的维度，可以配置

不同的机器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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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解析内容和预置解析内容： 

当我们在【机器器⼈人设置】-【系统功能配置】-【标准问答设置】中，有配置⾃自定

义解析器器或预置解析器器时，在答案编辑中，我们可以给所有都解析器器词条都匹配同样都

回答，也⽀支持根据不不同的解析器器槽位值，配置不不同的回答。即使⽤用效果上实现 faq 可以

动态进⾏行行内容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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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该解析器的通用回答 

 

针对该解析器中，词条为“北京大学”的特定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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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标记是 faq 模块的一些特殊用途，当打有标记时，该标准问答就不是普通的标准

问答了； 

当打上转人工（HUMAN）标记时，命中该标准问后，faq 模块不在出话，而是直接

进入转人工模块； 

当打上意图（INTENT）标记时，该标准问和语料会作为意图存在，其回答实际不生

效，标准问名称就是意图名称； 

当打上 TO_KG 标记时，命中该标准问答后，会跳转到 kg 模块进行回答，标准答实

际不生效； 

 

标签：标准答可以带标签； 

⽣生效时间：可以给标准答定义生效时间，若不定义，默认都是永久生效。 

 

相关问题： 

可以给该回答配置相关问题，当相关问开关开启且用户命中该标准问题时，除了回

复机器人回答时，也会展示相关问题； 

可通过“不显示相关问题话术”开关，来控制是否展示相关问话术； 

可通过开启“展示名称”，给对应的相关问题配置对外的展示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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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似问题： 

在每个回答下有控制是否显示近似问、是否显示近似问话术的开关，默认开关都是

关，既表示在机器人出该回答时，若有近似问，近似问会出； 

点赞点踩： 

在每个回答下有控制是否显示点赞点踩按钮都开关，默认开关是关，既表示在机器

人出该回答时，对应都点赞点踩按钮会出现； 

 

3) FAQ 问答快速编辑模式 

点击进入问答快速编辑模式，可针对已有的回答内容进行快速编辑。 



 

竹间智能® Bot Factory v3.2.0 产品使用手册 

竹间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第 31 页 共 285 
页 

 
 

该模式下无法进行标准问的新增、删除、修改；无法进行回答的新增、删除；编辑框

内容不得为空。 

 
 

4.1.3. 添加语料料 

平台提供两种⽅方式添加语料料：批量量上传和⼿手动添加。 

⼿手动添加：在新增完标准问题后，点击对应标准问题列列表的语料料条数，在弹出框直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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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进⾏行行⼿手动添加语料料。 

 

 

 

⼿手动添加语料料 

批量量导⼊入语料料⼊入⼝口：与标准问题导⼊入⼊入⼝口相同，记得选择【上传类型】-语料料 

由于服务器器只能接受特定格式的⽂文档，所以在上传数据之前，请先下载语料料模板，并按

照模板的样式整理理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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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理好之后，记得保存为 xlsx 格式（excel2007 及以后版本的档格式）。 

如果导⼊入数据量量（>10 万时）特别⼤大时，为提⾼高导⼊入效率，建议分批导⼊入。  

语料料的上传分为【增量量上传】和【全量量上传】。增量量上传表示，在原有数据基础上新增 

本次上传的语料料。全量量上传指的是，先删除原有已经有的语料料数据，再新增本次上传的语料料。  

另外语料料导⼊入时⽀支持训练集和测试集数另外语料料导⼊入时⽀支持训练集和测试集数据分配：

导⼊入时允许配置语料料作为训练集或测试集的⽐比例例。上传模式，训练集的上传模式跟着配置⾛走，

测试集的上传模式这⾥里里默认都是新增数据上传。 

据分配：导⼊入时允许配置语料料作为训练集或测试集的⽐比例例。上传模式，训练集的上传模

式跟着配置⾛走，测试集的上传模式这⾥里里默认都是新增数据上传。 

 

 

批量添加语料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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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上传数据配置弹框 

注意: 

⼀一份 excel 中，有 10 个标准问，假设每个标准问 10 条语料料。这⾥里里的 80%作为训练集，

指的是每个标准问的语料料数据中，随机的 80%作为训练集导⼊入，剩下的 20% 为测试集导

⼊入; 

●若⽤用户输⼊入的是 91 对应⼀一每个标准问 9.1 条进训练，对于⼩小数据点的存在，全部向

上取取整数，即 10 条进⼊入训练集;只允许输⼊入 1-100 的整数; 

●每次新进⼊入批量量导⼊入语料料框时，上传数据配置⾥里里默认数据都是 100%;但当⼀一直停留留

在语料料导⼊入框时，多次点击上传数据配置时，记录之前选择的数据; 

假设有同样⼀一份 excel，第⼀一次上传，语料料数据配置 80%为训练集，20%为测试集;第

⼆二次⼜又导⼊入⾥里里同样⼀一份 excel，配置 80%为训练集，20%为测试集;数据要保证 20%是随机

的;即同⼀一份数据，前后两次导⼊入，20%为测试集，数据是不不完全⼀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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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添加语料 

 

注：上传语料料时，如果对应的标准问题不不存在，就会导致该条语料料上传失败。平台会在上传

完成后提示错误信息。 

 

预置语料料： 

当我们在标准问答中，发⽣生标准问新增或修改后，算法可⾃自动检测⽵竹间累积的历史数据

中是否有与 FAQ 相关的预置语料料，如检测到有相关预置语料料，则会进⾏行行提示，并询问是否

使⽤用这些预置语料料。需要注意的是，预置语料料是封装的，并不不对外展示具体的预置语料料内容

和数量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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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有匹配到预置语料，询问是否使用 

4.1.4. 训练数据 

训练是让机器器⼈人学习的过程，我们将前⾯面准备的语料料和标准问题的对应关系放⼊入模型，

通过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机器器⼈人就获得了了回答相关问题的能⼒力力。我们前⾯面的增加语料料

的⼯工作可以说都是为了了训练提供基础，我们提供的语料料越丰富、有代表性，训练出的机器器⼈人

的问题回答能⼒力力就越强。 

在下图可以看到数据训练，可以查看 近的训练时间， 后⼀一⾏行行显示 近变更更了了哪些数

据需要重新训练才能⽣生效的信息。点击该⾏行行，可以跳转⾄至【变更更记录】查看具体变更更的数据，

并进⾏行行审核决定是否进⼊入训练。如果变更更审核的开关已经打开，则当语料料或标准问变更更记录

中有待审核的记录时，不不可进⾏行行训练操作，并提示⽤用户。当变更更记录中不不存在待审核的记录

则可训练，训练后可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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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页⾯面 

 

有未审核数据时训练界⾯面 

4.1.5. 数据测试 

我们训练好了了机器器⼈人后，会需要⼀一些测试题来检验机器器⼈人的学习效果。测试是模拟机器器

⼈人⾯面对真实⽤用户时，是不不是可以正确识别⽤用户的提问属于哪个标准问题。为了了让客户有个很

棒的客服体验，我们需要确保较⾼高的正确率。我们通过测试来了了解机器器⼈人对语料料的理理解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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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机器器⼈人理理解较差的标准问题，优化到令⼈人满意的正确率。 

您可以使⽤用 bf2020 的编辑⼯工具撰写测试题，也可以通过下载 Excel 模板来上传测试题。 

 

测试题新增 

 

测试题导⼊入 

需要注意的是，模板当中的“正确标准问题”栏中的标准问题内容需要和系统中的标准

问题⼀一模⼀一样，否则系统⽆无法正确地判断。 

我们需要把给机器器⼈人的考题放进⼀一个模板⾥里里。第⼀一列列放的是测试题，是⽤用户可能问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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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第⼆二列列则是正确答案，也就是这个语料料应该对应的标准问题。上传后，系统会记录机器器

⼈人对每个题⽬目的答案，算出回答正确的⽐比例例，即测试结果。 

准备测试集设计的好坏会影响到测试结果，以下提供⼏几点建议： 

1、问法要尽可能贴近真实⽤用户的问法， 好是之前留留下的⽤用户⽇日志，如果没有，也可

以请公司内部 贴近客户的员⼯工来模仿客户的问法。 

2、您可以对每⼀一个标准问题准备多点测试题，才可以真正反映标准问题的正确率，不不

然只能⼀一题定⽣生死，还是有些偏差的。 

3、可以按照标准问题被询问的频率来定测试题的数量量，越常被问到就准备越多的测试

题。建议可以让⽐比较了了解的同事粗略略估计⼀一下。 

4、当然，要确定您的测试题对应的“正确标准问题”是对的。有时候也会有不不⼩小⼼心写错

“正确标准问题”的状况发⽣生。 

5、还有个⼩小建议，当您从⽤用户⽇日志抽取问题作为您的测试集时，需要检查⼀一下这个问

题⾥里里⾯面是不不是包含了了好多个问题，或是句句⼦子很⻓长，这个也会影响到测试结果。 

4.1.6. 变更更记录 

变更更记录是记录操作者对数据的编辑的记录，对 faq 的标准问、标准答、语料料进⾏行行编辑

后，记录都会进⼊入到变更更记录表中； 

FAQ 的默认变更更审核开关是关闭的，此时变更更数据在变更更记录中的状态依次是待训练、

已训练； 

当 FAQ 的变更更审核开关开启后，变更更数据的状态类型包括：待审核、待训练、已训练、

已驳回 4 个状态，所有处于待审核状态的变更更数据会进⼊入运营平台，在运营平台由对应⻆角

⾊色的⼈人来完成变更更记录的审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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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后，所有的变更更数据会清空。 

⼊入⼝口：有两种⽅方式可以进⼊入变更更记录查看 

⼀一是通过标准问题列列表，如下图所示：如果该标准问题，回答，语料料有变更更，会显示【变

更更历史】按钮，点击后可以进⼊入变更更记录查看，并且将该标准问题带⼊入进⾏行行搜索。 

注：当⽤用户批量量导⼊入时，这时候每条数据都会显示【变更更历史】按钮。这时候通过【变更更历史】查看

记录可能会没有数据，需要将变更更记录标准问题搜索框的数据清空后⽅方可查看。 

 

变更更历史按钮 

⼀一是通过左侧菜单点击“变更更记录”，可以查看上次发布后的变更更记录数据。如下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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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更记录⻚页⾯面 

可以查看【语料料变更更】，【标准问变更更】和【回答变更更】的数据。⽀支持变更更时间、状态、

操作者、操作类型、⼀一级审核员、⼆二级审核员进⾏行行搜索： 

Ø 状态：便便于根据变更更记录的待审核、待训练、待上线、已回退、已上线等

状态筛选变更更记录； 

Ø 操作者：可以根据筛选操作者，审核特定的⼀一个或者多个操作者的变更更数

据 

Ø 变更更时间：可以筛选⼀一段时间的内的变更更数据，默认选择 近⼀一个⽉月 

1)  语料料变更更 

A. 状态包括：待审核、待训练，已训练，已驳回。 

Ø 待审核：指审核开关开启的情况下，变更更数据待第⼀一个状态为待审核状态，

变更更记录中待审核状态的数据会⾃自动下发到运营平台，进⾏行行审核流程。⼿手

动新增，修改，删除的待训练语料料⽀支持进⼊入审核流；导⼊入的待训练数据不不

⽀支持进审核流。 

注：由于导⼊入数据量量较⼤大，驳回后会产⽣生较多的记录，所以暂不不⽀支持导⼊入数据进审核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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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导⼊入错误，可以下载线上数据，重新导⼊入覆盖之前导⼊入错误的部分 

Ø 待训练：指的是操作者变更更数据后，还未进⾏行行训练的变更更数据。 

Ø 已训练：指的是操作者变更更的语料料已经训练。已训练的数据不不⽀支持驳回。

发布时是将所有的已训练数据发布上线。 

Ø 已驳回：指审核者驳回的数据，被驳回后，语料料恢复线上的数据。不不会训

练，也不不会发布上线。 

注：如果驳回的数据之前有导⼊入的语料料，则驳回后会恢复成导⼊入的数据，⽽而导⼊入的数据在重新训练后

会发布上线。 

B. 操作类型包括： 

Ø ⻚页⾯面⼿手动操作的：新增，删除，修改。 

Ø 批量量导⼊入操作的：增量量导⼊入，全量量替换。 

 

2)  标准问变更更 

A. 状态包括：待审核、待训练，已训练和已驳回。 

Ø 待审核：指审核开关开启的情况下，变更更数据待第⼀一个状态为待审核状态，变更更记

录中待审核状态的数据会⾃自动下发到运营平台，在运营平台⾛走审核流程。⼿手动新增，

修改，删除的待训练语料料⽀支持进⼊入审核流；导⼊入的待训练数据不不⽀支持进审核流。 

注：由于导⼊入数据量量较⼤大，驳回后会产⽣生较多的记录，所以暂不不⽀支持导⼊入数据进审核流。

如果导⼊入错误，可以下载线上数据，重新导⼊入覆盖之前导⼊入错误的部分 

Ø 待训练：指的是操作者变更更标准问后，还未进⾏行行训练的变更更数据。 

Ø 已训练：指的是操作者变更更的标准问题已经训练。发布时是将所有的已训练数据发

布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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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操作类型包括： 

Ø ⻚页⾯面⼿手动操作的：新增，删除，修改。 

Ø 批量量导⼊入操作的：增量量导⼊入，全量量替换。 

 

3)  回答变更更 

A. 状态包括：待上线，已驳回。 

Ø 待上线：由于回答不不需要训练，所以在回答变更更后，只有待上线的数据。导⼊入的待

上线回答暂不不⽀支持进审核流。 

注：由于导⼊入数据量量较⼤大，暂不不⽀支持导⼊入数据进审核流。如果导⼊入错误，可以下载线上数据，重新导

⼊入覆盖之前导⼊入错误的部分 

Ø 已驳回：指审核者驳回的数据，被驳回后，回答恢复线上的数据。不不会发布上线。 

注：如果驳回的数据之前有导⼊入的回答，则驳回后会恢复成导⼊入的数据，导⼊入的数据在发布时上线。 

B. 操作类型包括： 

Ø ⻚页⾯面⼿手动操作的：新增，删除，修改。 

Ø 批量量导⼊入操作的：更更新回答 

4.1.7. 发布上线 

发布上线指的是将当前已训练的 新数据应⽤用于⽤用户的对话中。对话场景包括⻚页⾯面的线

上对话，机器器⼈人已接⼊入的各个渠道对话，⽐比如微信公众号、企业微信，APP 等。 

前⾯面维护标准问答，数据训练和测试及报告均是线下操作，不不会影响线上的数据和对话

效果。审核者可以在审核过后，将上述变更更数据进⾏行行训练，并发布到线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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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备份线上数据 

如果曾经发布过，可以在发布之前【备份线上数据】，点击【备份线上数据】会⾃自动

下载当前线上的数据。 

注：⽬目前系统暂不不⽀支持版本回退，建议发布前先备份线上数据。可以在必要时重新导⼊入线上数据并

再发布。 

⽀支持⾃自动备份线上数据（FAQ 和语料料），当前只针对近三个⽉月的线上发布版本进⾏行行

⾃自动备份，同时⽀支持针对近三个⽉月的备份进⾏行行收藏和下载。加⼊入收藏夹后，该数据将永

久保存；点击下载时，⾃自动下载包含标准问答和语料料全量量数据的压缩包。 

 

发布上线 

 

2)  ⽴立即发布 

点击【⽴立即发布】会弹出如下图，供⽤用户确认发布，可以单独发布变更更的标准问题和语

料料，也可以快速发布变更更的回答。 

标准问题和语料料变更更后，需要重新训练，建⽴立新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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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变更更⽆无需训练，所以分开两部分发布。如果想让变更更的回答快速⽣生效，可以只选择

回答单独发布。 

注：由于回答是依附于标准问题的，所以当标准问题/语料料发⽣生变更更时，不不能单独发布回答。因为变更更

的回答发布后可能没有对应的线上标准问题与之匹配。如果回答变更更记录中有待审核的记录，则不不可进⾏行行

发布操作，并提示⽤用户。 

 

发布确认 

3)  历史训练记录 

可以查看 近三次的训练历史，如果训练后且进⾏行行测试，还可以下载对应的测试报告。

便便于对⽐比测试的准确率，确认后再发布。 

4.1.8. 收藏夹 

收藏夹功能说明：“发布上线”模块收藏过的历史备份记录可以在当前模块管理理： 

1、⽀支持根据备份时间筛选数据； 

2、⽀支持下载对应备份数据； 

3、⽀支持移出收藏夹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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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夹 

 

4.1.9. 标准问答审核流程 

FAQ 知识管理理的动作包括：知识编辑、审核流（可开启/关闭）、数据训练、测试及报

告、发布上线等模块。 

当审核流开启的时候，其数据流转如下图： 

 
FAQ 中编辑和审核流程中页面数据流转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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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各个模块下数据的操作及变更更记录中数据状态的变化如下表： 

不同操作对应模块的变化 

用户动作 知识编辑页面 变更记录 状态 审核流 

【有编辑权限的

用户】 
编辑知识点， 
未提交审核 

可编辑 
不计入变

更记录 
/ / 

【有编辑权限的

用户】 
编辑知识 
并提交审核 

1、提交确认审核的同时，把变更后的内
容，在知识库中显示（线下状态）； 
2、锁定不可编辑（先判断，在锁定） 

写入变更

记录 
待分配 

进入审

核流 

【有分配权限的

用户】 
分配完成 

保持锁定（处于审核流中时，持续保持锁

定） 
只更新状

态 
待审核 

审核流

中 

【有审核权限的

用户】 
审核通过 

1、出审核流，解除锁定； 
2、同时根据审核结果再次更新知识库线
下内容 

只更新状

态 
待训练/
待上线 

审核结

束 

【有审核权限的

用户】 
审核驳回 

1、出审核流，解除锁定； 
2、同时根据审核结果再次更新知识库线
下内容 

只更新状

态 
已回退 

审核结

束 

【有训练权限的

用户】 
训练完成 

 / 
只更新状

态 
待上线 / 

【有发布权限的

人户】 
发布上线 

知识内容更新到线上环境 
清空变更

记录 
/ / 

 

当编辑完知识提交审核后，已经编辑的知识会处于锁定状态，锁定，就是不不可编辑。 

在没有⾛走完审核流程前，不不允许再次对该条变更更进⾏行行表更更，锁定关系如下：  

编辑类型 变更记录 锁定类型 

新增标准问（回答有 1个或多
个） 

1条，标准问中 
 

三者都锁定（标准问、回答、语

料） 

删除标准问 
1条，标准问变更记录
中 

直接从知识库线下消失，无需锁

定 

修改标准问 
1条，标准问变更记录
中 

三者都锁定（标准问、回答、语

料） 

修改/删除/新增回答 n条，回答变更记录中 标准问和回答 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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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删除/新增语料 n条，语料变更记录中 
锁定标准问，对应变更的语料锁

定 

提交审核后，变更更数据进⼊入变更更记录，状态为待审核，⽽而变更更记录中状态为待审核的数

据，会⾃自动下发到运营平台进⾏行行审核流程。审核流程如下： 

 

需要注意的是： 

标准问、标准答、语料料，分开审核，⽆无审核先后顺序； 

运营平台的审核结果，会实时传送给“变更更记录”，变更更记录中的状态，根据审核结果实时

更更新； 

当审核流程中还存在待审核数据时，不不允许训练和发布；  

 

4.2. 知识推理理引擎 

知识推理理模块将⽤用户的⾏行行业知识以图谱的形式储存，当对话系统中⽤用户提及相关知识的

时候，机器器⼈人可以分析⽤用户的语义并依照图谱内的知识点以及互相的关系来做推论、回答。

⽀支持⽤用户全量量上传、⻚页⾯面上的新增、修改、检视知识点以及互相之间的关系。 

1) 知识推理理（Knowledge Graph）：是把现实世界的实体（⼈人或事）信息数据存储起来，

并在数据之间建⽴立联系，⽤用于描述真实世界中存在的各种实体以及它们之间强关系的⼀一

种产品。 

2) 实体（entity）、属性（property）：知识推理理引擎旨在描述真实世界中存在的各种实

体或概念及其关系，其构成⼀一张巨⼤大的语义⽹网络图，节点表示实体，边则由属性构成。



 

竹间智能® Bot Factory v3.2.0 产品使用手册 

竹间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第 49 页 共 285 
页 

所谓的实体，⼀一般是指现实世界存在的事物（⼈人或事），⽽而属性⽤用于描述某⼀一实体的特

征。⽤用“属性--值对”来刻画该实体下属性的内在特性，⽐比如某个⼈人物，他有年年龄、身

⾼高、体重等属性，⽽而具体到每⼀一个属性，会有具体的数值。 

3) 数据管理理：可针对知识推理理引擎的数据库进⾏行行编辑。 

数据总览：可针对实体属性和对应的值进⾏行行相关定义 

属性配置：可针对属性进⾏行行语料料和话术的补充定义 

词库配置：可针对实体、属性、值进⾏行行同义词和展示名称的定义 

简介配置：可针对实体、属性进⾏行行简介的相关定义 

4) 测试报告：可针对已有数据进⾏行行批量量测试的操作。 

5) 变更更审核：可针对已修改的数据进⾏行行发布的操作。 

4.2.1. 数据总览 

数据总览是知识推理理引擎的核⼼心功能，可允许⽤用户批量量导⼊入知识推理理引擎数据，并可对

已导⼊入的实体属性对应的值进⾏行行⼿手动编辑。 

1）⽆无数据时批量量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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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总览-⽆无数据 

当知识推理理引擎中⽆无数据时，点击【数据总览】进⼊入该⻚页⾯面。⻚页⾯面提示可进⾏行行知识推

理理引擎数据的批量量导⼊入操作。点击【批量量导⼊入】弹出【批量量导⼊入】窗⼝口。 

 

