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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合规分析离线部属版本介绍 

按照菜单（侧边栏），从上往下，合规机器⼈提供模型管理、统计分析报表、

⽂件管理、任务管理、合规结果管理、教材库、系统设置等 7 个模块； 

 

菜单（⼀级） 菜单（⼆级） 主要功能 

合规模型管理 1、 模型管理 

2、 审核规则 

3、 语句 

4、 语义模型 

1、 提供模型管理功能 

2、 提供对话规则、静⾳规则、抢插话规则、语

速规则管理功能 

3、 提供语句和语义模型的管理 

合规统计分析 1、 合规结果排名 

2、 违规规则排名 

1、 提供合规结果的统计及排名展示 

2、 提供合规规则违规情况统计及排名展示 

合规⽂件管理 1、 语⾳⽂件 1、 提供合规语⾳⽂件信息的列表展示 

2、 提供合规语⾳⽂件的合规结果详情展示 

合规任务管理 1、 智能合规任务 1、 提供智能合规任务的管理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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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结果管理 1、 合规结果明细 1、 提供合规结果明细统计查询 

系统设置 1、 随录字段设置 1、 提供录⾳随录字段项新建、删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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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概述 

1.1 基本概念 

1.1.1 合规模型 

合规模型是智能合规的核⼼，包括评分模型、合规规则、语句和语义模型。 

1.1.2 评分模型 

评分模型是合规主管对合规业务维度和评分规则的设定。她可以： 

1. 帮助呼叫中⼼运营管理⼈员能够基于合规维度进⾏做更多的统计分析，提升运营

管理⽔平； 

2. ⽀持呼叫中⼼多种复杂的合规评分模式，满⾜不同客户/合规场景的评分规则 

1.1.3 合规规则 

合规规则是对评分模型合规点的对应，最终会被判定为合规还是违规。合规/违规

直接影响合规的得分。 

合规规则分四种：对话规则、静⾳规则、语速规则、抢插话规则。 

1.1.4 对话逻辑 

同⼀个合规规则可包括多个对话逻辑，对话逻辑是对坐席在各种情况下应该说什

么、不该说什么的设定。⽐如如果 A ⻆⾊说出语句 M，那么 B ⻆⾊应当说出语句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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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ght C&A ⽀持对话逻辑图形化的配置，极⼤降低了合规规则理解和配置的难

度，原来需要对客户反复 3 次以上培训，每次花费 4 ⼩时的时间，客户才能逐步⾃⼰

学者做规则运营，现在只需要培训⼀次，花费 2 个⼩时即可让客户⾃⼰来配置，培训

效果提升 6 倍以上。 

1.1.5 语句 

语句是合规规则中对话逻辑所使⽤的句⼦，是语义模型的组合。包括语句的增删

改查管理。同⼀个语句只能包含⼀个语义标签，但可以有多个关键字标签。语义标签

和关键字标签的关系是“并且”关系，多个关键字标签内部可以⾃由设置逻辑关系。 

1.1.6 语义模型 

语义模型是判断⼀句话含义的数据模型，包括语义标签和关键字标签两个类别。

语义模型是组成语句的单位。 

1.1.7 合规任务 

合规任务包括智能合规任务和⼈⼯合规任务两类。 

智能合规任务是机器⾃动合规的任务，在绑定评分模型后，可以⾃动化对与合规

⽂件进⾏分析合规。 

⼈⼯合规任务，是分派给合规员进⾏抽检/复检的任务，本次暂不⽀持⼈⼯合规，

将在后续功能中进⾏迭代。 

2 登录 Bot 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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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议⽤ Chrome 浏览器访问 https://qicloud..emotibot.com 进⼊⽵间机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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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开通账号使⽤。 

3 合规模型管理 

3.1 评分模型 

3.1.1 创建评分模型 

点击添加评分模型图标，可以创建新的评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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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名称：该评分模型的名称，最多 255 个字 

模型描述：该评分模型的详细描述，最多 512 个字 

起评分数：该评分模型的合规评分的初始分数 

下限分数：该评分模型的最低分数，如扣除的分数总和减掉起评分后⼩于下限分

数，最终分数以下限分数为准 

上限分数：该评分模型的最⾼分数，如增加的分数总和减掉起评分后⼤于上限分

数，最终分数以上限分数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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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编辑评分模型 

点击评分模型图标或查看图标，可以进⼊评分模型详情界⾯进⾏编辑： 

 

评分模型可以开启或关闭、编辑合规项及详细合规点。只有开启的评分模型才可

以在创建智能合规任务时进⾏绑定，这样才能进⾏⾃动机器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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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项⽀持分类管理，合规项分类主要⽤于对于合规结果的统计分析，帮助合规

主管更好地基于不同维度来了解合规状况。 

点击新增合规项分类可以新建合规项分类： 

 

点击合规项分类，可以对合规项分类进⾏编辑、删除或新增合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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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项可以编辑名称、类型及选取合规规则： 

 

