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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
阿里云提醒您在阅读或使用本文档之前仔细阅读、充分理解本法律声明各条款的内容。
如果您阅读或使用本文档，您的阅读或使用行为将被视为对本声明全部内容的认可。

1. 您应当通过阿里云网站或阿里云提供的其他授权通道下载、获取本文档，且仅能用
于自身的合法合规的业务活动。本文档的内容视为阿里云的保密信息，您应当严格
遵守保密义务；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同意，您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本手册内容或
提供给任何第三方使用。

2. 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公司或个人不得擅自摘抄、翻译、复制本文
档内容的部分或全部，不得以任何方式或途径进行传播和宣传。

3. 由于产品版本升级、调整或其他原因，本文档内容有可能变更。阿里云保留在没有
任何通知或者提示下对本文档的内容进行修改的权利，并在阿里云授权通道中不时
发布更新后的用户文档。您应当实时关注用户文档的版本变更并通过阿里云授权渠
道下载、获取最新版的用户文档。

4. 本文档仅作为用户使用阿里云产品及服务的参考性指引，阿里云以产品及服务
的“现状”、“有缺陷”和“当前功能”的状态提供本文档。阿里云在现有技术的
基础上尽最大努力提供相应的介绍及操作指引，但阿里云在此明确声明对本文档内
容的准确性、完整性、适用性、可靠性等不作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任何单位、
公司或个人因为下载、使用或信赖本文档而发生任何差错或经济损失的，阿里云不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在任何情况下，阿里云均不对任何间接性、后果性、惩戒性、
偶然性、特殊性或刑罚性的损害，包括用户使用或信赖本文档而遭受的利润损失，
承担责任（即使阿里云已被告知该等损失的可能性）。

5. 阿里云网站上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著作、产品、图片、档案、资讯、资料、网
站架构、网站画面的安排、网页设计，均由阿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依法拥有其知识
产权，包括但不限于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商业秘密等。非经阿里云和/或其关
联公司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修改、复制、公开传播、改变、散布、发
行或公开发表阿里云网站、产品程序或内容。此外，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同意，任
何人不得为了任何营销、广告、促销或其他目的使用、公布或复制阿里云的名称
（包括但不限于单独为或以组合形式包含“阿里云”、“Aliyun”、“万网”等阿
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品牌，上述品牌的附属标志及图案或任何类似公司名称、商
号、商标、产品或服务名称、域名、图案标示、标志、标识或通过特定描述使第三
方能够识别阿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

6. 如若发现本文档存在任何错误，请与阿里云取得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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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约定
格式格式 说明说明 样例样例

 危险危险 该类警示信息将导致系统重大变更甚至故
障，或者导致人身伤害等结果。

 危险危险

重置操作将丢失用户配置数据。

 警告警告 该类警示信息可能会导致系统重大变更甚
至故障，或者导致人身伤害等结果。

 警告警告

重启操作将导致业务中断，恢复业务
时间约十分钟。

 注意注意 用于警示信息、补充说明等，是用户必须
了解的内容。

 注意注意

权重设置为0，该服务器不会再接受新
请求。

 说明说明 用于补充说明、最佳实践、窍门等，不是
用户必须了解的内容。

 说明说明

您也可以通过按Ct rl+A选中全部文
件。

> 多级菜单递进。 单击设置设置> 网络网络> 设置网络类型设置网络类型。

粗体粗体 表示按键、菜单、页面名称等UI元素。 在结果确认结果确认页面，单击确定确定。

Courier字体 命令或代码。
执行 cd /d C:/window 命令，进入
Windows系统文件夹。

斜体 表示参数、变量。
bae log list  --inst anceid

Inst ance_ID

[] 或者 [a|b] 表示可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ipconfig [-all|-t ]

{} 或者 {a|b} 表示必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swit ch {act ive|s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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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页概览页
在概览页上，可以直观地看到版本详情、总调用量、版本免费剩余、加油包剩余、近30天调用趋势、近期的
公告、产品使用步骤，单击版本升级直接跳转到产品变配界面，做变配操作，单击购买流量包直接跳转到流
量包购买界面，选择购买需要的流量包，单击当月账单详情跳转到用户中心界面。

