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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概述 

Emoti Mate（以下简称 Mate）是由竹间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智能协

作平台，集智能辅助、实时质检为一体，通过对全渠道数据深度解析，实现机器智能和



 

  第6页 共44页 

 

人的智能的深度协同，从执行层、销售/服务管理层、运营管理层三个层面，帮助企业和

员工实现高效精准的客户服务和高转化率的销售 

2. 坐席助手前端 

2.1. 客户端启动 

2.1.1. 竹间内部演示环境 

竹间内部演示环境使用 freeswitch电话交互平台，使用者在PC端安装软电话接听来

电，电话接通后在浏览器自动弹出客户端页面实时辅助坐席解答客户问题。架构如

下： 

 

 

客户端页面启动配置流程： 

1) 配置分机号 

在坐席助手管理后台左侧导航栏选择”分机号设置”，点击“新建”新建分机号（具体

可使用哪个分机号请联系产品团队进行分配） 



 

  第7页 共44页 

 

 

2) 配置场景 

设置要测试/体验的场景，在坐席助手管理后台的“场景设置”点击“新建”新建场景，

选择各模块调用的机器人，即可完成助手场景的基础配置，选择获取其它账号机器人列

表可调用其它环境中的机器人。也可点击高级配置，选择调用的 ASR相关参数 

 

 



 

  第8页 共44页 

 

 

3) 启动助手页面 

l 语音助手启动：选择分机号和场景，点击“启动语音助手”后，弹出语音助手客户

端，接通软电话后，即可开始语音对话及助手的辅助 

l 文本助手启动：选择场景，点击“上传文本”，上传对话脚本，弹出文本助手客户

端，自动演示对话及辅助过程 

l 支持上传音频演示助手，点击上传音频（只支持双声道音频）后，自动演示对话及

助手辅助 

 

2.2. 即时会话品质监控 

实时显示坐席与客户对话语音转译文本及通话状态，发现违规即时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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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会话内容 

在语音坐席助手前端分角色实时显示通话语音转译文本 

l 分坐席和客户两个角色分别显示转译文字，坐席转译文字在右侧显示，客户转译文

字在左侧显示 

l 在每段转译文字的上方显示该段文字的转译时间点，即从电话接通时（00:00：00）

起计算，该段文字转译第一个字时的时间点 

 

服务状态检测 

实时监控坐席通话状态，发现违规实时警示 

l 在语音助手界面实时显示 5种通话状态：客户情绪、坐席情绪、语速、抢话、敏感

词。客户情绪和坐席情绪调用机器人平台的情绪引擎结果，可在情绪引擎配置优化

情绪数据。 

1) 客户情绪 

当识别到异常情绪时，情绪值红色字体警示，图标由正常状态的绿色变为异常的红色，

并弹窗提示警示话术，目前支持 3种情绪识别：生气，不满，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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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坐席情绪 

当识别到异常情绪时，情绪值红色字体警示，图标由正常状态的绿色变为异常的红色，

并弹窗提示警示话术，目前支持 3种情绪识别：生气，不满，冷漠 

3）语速 

l 实时显示坐席当前语速值，单位：字/分钟 

l 当坐席语速超过设定阈值时，语速值红色字体警示，图标由正常状态的绿色变为异

常的红色，并弹窗提示警示话术 

l 助手后台可以设置警示语速阈值及警示话术内容 

4）抢话 

l 实时提示坐席抢话 

l 识别到抢话时，红色字体显示：抢话，图标由正常状态的绿色变为异常的红色，并

弹窗提示警示话术 

5）敏感词 

l 实时提示识别到的敏感词， 

l 识别到坐席提及敏感词时，红色字体显示识别到的敏感词，图标由正常状态的绿色

变为异常的红色，并弹窗提示警示话术，并在通话转译结果中红色高亮敏感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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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会话状态记录查询 

实时动态显示当前通话状态警示历史 

l 鼠标点击[会话状态记录查询]，浮窗显示记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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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知识推荐 