合规项分为⼀般项和致命项两种，⼀般项有具体的分值，根据相应的评分规则进

⾏打分。致命项⽆具体分值，⼀旦判定违规，则整通录⾳被判定为 0 分。 

合规项中可以编辑新增合规点，合规点可以编辑名称、分值、是否阶梯打分及选

取合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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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删除评分模型 

 

如上图所示，在查看评分模型列表时，可以点击删除图标对评分模型进⾏删除。

评分模型删除时，会弹框进⾏提醒，确认后才能被删除。 

删除评分模型不会删除评分模型下关联的合规规则、语句和语义模型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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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合规规则 

3.2.1 合规规则管理 

合规规则分四种：对话规则、静⾳规则、语速规则、抢插话规则。 

 

 

3.2.2 对话规则 

l 对话规则管理 

点击【查看】可对已经创建的规则进⾏调整，如需创建新规则，可点击【新增规

则】。 

新建规则可以编辑规则名称、规则类型、描述，可以对规则属性进⾏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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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类型可以⾃定义，也可以不做选择。  

这⾥可以设定如果对话逻辑命中了，属于合规还是违规；如果该合规规则存在多

个对话逻辑，那么是多个对话逻辑必须都合规整个合规规则才算合规还是只要有⼀个

对话逻辑合规，该合规规则就算合规。 

规则紧要度包括⼀般规则和重⼤规则，⽤于做统计分析使⽤。 

l 查看和编辑合规规则 

点击【查看】可对已经创建的规则进⾏详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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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规则详情包括：规则信息、对话逻辑列表和对话逻辑详情 3 部分内容。 

 

⼀个对话规则可以包含多个对话逻辑，在对话逻辑列表中，可以点击新增对话逻辑创

建新的对话逻辑。 

l 编辑对话逻辑 

新增对话逻辑可以填写名称、描述，可以选择设定重复次数。 

 

点击对话逻辑列表中条⽬的选线按钮，可以对该对话逻辑进⾏编辑、复制和删除

操作。 



⽵间智能®Inisght C&ATM产品⽤户⼿册 

竹间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17 / 38 

 

点击对话逻辑条⽬，可以对该对话逻辑的详细内容进⾏编辑。 

 

⼀条对话逻辑包含多个互相有逻辑关系的节点（句⼦），并以可视化流程图的形

式展现及编辑。 

对话逻辑的节点类型包括：开始节点、、如果、意图节点、⾏为节点、那么、结

束节点。其中开始节点和结束节点为必选节点，不可以删除。 



⽵间智能®Inisght C&ATM产品⽤户⼿册 

竹间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18 / 38 

 

 

 

 

在对话逻辑的图形化编辑界⾯，可以通过右键单击菜单，增肌、删除和编辑节

点。 

 

 

点击查看属性，可以对该节点详细内容进⾏编辑。编辑内容包括：节点名称、节

点对应⻆⾊、所在对话位置、逻辑判定条件，并可以选取⼀个或多个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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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静⾳规则 

l 静⾳规则管理 

点击【查看】可对已经创建的规则进⾏调整，如需创建新规则，可点击【新增规

则】。

 

标题可编辑，重点在于规则设定： 

违规扣分、静⾳秒数设置、静⾳次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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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静⾳规则例外设置 

静⾳规则可以设置例外，⽀持以下两种例外： 

l 静⾳之前，坐席或客户有说出下⽅其中⼀句 

如：静⾳前坐席说了“请您稍等⼀分钟” 

l 静⾳之后，坐席有说出下⽅其中⼀句 

如：静⾳后坐席说了“抱歉让您久等了” 

 

 

3.2.4 语速规则 

l 语速规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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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可对已经创建的规则进⾏调整，如需创建新规则，可点击【新增规

则】。 

 

标题可编辑，重点在于规则设定： 

违规扣分、语速限制。 

语速规则可以选择针对整通通话的平均语速进⾏检测，也可以选择对每⼀句话的

语速分别进⾏合规。 

 

注意，语速是区间测速，对于回访类型的通话，客户往往说的内容很少，那么完

整通话平均语速测出来的语速就不是很精确。 

3.2.5 抢插话规则 

l 抢插话规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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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可对已经创建的规则进⾏调整，如需创建新规则，可点击【新增规

则】。 

 

标题可编辑，重点在于规则设定： 

违规扣分、重叠秒数、重叠次数。 

 

注意，此处的抢插话包含客户抢了坐席的话。 

 

3.3 语句 

合规规则由句⼦群组组成，在创建合规规则的时候可以创建句⼦，也可以先创建

句⼦。 

句⼦可以设置分类，已经创建的句⼦会展示在此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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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由关键字和语义组成，可以只有关键字，也可以只有语义，但是⼀个句⼦最

多只会有⼀个语义。 

关键字：必须要出现的词或词组。 

语义：⼀句话要表达的意思，⻓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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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语义模型 

语义模型，包含语义、关键字两种类型标签的训练数据，⽀持按照类型筛选，也

⽀持输⼊标签名称搜寻。 

如需对某个模型的训练数据进⾏调整，可点击【编辑】进⾏增删改。 

 