数据总览-批量量导⼊入 

点击【下载模板】可将批量量上传模板下载到本地，根据模板说明编辑后的知识推理理引

擎数据可以上传到本系统中。 

 

数据总览-批量量导⼊入-选择⽂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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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选择⽂文件】可进⼊入本地⽂文档选择界⾯面，选择⽂文件后，⽂文件名称会显示在⻚页⾯面上。 

点击⽂文件名后的【×】可取消上传选择的⽂文档。 

点击【确认】可将选择的⽂文档进⾏行行上传的操作。 

点击【取消】可取消本次操作内容。 

 

数据总览-批量量导⼊入-上传成功 

上传成功的数据会直接展示到系统⾥里里，并在⻚页⾯面上⽅方提示“批量量导⼊入知识推理理引擎成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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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总览-批量量导⼊入-上传失败 

如果上传的⽂文档数据格式不不符合要求，则会显示上传失败，并报错，点击【下载导⼊入

失败结果】可下载报错结果，报错结果会标红展示在错误表格的后⾯面，修改后可重新上传。 

选择【异构导⼊入】时，允许⽤用户按照⾃自⼰己定义的⽂文档格式进⾏行行知识的上传。 

2）有数据时前端编辑 

 

数据总览-有数据 

成功导⼊入数据后，实体、相关属性和他们对应的值会展示在数据总览界⾯面。⻚页⾯面左侧

展示实体间的关系。⻚页⾯面右侧展示已选实体或实体集合的属性和值，实体在⾸首列列展示，属性

在⾸首⾏行行展示，交叉处展示实体属性对应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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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总览-实体关系 

点击实体关系列列表中的实体，则右侧展示该实体及其所有⼦子实体对应的属性和值。 

点击【全部】可展示所有实体及对应的属性和值。 

点击实体前⾯面的展开按钮，可展开该实体下⼀一层的所有⼦子实体。 

点击【搜索】可按照关键字搜索实体关系内的实体。 

点击【新增⼀一级】可新增⼀一级实体。 

 

数据总览-实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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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标悬停到具体实体边，出现操作列列表。 

点击【新增】可在当前实体下新增下级实体。 

点击【编辑】可编辑当前实体名称。 

点击【删除】可删除当前实体。注意，删除当前实体会同时删除实体下的所有⼦子级，

请谨慎操作。 

 

数据总览-关系列列表 

点击【搜索】可按照关键字搜索实体。 

点击【导⼊入】弹出【批量量导⼊入】窗⼝口（同⽆无数据时的批量量导⼊入操作）。 

点击【导出】，可将储存在知识推理理引擎模块的数据全部导出。 

点击【新增属性】，可进⼊入【新增属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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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总览-关系列列表-新增属性 

可在输⼊入框中输⼊入属性名称，回⻋车添加。点击【取消新增】则退出【新增属性】状态。 

⿏鼠标悬停在属性边上可⻅见【删除】按钮，点击可删除该属性。 

点击操作列列的【删除】按钮，可删除该实体 

点击【删除】，可删除该实体对应的全部属性和值。 

点击实体和属性交叉的位置，可弹出【值编辑】窗⼝口。 

 

数据总览-关系列列表-值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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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体增加标签 

操作： 

1、单击实体，在弹窗中点击编辑标签 

2、在标签选择下拉框中选择标签系统已有标签，即可给实体打上对应标签 

3、再次单击实体，可在弹窗中查看已有标签 

 

 
 

4）属性值增加时间维度 

操作： 

单击属性值，在弹窗中可看到属性值的编辑界⾯面 

在属性值编辑框下⽅方有对属性值的时间定义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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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意义：给属性值增加时间指的是给属性值增加其业务层⾯面上存在的时间，⽽而⾮非有

效时间 

 
 

5）编辑属性名称 

操作： 

1、⿏鼠标悬浮在数据总览的属性⻚页上，即可看到隐藏的编辑按钮 

2、点击编辑按钮，即可对当前的属性进⾏行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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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属性配置 

属性配置功能可允许对知识推理理引擎中的属性进⾏行行语料料和话术的相关定义及编辑。并

允许针对不不同实体搭配通⽤用属性时话术不不同的情况进⾏行行补充编辑。 

 

属性配置 

属性配置界⾯面默认展示全部属性，以及其语料料、话术、特例例实体和特例例话术等内容。 



 

竹间智能® Bot Factory v3.2.0 产品使用手册 

竹间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第 59 页 共 285 
页 

在【搜索框】内可按照关键字搜索属性。 

点击【编辑】进⼊入【属性编辑】⻚页⾯面。 

 

属性配置-属性编辑 

在 【 话 术 】 输 ⼊入 框 内 可 添 加 机 器器 ⼈人 回 答 属 性 的 值 时 答 案 的 模 板 ， 话 术 中

[XEON_ENTITY]代表实体，[XEON_PROPERTY]代表属性，[XEON_VALUE]代表值。话术

⽀支持⽂文本编辑和富⽂文本两种形式。 

在【属性关联】可设置某个属性的值由其他属性的值组合⽽而成，出话时除了了出该属性

本身的值也会出关联属性的对应值。 

打开【设置为实体名称】开关，可将实体下某个属性的值作为实体的展示名称存储。 

在【属性语料料】输⼊入框内可添加属性的语料料。属性的语料料通常为⼀一个句句⼦子，可作为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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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该属性的其他说法，语料料中的实体部分可⽤用<e>来替代。输⼊入后回⻋车即可将语料料添加到⻚页

⾯面下⽅方，点击已添加语料料后的【删除】按钮可删除该语料料。 

点击【新增特例例】出现特例例实体编辑框。 

 

属性配置-属性编辑-新增特例例 

在【特例例实体】选择框内可选择针对该属性需要补充不不同话术信息的实体。 

在【添加话术】输⼊入框内可添加机器器⼈人回答属性的值时答案的模板，话术中

[XEON_ENTITY]代表实体，[XEON_PROPERTY]代表属性，[XEON_VALUE]代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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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新增特例例】按钮，可以添加不不同实体针对该属性需要补充的不不同信息。 

点击【保存】可保存本次操作内容。 

点击【取消】可取消本次操作内容。 

 

1）属性增加相似度开关（用于类案搜索场景） 

操作： 

路路径：数据总览-属性配置-操作-作为相似匹配对象 

打开开关后，在对应属性的“作为相似匹配对象”列列可看到对号 

影响：提交审核，在搜索框输⼊入任意该属性下的值（或相似语义⽂文本），即可反查到

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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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词库配置 

词库管理理功能可允许对知识推理理引擎中的实体、属性和值进⾏行行同义词的编辑。 

 

词库配置 

在【搜索框】内可按照关键字搜索词库或其同义词。 

点击【新增词库】按钮可进⼊入【新增同义词】⻚页⾯面。 

点击【编辑】进⼊入【编辑同义词】⻚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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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删除】可删除该词库的全部同义词。 

 

词库配置-新增同义词 

在【词名称】输⼊入框内可输⼊入需要添加同义词的词。 

在【展示名称】输⼊入框内可输⼊入该词的展示名称，添加后即可在对话中代替该词本体

进⾏行行展示。 

在【同义词】输⼊入框内可添加同义词，输⼊入后回⻋车即可添加，点击已添加同义词后的

【×】可删除该同义词。 

点击【保存】可保存本次操作内容。 

点击【取消】可取消本次操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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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库配置-编辑同义词 

操作与【新增同义词】⼀一致。 

4.2.4. 简介配置 

简介配置功能可允许对知识推理理引擎中的实体和属性进⾏行行简介的定义及编辑。简介配

置界⾯面分为两个模块：实体简介配置和属性简介配置。 

1）实体简介配置 

实体简介是专⻔门针对实体的简介进⾏行行配置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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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配置-实体简介 

在【搜索框】内可按照关键字搜索实体或其简介。 

点击【新增】按钮可进⼊入【新增简介】⻚页⾯面。 

点击【编辑】进⼊入【编辑简介】⻚页⾯面。 

点击【删除】可删除该实体的简介配置。 

 

简介配置-实体简介-新增简介 

在【实体】选择框内可选择需要添加简介的实体，下拉会展示所有实体，已编辑过简

介的实体不不会展示。 

点击实体简介后的不不同按钮可给实体添加不不同类型的简介。实体简介可在询问特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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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义词、语料料或单独询问实体时触发。 

 

简介配置-实体简介-新增简介-介绍内容 

点击实体简介后的【介绍内容】，下⽅方出现介绍内容输⼊入框，可新增或修改已有介绍

内容。介绍内容的形式可为⼀一段⽂文本或富⽂文本。定义后⽤用户询问时，机器器⼈人会回答这⼀一段⽂文

本。点击输⼊入框后⾯面的【删除】按钮，可以删除简介中的介绍内容。 

 

简介配置-实体简介-新增简介-相关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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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实体简介后的【相关实体】，下⽅方出现相关实体选择框，可新增或修改已有相关

实体。相关实体只可选择该实体的⼦子级实体。定义后⽤用户询问时，机器器⼈人会回答定义的⼦子实

体的链接，供⽤用户点击选择。点击已选相关实体后的【×】，可删除对应相关实体。点击相

关实体选择框后⾯面的【删除】按钮，可以删除简介中的相关实体。 

 

简介配置-实体简介-新增简介-相关属性 

点击实体简介后的【相关属性】，下⽅方出现相关属性选择框，可新增或修改已有相关

属性。相关属性只可选择与该实体搭配且有值的属性。定义后⽤用户询问时，机器器⼈人会回答定

义的属性的链接，供⽤用户点击选择。点击已选相关属性后的【×】，可删除对应相关属性。

点击相关属性选择框后⾯面的【删除】按钮，可以删除简介中的相关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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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配置-实体简介-新增简介-相关值 

点击实体简介后的【相关值】，下⽅方出现相关值选择框，可新增或修改已有相关值。

相关值只可选择与该实体搭配的且有值的属性。定义后⽤用户询问时，机器器⼈人会回答定义的该

实体的属性和值。点击已选相关值后的【×】，可删除对应相关值。点击相关值选择框后⾯面

的【删除】按钮，可以删除简介中的相关值。 

实体的简介中，介绍内容、相关实体、相关属性和相关值可以组合存在，但相关属性

和相关值不不可同时存在。 

点击【确定】可保存本次操作内容。 

点击【取消】可取消本次操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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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配置-实体简介-编辑简介 

操作与【新增同义词】⼀一致。 

2）属性简介配置 

属性简介是专⻔门针对属性的简介进⾏行行配置的⻚页⾯面。属性简介配置界⾯面与实体简介配置

界⾯面的操作⼀一致。 

 

简介配置-实体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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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反问配置 

简介配置功能可实现当知识图谱返回的结果不不唯⼀一时，对⽤用户进⾏行行反问以确认 合适

的答案的功能。 

 

反问配置 

已有的反问配置以卡⽚片形式存在。 

点击【卡⽚片删除】按钮，可删除对应反问配置。 

点击【卡⽚片修改】按钮，可修改对应反问配置。 

点击【新增配置】按钮，可弹出新增反问配置弹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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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反问配置弹窗 

【配置名称】输⼊入框，可在输⼊入框中输⼊入反问配置的名称。 

1）触发条件 

【实体选择】下拉框，可选择触发反问的实体，实体可多选，多选之间为或的关系。 

【结果数量量】下拉框，可选择触发反问的可回答结果数量量，当数量量超过所选数量量，则

可触发反问，可选为数字 1-10。 

2）执⾏行行 

【执⾏行行⽅方式】选择框，可选择执⾏行行反问的⽅方式，有“根据具体实体进⾏行行反问确认”以

及“根据相关属性进⾏行行反问确认”两种。 

如果⼀一级实体是华为，⼆二级实体是⼿手机和平板电脑，三级实体是⽿耳机和电源，属性有

价格，颜⾊色等。 

根据相关属性进⾏行行反问确认，会询问⽤用户需要什什么价格或者颜⾊色等属性 

根据具体实体进⾏行行反问确认，’逐层询问‘会询问⽤用户需要⼿手机还是平板电脑，进⽽而询

问具体型号；‘按结果询问’会直接询问⽤用户需要的是⼿手机的⽿耳机或电源，或者平板电脑的⽿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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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或电源 

a. 根据具体实体进⾏行行反问确认 

 

根据具体实体进⾏行行反问确认 

【反问话术】输⼊入框，可输⼊入进⾏行行反问的话术。 

【反问⽅方式选择】下拉框，可选择反问⽅方式，分为“按结果询问”和“逐层询问”两种。 

“按结果询问”为直接按命中的多个实体进⾏行行对客户的询问，“逐层询问”为按照实体

的层级对客户进⾏行行询问。 

b. 根据相关属性进⾏行行反问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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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属性进⾏行行反问确认 

【属性选择】下拉框，可选择需要进⾏行行询问的属性。 

【反问话术】输⼊入框，可输⼊入进⾏行行反问的话术。 

【追问话术】输⼊入框，如⽤用户未回答可解析的答案，可输⼊入进⾏行行追问的话术。 

【添加反问属性】按钮，点击可新增需要进⾏行行询问的属性。 

4.2.6. 测试报告 

测试报告功能可允许上传测试题，并进⾏行行批量量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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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报告 

点击【测试集上传模板】按钮，可下载测试集上传模板。 

点击【导⼊入测试集】按钮，可导⼊入已经编辑好的测试集。 

 

测试报告-导⼊入成功 

上传成功的测试集数据会直接展示到⻚页⾯面左侧的测试集列列表中，并在⻚页⾯面上⽅方提示

“导⼊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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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报告-导⼊入失败 

如果上传的⽂文档数据格式不不符合要求，则会显示上传失败，并报错，点击【错误⽇日志】

可下载报错结果，修改后可重新上传。 

 

测试报告-测试集列列表 

测试集列列表中会显示所有上传过的测试集，并显示测试集的名称、测试时间、测试集

状态以及正确率。 

在【搜索框】内可按照测试集名称的关键字搜索测试集。 



 

竹间智能® Bot Factory v3.2.0 产品使用手册 

竹间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第 76 页 共 285 
页 

点击【开始测试】可以对未进⾏行行过测试的测试集进⾏行行测试，或者对已测试过的测试集

进⾏行行重新测试。 

点击具体的测试集，⻚页⾯面右侧会展示具体测试集内部的测试题详情，包括测试题内容、

⽤用户编辑的期望答案以及机器器⼈人预测的测试答案，回答正确的测试题会以绿⾊色展示，回答错

误的测试题会以橘⾊色展示。 

 

测试报告-测试题详情 

 

4.2.7. 变更更审核 

变更更审核功能可允许⽤用户将修改的数据同步到线上，或回滚到之前版本。 



 

竹间智能® Bot Factory v3.2.0 产品使用手册 

竹间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第 77 页 共 285 
页 

 

变更更审核-数据有变动时 

当知识推理理引擎数据有变动时，点击【变更更审核】会提示“沙箱数据存在变更更，是否

需要发布”。 

点击【同步更更改】可将变更更的数据同步到线上。 

点击【回退更更改】可将更更改的数据还原为线上数据。 

 

变更更审核-数据⽆无变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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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知识推理理引擎数据⽆无变动时，点击【变更更审核】会提示“沙箱数据已和⽣生产环境同

步”。 

4.3. 任务引擎 

任务引擎（⼜又叫多轮对话引擎）可以让⽤用户设计可控的场景对话。常⽤用标准问题能让机

器器⼈人处理理⼀一问⼀一答，或者结合上下⽂文，回答两轮到三轮的问题。⽽而多轮对话引擎是通过识别

⽤用户的意图（什什么是意图？），将⽤用户带⼊入某⼀一特定的任务场景中，通过多种信息抽取的⽅方

式，让机器器⼈人能够明⽩白⽤用户想要达成的⽬目标，并帮助⽤用户完成任务。 

多轮对话引擎⾸首⻚页会展示已经设计好的场景。我们可以点击“+创建场景”进⾏行行场景新

建，也可以选择“+导⼊入场景”将其他账户中已经设计好的场景内容直接导⼊入。这⾥里里我们集中

介绍创建场景的步骤。 

 

4.3.1. 创建场景 

⽤用户可以选择已有的场景模板并在其基础上进⾏行行修改，也可以直接选择“不不使⽤用模板”

来设计全新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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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场景 

4.3.2. 导⼊入已有 json 格式的场景脚本 

⽤用户也可以选择导⼊入电脑上本地已经做好的 json 格式场景脚本，在此基础上做修改和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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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对话测试 

点击界⾯面右上⻆角聊天按钮弹出对话测试框，可⽤用作测试场景，其中分析按钮打开后，可⽤用作

判断⽤用户的意图和当前出话的模块，界⾯面如图： 

 

触发⽅方式有两种： 

1) 在输⼊入框中输⼊入触发词来触发场景 

2) 第⼆二种是将⿏鼠标移⾄至开始节点，点击右侧按钮弹出⾼高级触发模式，通过⼿手⼯工指定触发词

（注意不不要和其他模块触发语料料冲突，如 FAQ）及触发时带⼊入场景的参数来触发场景，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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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多轮配置 

创建好新场景后，进⼊入配置界⾯面，在连线界⾯面中，点击右侧【功能】分别拖⼊入 “对话节

点 2.0”、“TDE 参数收集节点”、 “动作节点”、“结束节点”。“对话节点 2.0”是多轮对话配

置的基本元素。 

 

多轮场景配置 

 



 

竹间智能® Bot Factory v3.2.0 产品使用手册 

竹间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第 82 页 共 285 
页 

4.3.5. 多轮配置-⼊入⼝口节点（开始）设置 

⼊入⼝口节点（开始）分为两个部分：触发和对话跳转设定 

点击【编辑】对每个部分进⾏行行设置： 

1）基本设置：主要是对⼊入⼝口节点的名称进⾏行行修改（修改每个节点名称有助于后续连线时的

辨别） 

 

⼊入⼝口节点基本设置 

 

2）触发：是指当⽤用户触发什什么条件时，AI 发起该场景。 

 

⼊入⼝口节点触发设置 

 

3）对话跳转设定：在触发场景时，指定对话流程的下⼀一个对话节点。连线规则的设置规则

⻅见对话节点 2.0 设置中的连线规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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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节点连线设置 

进⼊入多轮对话场景后，我们使⽤用各种类型的“对话节点”作为每⼀一轮对话的交互单位。每个

节点都有特定的抽取信息功能。可以抽取时间、地点、数字等。 

4.3.6. 多轮配置-对话节点 2.0 设置 

对话节点 2.0 分为 4 个部分：机器器⼈人回话设置、语义理理解设置、对话跳转设定、语⾳音设置。

通常⼀一个节点的配置按上述 4 个 tag 的顺序从左到右依次配置即可，如⾮非外呼场景，⽆无需

语⾳音设置。（接⼝口开发须知：多轮中⼤大部分判断及执⾏行行对数据类型的要求为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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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1. 机器器⼈人回话设置 

 

1） 节点名称（左上⻆角）：⽤用于辨别于其它节点 

2） 是否出话开关（右侧蓝⾊色开关，默认为开启状态）：打开时该节点可配置话术，关闭时，

该节点不不出话，仅对上轮⽤用户说话做判断（跳过⼀一轮机器器⼈人和⽤用户的对话）。使⽤用此功

能时，在连线规则中的预设前往不不可设置为解析失败处理理，含解析失败话术的需要使⽤用

$skip_dialogue 处理理。 

3） 展开⾼高级话术开关：展开后可展示更更多配置项 

4） 机器器⼈人回话：指进⼊入此节点后，机器器⼈人回复⽤用户的语句句 

5） 机器器⼈人重复回话：⽤用于在当前任务场景内第⼆二次再进⼊入该节点时的出话。 

6） 机器器⼈人场景恢复引导回话：⽤用于等多轮以外的模块如常⽤用标准问出话后再回到场景节点

时的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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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常⻅见命令：⽤用作放在预设⽂文本、解析失败⽂文本等⽂文本框中的命令如：$global{xxx}，xxx

代表场景内收集或接⼝口传⼊入的变量量（字段、键）、$skip_dialogue 代表当前节点不不出

话，解析⽤用户 近⼀一次输⼊入的内容。 

8） 解析失败⽂文本（在对话跳转设定⻚页⾯面的 下⽅方配置）： 

a) 所有连线规则都不不符合时，通过设置预设前往解析失败，就会回复“解析失败⽂文本”

的内容。 

b) 连续回话超过 3 次（次数可⾃自由配置），指本节点连续 3 次解析失败时，则前往

某节点 

c) 所有连线规则都不不符合时，通过设置预设前往 EXIT 或某个节点，就会直接跳转。 

 

4.3.6.2. 语义理理解设置 

为帮助机器器⼈人理理解⽤用户回话，⽽而设计的解析⽤用户输⼊入⽂文本的内容，并抽取信息或对⽤用户⾏行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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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行分类的功能，如下图按钮所示， 多可同时增加 3 类按钮。 

 

1） ⾏行行为分类：⽤用作对⽤用户的⾏行行为进⾏行行分类，⽤用户可通过⾃自定义的语料料及分类标签来创建符

合当前业务场景的⾏行行为分类器器，属于轻量量级的分类功能，训练较快，对语料料⻓长短⽆无要求。

具体创建及训练⽅方式详⻅见⾏行行为分类器器介绍章节。 

2） 解析器器：⽤用作对⽤用户输⼊入⽂文本中包含的槽位进⾏行行抽取，如时间、地点、⾦金金额等，分为

NLU 解析器器及⾃自定义解析器器，具体配置详⻅见解析器器介绍章节 

3） 意图：⽤用作对⽤用户的意图进⾏行行分类，通常语料料按照⼀一些句句式如 do sth 来提升语料料训练

结果的准确性。意图对⻓长句句的识别效果⽐比短句句要好，且⽀支持⼤大量量语料料进⾏行行训练，意图创

建及训练详⻅见 BFOP 使⽤用⼿手册。 

4） 添加解析器器后的⻚页⾯面如下图： 

a) 在左侧下拉框选中选择分类/解析器器/意图后，系统会将识别到的结果存放在“返回

变量量/槽位“中。 

b) 分类器器中，如果设置的变量量名有重复，则下⽅方新增的⾏行行为分类器器，会覆盖掉上⾯面重

名分类器器的变量量值 

c) 意图选择器器的返回变量量名可⾃自⼰己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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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所有识别到的内容均可在对话跳转设定中通过”场景已收集数据“调⽤用，通过键（变