语音助手对语音转译文本进行自然语言理解后自动推荐知识/话术，当模型识别到客户/

客服的话术中提及某个知识点，从知识库调取对应知识，实时自动显示调取到的知识内容，

知识推荐数据配置及训练详见 4.1 

l 支持 FAQ 知识和图谱知识 2种知识的推荐 

l 其中图谱知识推荐支持： 

1）只询问/提及实体，自动推荐该实体的所有属性值，在知识推荐栏内显示部分属性

值，点击可查看详情页的所有属性值 

2）询问/提及某实体的某个属性，可精准推荐该实体的该属性值结果，如：竹间少儿

医疗保险的保险责任 

3）支持单属性反查实体（如：五座的车有哪几款）和多属性联合反查实体（如：五

座的 SUV 有哪几款） 

 

FAQ 知识推荐 图谱知识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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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属性反查实体  多属性联合反查实体 

2.4. 知识搜索 

支持在【知识查询】框内搜索知识，输入【检索问题】后点击【查询】按钮，显示查询

到的所有知识，点击详情查询结果，弹窗打开知识详情页面 

 

语义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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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进线意图 

在语音助手界面实时显示自动识别到的客户进线意图，支持一通电话命中多个进线意图，

支持有“流程的进线意图”和“无流程的进线意图“2种进线意图标记，进线意图数据

配置详见 4.7 

 

2.6. 流程导航 

语音助手根据识别到的客户进线意图，在前端界面自动展示该意图对应的业务流程节点，

并实时质检坐席完成了哪些节点，流程节点数据配置方式详见 4.7 

1) 助手识别到客户/坐席的话术触发某一业务流程的意图，在[流程导航]栏自动弹出该

业务流程的名称及全部流程节点名称 

2) 助手识别到坐席按照规定话术提及第N个业务节点，该节点自动勾选，表示该节点

已提及（各节点无先后顺序要求，提及即勾选） 

3) 一通电话/会话中可触发多个流程，当前触发的流程节点自动展开显示。支持客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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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展开]和[收起]的按钮自行查看/收起各流程节点 

4) 支持展示多分支子流程节点 

 

2.7. 流程话术提示 

流程导航节点支持配置提示话术，命中当前节点后，则在【流程话术提示】栏内显示该

节点的提示话术，坐席可以根据提示完成当前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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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客户画像 

实时显示当前通话过程中，助手自动识别到的客户画像标签，客户画像数据配置方式详

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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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支持提取对话过程中自动提取客户信息，客户信息提取数据配置方式详见 3.2.2 

 

客户信息自动提取 

2.9. 风险预警 

在实时通话过程中，助手自动识别到的客户存在潜在风险时，会自动在风险预警中展示

客户风险倾向标签提醒坐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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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实时提醒 

在通话过程中，助手自动识别到的坐席在介绍业务时有涉及到违规用语或者条款介绍不

正确时，进行实时质检，违规后会进行红字提醒，坐席如果改正后提醒表情会变成绿色。 

 

2.11. 知识点评 

支持坐席对【知识推荐】、【知识查询】推荐/检索到的知识进行反馈，每条知识通过

“点赞”、“点踩”按钮反馈知识点推荐是否正确，及知识点内容是否有错误。点击

“点踩”图标，弹窗【知识错误反馈】，坐席可在弹窗内填写反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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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结果存储在知识点评管理后台，知识管理人员查看反馈内容，并根据反馈结果优化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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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句子分析 

可在助手前端界面开启【分析】，查看对话文本的各模块命中情况 

1) 分析结果包括以下模块的匹配结果：客户画像，知识推荐，进线意图，流程节点，

情绪，服务禁语，服务禁语 

2) 匹配结果展示格式如下： 

l 客户画像：抱怨，有车人士（同一句话中两个画像用逗号隔开） 

l 知识推荐：三门峡柜面信息    （显示知识推荐结果中 FAQ/知识图谱的 title） 

l 进线意图：理赔报案登记 

l 流程节点：确认客户身份 

l 客户情绪：生气 

l 坐席情绪：冷漠 

4）只显示命中的模块的匹配结果，未命中的模块不显示，如一段转译结果未命中任一

模块，该段转译结果不显示句子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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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按命中模块的前后顺序依次显示分析结果，命中一条增加一条 

6）句子分析可开启/关闭：默认不开启句子分析，点击开启后，显示句子分析结果 

 