编辑标签⻚⾯。 

对该语义模型的训练语料进⾏添加、改动、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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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语义模型发⽣变动时，训练评分模型的按钮才会亮起，点击后系统⾃动开始训

练加在新的语义模型，并展示为正在训练，训练完成后按钮将恢复为不可点击状态。

语义模型训练并不会触发对于合规⽂件进⾏再次重新合规。 

4 合规⽂件管理 

4.1 语⾳⽂件获取 

4.1.1 ⼿⼯上传 

点击合规⽂件管理，选择语⾳⽂件⼦菜单，可以在右上⻆找到“上传通话”的按

钮，执⾏语⾳⽂件的⼿⼯上传。如下图所示： 

 

上传时⽀持选择单个⽂件，也⽀持上传多个⽂件，⽂件格式⽀持 WAV、MP3，单

声道及双声道录⾳。为了合规效果更好，建议选择双声道录⾳⽂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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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语⾳⽂件时，⽀持输⼊录⾳所关联的通话信息，包括坐席⼯号、坐席姓名、

主叫号码、被叫号码、呼叫⽅向、业务类型等，完成录⾳和业务数据的绑定。 

点击上传按钮后，可以监控到⽂件的上传状态，如下图所示： 

 

⽂件上传后，系统将⾃动对⽂件进⾏语⾳识别和语义识别分析，并根据合规评分

模型对⽂件进⾏合规评分。这将会花费⼀些时间，请耐⼼等待。 

合规完成后，会展示在合规⽂件查询列表内，最新上传的⽂件会显示在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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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API ⾃动获取 

不论语⾳或⽂字合规，合规 Insight C&A 提供相应的 API 接⼝供第三⽅系统调

⽤，⾃动将呼叫中⼼的录⾳或者⽂本抓取过来进⾏合规分析。 

4.2 合规⽂件列表 

通话上传并完成合规后，会以列表⽅式显示，如下图所示。 

 

通话⽀持按上传时间、呼叫开始时间、所在班组、坐席⼯号、对话关键词、合规

状态条件进⾏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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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合规结果显示 

4.3.1 查看合规详情 

点击每通通话后的“查看”，可进⼊合规详情⻚⾯。 

 

4.3.2 合规结果展示 

⻚⾯左侧显示 ASR 转译结果及回放波形图，右侧显示合规结果详细情况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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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合规评分模型结果 

右上⻆评分模型下拉列表中，可以切换不同评分模型查看对应的合规评分结果。 

 

4.3.4 通话回放 

单通通话⻚⾯必须能播放、暂停、快转播放⾳檔，快转⽀持 0.5、1、1.5、2 倍，

并显示屏前播放位置和总通话⻓度，以⼏时⼏分⼏秒格式显示，仅语⾳通话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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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合规任务管理 

5.1 智能合规任务 

5.1.1 新建任务 

点解右上⻆新增任务，可以创建新的智能合规任务。 

合规任务可以填写任务名称、任务描述，可以选择评分模型、⽂件类型和任务类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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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管理任务 

点解合规任务列表的查看，可以查看该任务详情。 

 

合规任务详情包括概览和列表 2 类内容，查看过程中可以切换显示。 

任务概览展示合规任务的基础信息和总体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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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列表展示合规任务的具体执⾏情况。 

 

5.2 ⼈⼯合规任务 

暂不⽀持，将在后续版本中迭代。 

6 合规结果管理 

6.1 合规结果明细 

合规结果明细可以根据合规评分模型、呼叫开始时间范围、上传通话时间范围、

合规任务、所在班组、坐席⼯号、合规员、致命项、合规分数范围、抽检状态等条

件，对合规分数、合规点结果明细等内容进⾏统计，并以列表形式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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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合规详情展示 

这⾥可以在右侧操作中，点击查看某通录⾳的详情。详细⻅ 4.3 合规结果展示部

分，这⾥不再赘述。 

7 合规统计分析 

7.1 合规结果排名 

合规结果统计排名可以根据合规评分模型、时间范围、统计对象（不限/班组之间

/班组内），对合规数量、合规平均分、合规最⾼分和最低分进⾏统计，并按分数⾼低

进⾏排名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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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违规规则排名 

违规规则排名可以根据合规评分模型、时间范围、统计对象（班组、个⼈或不

限），对合规规则违规数量进⾏统计，并按分数⾼低排名以柱状图形式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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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系统设置 

8.1 随录字段设置 

 

l 新增随录字段 

 

点击新增按钮。 

填写随录字段名称、API-key，选择字段类型、是否是必填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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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编辑随录字段 

 

点击编辑。 

修改随录字段名称、是否必填字段。 

随录字段 API-Key、字段类型新建后不能修改。 

8.2 其他设置 

 

l 分段静⾳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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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改变分段静⾳时⻓设置的状态开关，可以打开或关闭分段静⾳时⻓。 

 

如果分段静⾳时⻓开关是开启状态，点击规则设置编辑按钮，可以设置分段静⾳

时⻓的时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