量量）的值来判断解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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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3. 对话跳转设定 

 

 

1） 界⾯面介绍 

界⾯面中主要分为条件、执⾏行行动作、跳转。 

执⾏行行动作通常有 3 种情况：符合全部条件、符合任意条件、⽆无需条件（不不设置条件，

只添加操作时，即为⽆无需条件直接执⾏行行或跳转）。 

规则流转顺序为从上⾄至下，当⾛走到某⼀一条规则后跳转⾄至其他节点，则该条规则下⽅方的所

有规则将不不会触发。 

下图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条件-执⾏行行-跳转判断的逻辑，其中如有多个条件，可按下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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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框中选择全部或任意。该规则的意思为：如果⽤用户说了了“我就是”，则给变量量“是否本

⼈人”赋值为 Y，并且跳转⾄至对话节点 2.0_3 

 

2） 条件-⽤用户输⼊入⽂文本-完全相符 

⽤用户输⼊入的⽂文本与这边设定的内容完全相符（必须⼀一字不不差），例例如以下设置的⽅方式，

只有在⽤用户输⼊入「⻋车⼦子」的时候才会跳转到「⻋车⼦子」的节点，在上图已有演示。 

3） 条件-⽤用户输⼊入⽂文本包含⽂文本 

⽤用户输⼊入的⽂文本包含这边设定的内容，例例如以下设置的⽅方式，若⽤用户输⼊入「我想买⻋车⼦子」

的时候，因句句中包含了了「⻋车⼦子」，所以跳转到「⻋车⼦子」的节点。此时只有⼀一条规则，所

以“任意”还是“全部”不不会影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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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条件-⽤用户输⼊入⽂文本-正则表达式 

利利⽤用正则表达式匹配⽤用户输⼊入⽂文本中的特定词汇，如下图，代表⽤用户输⼊入的话中包含：

是我的⻋车⼦子/是我的汽⻋车/是我的轿⻋车。且“是”字前不不能有“不不”字。具体正则写法需要

系统学习，通常开发⼈人员会⽐比较熟悉，也可在各⼤大⽹网站搜索下使⽤用⽅方式。 

 

 

5） 条件-⽤用户输⼊入⽂文本-意图匹配 

可选择不不同模型下（左侧下拉框）的具体意图（右侧下拉框），如旅游出⾏行行分类下的，

查租⻋车、订⻋车意图，此处⽀支持多选。此时如果⽤用户在该节点输⼊入的⽂文本符合了了⽤用户选中

意图中的任意⼀一个，则可以执⾏行行我们的预设好的动作和跳转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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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图（所有模型）：指⽤用户输⼊入⽂文本未打中任何意图 

⽆无意图（当前模型）：指⽤用户输⼊入⽂文本未打中当前模型下的任何意图，如下图左侧“旅

游出⾏行行”即为意图模型名称，右侧为意图 

 

6） 条件-场景已收集数据-键值匹配 

将填⼊入的键对应到的数值跟填⼊入的值做⽐比对，也⽀支持使⽤用正则表示式进⾏行行规则匹配，所

有的⽐比较⽅方式如下： 

⽐比较⽅方式 意义 

等于 完全相符 

不不等于 不不相符 

⼤大于 ⼤大于 

⼤大于等于 ⼤大于等于 

⼩小于 ⼩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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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等于 ⼩小于等于 

忽略略⼤大⼩小写等于 在忽略略⼤大⼩小写的情况下完全相符 

正则表示式 正则表示式⽐比对 

7） 条件-场景已收集数据-键键匹配 

将两个填⼊入键对应的键值做对⽐比，所有的⽐比较⽅方式如下： 

范例例： 

判断填⼊入的键 list1 的值是否包含于另⼀一个键 list2 的值，判断成功后，会跳往 Exit。 

⽐比较⽅方式 意义 

等于 完全相符 

不不等于 不不相符 

⼤大于 ⼤大于 

⼤大于等于 ⼤大于等于 

⼩小于 ⼩小于 

⼩小于等于 ⼩小于等于 

忽略略⼤大⼩小写等于 在忽略略⼤大⼩小写的情况下完全相符 

包含于 键值 1 包含于键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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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条件-场景已收集数据-包含/不不包含键 

⽤用于判断当前场景是否包含某个填⼊入键名的暂存变量量。 

 

范例例： 

当包含是否本⼈人这个变量量时，将执⾏行行操作或跳转 

 

 

9） 条件-场景已收集数据-序列列⻓长度匹配 

检查填⼊入键的数组元素个数是否到达指定的界线，所有的⽐比较⽅方式如下： 

⽐比较⽅方式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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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 完全相符 

不不等于 不不相符 

⼤大于 ⼤大于 

⼤大于等于 ⼤大于等于 

⼩小于 ⼩小于 

⼩小于等于 ⼩小于等于 

 

范例例： 

当填⼊入的 list 键的元素个数⼤大于 0 的时候，则执⾏行行动作或跳转。 

 

 

10） 条件-场景已收集数据-轮次检查 

在通⽤用设置中我们可以设定「全场景对话数」以及「预设节点对话数」，同样在设定连

线规则判断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轮次检查」检查是否超过上限，进⽽而进⾏行行节点跳转。 

u 内容若填⼊入“若超过节点对话轮数限制“，则检查是否超过设定的预设节点对

话数； 



 

竹间智能® Bot Factory v3.2.0 产品使用手册 

竹间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第 95 页 共 285 
页 

u 内容若填⼊入“若超过全场景对话轮数限制“是检查是否超过设定的全场景对话

数 

 

 

11） 条件-场景已收集数据-数据转换解析匹配 

该功能，⽤用作同义词的识别及归类，如可⽤用来判断⼀一个键中包含的值是否属于某⼀一分类。

假设我给来源键“垃圾名称”赋值为“空瓶⼦子”，然后在转换数据列列中选择已写好的词库

“垃圾分类”，此时在该词库中能找到同义词“空瓶⼦子”则可以打中该条规则。但如果赋

值为“上海海市”，则不不会打中该词库。 

 

转换数据的数据源需通过词库添加与管理理，具体的使⽤用说明⻅见 BFOP 使⽤用⼿手册。 

 

12） 条件-场景已收集数据-正则表达式 

和⽤用户输⼊入⽂文本的正则表达式应⽤用对象不不同，主要针对场景已经收集的数据进⾏行行解析，

原理理同正则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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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执⾏行行操作-解析器器 

同语义理理解设置⻚页⾯面中的解析器器，包含了了多个内置解析器器，会将解析结果放⼊入系统内定

好的变量量中。⽬目前仅有 NLU 解析器器、正则解析器器、⾃自定义解析器器、对话⾏行行为分类解析

器器可⽤用，其余解析器器已不不再维护，仅⽤用作兼容⽼老老场景使⽤用。解析器器选择⽅方式如下图，其

中⾃自定义解析器器及⾏行行为分类器器详⻅见后续章节 

 

 

由于 NLU 解析器器数量量会不不断迭代更更新，故此处仅列列举部分如下： 

类 型 ( 即

NLU 解析

器器名称) 

⽬目标键（解析器器返回键） 备注：所有的解析器器，如⽆无返回值，

即键不不存在，代表未解析到 

⾦金金 钱  ( 数

字) 

MONEY: "5000000 元 LR" 

MONEY_AMOUNT: 5000000.0 

MONEY_RANGE: "LR" 

MONEY_RANGE: 

L-代表低于 xx 元 

R-代表⾼高于 xx 元 

LR-代表 xx 元左右 

选 项  ( 逻

辑) 

此功能⽬目前在优化中，暂时不不介绍 此功能⽬目前在优化中，暂时不不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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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 逻

辑) 

POLARITY: "affirm-answer" POLARITY: 

affirm-answer-肯定答复 

negative-answer-否定 

时 间  ( 时

间) 

TIME: "从 5 ⽉月 2 ⽇日到 6 ⽉月 2 ⽇日 5 天

" 

Value of X: 

TIME 

FROM_TIME 

TO_TIME  

 

以下字段中的 X，均⽤用上述 X 的 3

个枚举值中替换 

X_YEAR: 2018（如：TIME_YEAR、

FROM_TIME_YEAR） 

X_MONTH: 12 

X_DAY: 14 

X_WEEK_DAY: TUESDAY 

X_DAY_PART: "AM" 

X_HOUR: 12 

X_MINUTE: 40 

X_SECOND: 30 

有未来时间、过去时间两种选项作为

优先解析的偏好 

Value of X，与 X_YEAR 结合使⽤用如

下： 

解析偏好：过去时间 

⽤用户输⼊入：帮我看下 18 年年到 19 年年的

账单 

时间解析器器返回结果： 

TIME: 从 2018 年年到 2019 年年 

FROM_TIME_YEAR：2018 

TO_TIME_YEAR：2019 

FROM_TIME_ISO_DATE_BEGIN: 

2018-01-01 

TO_TIME_ISO_DATE_BEGIN: 

2018-12-31 

FROM_TIME_ISO_DATE_END: 

2019-01-01 

TO_TIME_ISO_DATE_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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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_DEVIATION: "LR" 

X_ISO_TIME: "08:00:00" 

X_ISO_DATE_SINGLE: 

"2018-12-14" 

X_ISO_DATE_BEGIN: "2018-12-1

4" 

X_ISO_DATE_END: "2018-12-15" 

DURATION_YEARS: 2 

DURATION_MONTHS: 3 

DURATION_DAYS: 10 

DURATION_HOURS: 2 

DURATION_MINUTES: 10 

DURATION_SECONDS: 60 

2019-12-31 

 

解析偏好：未来时间 

⽤用户输⼊入：订⼀一个周⼆二下午两点的机

票（当前是周五，选择未来时间则解

析器器默认为下周⼆二） 

时间解析器器返回结果： 

TIME：星期⼆二下午 14 时 

TIME_ISO_DATE_SINGLE: 

2020-03-10 

TIME_ISO_TIME:14:00:00 

 

DURATION 代表持续时间 

⼿手机号 (数

字) 

MOBILE_PHONE: "13701329469"   

姓 名  ( ⼈人

物) (只取姓

⽒氏) 

SURNAME: "周"   

姓 名  ( ⼈人

物) 

PERSON_NAME: "周杰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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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  ( 地

址) 

ADDRESS: "上海海市徐汇区宜⼭山路路

700 号⻰龙华园 8 栋 307 室"（⽤用于放

完整地址） 

ADDRESS_L1: "上海海市"（⽤用于放直

辖市） 

ADDRESS_L2: "深圳市"（⽤用于放地

级市） 

ADDRESS_L3: "徐汇区"（⽤用于放

区） 

 由于全国城市数据实时变动，故此功

能仅作参考，并不不代表解出的地址⼀一

定存在 

 

 

正则解析器器，不不同于条件中的正则，此处仅执⾏行行取值动作，⽆无判断功能（单符合词时未

取到则不不⽣生成/覆盖该键、多符合词时，未取到的符合词值为空，但可⽤用键值匹配判断，

值为 None 时，代表此键存在，但为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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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执⾏行行操作-场景已收集数据-Web API 调⽤用 

Web API 调⽤用⽅方式，是直接将⽤用户输⼊入⽂文本以及相关数据发送 POST request 给指定

服务器器，包括以下的主要数据类型： 

 

a) NLU 解析器器的 parser（仅列列举部分） 

外⽹网地址：http://poc2.emotibot.com:10999/tde/usp/query/xxx（为地址尾 ，必须⼩小

写） 

本地地址：http://nlu-tde:10999/tde/usp/query/xxx（为地址尾 ，必须⼩小写） 

返回键：XXX（⼤大写）  枚举值：详⻅见下表备注栏 

外⽹网地址与我司数据库对接，语料料及解析能⼒力力会实时更更新，但服务器器⽹网络不不稳定时，可能会

导致接⼝口延迟或调⽤用失败，⽽而影响场景的解析能⼒力力。 

本地地址直接对接本地服务器器，语料料不不会实时更更新，但相对稳定，不不会出现接⼝口故障。 

地址尾 （均为⼩小

写） 

返回键（均为⼤大写） 备注：所有的解析器器，如⽆无返回值，即键不不

存在，代表未解析到 

is_yourself IS_YOURSELF 1. 返回值：Y/N/AMB 分别代表是本

⼈人、不不是本⼈人、模棱两可的回答 

2.  

know_him KNOW_HIM 3. 返回值：Y/N//AMB 分别代表认识、

不不认识、模棱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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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尾 （均为⼩小

写） 

返回键（均为⼤大写） 备注：所有的解析器器，如⽆无返回值，即键不不

存在，代表未解析到 

not_convenient NOT_CONVENIENT 4. 返回值：Y/N 分别代表认识、不不认

识 

number NUMBER 5. 返回值：数字 

 

b) 对接外部服务的 parser 

外部 server 的范例例回传格式： 

{ 

  "status_code": 0, 

  "msg_response": { 

    "update": { 

      "answer": "Hello", 

      "quantum": 1, 

      "time": [ 

        "2017040100-201704302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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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 字段下的 object 是你想要返回的所有变量量。 

    这个范例例来说，假设有 answer、quantum 和 time 三个变量量是你想返回的，

就在 update 底下填⼊入 answer、quantum 和 time 三个字段。 

    在⻚页⾯面上连结的地⽅方填⼊入要调⽤用的服务器器 url，这个范例例底下跟着⼀一个键值匹

配判断想要的键是否有正确的值即可。 

 

15） 执⾏行行操作-场景已收集数据-赋值 

⽤用于将填⼊入的值赋给键表示的暂存变量量。 

 

键值赋值-范例例： 

给填⼊入的 result 键被赋值为 yes ，此处需注意，任何执⾏行行动作及跳转都可以在⽆无条件

下进⾏行行。 

 

键键赋值-范例例： 

给左侧键赋值，使其等于右侧键的值 

 

16） 执⾏行行操作-场景已收集数据-删除键 

⽤用于将键（变量量）删除（清空后可以⽤用不不包含键来做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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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执⾏行行操作-场景已收集数据-⽂文字回复 

⽤用于丰富机器器⼈人的话术，在当前节点就可以对⽤用户出话做回复，⽽而不不⽤用跳到下⼀一个节点

再回复。 

范例例： 

当⽤用户输⼊入⽂文本完全匹配填⼊入的内容“等⼀一下”时，机器器⼈人会先根据⽂文字回复中填⼊入的

内容进⾏行行出话，再跳转到设置的节点再次出话。 

终机器器⼈人的出话内容为：“好的，+下⼀一个节点配置的预设⽂文本话术” 

 

 

18） 外呼参数导⼊入及记录 

l 参数导⼊入： 

在多轮中可以使⽤用导⼊入参数的形式来实现针对不不同⽤用户的呼叫使⽤用不不同的参数，如⽤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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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性别等参数。 

使⽤用⽅方式： 

1.在多轮内对所有需要从外呼报表中导⼊入的参数命名时，在名称前增加 meta_ 

范例例 1： 

 

范例例 2： 

 

2.在外呼界⾯面中任务管理理界⾯面新增任务时，选择下载模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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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下载的表格中填⼊入对应的参数，随后上传⾄至呼叫名单即可，如下： 

 

l 参数记录： 

在多轮内收集到的参数记录⾄至外呼平台形成报表。 

1.需要记录参数的时候  参数的命名需要以 callcenter_开头，如下： 

 

2.外呼的报表中⼼心会在通话结束后形成报表记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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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其余功能 

l 新增计数器器⾃自增功能，以 a=a+1 的形式递增，a 的初始值必须是数字，默认为 0 

l 执⾏行行脚本功能，供开发⼈人员使⽤用，编写脚本以对场景内的数据进⾏行行处理理。 

l 新增语⾳音回复功能，⽀支持调⽤用在外呼配置界⾯面预先导⼊入的录⾳音⽂文件（外呼相关配置，详

⻅见外呼使⽤用⼿手册）。 

 

4.3.6.4. 跳转标签设定 

基于客户对场景测试后结果统计的需求，在连线部分增加标签记录，在统计分析⻚页⾯面增加⼈人

物场景统计报表。 

跳转统计功能的使⽤用步骤如下： 

Step1：与客户约定需要统计的项⽬目 

举个例例⼦子：在核身过程中，记录是否本⼈人问题的答案，及⼤大批量量测试后⼈人群分布，我们约定

四个标签：是本⼈人，认识本⼈人，不不认识本⼈人，打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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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场景搭建过程中，在对应的跳转连线初，打开标签开关，新增标签，回⻋车保存标签，

或者直接选择推荐标签 

 

 

Step3：在对话数据-统计分析-任务场景统计，查看统计数据 

举个例例⼦子：触发场景 6 次，在回答是否本⼈人环节，回答是本⼈人 2 次，认识本⼈人 2 次，不不认

识本⼈人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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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报表展示有三个筛选项⽬目，包括：①时间段、②现存或者已删的场景、③具体场景名字 

 

  

 

l 当选择时间段为⼀一天，展示数据以⼩小时为单位，  

 

 

l 当选择时间⼤大于⼀一天，展示数据以天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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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导出报表，导出的⽂文件格式为 xlsx，报表的数据，按照选择的时间，每⼀一个 sheet 为

⼀一个场景（包含现存和已经删除的所有场景） 

 

 

 

4.3.7. 多轮配置-语⾳音配置 

语⾳音配置功能是针对⽵竹间 AICC 平台的语⾳音场景的相关参数与语⾳音功能进⾏行行配置，分为场景

默认配置与节点配置两部分。节点配置优先级⾼高于默认配置。在⽂文字版场景内该功能⽆无效，

可以通过平台配置功能对界⾯面⼊入⼝口进⾏行行关闭。 

A、默认设置：点击场景右上⻆角【更更多】菜单后，选择【语⾳音配置】打开场景默认语⾳音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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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 

 

l 打断配置：配置是否允许机器器⼈人在该场景内的对话可以被⽤用户讲话打断（默认关闭） 

n 暂停打断响应话术：当⽤用户打断机器器⼈人讲话时，机器器⼈人播报的话术 

l 机器器⼈人静默等待时⻓长/话术：当机器器⼈人在 X 毫秒内没有收到⽤用户的回话，机器器⼈人将对该

情况进⾏行行话术回复，允许⽤用户选择预录⾳音回复（X 默认配置为 5000） 

l 当静默话术连续播报 X 次：当⽤用户持续静默，机器器⼈人连续播报静默话术 X 次，则机器器

⼈人将播报静默挂断话术后，⾃自动结束场景 

l 静⾳音检测时间：当⽤用户回话后停⽌止超过 X 毫秒，则机器器⼈人视为⽤用户该轮对话完成，开

始进⾏行行解析；若⽤用户在 X 毫秒内继续说话，那么机器器⼈人将继续倾听⽤用户说话。 

l TTS URL：允许按照需求使⽤用配置的 url 内的 TTS，默认为空 

l VSP 设定：ASR/TTS ⼚厂商⾃自定义参数，默认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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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节点设置：在对话节点 2.0 中，点击【语⾳音设置】标签，可以针对本节点内对话进⾏行行语

⾳音设置 

 

所有节点配置默认使⽤用场景配置 

对应项⽬目选择⾃自定义后，可以按需求针对本节点进⾏行行单独配置。 

4.3.8. 功能场景节点（也称⼦子场景） 

⽤用户可以创建可复⽤用的场景模板，⽤用于嵌套在场景中，这类模板称之为功能场景（⼦子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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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1. 创建功能场景 

 

 

4.3.8.2. ⻚页⾯面配置 

1) 在⼦子场景的开始触发节点，如⽆无需在出话前做预处理理，则直接配置直接跳转⾄至新增对话

节点即可⽣生成进⼊入⼦子场景后的第⼀一个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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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子场景⼤大部分操作界⾯面同任务场景，不不同的是，⼦子场景的跳转规则中，“退出场景”变

为“结束当前功能场景”，指此处结束功能场景，回到任务场景中。 

 

3) ⼦子场景中的键与任务场景共⽤用，所以在使⽤用过程中需要注意避免键名冲突 

4) 在任务场景中，点击⼦子场景节点旁的编辑按钮，可以进⼊入到⼦子场景进⾏行行编辑，此时点击

左上⻆角图标可回到任务场景，如图 

  

5) 在任务场景中，点击红框中图标，可以针对⼦子场景中“结束当前功能场景”的出⼝口进⾏行行

配置，即可以指定⼦子场景在不不同情况下结束时跳转⾄至功能场景的某个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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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3. 上⽅方菜单栏 

菜单栏分为六个部分：修改场景名称、任务场景开关、返回列列表、导出场景、更更多设置和场

景节点展开收起按钮。其中更更多设置-语⾳音设置和脚本设置已在 1.3.2.3 中介绍过。 

 

1) 修改场景名称 

主要是对场景的名称进⾏行行修改（修改名称有助于和其它场景的辨别） 

 

 

2) 任务场景开关 

点击打开任务场景的开关后，如果⽤用户的对话命中任务场景的⼊入⼝口触发条件，才能进⼊入该任

务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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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导出 json 脚本 

把当前保存的场景版本导出为 json 格式。（⼀一般⽤用于备份当前的场景版本和在不不同机器器⼈人

之间迁移场景） 

 