2.13. 守护卫士 

员工使用实时辅助服务客户，通话结束后在实时辅助页面自动弹出守护卫士弹窗，支持

员工在通话结束后立即看到： 

2.13.1. 智能工单 

l 自动提取对话文本中工单信息，并在通话结束后自动填写工单， 

l 支持自动勾选业务分类，共 2级分类，第一个分类框为一级分类，第二个分类框为

二级分类 

l 二级分类支持多选 

l 每个业务分类后均有文本输入框，支持手动输入文字补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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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2. 风险服务 

l 通话过程中发生的违规，及针对违规的处理建议（即实时质检出来的违规情况和相

应的处理建议） 

l 员工自己根据实时警示和提示后，修正了哪些违规行为（即经Mate 警示/提醒后，

员工及时修正的违规行为） 

 

Mate卫士——智能工单 

2.14. 历史通话记录 

1) 支持在助手客户端界面显示当前客户的最近 10次会话历史 

2) 在助手客户端界面左侧滑栏内显示，当前会话客户的最近 10次会话历史； 

3) 根据来电号码作为同一客户的标识； 

4) 只支持显示坐席助手渠道累积的会话历史，不支持显示其他渠道历史； 

5) 默认会话历史栏隐藏，点击左上角按钮（钟表），会话历史栏下滑显示在助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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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 

6) 点击选择某条会话历史，弹新窗口显示助手界面，展示历史识别的语音转译结果、

流程导航、知识推荐、警示记录，及在通话结束时的通话状态等；不支持调听录音。 

7) 支持在通话中及通话结束后点击查询。 

 

历史通话记录 

3. 管理后台 

 

3.1. 坐席地图 

3.1.1. 坐席地图监控 

支持管理人员通过坐席地图实时监控查看所有小组坐席实时通话状态及警示，通话过程

中发生违规情况，头像会由绿色变成警示红色，主管可点击该坐席进行全场景查看坐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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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客户实时会话状态，只有坐席在通话状态下主管才能打开监控页面。 

 

 

3.2. 报表中心 

l 支持统计通话状态，包括客户意图、客户情绪、坐席情绪、服务禁语四项状态统计，

分四个页面用曲线图、占比图和详情列表展示 

l 支持近 1天，7天，30天时间粒度，支持自定义时间段：时间段筛选精确到小时，

自定义时间最多选择 30天。近 1天：前一天当前时刻至当前时刻。 

3.2.1. 客户诉求 

l 显示客户进线意图的内容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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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客户情绪 

l 显示会话中识别到的客户情绪内容详情 

 

3.2.3. 坐席情绪 

l 显示会话中识别到的坐席情绪内容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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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服务禁语 

l 显示会话中识别到坐席提到大禁用语内容详情 

 

3.3. 能力配置 

在此页面可配置想要实现的助手能力，配置完成后，默认该能力开启，即在助手前端生

效。可通过【开启/关闭】按钮控制该能力是否在助手前端页面生效。支持输入关键字快

速搜索能力名称。数据配置详间 4.2.2 。 



 

  第27页 共44页 

 

 

3.4. 会话历史查询 

1) 会话历史查询 

可在此页面根据姓名、工单、来电号码等筛选条件查询会话历史，点击[查看]弹出会话

历史详情弹窗 

2) 会话历史详情 

支持显示会话历史及辅助内容详情 

3) 导出 

支持导出筛选的会话历史，限制一次最多导出 500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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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知识点评管理 

支持知识管理人员查看反馈坐席内容，并根据反馈结果优化知识。可通过点评日期、点

评类型、点评人等筛选条件进行筛选查看。 

 

3.6. 系统设置 

支持对实时辅助进行：警示设置、分机号设置、场景设置、页面布局设置 

3.6.1. 警示设置 

支持设置 

l 语速警示阈值：当坐席语速超过设定阈值，如：320字/分钟时，实时辅助页面提示

坐席语速超速 

l 语速过快警示提示语：支持设置坐席语速超阈值时的警示内容 

l 抢话警示提示语：支持设置坐席抢话时系统的警示内容 

l 客户情绪提示语：支持设置当监测到客户负面情绪时系统的警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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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坐席情绪提示语：支持设置当监测到坐席负面情绪时系统的警示内容 

l 敏感词警示提示语：支持设置当监测到坐席提及敏感词时系统的警示内容 

 