概览页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版本详情，当月账单详情，公告栏，产品使用。

版本详情版本详情：开通的版本及开通的时长，购买日和到期日，支持直接单击版本续费进入续费界面。

当月账单详情当月账单详情

调用量：调用量：即为对话轮次，用户每发出一次对话，便记做一次（包含无答案）。

总调用量总调用量：从当前版本购买日起计算，截至今日零点为止的全部调用量。

版本免费剩余版本免费剩余：当前版本每月免费的剩余调用次数。

加油包剩余加油包剩余：购买的调用量加油包的剩余调用次数。

近30天的调用趋势近30天的调用趋势：统计的是该租户最近30天的每日调用情况，不考虑租户在此时间段内是否有升降配行
为。

公告栏公告栏：版本更新公告，重大活动公告。

产品使用产品使用：产品的使用流程介绍。

录入各种类型的知识录入各种类型的知识：FAQ类、对话工厂、文档问答（仅旗舰版）。

创建机器人创建机器人：根据需要在机器人管理页面创建并管理机器人。

给机器人挂载知识给机器人挂载知识：在机器人管理中为机器人配置多轮问答。选择机器人后，在机器人配置页面中可为机
器人绑定各种类型的知识。

测试和调优机器人测试和调优机器人：测试窗模拟C端测试问答能力，会话历史查看机器人的问答情况，标注中心可干预
badcase纠正问题。

部署机器人部署机器人：在机器人管理中选择机器人后，在会话接口页面，调用各种chat接口 适配前端IM，实现机器
人和IM的集成，API详情参见《产品文档》相关章节

系统提供了培训视频，请用户在使用之前观看参考。

1.对话机器人1.对话机器人
1.1. 概览1.1. 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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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访问阿里云智能对话机器人控制台时，可以根据页面提示新建一个机器人。如果拥有一个或多个机器人
时，可以通过机器人列表页左上角的创建机器人功能创建更多机器人来丰富业务场景。

初始化会话机器人初始化会话机器人
点击新建机器人时需要填写机器人名称、机器人类型和机器人服务语等基本信息。

机器人类型分为在线文本机器人（通过文本在线与客户进行沟通）、语音导航机器人（客户来电时通过语音
导航与客户进行沟通）和语音外呼机器人（主动向客户拨出电话进行沟通）。

机器人管理机器人管理
创建完成机器人后，可以直接选中机器人查看详情并进行机器人配置，也可以选择机器人右上角的删除按
钮，删除不需要的机器人。

1.2. 机器人管理1.2. 机器人管理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智能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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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访问阿里云智能对话机器人控制台时，可以根据页面提示新建一个机器人。如果拥有一个或多个机器人
时，可以通过机器人列表页左上角的创建机器人功能创建更多机器人来丰富业务场景。

初始化会话机器人初始化会话机器人
点击新建机器人时需要填写机器人名称、机器人类型和机器人服务语等基本信息。

机器人类型分为在线文本机器人（通过文本在线与客户进行沟通）、语音导航机器人（客户来电时通过语音
导航与客户进行沟通）和语音外呼机器人（主动向客户拨出电话进行沟通）。

机器人发布机器人发布

1.2.1. 机器人管理1.2.1. 机器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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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建完成机器人后，点击右侧的发布按钮即可将该机器人下的所有配置信息由测试环境发布到正式环境
中，并生成新的唯一版本号。

注意：此处的发布是按照机器人粒度进行，每次发布会将机器人绑定的FAQ、对话流等信息发布到正式环境
中，并不会影响其他未绑定的信息，而发布中心是对全部的信息进行发布。

发布记录发布记录
在发布记录中可以查看每次发布的记录信息，包括发布人、发布时间、发布状态、版本号等。

双环境双环境
点击右侧的管理按钮即可进入测试环境下的机器人，同时点击机器人下方下拉箭头也可以直接访问正式环
境。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智能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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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检索机器人检索
通过左上角的检索框可以对机器人名词和机器人类型进行检索。

在机器人配置页根据用户根据业务场景对进行机器人问答能力的配置，包括FAQ问答、多轮对话、闲聊等。

机器人信息机器人信息
在机器人信息栏中对机器人的基础信息进行展示及修改。

绑定FAQ类目绑定FAQ类目
展示、添加、修改或删除机器人所绑定的FAQ类目及类目下挂载的FAQ，用来完成FAQ问答，具体内容可在
FAQ问答中进行配置。前往FAQ管理

对话流管理对话流管理
展示及编辑机器人所绑定的多轮对话流（任务式或流程式会话），让机器人可以做多轮问答，按照预设流程
推进会话的顺利进行。前往对话工厂。

闲聊管理闲聊管理
展示、启用或停用机器人所绑定的闲聊语料包，预置了一些闲聊语料包，可以让机器人有陪人聊天的能力。

1.2.2. 机器人配置1.2.2. 机器人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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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档版本：20220713 11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89037.html#topic-2100795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92353.html#topic-1828525