 

4) 更更多设置-变量量模板（较少使⽤用，⾮非特殊场景可忽略略，多数情况下在预设⽂文本中配置即

可） 

主要⽤用途是对于任务场景中取得的变量量进⾏行行模板化的语句句包装，例例如下图看到的针对 

fromPlace 此变量量的语句句包装为「出发地为$global{fromPlace}。」则如果提取到使⽤用者对

bot 说出发地为「北北京」的话，将会播报「出发地为北北京。」这样的句句⼦子，此处

$global{fromPlace} 代表 fromPlace 变量量提取到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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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节点中，若要使⽤用模版提供的语句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使⽤用 $msg_confirm 关键字，

此关键字可带出所有未经确认过的讯息，例例如若我们写了了这样的⼀一个回复语句句

「$msg_confirm 好的。请问你的到达城市是哪⾥里里？」，假设在这个节点之前，只提取到了了 

fromPlace 变量量为「北北京」，则这边原句句会替换为「出发地为北北京。好的。请问你的到达

城市是哪⾥里里？」。 

⽽而另⼀一种使⽤用模版提供的语句句，是利利⽤用 $item_list 关键字，假设我们写了了⼀一个这样的回覆

语句句「您的要求如下：$item_list 是否为您预订？」则不不管提取到的讯息是否经过确认，都

会再⼀一次透过 $item_list 替换到语句句当中，以这个例例⼦子来说，原语句句可能被替换成这样：

「您的要求如下：出发地为北北京。到达地为上海海。出发⽇日期为 2017-05-22 。航空公司为

CA。是否为您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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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更更多设置-通⽤用连线： 

主要⽤用途是对于任务场景中每⼀一个节点（包括⼊入⼝口节点）新增通⽤用的连线规则，这类连线规

则的优先级默认为在每个节点⾃自带连线规则和解析失败之间。连线规则的设置规则⻅见对话节

点 2.0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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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场景信息 

显示当前任务场景的机器器⼈人 ID、场景 ID、场景 后修改时间。同时⽀支持设置全场景对话数

和预设节点对话数。 

全场景对话数主要⽤用来限制整个场景 bot 的出话次数，若超过次数后可设定条件跳转到其

他节点或是跳出场景 (Exit)。 

预设节点对话数则是设定每个节点的出话次数限制预设值，跟全场景对话数同样超过次数后

可设定条件跳转。 

超时设置⽤用作判断⽤用户是否已离开会话，超过设置时间未回复多轮的⽤用户，将⾃自动退出多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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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Debug 模式：⽤用作给搭建者排查故障，打开后就可以在对话过程中实时显示多轮流转

⽅方向及执⾏行行的规则详情，具体详⻅见下⼀一章 Debug 模式。 

8) 拓拓展内容：复杂变量量模版（主要给开发⼈人员使⽤用） 

在预设⽂文本或其他⽂文本编辑框中可利利⽤用变量量模版，将物件型态的变量量重新排版呈现。这边我

们使⽤用⼀一个名为 qr_transquery 的变量量，并且配置对应的变量量模版，使其能够依照我们预

期的格式呈现： 

 

复杂变量量模版内容： 

{.repeated section qr_transquery} 

 {.if test record_count} 

  {@index}、 

  {.section cardtype}{@}{.end} 

  {.section trans_country}在{@}{.end} 

  {.section trans_city}在{@}{.end} 

  {.section merchant}在{@}{.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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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tion deal_type}{@}类{.end} 

  总共消费{record_count}笔，总⾦金金额{deal_amount}元； 

 {.or} 

  {@index}、 

  {.if test trans_time} 

   {trans_time}在{trans_city}{merchant} 

  {.end} 

  消费{currency}{deal_amount}元； 

 {.end} 

{.alternates with} 

 [br] 

{.end} 

 

变量量 qr_transquery： 

[{ 

 "cardtype": "visa", 

 "trans_country": "中国", 

 "trans_city": "北北京", 

 "merchant": "⾐衣服", 

 "deal_type": "⽹网购", 

 "record_cou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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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al_amount": 100 

}, 

{ 

 "currency": "⼈人⺠民币", 

 "deal_amount": "100" 

}, 

{ 

 "trans_time": "2018-07-25 16:00", 

 "trans_city": "北北京", 

 "merchant": "饭馆", 

 "currency": "⼈人⺠民币", 

 "deal_amount": "25" 

}] 

 

排版结果： 

1、visa 在中国在北北京在⾐衣服⽹网购类总共消费 3 笔，总⾦金金额 100 元；[br]2、消费⼈人⺠民币 100

元；[br]3、2018-07-25 16:00 在北北京饭馆消费⼈人⺠民币 25 元； 

 

语法说明： 

1、{}为命令标记。 

2、{.section XXX} 设置当前对象为 json 对象中的 XXX，以{.end}结尾。在{.end}之前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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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section YYY}，则将当前对象设置为 XXX.YYY。 

3、{.repeated section XXX} 设置当前对象为 json 对象中的 XXX，以{.end}结尾。要求 XXX

为 List。可配合{.alternates with}，含义为 List 中除了了 后⼀一条记录以外的其他数据执⾏行行的

部分。 

如果 XXX 为 Object List，则使⽤用同上，如果为 String List 则可以使⽤用{@}获取当前值。 

可以使⽤用{@index}输出当前的 index。 

4、{.if test XXX}判断当前 json 中是否有 XXX 对象。 

5、2 3 4 条语法都可以配合{.or}使⽤用。XXX 变量量若不不存在则执⾏行行{.or}与{.end}之间的模版。 

6、再不不做对象判断的情况下{.section XXX}{@}{.end}等同于{XXX}。 

4.3.9. Debug 模式 

⽤用作通过对话测试来排查每个节点的出话、数据变化、打中的规则，便便于⽤用户定位问题。 

l 打开⽅方式 

开关在更更多设置中，如图： 

 

 

l 序列列编号 

右侧对话测试时，左侧会同步表示数字，代表流程在节点中的流转顺序，当选中某编号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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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弹出 debug 信息框 

 

 

l Debug 信息框 

当点击编号时，会在当前编号旁弹出 Debug 信息框，分为 3 部分：出话、场景内数据变化、

连线规则详情，可分别展开和收起，如图： 

点击序列列 5，弹出浮窗，可拖拽⾄至画布内任意位置，出话部分展开后，显示出话的形式，如

⽂文字回复+预设话术（机器器⼈人回话）的拼接形式等等；场景内数据变化⽤用作展示当前节点⽤用

户回复后，该节点解析器器的解析结果、场景内赋值等变量量或槽位的变化；连线规则详情从左

到右 3 个⻚页签分别为：场景内已执⾏行行的规则、不不符合条件的规则、以及在打中某规则后跳

转⾄至其他节点，从⽽而未⾛走到的剩余规则。在特殊情况，如接⼝口故障等情况下，还会有第 4

个⻚页签：错误信息，通常⽤用作给开发⼈人员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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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意图引擎 

意图引擎主要提供意图的语料料编写，单模型训练，意图测试等功能。可⾃自定义意图模型，或

调⽤用内置意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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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新增意图模型 

点击「新增模型」创建模型名称，输⼊入模型名称，点击「确认新增」后，进⼊入模型数据编辑

⻚页⾯面，展示该模型下的「意图列列表」「模型训练」「模型测试」。 

且新增模型后，有【意图反例例】固定栏位，可添加语料料作为意图模型的反例例。 

 

 



 

竹间智能® Bot Factory v3.2.0 产品使用手册 

竹间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第  126 页  共 
285 页 

 

 

1）新增意图 

• 点击「新增意图」，输⼊入意图名称，点击「保存」保存，选择意图语料料（即意图正例例），

可编写该意图正例例语料料。

 

• 在新建意图时，可以选择当前意图需要⽤用到的词典解析器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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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图也可以批量量上传，在批量量上传时，按照原格式上传，上传之后可以在列列表⻚页⾯面配置每

个意图需要的词典解析器器（不不配置代表不不需要） 

 

在语料料层⾯面： 

刷新解析结果操作会在语料料准备好，点击保存时，调⽤用词典解析器器，在语料料层⾯面完成以下事

情：将语料料中所有配置了了 parser 并能抽取出来的，显示由⽂文字变成占位符。       

举例例：原句句：帮我买⼀一张从上海海到北北京的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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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完：帮我卖⼀一张从$fromCity$到 $toCity$的$ticket$ 

hover 到橙⾊色⼩小竖标的位置，会显示句句⼦子结构，⽆无⼩小⻩黄标的表示没有抽取到词 

2）训练语料料配置 

-⼿手动增删改意图语料料 

 

-批量量添加意图语料料 

• 点击「导⼊入意图」，弹框显示 

 

通过下载意图范本了了解意图档案格式，点击「上传档案」进⾏行行上传 

-批量量导出意图语料料 

• 点击「导出意图」，直接产⽣生浏览器器下载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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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内置意图 

 

• 点击「引⽤用内置意图」选择引⽤用的内置模型的意图，意图名称不不可编辑，只能添加正例例 

 

 

3）训练意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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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内部点击「训练意图模型」进⾏行行训练 

也可在意图管理理列列表点击卡⽚片上的训练按钮进⾏行行「训练意图模型」 

 

4.4.2. 内置意图模型 

• 点击「内置模型」默认展示内置意图列列表 

• 点击意图名称展开，按意图展示该意图的业务范围，以及三句句例例句句，不不可编辑，仅为展示 

• 「内置模型」默认已训练完成 

4.4.3. 意图模型测试 

意图测试分为「模型测试」和「联合模型测试」 

1）模型内部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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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批量量「导⼊入测试集」也可在线增加测试语料料 

• 测试完成后可「导出测试结果」 

• 「未标注任何意图的测试语料料」为在该模型下不不想识别为任何意图的语料料，即为整个模型

的反例例，此⽬目的下的语料料⽆无论是上传测试集还是在线编辑测试集，都只有语料料，⽆无任何意

图标签。 

• 下⽅方展示上传的测试集语料料分布条数，可针对显示的意图进⾏行行单个意图测试语料料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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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出的测试结果中的测试数据=导⼊入测试集+在线补充的测试语料料 

• 点击「查看测试记录」可以查看测试记录 

 

2）联合模型测试 

• 通过点击「选择模型」，弹窗勾选想进⾏行行测试的模型。 

 

• 如果该模型训练状态不不是为“已训练”，则不不可勾选。 

• 点击「导⼊入测试题」，进⾏行行测试题的选择和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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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开始测试」，开始联合模型测试 

• 测试结束后显示「测试结果列列表」，展示测试题，各模型下的结果 

• 点击「导出测试结果」进⾏行行测试结果的导出 

4.4.4. 意图模型线上线下模式 

在卡⽚片上展示意图模型的模式为线上或者线下，如果训练过多次意图模型，可以回退⼀一个版

本到上⼀一个发布的版本。 

 

 

4.4.5. 意图的使⽤用 

• 训练完成的意图模型，可以在意图模型管理理⻚页⾯面，通过打开开关的形式启⽤用，打开之后，

在对话界⾯面即可查看到输⼊入语句句对应的意图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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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任务引擎」「任务流引擎」中，也可在⼊入⼝口触发条件选择「意图模型-意图」，作为

该场景的触发条件。 

 

4.5. 解析器器 

4.5.1. ⽂文本解析器器 

4.5.1.1. ⾃自定义解析器器-机器器⼈人学习解析器器 

l 介绍：通过录⼊入语料料、以关联通⽤用抽取器器或词典的形式，协助⽤用户标记槽位在语料料中的

位置，从⽽而训练出可以针对性的、能从同类槽位中抽取到正确槽位的解析器器，如出发和

回程时间、⾦金金钱和卡号等同类槽位的区分抽取。 

l ⼊入⼝口：在 BFOP 界⾯面左侧菜单栏选中⽂文本解析器器，右侧点击新增解析器器-机器器学习解析

器器，点击开始配置，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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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解析器器编辑⻚页⾯面：⽤用于选择抽取器器、编辑变量量及语料料。 

 



 

竹间智能® Bot Factory v3.2.0 产品使用手册 

竹间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第  136 页  共 
285 页 

l 新增解析器器需要对解析器器进⾏行行命名，保存时需要对解析器器名称的合法性（不不能为空，不不

能重名）进⾏行行校验，不不通过校验不不能进⾏行行保存； 

l 解析器器名称将被在场景编辑时作为选项名展示; 

l ⽤用户可以新增若⼲干输出变量量，并选择是否关联词库（转换数据解析器器），词库为必选项； 

l 没有输出变量量、输出变量量名称为空、统⼀一解析器器内输出变量量名同名均不不允许保存； 

l 语料料可以通过⼿手动和导⼊入两种⽅方式添加； 

⼿手动添加：每输⼊入语料料回⻋车后即可新增⼀一条语料料； 

导⼊入添加：导⼊入 excel ⽂文档（a 列列每⾏行行⼀一条）⽅方式添加多条语料料，语料料将展示在⻚页⾯面上

查看； 

导⼊入新语料料时，将先删除原有语料料，保存时将按照新语料料重新训练 

训练状态：当有新增语料料或者新导⼊入语料料时，状态为待训练；当前语料料全部训练后则状

态为以训练。 

l 训练语料料中⽤用户可以使⽤用${key}格式将输出变量量替换⾄至语料料的相应位置。 

例例如：“我要从${from_place}到${to_place}”、“${point1}到${point2}分” 

l 训练好的解析器器可以在对话节点 2.0 的语义理理解设置中调⽤用，也可在对话跳转中配置如

下： 

 

输出的键即为解析器器编辑⻚页⾯面的输出变量量，如 point1、poin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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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2. 词典解析器器 

1）创建词典 

在左侧菜单栏选中⽂文本解析器器，右侧点击新增解析器器-词典解析器器，点击开始配置，如图： 

 

 

2）词典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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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对话⾏行行为分类器器 

4.5.2.1. 创建⼀一个对话⾏行行为分类器器 

对话⾏行行为是指某个话语在对话中传达了了各种意图，对话⾏行行为分类器器的作⽤用是不不同的意图

进⾏行行分类。本节介绍如何创建⼀一个对话分类器器。 

l 路路径：机器器⼈人平台——任务引擎——对话⾏行行为分类器器 

 

点击新增对话⾏行行为分类进⼊入分类器器编辑⻚页⾯面，可以看到对话⾏行行为分类器器与系统对话⾏行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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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器器两个标签⻚页。 

对话⾏行行为分类器器是可以⾃自定义的分类器器。分为分类详情与对话⾏行行⽂文语料料编辑两个部分。 

 

我们提供了了⼀一些通⽤用场景的分类器器以供⽤用户使⽤用，⾥里里⾯面包含了了常⻅见的业务分类，以催收

为例例如下，可在已有分类下添加语料料完成针对不不同业务个性化分类器器的训练。 

 

l 分类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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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对话⾏行行为语料料编辑 

默认带有⼀一个反例例类别叫做 other，⽤用作解决误触某分类的 badcase，当语料料被误识别

为某分类时，可讲其放置在 other 类别中。当分类器器下除 other 以外只有⼀一个分类标签，other

类别下必须有语料料（可⾃自⾏行行设置⼀一条⽆无意义语料料），以保证⾄至少有两个有语料料的分类标签，

⾄至多有 100 个分类。 

 

    点击新增分类并定义分类标签的名称与说明。分类名称将作为槽位的值来使⽤用 

 

     添加⾃自定义语料料，点击右侧画笔可修改该条语料料，每个分类标签下 多填写 500 条语

料料。 

 

全部设置完成后，点击保存并训练，⽣生成分类器器。 

l 即时测试 

⽣生成分类器器后，可以对该分类器器的效果进⾏行行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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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2. 如何在任务流引擎中使⽤用对话⾏行行为分类器器 

本节介绍如何在多轮中使⽤用建⽴立好的分类器器。 

l 编辑节点时，在语义理理解设置⻚页增加⾏行行为分类。 

点击新增⾏行行为分类，出现⾏行行为分类选择模块，模块内显示暂⽆无数据。 

 

点击模块内下⽅方的新增⾏行行为分类，在出现的下拉框中选择⼀一个分类器器，注意：当场景导

出后，需要重新导⼊入并设置⾏行行为分类器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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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对话跳转设定 

选择好分类器器后，需要在对话跳转设定中进⾏行行跳转规则的配置。 

新增跳转条件，选择场景已收集数据。 

 

将键对应到的数值跟值做对⽐比，并设置符合该条件的跳转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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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词库 

4.6.1. 词库筛选 

词库关系左侧展示词库分类的⼀一级⽬目录，默认包括：敏敏感词库，转⼈人⼯工词库，通⽤用词库，

标准问题词库，任务引擎词库，意图引擎词库，解析器器词库。⼀一级⽬目录不不可增改删。词库的

作⽤用是让机器器⼈人能够识别⼀一些特殊词汇，并给出相应的回复。 

词库状态的筛选：包括启⽤用和停⽤用。⽤用户可以通过操作词库状态来控制词语是否应⽤用。 

通过左侧的筛选，可以在右侧看到符合条件的词条列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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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库筛选 

4.6.2. 词库操作 

1）词库关系设置 

在固定的⼀一级词库关系下可以创建⼦子关系， 多可以添加 5 级词库关系。 

词库关系设置主要是为了了适配客户的业务分类要求。在同⼀一个⼀一级⽬目录下的主词，

同义词均不不可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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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词库关系 

2）词条操作 

l ⼿手动添加：指可以通过⼿手动添加的⽅方式来添加词条。 

当左侧词库关系选中“全部”的时候，点击【⼿手动添加】后会提示：请选择⼀一个具体⽬目

录进⾏行行⼿手动添加。表明添加的词条数据必须属于⼀一个⼀一级词库⽬目录下。 

在左侧选择⼀一个具体的⽬目录，点击【⼿手动添加】，如下图所示： 

 

⼿手动添加词条 

新增词条中，词条状态默认是已启⽤用的状态。你可以添加主词和同义词。输⼊入同义词后

点击【Enter】键可以在下⽅方列列表中看⻅见已添加的同义词。⽬目前主词和同义词⻓长度不不可超过

80 个字符。点击确认后保存。 

l 批量量导⼊入：点击右上⻆角的【数据导⼊入】按钮，可以增量量导⼊入或全量量导⼊入词库数据。 

“新增数据”：只能新增没有重复且有效的词条数据 

“全量量替换”：会先删除当前的所有数据，再上传 Excel 中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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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因为部分模块已经使⽤用了了现有的词库数据，作为解析或者其他⽤用处，全量量替换会

导致这些引⽤用词库的模块受到影响，所以建议⾮非特殊情况，请尽量量使⽤用新增数据的导⼊入⽅方式。 

l 全部导出：点击右上⻆角【全部导出】按钮，可以导出当前所有的词条数据，或者导出历

史上传的数据⽂文件。 

 

批量量导⼊入数据 

l 搜索：⽀支持根据主词和同义词的关键词进⾏行行搜索 

l 批量量启⽤用/停⽤用：勾选右侧词条的复选框，可以批量量启⽤用/停⽤用词条状态。被选中的词条

不不管当前状态是什什么，都会按操作统⼀一状态 

l 移动词条：勾选右侧的词条复选框，可以使⽤用【移⾄至】功能。点击后如下图所示，可以

将选中的词库批量量转移到指定的词库⽬目录下 

如果将要移动的⽬目录下存在重复的主词或同义词，则不不可移动 

l 批量量删除：勾选右侧的词条复选框后，可以点击【批量量删除】将选中的词条数据全部删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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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每个词条后⾯面都有删除功能，可以单独删除 

 

转移词库 

l 编辑词条：点击编辑词条后，可以对词条的主词，同义词，词条状态，拼⾳音纠错等进⾏行行

编辑。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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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词条 

4.6.3. 词库应⽤用 

【敏敏感词库】可以让机器器⼈人对⼀一些关键字需要做特殊处理理，并设置专有的回复。敏敏感词

库不不⽀支持拼⾳音纠错功能。 

例例如：当涉及政治、竞争对⼿手、投诉等信息时，你可以选择左侧分类中的【敏敏感词库】

来添加相应的敏敏感词和该敏敏感词的同义词等，并在“敏敏感词话术”中添加你想设置的针对敏敏

感词回复的内容，这样可以避免机器器⼈人回复不不当造成的不不良影响。设置后需要 10-20s ⽣生效，

完成后你可以在对话测试中检测设置结果，如下图： 

 

敏敏感词库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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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敏感词对话测试 

 

【转⼈人⼯工词库】：当⽤用户说到对应的主词或者同义词时，会触发转⼈人⼯工回复。其中转⼈人

⼯工话术在“话术设置”中设置的。转⼈人⼯工词库不不⽀支持拼⾳音纠错功能。 

【通⽤用词库】：当⽤用户没有添加标准问题词库和意图引擎词库数据时。机器器⼈人会根据通

⽤用词库的数据来进⾏行行对话匹配。 

通⽤用词库⽀支持主词和同义词的拼⾳音纠错，即当问句句中的部分词语与主词或同义词拼⾳音发

⾳音相似时，会进⾏行行转换。 

每个⾏行行业领域都有⾃自⼰己的专有名词。“通⽤用词库”可以让机器器⼈人快速了了解哪些词语是贵

公司专属的⽤用语，提升⾃自然语⾔言理理解的覆盖率和准确率。⽐比如：贵公司的产品名称，叫“活

期盈”，就可以把这样的词设为专有名词，并把这个词的其他说法加为该专有名词的同义词。

这样机器器⼈人在你的⽤用户咨询到“活期盈”的时候，就不不会理理解错误。因为按照普遍知识，“活

期”是⼀一个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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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词库设置 