警示设置 

3.6.2. 分机号设置 

l 支持当未对接语音平台且需要用打电话的方式演示语音助手时，设置演示的分机号，

点击新增，输入分机号，确认后即添加了想要演示的分机号 

l 此功能在实际项目中无需使用和设置（项目上对接的是坐席系统，无需分配分机） 

l 可以用新增并使用哪些分机号请联系 Mate 产品团队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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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分机号 

 

新增分机号 

3.6.3. 场景设置 

l 支持设置不同的场景，如：保险场景，可在场景中配置保险场景对应的知识及其他

辅助模块的数据 

l 设置好场景后，在助手启动页内选择想要启动的场景，如选择了保险场景，则启动

助手页面后，助手调用的数据内容是保险场景里配置的数据内容 

l 点击新增后，进入场景设置页面，可设置该场景助手各模块想要调用的机器人，如：

知识图谱想要调用“保险机器人”内的图谱数据 



 

  第31页 共44页 

 

l 支持同一场景不同模块调用不同机器人 

 

 

场景设置 

 

新增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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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 页面布局设置 

l 支持在管理后台的页面布局设置里自定义助手前端页面布局，包含：显示哪些模块、

各模块位置、各模块占比大小 

l 从左侧待选模块里选择想要在助手前端页面显示的模块，拖动至右侧助手页面布局

预览框内，并可在框内拖动模块位置和大小，点击应用后，启动助手页面即可看到

设置的助手前端页面 

l 如想删除某个模块，点击该模块右上角的删除按钮即可删除该模块不在助手页面

显示 

 

页面布局设置 

4. 数据配置 

客户端各模块数据需在“机器人平台”和“质检机器人”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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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知识推荐数据配置 

客户端的知识推荐功能，支持 FAQ 和知识推理引擎两种匹配推荐方式，FAQ 数据在“机

器人平台”中的“问答管理”中配置，知识推理引擎数据在“机器人平台”的“知识推

理引擎”中配置。 

1) 在左侧导航栏中点击“机器人平台”，如下： 

 

2) 点击“创建新机器人”后，在“问答管理”和“知识推理引擎”中配置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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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 和知识推理引擎数据配置方式请参考机器人平台使用说明文档，在此文档中不再

详细描述。 

3) 知识匹配规则 

知识匹配顺序：优先匹配知识推理引擎，支持“实体”和“实体+属性”2种匹配方式，

2种均为命中则继续匹配 FAQ。匹配顺序：“实体+属性”＞“实体”＞“FAQ” 

4.2. 客户画像数据配置 

4.2.1. 客户画像标签 

l 客户端的客户画像数据，在“机器人平台”中的“用户画像”配置，如下： 

 

一个用户画像模型中可创建多个画像标签，可配置反例，训练发布后数据生效，支持手

动增加、删除、修改标签和训练数据，也可批量导入、导出数据，点击“训练模型”后，

数据即生效 

用户画像数据详细配置方式请参考机器人平台使用说明文档，在此文档中不再详细描述 

4.2.2. 客户信息提取 

在助手管理后能力配置中点击【新增能力】，选择想要实现的能力类型（目前仅支持信

息提取），输入能力名称，并选取对应的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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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提取】类型能力设置： 

包含【坐席问】、【客户说了】、【则提取到】，以及【坐席问】与【客户说了】的间

距设定。设定逻辑为：当坐席提到/问了某个问题，并且客户在几句话之内，回答了/提

到了某个信息，则助手将该信息提取到助手前端某个字段，在该字段显示该信息，如：

如果坐席问了客户他的付款方式，如果客户在 2句内回答了他的付款方式是什么，则助

手自动提取该付款方式，在助手前端页面的【付款方式】字段显示。 

Ø 【坐席问】，即坐席问的问题，通过【意图引擎】能力识别坐席问题，在机器人平

台中的【意图引擎】新建意图模型配置数据 

 

【坐席问】——新建意图模型 



 

  第36页 共44页 

 

 

【坐席问】——配置意图数据 

Ø 【客户说了】即客户的回答，助手需要从客户的回答中解析并提取关键信息，解

析能力使用机器人平台中的【解析器】和【对话行为分类器】实现 

Ø 坐席问题中带有选择项的则使用【对话行为分类器】解析客户的信息，如：是否

类，A or B类。不含选择项的则使用【解析器】解析。 

 