在会话接口中可以看到视角列表和会话接口的信息，具体的接口使用方式，请参考接口使用文档。在视角列
表中罗列了当前机器人下配置的视角全集，具体可查看其名称、ID及基本的创建和修改时间。

视角列表视角列表
视角既是机器人对于同一个问题，给到不同C端用户的不同话术回答。配置视角后，从不同渠道或客户触点
来的C端用户针对同一问题，可得到不同的个性化回答，从而获得更好的用户体验。而在后台，一套知识库
即可针对同一个问题，配置面向不同视角的答案。

视角列表，罗列了当前机器人下配置的视角全集，具体可查看其名称、ID及基本的创建和修改时间。

会话接口信息会话接口信息
在会话接口信息中可以查看当前的实例名称、实例Id以及AccessKey。

可以通过配置相似问法或者LGF影响每个引擎的拒识结果，在全局拒识配置的问法将不被此引擎识别。

系统支持FAQ问答、对话工厂和闲聊的拒识操作。

使用实例使用实例
系统中同时存在和“北京的明天的天气怎么样”话术高度匹配的FAQ和意图话术，这时可以通过全局拒识配
置对话工厂拒识将话术引导至FAQ中。

前提：在同一个机器人下绑定了一个标题为“北京的明天的天气怎么样”的FAQ，且在绑定了意图话术
为“北京的明天的天气怎么样”的对话流。

配置前测试话术命中效果配置前测试话术命中效果

1.2.3. 会话接口1.2.3. 会话接口

1.2.4. 全局拒识1.2.4. 全局拒识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智能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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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测试窗中测试问答效果时，优先直出的答案为对话工厂答案。

配置全局拒识配置全局拒识

前往该机器人下的全局拒识功能中新增一条拒识话术为“北京的明天的天气怎么样”的内容，并将拒识模块
设置为对话工厂。配置完成后记得发布修改后的机器人。

智能对话机器人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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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后测试话术命中效果配置后测试话术命中效果

最后在测试窗中重新测试问答效果，可见“北京的明天的天气怎么样”话术的命中跳过了对话工厂，直接命
中到了FAQ中。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智能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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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工厂，顾名思义，个性化定制对话流的工作台，按照更灵活的方式，将对话中的概念进行抽象和提炼为
三个基本元素：entry（触发）、function（函数）、response（回复），经过大量应用场景的实际案例发
现，几乎所有对话流都可以用以上三个基本元素拼装组合而成。包括经典的slotfilling机制，包括非依赖性平
行槽、依赖槽，甚至针对填槽过程中获取到的参数值进行分支判断，例如重名校验、合理性校验等等。

对话工厂的起源对话工厂的起源
如今在深度学习技术的加持下，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已经风靡全球，各类对话机器人相继诞生，有的应用在
生活中，例如各大厂牌的智能音响，有的应用在工作中，例如各种高效的客服机器人，其实在chatbot领
域，一般将用户的Query区分为三大类：

咨询类，“请问我们公司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比例是多少？”。

闲聊类，“你好啊”、“谢谢了”、“你真棒”。

任务类，“帮我约张三开个会”、“我要请假”、“帮我申请退货”。

举例举例
其中，任务类的场景，一般都需要进行2轮或2轮以上的对话来解决用户问题，（U代表用户，B代表机器
人），例如：

U：“帮我预定一张明天去北京的火车票”

B：“好的，请问您从哪个城市出发？”

U：“杭州吧”

B：“ok，已经为您找到以下火车票，请您选择”

…

分析分析
在这个预订火车票的场景中，用户第一句话表达了清晰的预订火车票意图，并且说出了两个关键信息，“明
天”是出发时间，“北京”是目的地，但是对比预设好的购票逻辑，还缺失了一个关键信息“出发地”，此
时，机器人自动反问，（机器人的反问话术目前是由用户自定义配置的），直到收集齐所有关键信息，机器
人就去真正的执行这个任务，比如查询符合条件的火车票，甚至直接帮用户购买一张符合个人喜好习惯的靠
窗火车票。

提炼提炼
随着越来越多的对话场景开发上线，逐步受到广大用户的青睐，如果想推动整个智能对话机器人的发展更加
迅速，必须要借助一些符合行业规范、能够提高工作效率、甚至能够理清思路的好工具、好平台。对此提出
几点要求：