【标准问题词库】和【意图引擎词库】，当这两个⼀一级⽬目录下增加词条后，则问答管理理

模块和意图引擎模块各⾃自受这两个模块的词条数据影响，⽽而不不受“通⽤用词库”的数据影响。

这两个⽬目录的词库都⽀支持拼⾳音纠错功能。 

【任务引擎词库】：多轮对话场景中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对应的数据转换。我们提供了了⼀一

些预设的模板，⽐比如前⾯面提到的订机票的场景，需要机器器⼈人能够识别什什么是“国航”，就需

要你把航空公司整理理成相应的资料料上传到平台。上传转换数据后能让机器器⼈人在场景中识别从

⽽而进⾏行行语义理理解。 

【解析器器词库】：定义词条后，⽅方便便⽤用户在设置⾃自定义解析器器时，可以⽤用该解析器器词库

辅助实体抽取等。 

4.7. 多媒体库 

在 bf2020 使⽤用出话的模块中，编辑回答除了了⽂文字外，还需要⽤用到图⽚片/⽂文档 等素材。素材

管理理提供对已上传的素材进⾏行行统⼀一的管理理。素材的使⽤用是指在编辑回答若需要使⽤用素材，提

供统⼀一的弹窗来选择使⽤用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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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 素材管理理 

素材通过⽂文件夹和列列表来进⾏行行管理理。当前 bf2020v1.4.4 版本素材库的类型⽀支持：图⽚片，

⽂文档，⾳音频。  

 

素材库管理理 

我们可以为素材设置多层级⽂文件夹，⽂文件夹的创建 ⼤大⽀支持到四层。 

点击【素材库】—【素材管理理】，点击⽂文件夹名称右侧可以进⾏行行新增⽂文件夹、修改⽂文件

夹名称、删除⽂文件夹的操作。同级⽂文件夹的名称不不能重复。 

点击删除⽂文件夹，该⽂文件夹下的全部素材会默认转移⾄至该类型的主⽬目录⽂文件夹。 

1）图⽚片素材 

图⽚片消息⽀支持格式（jpg， png），单个图⽚片⼤大⼩小不不超过 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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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素材 

操作说明：点击【素材管理理】，在左侧⽂文件夹点击【图⽚片】⽂文件夹，进⼊入到图⽚片的

管理理。 

 

①上传：点击【上传图⽚片】，选择本地图⽚片，即可上传图⽚片⽂文件⾄至素材库。若未指定⽬目

标⽂文件夹，默认图⽚片素材会保存在主层⽬目录【图⽚片】下。上传成功后，会默认

显示在列列表的第⼀一条。 

②下载： 选择列列表中的任意⼀一张图⽚片，点击下载，将指定的图⽚片下载到本地。 

 

③预览： 在图⽚片列列表右侧，点击预览，即可预览图⽚片效果。 

④删除： 点击删除图⽚片，之前引⽤用图⽚片的链接会失效，注意删除操作会影响到之前的

出话。删除也⽀支持选中多个图⽚片，⼀一起删除。 

⑤移动： 先选中图⽚片，再点击列列表上⽅方的【移动到】，即可将图⽚片转移到其它⽂文件夹。 

2）⽂文档素材 

⽂文档素材⽀支持格式（pdf，doc，docx，xls，xlsx，ppt，pptx），单个⽂文件⼤大⼩小不不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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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20M。在回答出话中，⽂文档消息⽀支持点击下载。 

 

操作说明： 

点击【素材管理理】，在左侧⽂文件夹点击【⽂文档】⽂文件夹，进⼊入到⽂文档的管理理。 

 

①上传：点击【上传⽂文件】，选择本地⽂文档，即可上传⽂文档⾄至素材库。若未指定⽬目标⽂文

件夹，默认会保存在主层⽬目录【⽂文档】下。 

②下载： 选择列列表中的⼀一个⽂文档，点击下载，将指定的⽂文档下载到本地。 

 

③删除： 点击删除⽂文档后，此⽂文档的链接会失效，则会影响到之前的出话。 

删除也⽀支持选中多个⽂文档，⼀一起删除。 

 

④移动： 先选中⽂文档，再点击上⽅方的【移动到】，即可转移到其它⽂文件夹。 

3）⾳音频素材 

⾳音频素材上传⽀支持格式（raw,mp3,wav,amr），单个⽂文件⼤大⼩小不不超过 2M,时间不不超过

60s。⽬目前只有图⽂文消息⾥里里⽀支持添加⾳音频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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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说明： 

点击【素材管理理】，在左侧⽂文件夹点击【⾳音频】⽂文件夹，进⼊入到⾳音频的管理理。 

①上传：点击【上传⽂文件】，选择本地⾳音频⽂文件，即可上传⾳音频⽂文件⾄至素材库。若未指

定⽬目标⽂文件夹，默认会保存在主层⽬目录【⾳音频】下。 

②下载： 选择列列表中的⼀一个⾳音频⽂文件，点击下载，将指定的⾳音频下载到本地。 

③删除： 点击删除后，此⾳音频的链接会失效，则会影响到之前的出话。 

删除也⽀支持选中多个⾳音频⽂文件，⼀一起删除。 

④移动： 先选中⾳音频，再点击上⽅方的【移动到】，即可转移到其它⽂文件夹。 

 

⾳音频素材的解析： 

由于 bf2020 平台对上传后的素材，没有做任何格式的转换处理理。所以⾳音频的解析，取

决于出话答案的应⽤用环境。 

例例如对话测试⼯工具，⻚页⾯面 IM、，如果浏览器器本身⽀支持 H5 ⾳音频的解析，即可解析出 mp3

或者 wav 等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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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测试⼯工具⾥里里 mp3 素材的解析 

  Raw 类型的⽂文件是⽤用于对接外呼平台使⽤用的原始格式，不不⽀支持任何⻚页⾯面解析。 

Amr 类型的⽂文件是在微信公众号、企业微信⾥里里⽀支持解析的语⾳音格式类型，也不不⽀支持⻚页⾯面解

析。 

微信平台的语⾳音⽂文件的接⼊入解析将会在 bf2020v1.4.5 版本中实现。 

4.7.2. 素材使⽤用 

1）答案编辑器器⾥里里添加素材 

若选择【富⽂文本】格式，在富⽂文本答案编辑⻚页⾯面，点击样式栏图⽚片/链接按钮，选择图

⽚片或者输⼊入链接地址。为了了使⽤用上的⽅方便便，上传使⽤用的图⽚片会默认存在此机器器⼈人的素材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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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文本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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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文本展示 

 

图⽂文消息 

在微信平台（微信公众号、企业微信平台、⼩小程序）中机器器⼈人的出话格式不不⽀支持解析

【富⽂文本】格式。如果在微信平台接⼊入的机器器⼈人出话中需要⽤用到图⽚片、⽂文档、⾳音频格式类型，

可以在答案编辑中选择【图⽂文消息】这种兼容模式。这种格式采⽤用了了 bf2020 出话标准化接

⼝口，⻚页⾯面 IM、对话测试⼯工具和微信平台都能正常的解析。 

 

图⽂文消息答案 

       

由于在微信平台（微信公众号、企业微信平台、⼩小程序）中，多媒体类型消息是逐条发

送的。添加图⽂文消息也是按照出话的顺序逐条添加。⼀一次答案出话 多⽀支持添加 5 条⽂文本/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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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图⽂文消息素材 

在图⽂文消息中选择添加、或上传的多媒体⽂文件素材，也是同步于此机器器⼈人的素材库中 

 

图⽂文消息在对话测试中的解析 

2）图⽂文消息编辑器器 

如需使⽤用素材库内容，需先在【图⽂文消息编辑器器】中，先编辑/添加好素材，⽣生成 JSON

格式数据，将 JSON 数据黏贴⼊入模块的出话⽂文本格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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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消息编辑器器 

 

【功能说明】：图⽂文消息编辑器器，⽀支持编辑⽂文本，添加图⽚片和⽂文档，并将出话回答⽣生成

符合【⽵竹间 EController2.3_API 接⼝口⽂文档】的 JSON 格式消息源码。 

    【操作流程】：  

① 点击【素材管理理】，点击⻚页⾯面右上⽅方的【图⽂文消息编辑】，进⼊入图⽂文消息编辑⻚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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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在编辑器器⾥里里，将按照需求编辑/添加多媒体⽂文件， 

 

 

③ 再点击右上⻆角【查看 JSON 数据】，⽣生成 JSON 接⼝口数据包， 后将 JSON 包复制

黏贴到需要出话的回答中。 

 

图⽂文消息的⼀一次 多添加 5 条。离开⻚页⾯面后数据不不做保存。 

 

④ 后将 JSON 数据包，将 JSON 数据黏贴⼊入模块的出话答案的纯⽂文本格式中。 

⽬目前⽀支持的模块有：【常⽤用标准问题】，和【指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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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标准问题】-【回答编辑】：需要⽤用到图⽚片和⽂文档； 

 

先在【素材管理理】-【图⽂文编辑器器】中将按照需求编辑/添加多媒体⽂文件，⽣生成并复制

JSON 数据。再进⼊入【常⽤用标准问题】-【回答编辑】中， 在【回复内容】-【纯⽂文本】中，

并将 JSON 数据包黏于此。 

该标准问题发布⽣生效后，即可在⻚页⾯面【对话测试】和中，测试效果。如下图，当⽤用户问

道这条标准问后，可以看到机器器⼈人回答中，包含了了如下四条图⽂文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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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例例如【机器器⼈人设置】-【指令设置】中，如果指令的回复内容需要使⽤用到图⽚片或者⽂文

档；先在图⽂文编辑器器中将按照需求编辑添加多媒体⽂文件，再⽣生成并复制 JSON 数据。 在【编

辑指令】-【回复内容】中，选择 JSON 格式，并将 JSON 数据包黏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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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机器器⼈人技能 

4.8.1. 技能简介 

1）什什么是技能发现 

技能发现：预制的⼀一系列列技能，直接开启就可以使⽤用。 

本地技能：⽀支持本地调⽤用，发现技能，仅⽀支持云端调⽤用。 

 

2）什什么是技能开发 

技能开发，是⾮非常⽅方便便简单的技能编辑⽅方式，⽤用户可以创建意图（⾃自然语⾔言的意图理理解）、

实体槽位解析多轮配置和话术设置，完成⼀一个技能的创建。 终实现终端⽤用户使⽤用⾃自然语⾔言

唤醒机器器⼈人或其他智能设备上的应⽤用/能⼒力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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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例： 

⽤用户：我想订酒店                               （⾃自然语⾔言的意图理理解） 

技能：请问你希望哪⼀一天⼊入住？                      （多轮追问话术） 

 ⽤用户：下周三⼊入住                                     （实体解析，获取槽位信息）  

技能：请问你希望住⼏几天？                            （多轮追问话术） 

⽤用户：住2晚                          （实体解析，获取槽位信息） 

技能：请问你希望订多少钱以内的                         （多轮追问话术） 

⽤用户：300元                      （实体解析，获取槽位信息） 

技能：正在为你查找满⾜足你要求的酒店              （技能回复话术） 

4.8.2. 技能创建流程 

 

4.8.3. 如何设计好⼀一个技能 

创建技能，是为了了填补智能终端的能⼒力力，⽤用户可以通过⾃自然语⾔言语⾳音的⽅方式，和智能终端对

话，智能终端可以有各个领域的话术给到⽤用户反馈。 

在开发与配置技能时，需要完成以下内容： 

1）创建意图 

意图是触发技能的⼊入⼝口。你可以通过维护⾃自然语⾔言语句句（即终端使⽤用者可能会表达

的话术），定义⼀一个技能的意图信息。 

如：你想创建⼀一个“订酒店”的意图，你可以输⼊入意图表达“帮我订⼀一晚明天的酒店” 

2）设置技能话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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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用户的表述未涵盖所需的全部信息时（未获取到必须槽位），需要设置追问话术

来获取。 

如：1.2部分的示例例，技能通过追问⼊入住⽇日期（槽位），⼊入住时⻓长（槽位）和价格

（槽位），获取该技能的所需信息 

4.8.4. 创建技能 

1）创建⼀一个技能 

  

l 点击技能开发，展示技能创建⻚页⾯面，点击【新增技能】即可开始。 

l 创建技能后，可以设计应⽤用场景，为使⽤用智能终端的⽤用户提供对话场景和技能服务。例例

如，你可以创建⼀一个预定⺠民宿的技能。 

示例例： 

⽤用户：我想预定⼤大连当地的⺠民宿                 

⺠民宿技能：请问你希望哪⼀一天⼊入住？ 

⽤用户：下周三⼊入住 

技能：请问你希望住⼏几天？  

⽤用户：住2晚 

技能：请问你希望订多少钱以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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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300元 

技能：正在为你推荐满⾜足你要求的⺠民宿，点击卡⽚片了了解详情并预定。 

 

2）技能编辑与删除 

 开发者 多创建200个技能，技能⽀支持编辑和删除。 

3）技能的开启与关闭 

 技能开启即可使⽤用 

4）技能导⼊入导出 

⽀支持技能导⼊入导出，点击即可。导⼊入导出都为 json 格式 

4.8.5. 三步创建技能意图 

意图是技能的内容，包含了了意图表达话术，槽位信息，多轮话术（追问话术和意图确认话术），

以及多种类技能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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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1. 意图与槽位设计 

 

1. 意图编辑 

①、意图中⽂文名和英⽂文名必须填写，英⽂文名不不可⽤用空格，可⽤用“下划线_”代替。 

②、回⻋车添加意图表达式：主要是指使⽤用者的说法，⾄至少要有 1 句句是包含全部的槽位信息。 

示例例：听相声意图 

a. 来⼀一段郭德纲的单⼝口相声                             （这句句带了了相声演员槽位

和相声类型槽位） 

b. 我想听郭德纲的单⼝口相声                             （这句句带了了相声演员槽位

和相声类型槽位） 

c. 郭德纲的单⼝口相声有没有，播放⼀一下             （这句句带了了相声演员槽位和相声

类型槽位） 

d. 我想听相声                                                 （这句句不不带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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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e. 播段相声听⼀一下                                          （这句句不不带槽位） 

添加意图表达后，NLP（⾃自然语⾔言处理理）⾃自动识别到的槽位信息。（请尽可能完整的添

加每⼀一句句意图表达，模拟⽤用户⼝口吻）。添加好解析器器才可以识别槽位信息哦，解析器器的

添加⽅方式在接下来会讲解。 

 

③、意图语料料⽀支持导⼊入、导出、搜索、全局解析等，语料料导⼊入⽀支持新增导⼊入和全量量导

⼊入，点击全局解析则所有语料料进⾏行行重新解析 

 

 

 

2. 解析器器的添加 

 解析器器在技能开发部分，⽀支持快速添加需要使⽤用的各种解析器器，但是平台 终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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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器管理理在【⽂文本解析器器】模块。 

 ①、技能开发—解析器器快速添加 

 

点击右侧的【添加语义解析器器】弹出解析器器弹窗，如下图，此处展示的解析器器，全部都

是在⽂文本解析器器那有的。 

 

选择要添加的解析器器，点击保存修改，即可添加，在右侧可以展示出已经添加的解析器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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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支持划词快速添加词典解析器器，如下图，框选“周杰伦”三个字，那么右侧会弹出 词

典的编辑，⽀支持直接添加到已有的词典解析器器，也⽀支持另外创建⼀一个解析器器。 

 

点击【添加解析器器】弹窗，弹框如下图，⽀支持⼀一次性添加多条词条信息。 

 

②、⽂文本解析器器 

⽂文本解析器器是专⻔门管理理解析器器的地⽅方，含有两个模块【解析编辑器器】和【命名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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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编辑器器】⽀支持⽤用户⾃自主创建不不同类型的解析器器。⽬目前⽀支持机器器学习解析器器/外部

解析器器/词典解析器器。后续会⽀支持更更多的解析器器类型。 

 

【命名实体模型】则是平台预制了了很多解析器器，⽆无需⽤用户编辑，可在各个模块进⾏行行调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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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2. 多轮设计 

1. 多轮设计⻚页⾯面 

配置技能与⽤用户之间多轮对话，有⼀一些必须获取的槽位信息可以勾选必须。勾选必须的

槽位，需要填写追问话术。 

 

2. 追问话术 

为了了更更好的语⾳音交互体验，⽬目前只允许设置四个必须槽位，当⽤用户与终端对话时，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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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槽位未获得槽值，终端会使⽤用预先设置的追问话术与⽤用户进⾏行行多轮交互，但 多只

会追问两次。 

追问⽂文案 多添加 5 条，会随机回复⼀一条。 

3. 意图确认 

①、技能的执⾏行行需要⼆二次确认时（如“发短信给张三”，“充100元给某⼈人”），⽤用户可以

设置合适的意图确认，对该技能指令做再次确认。 

②、意图确认话术，可以引⽤用槽位（话术中引⽤用槽位：$+槽位识别名）。 

示例例： 

你确定要充$money给$phonenumber吗？ 

如果没有必须槽位，也⽆无需意图确认，技能就⽴立即执⾏行行。 

4.8.5.3. 技能回复 

技能回复⽀支持五⼤大类：⽂文字回复、图⽚片回复、⾳音频回复、卡⽚片类回复、Web API 回复 

l 过滤条件设置 

⽀支持设置筛选条件，根据不不同的条件，给出不不同的答复内容信息，例例如：如下图设置，

当景点为⼋八达岭⻓长城时，播放⼋八达岭⻓长城的⾳音频。这就是筛选条件的设置，当⽤用户问“可以

介绍下⼋八达岭⻓长城吗”，解析器器解析到了了⼋八达岭⻓长城信息，那么⾃自动会去播放⼋八达岭⻓长城的

⾳音频，同理理如果⽤用户问故宫，则播放故宫的⾳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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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回复维度设置 

⽀支持设置纬度，根据不不同的⽤用户标签以及来源，出不不同的话术 

 

l 前置意图 

   ⽀支持设置前置条件为上⼀一轮对话命中后某⼀一个意图，才可以触发对应的对话内容 

 

l ⽂文字回复 

纯⽂文字回复，终端将⽂文字展示并播报给⽤用户 



 

竹间智能® Bot Factory v3.2.0 产品使用手册 

竹间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第  175 页  共 
285 页 

 

l 图⽚片回复 

纯图⽚片回复，点击添加图⽚片，即可添加。 

 

l 卡⽚片类回复 

卡⽚片类回复⽀支持图⽂文卡⽚片/⾳音频卡⽚片。 

图⽂文卡⽚片展示效果： 

 

直接在弹框内编辑相关内容，上传图⽚片，⼀一个图⽂文卡⽚片就配置好了了 

 

⾳音频卡⽚片展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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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在弹框内编辑相关内容，上传图片和音频，一个音频卡片就配置好了 

 

l WEB API 回复 

开发者通过web API⽅方式⾃自定义回复内容。⾃自定义技能将⽤用户对话中的槽值抽取出

来，作为web API的输⼊入，获取相关资源（⽂文本、⾳音频、图⽚片等）再通过平台可接受的

格式，返回给技能。（PS:点击查看API技术⽂文档，可以直接下载API对接接⼝口说明哦） 

 

①API 回复设置 

⽬目前外部服务⽀支持“⽂文本”回复、“通⽤用”回复。 

⽂文本回复：简单的⽂文字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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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回复：⽀支持多种回复类型，涵盖普通⽂文字回复、⽂文字卡⽚片、图⽚片、⾳音频卡⽚片、动画

指令、图⽂文卡⽚片、DEEPLINK 卡⽚片、提醒指令等 

②WEB API 调⽤用输⼊入格式 

API调⽤用的输⼊入由开发者在技能回复模块设定，如下图body部分： 

 

URL需要指定是http或者https⽅方式，BODY内容是服务本身需要输⼊入的数据，由服务⾃自

身决定。BODY可以⽤用$符号通配某个槽位变量量值， 如$city。⽬目前外部服务只⽀支持 

POST ⽅方式的 restful 调⽤用。 

③API 调⽤用返回格式 

⽂文本回复：直接返回字符串串即可。 

通⽤用回复：详⻅见下⽅方附件，也可以直接在平台下载查看 API 技术⽂文档。 

{ 

    "data":{ 

        "textData":"xx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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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_template.docx 

4.9. 机器器⼈人聊天 

4.9.1. 机器器⼈人形象 

平台提供基础的机器器⼈人属性，以问答的形式进⾏行行配置，涵盖机器器⼈人的性别、性格、爱好

等形象特征。你可以按需对每条属性的回答进⾏行行重新编辑，每个问题可以添加多个扩展答案。

机器器⼈人会随机选择⼀一条答案回复。每条回答的字数不不超过 50 字。也可以扩写相似问，帮助

机器器⼈人在机器器⼈人形象回答的更更准确。 

 

机器器⼈人形象 

 



 

竹间智能® Bot Factory v3.2.0 产品使用手册 

竹间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第  179 页  共 
285 页 

4.9.2. 专属聊天语料料 

 

机器器⼈人专属聊天⽤用于编辑⽤用户⾃自定义的闲聊语料料，⽤用户在专属聊天语料料模块下，可以上

传，新建⾃自定义的聊天语料料，保存成功后直接应⽤用到闲聊层级。 

 

【查询条件-时间】可选定查询时间分别为【1 天】【7 天】【⾃自定义时间区间 】 

【查询条件-维度】这⾥里里的维度是指回答的维度，选项包括【全平台】【微信】【Web】

【Android】【iOS】【微信⼩小程序】 

【查询条件-⻛风格】这⾥里里的⻛风格是指回答的语⾔言⻛风格，选项包括【活泼】【严肃】【⼀一

般】 

【搜索】可以对问题或者回答进⾏行行搜索，下拉框先选择搜索的是问题还是回答，再输⼊入

⽂文字，回⻋车搜索。 

【⼿手动添加】⼿手动添加新的闲聊问答数据 

【导⼊入】导⼊入结构化的闲聊数据 

【导出】导出结构化的闲聊数据 

专属聊天问答列列表共展现【多选框】【问题】【⻛风格】【回答】【操作】5 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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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选框】可多选 全选批量量删除，删除按钮在列列表上⽅方 