【客户说了】——新建对话行为分类器 

 

【客户说了】——对话行为分类器语料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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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说了】——新建解析器 

 

【客户说了】——解析器配置 

Ø 【提取到】，选择想要将解析出来的信息在助手前端页面的那个字段展示 

Ø 【距离设定】，即坐席问了问题后，客户的话在N句之内提取了信息，则提取到

对应字段。如客户问：是否在店内试驾过汽车，如果接下来客户的回答中，2句之

内解析到了是/否的信息，则提到到【是否试驾】的字段内，如果客户的回答在 2

句内未解析到，则不提取。 

 



 

  第38页 共44页 

 

4.3. 情绪引擎 

4.4. 风险预警 

助手实时自动标记的风险预警标签 

l 数据配置方式：使用意图配置数据，在一个意图模型中配置风险意图，每一种风险

为一个意图标签。一个意图模型中可创建多个风险标签，支持配置反例，支持手动

增加、删除、修改标签和训练数据，也可批量导入、导出数据，点击“训练意图模

型”后，数据即生效 

 

4.5. 智能工单 

4.5.1. 自动提取关键业务信息 

提取能力：使用助手的【能力配置】配置提取能力，配置方法详见 4.2.2 

l 智能工单自动提取的字段不固定，对话中【能力配置】自动提取了哪些字段，就在

智能工单展示哪些字段 

4.5.2. 自动勾选业务分类 

自动勾选业务分类，支持自动勾选 2级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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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数据配置方式：使用意图配置数据，在一个意图模型中配置业务分类意图，每一个

意图标签为一项工单业务，意图名称命名方式：一级业务分类;二级业务分类（一级

分类和二级分类用英文分号分隔）如：产品咨询;保险责任 

 

意图引擎数据详细配置方式请参考机器人平台使用说明文档，在此文档中不再详细描述 

4.6. 敏感词配置 

在“质检机器人”中的“质检规则管理”→“敏感词”中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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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一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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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建敏感词”添加敏感词 

敏感词数据详细配置方式请参考智能质检使用说明文档，在此文档中不再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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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进线意图&流程导航数据配置 

客户端的进线意图和流程导航数据配置在“质检机器人”中的“助手对话规则”配置，

如下： 

 

点击“助手对话规则”，进入进线意图和流程导航的配置页面，支持配置【进线意图触

发】和【固定显示】两种展示流程方式， 

l 新增流程：点击“新增规则”，在弹出的窗口中填写流程名称，对话逻辑关系为「或

者」 

 

l 流程编辑：点击“新增对话逻辑”填写规则名称（进线意图名称），这里“启用节

点有序检测”状态选择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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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编辑 

l 流程编辑：选择“新增如果节点”为【进线意图触发】，选择“新增行为节点”为

【固定显示流程】 

 

l 编辑节点：节点名称为流程导航的节点，匹配角色可选：坐席，客户，不限制，如：

选择匹配角色为坐席即只有坐席的对话命中才会触发该意图/节点，客户的对话命

中不会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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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节点——选择匹配角色 

l 流程话术提示：在【节点】描述中，可输入节点的提示内容 

 

编辑节点——输入节点描述 

l 节点规则：在编辑进线意图/流程节点弹窗下方选择该节点触发的句子，句子在“质

检模型管理”中配置，具体配置方式详见智能质检产品使用说明文档，在此文档只

不再做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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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节点--选择节点对应句子 

l 分支流程：当流程导航中存在分支子流程时可以在最后一个流程节点中增加分支节

点，分支流程是单独的对话逻辑，在流程中添加分支节点时，需要提前编辑好子流

程的对话逻辑，然后在主流程最后一个节点中右击选择“新增分支节点”，然后添

加该分支对应的对话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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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实时提醒 

客户端的实时提醒数据配置在“质检机器人”中配置，配置完成后，默认所有开启的评

分模型在助手前端生效。可通过【开启/关闭】按钮控制该评分模型是否在助手前端页面

生效。 

l 在助手场景设置时选择的质检机器人中所有评分模型都会在助手前端生效，在配置

数据时建议把助手调用的质检模型区分开，避免规则吴中 

 

具体配置方式详见智能质检产品使用说明文档，在此文档中不再做详细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