高度抽象复杂对话中的基本元素，使其能够成为所有对话构建的基石。

找到元素之间组装和拼接的规律，帮助对话开发者或者对话运营人员理清思路，找到方法，驾驭智能对
话。

简单高效易用，降低新手成本，一些通用的对话原材料，尽可能多的预置好，开箱即用。

欢迎走进chat bot 智能对话的新世界。欢迎走进chat bot 智能对话的新世界。

1.3. 对话工厂1.3. 对话工厂
1.3.1. 什么是对话工厂？1.3.1. 什么是对话工厂？

智能对话机器人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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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使用对话工厂的时候，如果把自己模拟成机器人的思维方式，将会更加得心应手。 对话工厂，就是用
来生产对话流的，意图、实体，就是对话流的原材料，节点、连线就是组装对话流的生产线。

对话工厂对话工厂

如图，最左侧是五个菜单，分别是意图列表、实体列表、全局变量、全局配置、测试窗。

在左侧第二列中，系统将七个节点进行了分类：

用户说：用户输入节点。

机器人想：判断节点、服务调用、函数节点、赋值节点。

机器人回答：回复节点。

系统能力：填槽节点。

在中间的就是画布，可以通过拖拽进行布局，针对节点可复制粘贴，支持Ctrl+C和Ctrl+V、Delete这样的快
捷键。

右上角是节点的定位可以一键定位当前选择的节点位置，打开列表后是当前对话流的所有节点。

在最右侧，是每个节点双击后的编辑界面。

对话基本元素对话基本元素
组装对话流的原理，就是人类和机器对话的本质，一问一答间，尽显大道至简之风。系统将三种对话现象高
度抽象提炼，成为组成对话流的三个基本元素：触发节点、函数节点、回复节点。

1.3.2. 如何理解并使用对话工厂1.3.2. 如何理解并使用对话工厂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智能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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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槽原理填槽原理
至于填槽节点，实际上是这三种节点的组合节点，由平台封装好，供用户使用，填槽的基本原理如下：

配置效果配置效果
最终，终端用户看似简单、实则大有洞天的对话流，清晰的展现在用户面前。

最简易的对话流，以请假为例，需要收集请假天数、请假人姓名，就可以提交申请。

1. 1. 创建对话流创建对话流

1.3.3. 对话工厂入门1.3.3. 对话工厂入门

1.3.3.1. 入门1 最简对话流1.3.3.1. 入门1 最简对话流

智能对话机器人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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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机器人管理-对话工厂中，点击新建对话流按钮。填写对话流名称为‘请假’。

2. 2. 进入画布进入画布

找到刚才创建的‘请假’对话流，点击对话流右侧的编辑按钮，进入画布。

3. 创建实体3. 创建实体

进入左栏的实体列表，点击新建标准实体，并配置实体信息。填写实体名称为‘请假人姓名’，实体的成员分
别是‘张三、李四（同义词为李四儿）、王五’。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智能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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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创建意图4. 创建意图

进入左栏意图列表，点击新增意图按钮，并配置意图。填写意图名词为‘请假意图‘，用户话术为‘我想请假’，
在语音槽中选择系统推荐的请假人姓名和请假天数（如若没有也可以在语义槽下方点击新增语义槽进行创
建）。

智能对话机器人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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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组织对话，创建用户输入节点。5. 组织对话，创建用户输入节点。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智能对话机器人

20 > 文档版本：20220713



在左栏中点击用户输入节点并拖动至画布中，并连接到开始节点。连接后点击该节点，输入节点名称为‘请假
触发’，在意图名称中选择上一步创建的‘请假’（选择意图后系统会自动同步触发条件和用户话术信息）。

6. 创建填槽节点6. 创建填槽节点

在左栏中点击填槽节点并拖动至画布中，并连接开始到创建用户输入节点。连接后点击该节点，输入节点名
称为‘收集请假信息’，在参数中选择意图为‘请假’，并在反问话术中分别输入反问问题为‘请问您的姓名
是？’和‘请问您请假几天？’。

7. 创建回复节点7. 创建回复节点

智能对话机器人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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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栏中点击回复节点并拖动至画布中，并连接到填槽节点。连接后点击该节点，输入节点名称为‘请假申请
提交’，在回复内容的文本回复中填写‘${请假.请假人姓名.origin}申请的${请假.请假天数.origin}天假期已经申
请成功。’（输入$符号后会自动提示变量信息）。