【问题】展示为聊天问答的标准问 

【⻛风格】展示为该问题下的回答⻛风格种类 

【回答】展示第⼀一条被添加的回答 

【操作】可点击进⾏行行单条问答修改，也可点击删除按钮删除单条问答数据 

1）添加专属语料料 

点击列列表⻚页⾯面【⼿手动添加】即可进⼊入新增问题⻚页⾯面 

⾸首先进⾏行行 聊天问 的设定 

需要先选择问题的【⻛风格】，再添加标准问题 

可添加多条【其他问法】，为其他问法选择不不同的【⻛风格】 

可输⼊入归类的话题，话题⼀一般为聊天问的场景归类，⽤用户可以⾃自⾏行行填写【修改】 

可编辑单条【其他问法】数据，也可删除单条【其他问法】 

在编辑问题时，监测到语句句中有已在词典列列表中存在过的词典，则弹出弹框询问⽤用户是

否将该词作为词典引⽤用处理理，如果引⽤用，则该词语在句句⼦子中会由【词语】变成蓝⾊色底的词典

名称 

例例： 近有什什么节⽇日 

引⽤用为词典： 近有什什么节⽇日 

不不引⽤用为词典： 近有什什么节⽇日 

在聊天问中⼀一旦选择为词典，则应⽤用到该聊天问的所有问法中 

编辑完成聊天问，选择下⼀一步进⾏行行机器器⼈人回答编辑 

添加机器器⼈人回答 

⼀一个问题可以对应多条答案，每条答案均可进⾏行行【应⽤用维度】【内容】【聊天⻛风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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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时间】【循环时间】的设定 

【应⽤用维度】即为该答案应⽤用到的维度，维度的选择与机器器⼈人设置-维度设置中的内容

相同 

【内容】⽀支持⽂文本编辑 图⽂文消息 富⽂文本 内容显示 ⼤大⾼高度为 4 ⾏行行 

【聊天⻛风格】即为该答案的⻛风格，可选 活泼 严肃 ⼀一般 

【⽣生效时间】有永久和⾃自定义两种，永久为永久⽣生效，⾃自定义即可选择时间区间 

【循环时间】⽣生效时间为⾃自定义时间段后，可选择循环时间，例例如：每周 1 的上午⼗十点

到⼗十⼀一点 

点击【继续添加回答】为该问题添加其他答案。 

4.9.3. 聊天⼩小故事 

闲聊⼩小故事允许⽤用户通过提供相似触发语句句与答案集的⽅方式，让⽤用户⾃自⾏行行编辑⼩小故事。 

1）⼩小故事编辑 

⽤用户可以在⼩小故事管理理主界⾯面上点击创建⼩小故事，进⼊入创建⼩小故事界⾯面。 

 

点击创建⼩小故事按钮可以进⼊入创建⼩小故事界⾯面，按⼩小故事创建规则填写编写⼩小故事。 

⼩小故事规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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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故事名称不不能超过 20 个字符； 

触发条件相似语句句不不超过 50 条； 

答案集语句句不不超过 50 条。 

 

① 名称配置 

⾸首先需要给新增⼩小故事取⼀一个名字，中英⽂文不不限， ⻓长 20 个字符，但是同⼀一个机器器⼈人下⼩小

故事名称不不允许重复。 

② 触发条件配置 

触发条件可以选择使⽤用意图和语句句相似度。 

若选择意图，需要先在意图引擎中进⾏行行意图的新增和编辑。 

若选择语句句相似度，则需要在语句句相似度栏中填写触发条件的句句⼦子，中英⽂文都可，但是语句句

之间要以中⽂文“；”相隔，再按 Enter 键确认，⾃自动分为多条语句句。 

多可输⼊入 50 条。 

③ 答案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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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添加语料料。 

⽤用户在答案集下⽅方填写多条答案，以中⽂文“；”相隔，并按回⻋车确认。 

答案⾄至少需要包含⼀一个回答与⼀一个问题，起承上启下的作⽤用，以便便闲聊进⾏行行下去。若是终结

点答案则不不需要包含问题。 

多可输⼊入 50 条。 

④  保存与发布 

⼩小故事名称、触发条件、答案集都配置完以后，点击保存按钮，即可训练并⽣生效⼩小故事。 

对⼩小故事名称、触发条件、答案集的修改，必须点击保存按钮才可⽣生效，点击取消按钮并退

出后，⼩小故事将回到编辑前的状态。 

⑤ ⼩小故事编辑注意事项 

在⼩小故事的编辑中，触发语句句建议尽量量涵盖⼤大部分可能⽤用到的关键词和语句句，以免⽤用户触发

不不到⼩小故事。 

2）⼩小故事闲聊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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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故事保存完成后，在正式使⽤用之前，可以对⼩小故事进⾏行行测试。对于测试满意的⼩小事故再正

式予以使⽤用；对测试结果不不满意的⼩小故事，可以再对语料料内容进⾏行行调整。  

① 激活⼩小故事 

 

进⼊入“⼩小故事管理理”⻚页⾯面，⾸首先需要对⼩小故事进⾏行行“上线/下线”的选择。打开“上线”按钮，

才可以进⼊入闲聊测试对⼩小故事进⾏行行测试。 

② 进⾏行行闲聊测试 

 

l 点击“闲聊测试”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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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在聊天框中输⼊入问题，按回⻋车键发送。   

l 测试⼩小故事：输⼊入你希望进⾏行行测试的⼩小故事的触发语句句。  

l 期望回答：聊天是否顺畅、合理理、可以满⾜足⽤用户的需求。 

 

③ 测试结果 

 

l 进⾏行行多轮的测试后，测试结果将在左侧空⽩白处呈现，包括触发的⼩小故事名称以及节点名

称。  

l 测试结果与期望结果不不吻合的预测，可以重新编辑⼩小故事的触发语句句和答案集。 

l 搜索框可以⼩小故事名称进⾏行行直接搜索，点击“查看”即可进⼊入该⼩小故事的编辑⻚页⾯面。  

 

3）⼩小故事使⽤用 

 

编辑好的⼩小故事可以使⽤用新增⾃自循环、新增调转和新增嵌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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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小故事⾃自循环 

l 当出现多种选择性的并列列答案集时，为了了满⾜足⽤用户的多种需求，可在⼩小故事结尾进⾏行行⾃自

循环设置。 

l 设置路路径如下：节点位置-新增⾃自循环-语句句相似度-选择关系-保存  

 

② ⼩小故事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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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编辑好的⼩小故事可以在另⼀一个⼩小故事中进⾏行行跳转和调⽤用。 

l 引⽤用路路径如下：节点位置-新增跳转-连接到⼩小故事-选择⼩小故事-保存  

③ ⼩小故事嵌套 

l 当⼩小故事与另外的⼩小故事有重合或嵌套时，可使⽤用⼩小故事嵌套。 

l 设置路路径如下：节点位置-新增嵌套-节点名称-输⼊入语句句相似度-连接到⼩小故事-选择⼩小

故事-保存  

 

4.9.4. 聊天词典 

「闲聊词典」初始⻚页⾯面为新建新词典⻚页⾯面。 

输⼊入新增词典的名称，输⼊入新增的词语，保存后，词典建⽴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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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新建的词典想做为某些词典的「上级词典」或者「下级词典」，通过下拉菜单点选，保

存，也可快速建⽴立空的上下级词典，此处先建⽴立关系，之后再去快速创建的词典编辑⾥里里⾯面编

辑词典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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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后进⼊入该词典的词条编辑 

点击新增词条，输⼊入词条以及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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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框中的按钮为该词条的关系预览按钮，点击后展示该词条还在其他哪些词典中 

 

点击确认后，回到词典列列表⻚页⾯面，可以看到刚刚快速创建的上级下级关联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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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也可以查看词典的上下级关系预览图 

 

4.10. 情绪引擎 

您可以创建情绪模型，帮助识别⽤用户的情绪，如果内置情绪模型中有您需要的情绪种类，您

可以在创建情绪的时候选择复⽤用内置情绪模型中的情绪。 

4.10.1. 新增模型 

点击情绪管理理⻚页⾯面的【新增模型】按钮，填写模型的名称，即可添加⼀一类情绪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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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2. 新增情绪 

进⼊入新创建好的情绪模型，可以点击【新增对话情绪】，填⼊入情绪名称，及语料料，或者也可

以选择引⽤用内置情绪，点击保存即可。 

也可以选择下载模板采⽤用批量量导⼊入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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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3. 训练情绪 

添加完⼀一条新的情绪模型需要对情绪模型进⾏行行训练，点击【训练情绪模型】按钮即可。 

 

4.10.4. 情绪模型的使⽤用 

只能同时开启⼀一个情绪模型，包含⾃自定义的情绪模型和内置的情绪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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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用户画像 

4.11.1. 通⽤用基础标签 

• 每个标签⼀一个卡⽚片显示标签名称，开关，标签值或标签简介 

• 有选项⽂文字类标签 卡⽚片 第⼆二⾏行行枚举标签值 

• ⽆无选项的⽂文字类/数字类 第⼆二⾏行行显示标签简介 

• 【开关打开】可在当前卡⽚片测试/测试⻚页签测试 出当前标签的标签值 

• 【开关关闭】 任何地⽅方测试都不不会出该标签的标签值 

• 【搜索框】关键字搜索标签值，搜索后只显示含有该关键字的卡⽚片 

 

 

快速测试 

• 【测试】点击测试按钮，弹框显示单个标签快速测试界⾯面 

• 在输⼊入框中输⼊入想要测试的语句句，回⻋车进⾏行行测试 

• 测试结果会在下⽅方显示 

• 在输⼊入框输⼊入想测试的语句句，点击回⻋车进⾏行行快速测试，测试结果在下⽅方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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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空】点击清空清空当前⻚页⾯面上显示的测试语句句以及测试结果 

• 【X】【取消】【确定】都可退出当前弹窗 

 

 

4.11.2. ⾃自定义画像标签 

点击⾃自定义画像标签切换到⾃自定义画像标签管理理⻚页⾯面 

 

1）新增⾃自定义⽤用户画像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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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新增⽤用户画像标签】 

• 【标签名称】为必填项 

• 【上⽂文语料料】需要判断是否在询问当前标签，在此填写有可能询问这个标签的语料料 

• 【标签值语料料】为需要分类到该标签的语料料。 

• 【上下⽂文关联按钮】 

• 开启状态：表示当前句句⼦子需要与上⽂文语料料共同判断完成分类 

• 关闭状态：表示当前句句⼦子语义完整，凭⾃自身可以完成标签-标签值的分类 

• 【条件设定】 

• 可以为当前标签值设定更更加详细的逻辑条件，不不涉及语料料 

• 可以添加多组条件，组内可以添加多个条件，条件之间关系为并且，组之间为或者 

• 条件组设定第⼀一列列为条件组的分类：⽤用户基本信息，⽤用户⾏行行为信息，问答管理理，知识推

理理引擎，对话⾏行行为分类，情绪引擎，解析器器类型 

• 【通⽤用基础标签】的条件设定，当第⼆二列列为【可选择的⽂文字类】，则该⾏行行 UI 参考【性别】，

【等于】下拉内容为【等于，不不等于】 

• 【通⽤用基础标签】的条件设定，当第⼆二列列为【不不可选择的⽂文字类】，则该⾏行行 UI 参考【姓

名】，后⼀一列列为下拉为【有值，⽆无值】，后⾯面开关为「是否将值存为当前标签值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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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开关打开，则该标签名称即为“⽤用户基本信息-姓名 取到的值”，该开关关闭，则该标

签名称仍为之前⽤用户输⼊入的名称 

• 【通⽤用基础标签】的条件设定，当第⼆二列列为【数字类】，则该⾏行行 UI 参考【年年龄】，后⼀一

列列下拉内容为【⼤大于，⼩小于，等于，不不等于，⼤大于等于，⼩小于等于】，后⼀一列列为数值填

写 

• 【⽤用户⾏行行为信息】的条件设定，暂时不不做 

• 【问答管理理】的条件设定，第⼆二列列为问答管理理的类别选择，第三列列为 faq 的问题选择，

可多选，第四列列为触发次数的下拉，内容为【⼤大于，⼩小于，等于，不不等于，⼤大于等于，

⼩小于等于】，第五列列为次数的输⼊入， ⼤大⽀支持 999，第六列列为时间选择，可选择的时间

颗粒度到天。 

• 【知识推理理引擎】的条件设定，第⼆二列列下拉选择【属性/实体】，当第⼆二列列选择为【属性】

时，第三列列下拉为【等于，不不等于】，第四列列可在属性列列表中进⾏行行多选，触发次数后⼀一

列列下拉内容为【⼤大于，⼩小于，等于，不不等于，⼤大于等于，⼩小于等于】，第五列列为次数的

输⼊入， ⼤大⽀支持 999，第六列列为时间选择，可选择的时间颗粒度到天。 

• 【情绪引擎】的条件设定，第⼆二列列选择该平台机器器⼈人下的情绪模型名称，第三列列下拉为

【等于，不不等于】，第四列列下拉内容为选择的情绪模型下情绪的名称，可多选，触发次

数后⼀一列列下拉内容为【⼤大于，⼩小于，等于，不不等于，⼤大于等于，⼩小于等于】，第六列列为

次数的输⼊入， ⼤大⽀支持 999，第六列列为时间选择，可选择的时间颗粒度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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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训练⾃自定义标签 

 

点击【训练标签】按钮，完成标签训练 

4.11.3. 测试 

-通⽤用模块简单测试 

可以通过点击卡⽚片上的快速测试按钮，通过输⼊入单条测试语句句快速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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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页签 单条测试 

单条测试的清空：测试语句句，标签值，全部清空 

 

4.11.4. 用户分群 

4.11.4.1. 搜索⽤用户群体 

按照创建方式进行筛选【通过导入的群体/通过新增用户群体/通过聚类和审核后添加的群

体】 
展示用户群体名称，当前用户群体人数，数据更新时间，操作【编辑和删除】 
新增用户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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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4.2. 新增⽤用户群体 

 
用户分群卡片展示： 
展示用户群体头像/用户群体名称 
当前用户数量 
更新时间 
删除按钮可删除当前用户组，删除需要二次确认 
编辑按钮可进入群体条件编辑侧边栏，进行条件修改或删除 
刷新按钮可刷新当前用户组人数和更新时间 
导出按钮可导出用户群体相关信息【本期不提供】 
 
 
【手动设置规则添加】 
输入用户群体名称（1-20 字符） 
选择一个头像，头像素材存在素材库中 
为用户群体增加条件组 
条件组中可包含多个条件，条件有【包含/不包含】，后面通过下拉搜索在标签树中选择标

签 
条件组内的条件为并且的关系 
多条件组是或者的关系 



 

竹间智能® Bot Factory v3.2.0 产品使用手册 

竹间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第  201 页  共 
285 页 

 

 

4.12. 数据总揽-统计概览 

统计总览中以图表的形式呈现了了机器器⼈人的各项数据分析，包括访问数据统计(时间/维

度)、问答类别统计、未匹配问题 （Top 10）转⼈人⼯工率和回答类别等。让⼈人不不仅帮助监控机

器器⼈人的表现、对话质量量，还能够利利⽤用⾃自然语⾔言技术深⼊入挖掘⽤用户的需求和⾏行行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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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概览： 

⻚页⾯面⽀支持根据 1 天、7 天、30 天，及⾃自定义⽇日期显示版⾯面数据； 

1 天，显示的是实时更更新的当⽇日⽇日期的数据； 

7 天，数据是包含当⽇日⽇日期在内的近 7 天的数据； 

30 天，数据是包含当⽇日⽇日期在内的近 30 天的数据； 

 

名词解释： 

独⽴立⽤用户数：有进⾏行行对话的⽤用户数，同⼀一个⽤用户在⼀一个统计区间只会被计算⼀一次（即同

⼀一区间内登录的⽤用户总数减去重复或多次登录的⽤用户后的数量量）。 

提问：在统计时间内， ⽤用户与机器器⼈人交流时，⽤用户提出问题的总数。 

回答成功率：在统计时间内，成功率=(总提问数-未知问题回复)/总提问数*100%。 

平均满意度：在统计时间内， 调⽤用满意度接⼝口 数值平均分。 

任务完成/触发：在统计时间内，任务引擎完成 = 任务引擎触发-任务引擎_不不完成数，

其中，任务引擎_不不完成定义 =任务引擎触发数 - 超时结束、多次失败解析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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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耗时：在统计时间内，对话响应时间平均数。 

峰值（QPS）:在统计时间内，Query/second 的 ⼤大值。 

访问数据（时间）：在统计时间内，以时间为切⼊入点，使⽤用折线图和表格的⽅方式分析展

示不不同时间段的数据访问量量。 

访问数据（维度）：在统计时间内，以接⼊入平台和⽤用户性别的维度为切⼊入点，使⽤用柱状

图和表格的⽅方式分析展示不不同维度的数据访问量量。 

转⼈人⼯工率：在统计时间内，转⼈人⼯工出话/总会话。转⼈人⼯工率统计根据 session 来统计的，

在⼀一个 session 中只有⼀一句句转⼈人⼯工的⽇日志，那么这个 session 的转⼈人⼯工就是 100%，如果同

⼀一个统计时间中⽐比如 5:30~6:00，总共产⽣生 2 个 session，但是两个 session 中会出现下⾯面

3 种情况： 

a. 2 个 session 中都未出现转⼈人⼯工，那么转⼈人⼯工率为 0%； 

b. 2 个 session 中只有⼀一个 session 中出现转⼈人⼯工，那么转⼈人⼯工率为 1/2*100% = 

50%； 

C.2 个 session 中出现全部出现转⼈人⼯工对话，那么转⼈人⼯工率为 100%； 

热⻔门问题 Top10：在统计时间内， 出现次数 多的⼏几个标准问题，帮助发现 常⻅见的

业务问题。 

未匹配问题 Top10：在统计时间内， 出现次数 多的未知问题数。 

回答类别：在统计时间内， 回答类别占⽐比饼图。 业务类对话是指由常⽤用标准问题、任

务引擎、KG 这模块提供回答的对话；聊天类则是指闲聊；其他类是指未知回复、机器器⼈人技

能、敏敏感词回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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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对话数据-统计分析 

统计分析模块是以会话量量和匹配问题的情况为切⼊入点，通过合理理的分析和展示将某⼀一特

定时间段（单⽇日/近 7 天/近 30 天）的各种维度的访问量量以及需要单独处理理的问题展示出来。

下⾯面我们就详细介绍每个板块的统计依据依据。 

访问数据统计（时间）是以时间为切⼊入点，使⽤用折线图和表格的⽅方式分析展示不不同时间

段的数据访问量量，以及点赞/点踩的数量量。 

 



 

竹间智能® Bot Factory v3.2.0 产品使用手册 

竹间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第  205 页  共 
285 页 

 

访问数据统计（维度）是以接⼊入平台和⽤用户性别的维度为切⼊入点，使⽤用柱状图和表格的

⽅方式分析展示不不同维度的数据访问量量。 

 

 

热点问题 Top100 显示在你选择的时间段（今⽇日/昨⽇日/近 7 天/近 30 天）内出现次数

多的⼏几个标准问题，帮助发现 常⻅见的业务问题。 ⽀支持根据维度筛选，显示在各个维度

下的热⻔门问排⾏行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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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匹配问题 Top 100 显示未匹配到常⽤用标准问题的 100 个问题。 

 

点击【导出】按钮可以将当前统计⻚页⾯面导出为表格⽂文档。 

名词解释： 

总会话数：在⼀一个对话场景中往往包含多句句问答，这些问题组合起来才是⼀一个会话。总

会话数是指总共的⼈人机会话数量量，从某个⽤用户登录开始与机器器⼈人交互到⽤用户退出或者在⼀一定

时间内没有回复的，算⼀一次会话。 

独⽴立⽤用户数：有进⾏行行对话的⽤用户数，同⼀一个⽤用户在⼀一个统计区间只会被计算⼀一次（即同

⼀一区间内登录的⽤用户总数减去重复或多次登录的⽤用户后的数量量）。 

新增⽤用户数：所选时间段内新增的⽤用户数量量。 

总提问数：⽤用户与机器器⼈人交流时，⽤用户提出问题的总数。⽤用户提问数量量的总和。因为作

答机制的原因，总提问数等于总回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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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 标准回复：⽤用户提出的问题中，机器器⼈人使⽤用标准问题匹配模块作答的数量量。 

TE 标准回复：⽤用户提出的问题，机器器⼈人使⽤用多轮任务引擎模块作答的数量量。 

KG 标准回复：⽤用户提出的问题，机器器⼈人使⽤用知识推理理引擎模块作答的数量量。 

聊天：⽤用户与机器器⼈人交互时，机器器⼈人使⽤用聊天模块作答的数量量。 

其他：在总回复数中，除去标准问题、多轮引擎、知识推理理引擎回复、聊天、转⼈人⼯工、

未知问题回复后的回复数量量。 

未知问题回复：⽤用户与机器器⼈人交流时，被系统判断为未知问题的回复数量量。 

未解决：⽤用户收到机器器⼈人作答后认为未能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数量量。即⽇日志中反馈选择为

“点踩”的提问数。 

已解决：该字段为当前已有字段“未解决”的相对概念，指⽤用户收到机器器⼈人作答后认为

已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数量量。此功能客户端通过点击在线客服⻚页⾯面进⾏行行操作，客户操作结果返

回机器器⼈人平台“对话数据 – ⽇日志管理理”菜单“反馈选择”字段。 

成功率：机器器⼈人正确回答⽤用户的提问的百分⽐比。成功率=(总提问数-未知问题回复)/总

提问数*100% 

解决率：1-100%*未解决/总提问数。 

平均会话对话数：会话的平均对话轮数，⽤用户和机器器⼈人之间的⼀一问⼀一答算作⼀一轮。即总

提问数/会话数。 

拦截率 = 总的会话数-转⼈人⼯工会话数／总的会话数 

  转⼈人⼯工会话数：机器器⼈人转⼈人⼯工会话数，机器器⼈人识别转⼈人⼯工的意图的会话。 

问答类别统计（在数据总览中查看）：通过回答类别统计可以了了解业务对话以及⾮非业务

对话趋势。业务类对话是指由常⽤用标准问题、任务引擎、KG 这些模块提供回答的对话；聊

天类则是指闲聊；其他类是指未知回复、机器器⼈人技能、敏敏感词回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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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对话数据-⽇日志管理理 

⽇日志管理理管理理模块包含⽇日志查询、标注、聚类功能，点赞点踩的记录。 

名词解释： 

对话 ID：对话唯一识别标识，用户的每个问题都会有一个识别标识，会从 OpenAPI 中

返回字段中得到：UniqueId。 

会话 ID：每一段会话的识别标识，是 IM 传给机器人。 

对轮 ID：如果出话模块是任务流引擎，打中的多轮场景 ID。 

⽤用户问题：用户的问题。 

信⼼心分数：机器人回答用户的问题的信心分数。 

标准问题：如果出话模块为标准问题模块，打中的标准问题名称。 

机器器⼈人回答：针对某条用户问题的机器人的回答内容。 

访问时间：用户提问时间。 

情感：用户问题匹配到的情绪模型的情绪名称。 

意图：用户问题是否匹配到意图，意图名称是什么。 

意图分数：匹配到的意图分数。 

出话模块：机器人最终回答用户问题的出话模块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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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话来源：如果出话模块为标准问题模块，出话来源即为出话算法的名称；如果出话模

块为转人工模块，出话来源即为打中的转人工规则名称；其他待补充。 

场景名称：如果出话模块事任务流引擎，打中的多轮场景名称。 

标准问题分类：如果出话模块为标准问题模块，打中的标准问题分类 

标准问题标签：如果出话模块为标准问题模块，打中的标准问题标签 

反馈选择：如果 IM 有对接对话解决未解决接口，反馈选择即为点赞和点踩的结果。 

反馈⽂文字：如果 IM 有对接对话解决未解决接口，反馈文字即为点赞和点踩后的留言信

息（不是必填字段）。 

反馈时间：如果 IM 有对接对话解决未解决接口，反馈时间即为用户点赞或点踩的时间 

响应时间：机器人回复用户问题所用的时间。 

4.14.1. ⽇日志查询 

⽵竹间机器器⼈人⼯工⼚厂⽀支持实时查询对话⽇日志，在机器器⼈人上线后，通过时间、⽤用户 ID、情感、

问答类别、平台、忽略略状态、标注状态、关键字条件对⽇日志进⾏行行筛选查找⽇日志。 

 

⽇日志管理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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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2. 标注 

标注是指通过⼈人⼯工判断找出机器器⼈人回复错误数据，将⽤用户问句句标注到正确的标准问题或

意图上的过程，标注后机器器⼈人经过训练再遇到同样问题时就回答正确了了。 

标注流程⼤大致如下： 

a) 筛选需要标注的⽇日志 

b) 逐条⼈人⼯工判断每⼀一条机器器⼈人回复的内容是否正确？正确的选择忽略略，错误的进⾏行行标

注，如⽆无对应标准问可直接新增标准问。 

c) 根据推荐结果标注到正确的标准问上去。 

d) 标注完成后训练机器器⼈人后实时提⾼高回答能⼒力力。 

 

1) 忽略略 

正确的回答可以忽略略做个标记，便便于后续⽇日志查看的时候进⾏行行筛选。⽀支持单个忽略略和批

量量忽略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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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忽略略 

2) 标注 

如果判断机器器⼈人回复是错误就可以把⽤用户的问句句标注到正确的标注问或意图⾥里里去，机器器

⼈人通过训练再遇到此问题时即可回答正确。  

 

数据标注 

点击【标注】按钮，弹出【标注】对话框进⾏行行标注，可以从系统推荐标准问题、意图中

查找正确的标准问或意图，也可以通过搜索找到。选择正确的标准问后，点击【确定】按钮

即可完成标注操作。数据标注完成后机器器⼈人不不能实时回答正确的，训练重新训练后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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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问标注 

 

意图标注 

3) 新增标准问 

     如果⽤用户问题在知识库中没有对应的标准问能够对应进⾏行行标注，可以通过直接新增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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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问进⾏行行标注。 

 

新增标准问 

       点击【新增标准问题】直接新增标准问进⾏行行标注，⻚页⾯面会弹出标准问的问题和答案输

⼊入框，直接在输⼊入框中输⼊入想要添加的问题和答案即可完成标准问添加。新增的答案默认为

全部维度，如需修改答案维度需要回到常⻅见标准问栏⽬目下进⾏行行修改。 

 

 

新增标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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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3. 聚类 

平台提供聚类⼯工具，能能够把筛选的对话⽇日志进⾏行行分类分组，并给出该类别⼀一个组名帮

助你快速查看并处理理对话⽇日志，聚类完成后可以根据结果进⾏行行快速标注。 

聚类有以下⼏几个注意事项： 

数据有什什么限制？ 

多⽀支持 10 万条数据， 少 100 条数据 

聚类需要多⻓长时间？ 

根据数据量量来决定，数据量量越多聚类时间越⻓长。 

聚类过程中可以离开⻚页⾯面吗？ 

聚类过程中不不能离开⻚页⾯面。 

聚类的数据是筛选的全部数据吗？ 

不不是，要排除掉已忽略略的、已经标注和⽤用户问题本身就是标准问的 

1) 聚类 

筛选⽇日志可以点击【辅助分类】后即可对选择数据进⾏行行聚类。低于 100 条数据聚类效

果很差，所以系统限制了了少量量数据的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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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类 

2) 聚类结果展示 

聚类完成后，可以查看聚类结果，聚类结果有 2 部分组成。 

聚类概况：显示数据时间区间、⽤用户问句句总数，⽣生成多少分类； 

聚类结果：可以查看⼀一共有多少分组，每⼀一个分组的名称和包含的数据总数及详细；每

⼀一个聚类结果的 后⼀一个分组是“未分类”这个分组指的是：⼀一些杂乱的，没有分类价值的

对话⽇日志，统⼀一都会放在这个类别下，平台不不做分类处理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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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类效果 

3) 聚类结果标注 

聚类后可以对聚类结果进⾏行行选择，批量量标注为标准问或意图的语料料，或者选择忽略略。经

过标注的聚类结果会进⼊入标注的标准问或意图下⾯面作为语料料，模型经过训练后即可⽣生效。 

 

聚类标注 

4.15. 对话数据-会话⽇日志 

会话⽇日志⽀支持会话筛选、会话查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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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1. 会话筛选 

⽵竹间机器器⼈人⼯工⼚厂⽀支持实时查询对话⽇日志，在机器器⼈人上线后，通过时间、会话 ID、⽤用户

ID、满意度分数、满意度反馈、维度条件、是否转⼈人⼯工 对⽇日志进⾏行行筛选查找⽇日志。 

 

会话⽇日志 

 

4.15.2. 会话⽇日志 

⽤用户可以通过【设置筛选条件】，点击【搜寻】按钮搜寻满⾜足条件的会话，找到需要查

看的会话，点击该会话的【查看】，即可查看该会话的会话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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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会话⽇日志 

 

4.16. 对话数据-健康检查 

常⽤用标准问题健康检查是提供⼯工具，辅助⽤用户快速检查现有数据的情况。主要覆盖数据

是标准问题和语料料，期望通过算法⼯工具帮助⽤用户检查线上，线下语料料数量量是否⾜足够，语料料之

间是否有冲突情况；可以帮助⽤用户检查标准问题设计是否容易易混淆，标准问题的覆盖范围是

否全⾯面，每个标准问题的语料料扩写⽅方向是否全⾯面；或者根据对话反馈，推荐哪些回答需要修

改等。 

⽤用户可以通过【数据优化】—【健康检查】，点击【开始检查】。 

当【标准问题】或者【语料料】发⽣生改变时可以【重新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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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检查 

4.16.1. 健康度 

【健康度】分三个等级:较差、⼀一般、良好。 

【较差】的健康分数区间为:[0,50)。 

【⼀一般】的健康分数区间为:[50,80)。 

【良好】的健康分数区间为:[80,+∞)。 

【健康分数】=【语料料质量量】分数*70%+【标准问题与语料料⽐比】分数*10%+【语料料数量量

分布】分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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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料质量量分数计算 

语料料质量量分数 冲突语料料条数占⽐比 

0 分 95%≤x 

10 分 90%≤x<95% 

20 分 75%≤x<90% 

30 分 60%≤x<75% 

40 分 45%≤x<60% 

50 分 30%≤x<40% 

60 分 15%≤x<30% 

70 分 10%≤x<15% 

80 分 5%≤x<10% 

85 分 1%≤x<5% 

90 分 0.5%≤x<1% 

95 分 0<x<0.5% 

100 分 x=0 

注：冲突百分⽐比计算⽅方式：(冲突的语料料条数)/(总语料料量量)*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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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问题和语料料⽐比的分数计算 

标准问题和语料料⽐比分数 ⽐比例例值 

20 分 1/5≤x 

40 分 1/10≤x<1/5 

65 分 1/20≤x<1/10 

85 分 1/30≤x<1/20 

90 分 x<1/30 

 

语料料数量量分布的分数计算 

各个分布的分数 语料料分布（条） 

20 分 0-5 

40 分 6-10 

65 分 11-20 

85 分 21-30 

90 分 31+ 

注：语料料数量量分布总分=Sum(各个分布的标准问题占⽐比*各个分布的分数) 

4.16.2.  语料料质量量 

【语料料质量量】包括强烈烈建议和推荐处理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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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烈建议】：是通过规则检查出来的结果 

【推荐处理理】：指通过模型检查出来的，且⼲干预=-1 的数据 

【下载报告模版】： 

 

报告模版 

l 处理理建议：分为强烈烈建议和推荐处理理。其中强烈烈建议是通过规则检查得到的。推荐

处理理是通过模型检查得到的，且是否⼀一致=-1。 

l 原始语料料/原始标准问题：取冲突的⼀一条语料料，对应原始的标准问题 

易易混淆标准问题/参考语料料 x：规则检查的，取有冲突的标准问题，参考语料料取对应的导致

冲突的语料料；模型检查的取模型预测错误的标准问题，参考语料料将导致模型预测错误的语料料

前 5 条。 

 

 

4.16.3.  语料料数量量分布 

推荐分布 

标准问占⽐比 语料料分布（条） 

5% 0-5 

10% 6-10 

25% 11-20 

40%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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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31+ 

 

 

点击【查看语料料数据】，可以查看语料料的分布情况。 

 

 

 

4.16.4.  跨模块冲突检测 

标准问总量量为检测的标准问题的数量量 

语料料总量量为检测的语料料的数量量 

冲突为检测语料料和其他模块冲突的数量量 

点击【下载报告】可以下载本次检测的具体冲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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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I ⼯工具 

5.1. 配置模式 

5.1.1. 外部 API 

外部 API 主要根据客户规定的外部接⼝口去请求对应参数并拿到参数结果。 

 

 

⽀支持⽤用户对外部 API 进⾏行行新建、导⼊入导出、编辑、复制、删除等操作。 

1）新建 API 配置 

 点击新建 API 配置弹出弹窗，进⾏行行请求参数以及响应参数的编辑 

 ⽤用户可以⾃自定义 API 名称，并输⼊入需要对接外部服务的地址，选择请求⽅方式，设置超过时

间，如果外部服务在该时间内没有返回结果，则会取消本次请求 

 

参数设置⽀支持 body （Json、Form)、Query、Headers、Path，这四⼤大类，可以根据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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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进⾏行行对应的配置。 

Body_Json, 直接在输⼊入框定义好对应的 json 参数就可以，如果接⼝口返回 body 类型为

JSON，并且需要对 json 格式进⾏行行约束，则在下图中输⼊入框填写 json schema。输⼊入框会

对 json 做基础的前端格式校验。 

 

      Body_Form、Query、Headers、Path，⽀支持在⻚页⾯面直接定义参数的参数名/默认值/

是否必填/备注等，⽀支持新增/删除参数。 

 

编辑完请求参数后，会⾃自动⽤用默认的请求参数去访问外部服务接⼝口，另外在调⽤用外部服务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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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前会根据配置校验请求参数。 

⽤用户可以直接根据客户的外部服务接⼝口⽂文档，定义对应响应参数，响应参数⽀支持 Json 类型，

如需对 Json 格式进⾏行行约束，则在下图中输⼊入框填写 Json schema。响应参数的编辑，主要

是为了了校验外部 API 是否有按照格式返回。输⼊入框会对 json 做基础的前端格式校验。 

 

2）导⼊入导出外部 API 

⽀支持导⼊入 json ⽂文件直接⽣生成外部 API 

  ⽀支持导出外部 API 配置，⽣生成 json ⽂文件 

3）编辑 

 点击编辑，弹出编辑弹窗，同新建弹窗 

4）复制 

点击复制，⾃自动增加⼀一⾏行行新的外部接⼝口信息 

 

5）删除 

点击删除，弹出提示，确认是否删除对应外部 API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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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内部接⼝口 

内部接⼝口为 终给 BF 中各个模块调⽤用的接⼝口，接⼝口的格式由内部模块来决定。⽤用户可以定

义内部接⼝口，将内部的请求参数转化为外部可以理理解的请求参数，将外部接⼝口返回参数转化

为内部可以使⽤用的响应参数。 

 

⽀支持⽤用户对内部接⼝口进⾏行行新建、导⼊入导出、编辑、删除等操作 

1）新建内部接⼝口 

⽤用户点击新建内部接⼝口，直接弹出新建接⼝口的弹窗，⽀支持⽤用户编辑接⼝口基本信息、请求映射、

响应映射等信息 

⽀支持⽤用户编辑内部接⼝口名称，选择内部需要使⽤用该接⼝口的类型以及外部 API 名称，同时按照

⼀一定规范⾃自动⽣生成内部接⼝口 URL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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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不不同的接⼝口前端类型，会给出对应的相应映射模版 

SKILL 响应映射模版： 

 

 

TE 响应映射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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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用户输⼊入请求字段，将内部应⽤用字段和外部服务请求字段进⾏行行⼀一⼀一对应，⽀支持 body 

（Json、Form)、Query、Headers、Path，这四⼤大类，可以根据接⼝口的要求进⾏行行对应的配

置。 

Body_Json, 直接在输⼊入框定义好对应的 json 参数就可以。如果中间填写了了 Json path，在

调⽤用外部 API 之前，会⽤用 Json path 从内部接⼝口的 request body 中取值，然后进⾏行行替换。

输⼊入框会对 json 做基础的前端格式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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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按照上图编辑请求映射后，假如内部接⼝口的 request body 为 {“person”:”周杰伦”}，

在调⽤用外部服务接⼝口之前，请求会转换成{“keyWord”:”周杰伦”}。 

 

      Body_Form、Query、Headers、Path，⽀支持在⻚页⾯面直接定义参数的参数名/默认值/

是否必填/备注等，⽀支持新增/删除参数。键值处填写的也是 Json path，Json path 会从内

部接⼝口的 request body 中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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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映射主要是将外部 API 返回的参数，如何按照 BF2020 其他模块要求的格式，拼接返

回。 此处⽀支持 JSON，开发可以根据其他模块要求，进⾏行行拼接即可。输⼊入框会对 json 做基

础的前端格式校验。 

如果中间填写了了 Json path，在调⽤用外部 API 之前，会⽤用 json path 从外部接⼝口的 response 

body 中取值，然后进⾏行行替换。 

 

 

点击确认保存，这样⼀一个内部 API 接⼝口就配置好了了 

2）导⼊入导出内部 API 

⽀支持导⼊入 json ⽂文件直接⽣生成内部 API 

  ⽀支持导出内部 API 配置，⽣生成 json ⽂文件 

3）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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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编辑，弹出编辑弹窗，同新建弹窗 

4）删除 

点击删除，弹出提示，确认是否删除对应内部 API 信息 

5）测试 

点击测试按钮弹出测试弹窗，按照内部接⼝口的请求参数格式，输⼊入对应的接⼝口请求参数，即

可进⾏行行测试。 

测试结果涵盖：总调⽤用时间、调⽤用结果、内部 API URL 、外部 API URL、内部 API 请求参

数、内部 API 响应参数、外部 API 请求参数、外部 API 响应参数、接⼝口配置信息等。  

 

5.1.3. 调⽤用记录 

调⽤用记录主要展示各个接⼝口的调⽤用信息，⽀支持时间筛选、搜索 uniqueid 查看对应记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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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记录会展示每天记录的时间、总响应时间、调⽤用结果、内部接⼝口 URL、外部接⼝口 URL、

外部响应时间、内部 API 请求参数、内部 API 响应参数、外部 API 请求参数、外部 API 响

应参数、接⼝口配置信息等。 

 

 

 

5.2. 代码模式 

5.2.1. API 

1）新建 API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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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辑 API 名称 

2、URL 在保存后会⾃自动⽣生成，复制到需要使⽤用的地⽅方进⾏行行调⽤用即可 

3、代码编辑 

3.1、⽀支持 python 编辑接⼝口对接  

3.2、代码编辑中给出调⽤用⽅方法的封装函数 

 

2）测试 

点击测试进⼊入到测试⻚页⾯面，对应的接⼝口请求参数，即可进⾏行行测试。 

测试结果涵盖：总响应时间、调⽤用时间、调⽤用结果、接⼝口 URL 信息、接⼝口请求数据、接⼝口

响应数据、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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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布 

点击发布按钮即可发布。 

4）编辑 

点击编辑，弹出编辑弹窗，同新建弹窗 

5）删除 

点击删除，弹出提示，确认是否删除对应 API 信息 

5.2.2. 调⽤用记录 

调⽤用记录主要展示各个接⼝口的调⽤用信息，⽀支持时间筛选、搜索 uniqueid 查看对应记录等；

调⽤用记录会展示每天记录的时间、总响应时间、调⽤用结果、接⼝口 URL、请求参数、响应参

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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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机器器⼈人设置 

6.1. 话术设置 

话术是指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机器器⼈人回答的内容，⽐比如欢迎语话术、推荐问话术、未知回

复话术等。我们可以点击“编辑”或者“新增”编写⾃自定义话术，如果有多条话术时机器器⼈人会

随机抽取这些回答，反馈给机器器⼈人访客，避免死板的重复。下⾯面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每种话

术对应的情景，以便便你可以正确设置相应的回答。 

6.1.1. 基本话术 

Ø 欢迎语话术是指⽤用户进⼊入机器器⼈人⻚页⾯面，机器器⼈人说的第⼀一句句话，这可以是⼀一句句打招呼的话

语、也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机器器⼈人的主要功能； 

Ø 推荐问话术为系统未匹配到回答信⼼心值之上的标准问题时，通过算法给出推荐问的话

术； 

Ø 未知问题回复是指当机器器⼈人⽆无法匹配到系统给出的答案时给到机器器⼈人访客的回复； 

Ø 近似问话术是指系统匹配到⼏几个分数⼗十分相近的标准问题时，⽤用户询问具体意图的话

术； 

Ø 指定相关问话术是指当使⽤用“指定相关问题”时，系统给出的话术。 

敏敏感词话术是指当你在词库设置中选择⾃自定义敏敏感词回复（没有使⽤用系统预设回复），且当

⽤用户触发敏敏感词时，机器器⼈人给出的话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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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情绪相关话术 

这⼀一部分是⽤用于配置与情绪相关的话术设置，包括满意情绪话术、不不满意情绪话术、愤

怒怒情绪话术。情绪相关话术是指当机器器⼈人识别到⽤用户的满意、不不满意或愤怒怒的情绪时，给出

的“安抚”话术。这个回答会加在匹配到的答案之前，不不影响标准答案的回复。 

 

6.1.3. 答案失效话术 

这⼀一部分是与答案失效时间有关的话术设置，包含标准问题失效初期话术、标准问题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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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过久话术。 

Ø 标准问题失效初期话术是指上线的标准问题如果超过了了其“结束时间”，但是超过的时

间在 5 天以内（包括 5 天），机器器⼈人给的回复。 

Ø 标准问题失效过久话术是指上线的标准问题如果超过了了其“结束时间”，但是超过的时

间⼤大于 5 天，机器器⼈人给的回复。 

 

6.1.4. 转⼈人⼯工话术 

这⼀一部分是针对不不同转⼈人⼯工⽅方式、⾮非坐席⼯工作时间等情况配置机器器⼈人给⽤用户回复话术的。 

Ø 通⽤用转⼈人⼯工话术：通⽤用转⼈人⼯工话术配置后系统默认转⼈人⼯工话术，优先级低于其他转⼈人⼯工

话术。当其他转⼈人⼯工话术未配置时，系统均出该话术。 

Ø 意图转⼈人⼯工话术：系统通过意图触发转⼈人⼯工时，系统转接坐席⼈人员前回复的话术。 

Ø 未知问题转⼈人⼯工话术：当系统⽆无法解答⽤用户问题时，系统转接坐席⼈人员前回复的话术。 

Ø 情绪转⼈人⼯工话术：当系统识别到⽤用户情绪为负⾯面（不不满、愤怒怒）时，系统转接坐席⼈人员

前回复的话术。 

Ø 关键词转⼈人⼯工话术：系统通过“转⼈人⼯工”词库触发转⼈人⼯工时，系统转接坐席⼈人员前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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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术。 

Ø 多次匹配同⼀一标准问转⼈人⼯工话术：系统通过连续匹配同⼀一标准问触发转⼈人⼯工时，系统转

接坐席⼈人员前回复的话术。 

Ø 标准问转⼈人⼯工话术：系统特定标准问触发转⼈人⼯工时，系统转接坐席⼈人员前回复的话术。 

⾮非⼯工作时间话术：系统触发转⼈人⼯工，但是在⾮非客服⼯工作时间时，系统回复给⽤用户的内容。 

 

6.2. 指令设置 

机器器⼈人对话过程中，管理理者可以通过设置指令在机器器⼈人回复讯息前后增加回复内容或者

取代回复的内容。 

⽐比如：可以新建⼀一个开户⾏行行销的指令，当识别到⽤用户问题包含开户关键字时，通过指令

设置就可以在机器器回复之后添加开户有什什么优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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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设置包含分类管理理、指令管理理（创建指令、编辑指令、删除指令和启动关闭指令） 

6.2.1. 指令分类管理理 

我们可以为指令设置分类，点击【机器器⼈人设置】—【指令设置】—【分类】模块，点击

右上⻆角【设置】可以进⾏行行新增第⼀一层分类、新增⼦子分类、删除分类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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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分类设置 

 

6.2.2. 指令管理理 

主要包含创建指令、启动/关闭指令、编辑指令、删除指令。 

 

指令管理理 

1) 查询指令 



 

竹间智能® Bot Factory v3.2.0 产品使用手册 

竹间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第  243 页  共 
285 页 

从右上⻆角的输⼊入框输⼊入指令名称可查询指令； 

 

指令查询 

2) 创建指令 

点击【创建指令】按钮，弹出创建指令的弹出框，输⼊入指令名称、规则使⽤用对象、关联

标签、触发关键字、⽣生效时间、回复内容格式及内容、回复位置后点击【确定】按钮即可创

建成功。 

指令名称：创建指令名称⽅方便便以后查找维护。 

规则适⽤用对象：选择触发指令的是⽤用户问题（⽤用户问句句）或出话内容（机器器⼈人回复内容） 

关联标签：常⻅见标准问题的标签，设置标签后，该标签下的所有问题都可以触发指令； 

触发关键字：⽀支持输⼊入关键字触发（关键字必须完全符合才可以触发指令），选择进阶

设定后也可以输⼊入正则式触发； 

⽣生效时间：选择指令⽣生效时间，永久或者⾃自订 

回复内容：选择要回复的内容，可以是⽂文字格式或 json 格式； 

回复位置：选择回复的内容出现位置， 

取代问答是配置的回复内容替换原来的机器器⼈人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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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答之前使⽤用是在机器器⼈人回复之前添加配置的回复内容 

在回答之后使⽤用是在机器器回复之后添加配置的回复内容  

 

创建指令 

 

3) 启动/关闭指令 

指令默认关闭状态的，只有开启指令或才⽣生效。 

 

4) 编辑指令 

点击【编辑】按钮可编辑已创建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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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指令 

 

5) 删除指令 

点击【删除】按钮可删除已创建的指令 

 

删除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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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接⼊入部署 

⽬目前系统可查看机器器⼈人所属的企业 ID、机器器⼈人 ID / AppID 和 Secret Key，并⽀支持直

接对接⼊入微信公众号、企业微信、微信⼩小程序进⾏行行设置。 

⽤用户也可以下载对话的接⼝口⽂文档，应⽤用到其他渠道。 

 

⽅方便便接⼊入的，体验与机器器⼈人对话的途径有： 

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H5 ⻚页⾯面、企业微信、MSN、Line 等。 

6.3.1. 接⼊入微信公众号 

1、⾸首先需要有⼀一个公众号，并且有该公众号的管理理员权限； 

2、在【机器器⼈人设置】-【接⼊入部署】-【微信公众号】处点击“⽴立即体验”，点击“微信授权

平台”，⽤用公众号管理理员的微信扫描该授权⼆二维码，既可把机器器⼈人绑定到该微信公众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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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公众号⾥里里，直接对话，机器器⼈人就可以出话； 

 

4、若要取消机器器⼈人与公众号间的联系，登录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号设计”-“授权管理理”

中，点击查看平台详情，然后取消授权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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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接⼊入微信⼩小程序 

在【机器器⼈人设置】-【接⼊入部署】-【微信⼩小程序】点击“⽴立即体验”，然后⽤用微信扫描

⼆二维码就可以直接体验与该机器器⼈人问答互动。 

 

6.3.3. 接⼊入 H5 

在【机器器⼈人设置】-【接⼊入部署】-【H5 对话】点击“⽴立即体验”，进⼊入 H5 对话接⼊入列列

表⻚页。需要新增 H5 配置，这⾥里里的配置主要是 UI ⻚页⾯面配置，点击右上⻆角的【新增】，进⼊入

新增配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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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配置⻚页⾯面主要为 UI 样式配置⻚页⾯面，体现在显示名称、图标 logo、以及是否展示热

点问题列列表等内容。 

配置完成后，点击“确认”，回到 H5 对话接⼊入列列表⻚页，点击操作栏的“⼆二维码”，即可获

取该配置的 url 和⼆二维码，通过微信扫描⼆二维码或复制打开 url 链接的⽅方式与机器器⼈人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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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h5 ⻚页⾯面接⼊入到微信公众号的⽅方法： 

在微信公众平台，功能-自定义菜单中，新增“子菜单”，把子菜单命名，子菜单内容

选择为“调整网页”，然后我们机器人中，h5 配置生成的 url 粘贴到这里即可。 

H5 关联到微信公众号后的前端展示： 

     

 

关于“热点问题列列表”和“猜您想问”前端⻚页⾯面的展示如下图： 

  

上图左侧图为热点问题列列表截图，需要在【机器器⼈人设置】-【热点问配置】中进⾏行行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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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接⼊入部署】-【H5 配置】中，打开【热点问题列列表】开关，这样在进⼊入 h5 ⻚页⾯面

时就会有热点问题展示了了。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事先没有进行热点问配置，只在 h5 配置中

打开了热点问题列表开关，或者，配置了热点问题，但在 h5 配置中未打开热点问题列表开

关，这两种情况，都不会有热点问展示。 

上图右侧图为“猜您想问”截图，当进⼊入 h5 ⻚页⾯面，在与机器器⼈人交互的输⼊入框中输⼊入内容

时，机器器⼈人会根据输⼊入的内容智能推荐“猜您想问”，这是运⽤用的 faq 的联想能⼒力力。 

6.4. 系统功能配置 

系统功能设置主要包括机器器⼈人设置、问答设置、闲聊设置、技能上下⽂文设置、转⼈人⼯工设

置等。运营⼈人员可以根据业务的需要针对不不同的机器器⼈人进⾏行行不不同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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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机器器⼈人设置 

在机器器⼈人设置中可以设置机器器⼈人的名称及出话语系，机器器⼈人⾃自定义出话维度。机器器⼈人⾃自

称即机器器⼈人的名字。 

其中中⽂文对话机器器⼈人，出话语系⽀支持简体中⽂文及繁体中⽂文两种。英⽂文对话机器器⼈人，出话

语系不不可选择，仅⽀支持英⽂文。 

 

中⽂文繁体语系对话测试 

 

6.4.2.  标准问答设置 

问答设置可以对常⻅见标准问模块进⾏行行设置。⽀支持标准问答案中图⽚片存储服务器器设置、相

关问题，近似问，推荐问开关，常⻅见标准问上下⽂文开关、模型阈值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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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问答设置 

1) FAQ 功能开启/关闭 

系统默认开启 FAQ 模块，如果有需要可关闭 FAQ 模块。 

2) 变更更审核功能开启/关闭 

系统默认关闭变更更审核功能，如果有需要可开启变更更审核功能。开启后只有全部变动通

过审核才可以进⾏行行训练和发布的操作。 

3) 解析器器 

这⾥里里可以配置要在 faq 中要引⽤用的⽂文本解析器器，解析器器可多选，解析器器列列表包括系统内

置的解析器器和⽤用户⾃自定义的解析器器。 

4) 配置答案中图⽚片服务器器位置 

点击“编辑”按钮可以修改图⽚片存储位置。当机器器⼈人平台私有部署⾄至客户内部环境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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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保存的图⽚片在服务器器的内⽹网中。⽽而⽤用户对话是在外⽹网发⽣生的，需要客户将⾃自⼰己的内⽹网映射

的外⽹网地址配置在这⾥里里。 

5) 相关问题，近似问，推荐问开关和数量量配置 

· 相关问题：是客户⼿手动在编辑回答时添加的相关标准问题。数量量配置后，表示可添加

的相关问题数量量不不可超过配置的该数量量 

· 近似问：指的是当机器器⼈人有多个回答的信⼼心分很接近时，会把第⼀一名的回答展示出来，

并推荐接近的问题。默认推荐的数量量不不超过 3 个 

· 推荐问：指的是当机器器⼈人为了了提⾼高回答命中率，会在回答时，把符合设置的阈值范围

内的问题推荐出来。默认的推荐分数是与回答两个模型中的低信⼼心分数相差 25 分，即

85-25=60 分的，默认推荐的数量量不不超过 3 个 

6) 预处理理开关和配置 

预处理理开关默认关闭，如有需要可开启 

预处理理开关开启时，可针对预设规则中的内容对⽤用户问题进⾏行行预先处理理。预处理理规则可

重新上传，全量量替换。 

 

 

6.4.3. 闲聊设置 

      闲聊设置是⽤用于设置的机器器⼈人闲聊模块出话及出话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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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聊设置 

闲聊组成： 

· 客制机器器⼈人形象：⽵竹间机器器⼈人形象即系统机器器⼈人设置中的机器器⼈人形象（可⾃自定义回

答话术） 

· 客制闲聊：可以通过【导⼊入闲聊】⼊入⼝口导⼊入数据。导⼊入后实时⽣生效，⽆无需进⾏行行训练 

· 普通寒暄：平台提供的⼀一些基础的闲聊对话能⼒力力，⽐比⽅方说：你好，再⻅见等 

· ⾏行行业闲聊：⾏行行业闲聊为系统⾃自带的泛⾦金金融闲聊语料料，客户定制的形象问答数据，新

增时需要由⽵竹间服务团队导⼊入对应的数据库。导⼊入后实时⽣生效，⽆无需进⾏行行训练 

· 平台默认闲聊和平台默认机器器⼈人形象：平台提供的默认的活泼闲聊对话能⼒力力 

闲聊出话优先级：客制机器器⼈人形象> 客制闲聊> 普通寒暄=⾏行行业闲聊> 平台默认闲聊>

平台默认机器器⼈人形象。 

     导⼊入闲聊语料料 

  导⼊入闲聊分为导⼊入闲聊问题和答案、闲聊语料料两块。在界⾯面上点击【导⼊入闲聊】即可

选择需要导⼊入的⽂文档模板，下载模板后将需要上传的数据加⼊入模板后选择需要导⼊入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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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类型确认即可。 

 

导⼊入闲聊 

 

导⼊入闲聊数据 

     导出闲聊 

     导出为同时导出闲聊的知识点及语料料，如需下载客制机器器⼈人闲聊，点击【导出闲聊】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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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技能上下⽂文设置 

技能上下⽂文设置，⽀支持对技能的上下⽂文功能开或关，系统默认为开启状态。开启状态可

实现如下场景对话效果： 

Q1：今天深圳天⽓气怎么样 

A1：深圳今天... 

Q2：后天呢？ 

A2：深圳后天天⽓气.... 

 

技能上下⽂文设置 

 

6.4.5. 转⼈人⼯工设置 

转⼈人⼯工设置是设置系统转⼈人⼯工开关、条件及状态的。系统⽀支持根据问答状态、特定标准

问、意图、情绪、关键词等⽅方式转⼈人⼯工。 

Ø 意图转⼈人⼯工：当意图中配置了了意图名为“转⼈人⼯工”的意图、或者命中系统预置的转⼈人⼯工

意图时，系统可以转到坐席⼈人员。 

Ø 未知问题转⼈人⼯工：当系统⽆无法解答⽤用户问题时，系统可以及时转坐席⼈人员。 

Ø 情绪转⼈人⼯工：当系统识别到⽤用户情绪为负⾯面（不不满、愤怒怒）时，系统可以让坐席⼈人员及

时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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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关键词转⼈人⼯工：当⽤用户输⼊入的内容包含词库中“转⼈人⼯工”词库中的词时，系统可以让坐

席⼈人员接⼊入。 

Ø 多次匹配同⼀一标准版转⼈人⼯工：当⽤用户连续输⼊入问题没有得到想要的回复时，⽤用户可能会

微调后再次输⼊入，此时系统可能继续命中同⼀一标准问，所以当系统识别到⽤用户的问题反

复命中到⼀一个标准问时可以及时让坐席⼈人员接⼊入。 

Ø 标准问转⼈人⼯工：实际场景中可能存在⼀一些业务⾼高优或者机器器⼈人⽆无法很好解答问题的标准

问需要转⼈人⼯工，这是可以给该问题配置“转⼈人⼯工”标签，实现特定标准问转坐席⼈人员。 

Ø ⾮非⼯工作时间：坐席⼈人员通常不不是 24H 在线的，所以在坐席⼈人员⾮非⼯工作时间可以设置系

统给出特定回复，让⽤用户在坐席⼯工作时间再接⼊入。 

 

转⼈人⼯工设置 

 

转⼈人⼯工效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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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人⼯工的类型可以通过⽇日志的出话模组+出话来源来进⾏行行综合判断得到。 

出话模组 出话类型 转⼈人⼯工类型 

转⼈人⼯工 backfill 机器器⼈人连续⽆无结果转⼈人⼯工 

转⼈人⼯工 faq-repeat-question 机器器⼈人连续命中同⼀一标准问

转⼈人⼯工 

转⼈人⼯工 faq-label 常⻅见标准问 HUMAN 标签转

⼈人⼯工 

转⼈人⼯工 emoiton 负⾯面情绪转⼈人⼯工 

转⼈人⼯工 human-intent 系统转⼈人⼯工意图转⼈人⼯工 

转⼈人⼯工 keyword 关键词转⼈人⼯工 

转⼈人⼯工 intent 意图引擎转⼈人⼯工意图转⼈人⼯工 

 

 

6.4.6. 任务引擎设置 

任务引擎设置可以多任务引擎每⼀一轮回复的超时时⻓长以及每⼀一轮中调⽤用每个界⾯面的

超时时⻓长进⾏行行设置。 

注：如果外呼 API 的超时时⻓长设置为 1s,如果⼀一轮交互中需要调⽤用 10 个外呼 API，那么这⼀一轮的调

⽤用外部 API 超时总时⻓长为 1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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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引擎设置 

 

6.4.7. 知识推理理设置 

可以开启或者关闭知识推理理模块。同时调整知识推理理的出话阈值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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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推理理设置 

 

 

6.4.8. 指令设置 

      指令设置可以对系统中配置的指令功能进⾏行行开关设置。 

 

指令设置 

6.4.9. 意图引擎设置 

     意图引擎设置⽀支持修改 controller 中调⽤用意图结果的阈值。 

 

意图引擎设置 

6.4.10. 答案编辑器设置 

答案编辑器器，就是机器器⼈人回答/话术的编辑区域；为了了满⾜足客户在机器器⼈人回答中有个性

化的前端样式，产品增加了了答案编辑器器设置，允许客户⾃自定义样式名称，⾃自定义 submit 值，

传给 IM 前端进⾏行行渲染，满⾜足回答内容样式的多样化与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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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行行样式：指可以在回答中选择部分内容，给其关联⼀一个标准问题，并配置前⾏行行的样式，

那么在机器器⼈人回答后，点击带有上⾏行行样式的⽂文字，会在 im 对话界⾯面触发其关联的⽤用户问。

如下图所示： 

 

超链样式：指可以在回答中选择部分内容，给其关联⼀一个标准问题，并配置前⾏行行的样式。 

⾃自定义样式：指可以在回答中选择部分内容，给其指定⼀一个样式，传给 IM 前端进⾏行行渲

染。 

保存模版：任何⼀一个回答都可以保存为模版，在答案编辑器器设置中进⾏行行模版的增删改管

理理。 

引⽤用模版：在 faq 中新增回答时，可以引⽤用模版列列表中的模版，来快速编辑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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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热点问题配置 

热点问题也可叫做：常⻅见问题/猜你想问等。客户可在平台设置对话终端展示的热点问

题/常⻅见问题/猜你想问等，便便于⽤用户在进⼊入机器器⼈人客服时，快速找到⾃自⼰己想问的问题，获取

答案。在平台添加好热点问题后可以通过接⼝口调⽤用展现在客户的前端⻚页⾯面。 

 

热点问题示例例 

添加热点问题 

点击【热点问题配置】⻚页⾯面下的【添加热点问题】按钮，进⼊入热点问题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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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热点问题 

输⼊入热点问题的名称，可以根据⾃自定义维度创建不不同维度下的热点问。模式可以选择简

单模式和分类模式两种。简单模式是指所设定的问题都是在同⼀一个级别下的。分类模式下可

以为问题设置不不同的分类。选择好模式之后可以添加问题，点击确认按钮即可添加成功。 

配置⻚页⾯面展示推荐热⻔门问列列表，在推荐热⻔门问列列表勾选后，对应问题⾃自动进⼊入热⻔门问列列

表； 

热⻔门问序列列⽀支持上移、下移、置顶、取消置顶功能； 

热⻔门问 top100 列列表中，⽀支持⼀一键添加问题到热点问配置列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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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运营平台 

7.1. 建⽴立标注员节点 

（1）点击新增节点类型，在节点操作选择标注 

（2）在节点功能中选择给该⻆角⾊色分配的操作权限 

7.2. 增加审核节点 

（1） 点击新增节点类型，在节点操作选择审核 

（2）在节点功能中选择给该⻆角⾊色分配的操作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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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建⽴立分配节点 

（1）点击新增节点类型，在节点操作选择分配 

（2）在节点功能中选择给该⻆角⾊色分配的操作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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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运营任务 

7.4.1. 标准问与日志混合聚类运营任务 

1）分配任务 

（1）在挖掘平台配置任务后，在运营平台的“运营任务”管理理界⾯面可看到刚刚⽣生成的任务 

（2）点击操作栏的“分配”按钮，可分配任务给审核员和标注员 

 

 

 

2）标注员视⻆角 

在管理理员分配好任务后，标注员在⾃自⼰己的运营任务界⾯面，即可看到被分配的标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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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入标注界⾯面 

 

4）标注⽇日志到标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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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专注⽇日志标注模式 

 

6）批量量标注 

当判断认为多个⽇日志可标注到同⼀一个标准问下，可进⾏行行批量量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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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完成标注任务 

 

 

7.4.2. 日志标注任务 

 

1）建⽴立任务 

在挖掘平台的画布中，将⽇日志节点的内容传输⼊入运营标注节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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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看任务 

 
 

3）进⼊入标注界⾯面 

 

4）标注到标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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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标注到知识推理理引擎 

相当于把⽇日志中的问句句标注到特定实体的属性的语料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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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标注到标签 

 

 

7）批量量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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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提交任务 

 

8）审核员查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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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审核界⾯面 

 

10）提交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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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标签管理 

8.1. 标签体系 

 
标签体系用于以树状结构存储标签，标签体系默认有两个一级文件夹：“未分类标签”“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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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画像标签” 
 

8.1.1. 未分类标签 

一个固定的一级文件夹，存放未定义层级结构的标签 

 

8.1.2.  用户画像标签 

一个固定的一级文件夹，存放用户画像模块的标签的层级结构，用户画像标签都为双层标签。 
【图片补充】 

8.2. 新建⽂文件夹 

点击新建一级文件夹，输入文件夹名称，完成一级文件夹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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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完成后，可在一级文件夹下创建文件夹或直接创建标签，（文件夹与标签不能共存与统

一父级文件夹下） 
 
 
-新建文件夹【最多支持 10 个层级】 

 
-支持在文件夹层级末尾新增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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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文件夹，会提示是需要删除全部文件夹内的标签，还是只删除文件夹 
  -只删除文件夹，文件夹内的标签会自动归类到【未分类标签】中 
  -全部删除，则所有标签被删除 

 

8.3. 新建单层标签 

点击文件夹后新建标签，选择单层标签，输入标签名称，完成标签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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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新建双层标签 

点击文件夹后新建标签，选择双层标签，输入标签名称，子标签名称，完成标签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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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推荐引擎 

推荐引擎分为 推荐规则和推荐池，当前版本只支持根据用户群体，或标签组合，推荐话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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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推荐规则 

 
-推荐规则名称：1-10 字符 
-推荐群体：选择用户群体或标签组合 
 

 
【蓝线】： 
推荐群体选择了【用户群体】 
-下拉在用户群体中选择一个或多个群体【单级下拉选择】 
推荐内容池【两级下拉选择：选择内容池，在选择内容池的组】 
【红线】： 
推荐群体选择了【标签组合】 
-下拉在标签树中选择一个或多个标签【多级下拉搜索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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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内容池【两级下拉选择：选择内容池，在选择内容池的组】 
【绿线】： 
推荐群体选择了【标签组合】 
-下拉在标签树中选择一个或多个标签【多级下拉搜索框】 
推荐内容类型选择了【标签组合】 
-下拉在标签树中选择一个或多个标签【多级下拉搜索框】 
 

9.2. 推荐内容池 

 

9.2.1. 内容池类别【当前版本只提供话术池】 

 

建立各种供推荐的池子，自定义类别：目前类别有【静态】【动态】 
 话术池：各种类别的话术池，例如：推销话术，问好话术，感谢话术 
点击自动生成可生成相似语料 
    -【语料类别】需要输入语料，或者审核后台分析的优秀话术 
   -组的名称可双击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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