8.点击保存、提交测试8.点击保存、提交测试

9. 在左侧调试窗开始测试9. 在左侧调试窗开始测试

意图用来定义对话工厂内用户表述一种意向，比如查天气、订机票、是本人等一个完整的意图可包含：意图
定义、用户话术、语义槽等信息。

意图基本信息意图基本信息
意图名称：意图名称在机器人内不能重复。如. 申请公积金贷款

意图别名：意图面向用户可理解的一种表述，当机器人识别到两个相近的意图时，会主动用意图别名澄清访
问。机器人澄清示例. 请问您是要申请公积金贷款，还是使用公积金支付房贷？

意图参数：意图中包含的语义槽位信息，eg. 查天气意图包含了地点和时间两个参数，用户表述：帮我查北
京明天到天气时，北京和明天两个参数会自动收集

1.3.4. 功能说明1.3.4. 功能说明

1.3.4.1. 意图1.3.4.1. 意图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智能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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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图问法意图问法
意图问法包括两类：用户问法和问法模板。在意图的问法配置中，给意图添加用户问法和问法模板。输入完
成后，enter可快捷添加问法。

智能对话机器人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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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问法用户问法
用户问法用户问法：用户表达该意图的各种不同的表述方式，用户问法应更多覆盖给类不同的表述方式

相似的表达方式，比如：我要买火车票、买火车票、买一张火车票

不同表达的方式，比如：我要买火车票、我要坐火车出行、坐火车到xx去玩

注意：每个意图的用户问法建议5条以上

划词标注划词标注：用户问法中包含了特定的参数信息，使用划词标注可以提升机器人识别用户参数的效果，特别对
于使用相同识别方式的两个参数有更大的帮助。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智能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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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我要买从北京到杭州的火车票

在这句话中，北京和杭州都是中国的城市，如果您直接说”北京”或者”杭州”，是没有办法直接识别哪个
是出发地哪个是目的地。利用划词标注，我们可以根据用户描述中的样例说法找到发出地和目的地。

标注后，用户有相似的说法“我要买从天津到广州的火车票”，机器人可以识别到“天津”和“广州”到对
应的参数

标注方法：在编辑框中，用光标选中词，即可标注该词到对应的意图参数上。标注完成后，保存话术后即生
效。

问法模板问法模板
问法模板问法模板（原LGF）：通过模板匹配来表示用户的问法。问法模板支持以下元素

元素 说明 示例

${}
代表意图参数（槽位），配置时可以
引用意图内定义的参数，${参数名}

${城市}

其中“城市”是用户定义的意图参数
名

[] 可选符

[请|麻烦]帮我打水

用户说了“帮我打水”、“请帮我打
水”、“麻烦帮我打水”都可以匹配
到问法模板。

() 必选符

附近的(餐馆|饭店)

用户说了“附近的餐馆”、“附近的
饭店”可以匹配到问法模板，用户说
了“附近的酒店”或“附近的”则不
可以匹配到模板。

| 或

小明的(电话|联系方式)

用户说了“小明的电话”或“小明的
联系方式”都可以匹配到问法模板。

智能对话机器人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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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限,上限} 指定数量的文本

.{0,3}${日期}${城市}的天气

.{0,3}代表任意0～3个字，用户说
了“查一下明天北京的天气”、“我
想问后天杭州的天气”、“下周一上
海的天气”都可以匹配到问法模板。

注意：元素里面使用到的符号都是英文符号

问法模板（LGF）配置实践问法模板（LGF）配置实践
最简单的LGF最简单的LGF

最简单的LGF就是普通的文本，比如下面的“今天的北京天气“，在勾选严格匹配的情况下，这个LGF表达仅
仅能匹配一个输入，也就是原封不动的“今天的北京天气“今天的北京天气

可选部分可选部分

使用“[]“可以标明，文本中的某个部分是可有可无的，比如下面的“的“，在这样的LGF表达下，能匹配两
个输入，“今天北京天气“和“今天北京的天气“今天北京[的]天气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加入可选标记，能
让句子的表达能力翻倍（x2），比如下面的表达就能匹配4个输入今天北京[的]天气[预报]

逻辑或逻辑或

使用“|“可以表达某个部分“逻辑或关系“，比如下面的时间部分，可以表达3个时间中的任意一个，使得
总共可以匹配的输入数量扩展到了12（xn，n表示候选的个数）需要注意的是，使用“|“的时候为了避免表
达歧义，建议使用“()“做隔离表达，如下所示：(今天|明天|后天)北京[的]天气[预报]除了可以使用“()“来隔
离外，如果逻辑或部分同时也是可选部分，那么使用“[]“也能形成天然的隔离，如下所示：(今天|明天|后
天)北京[的]天气[预报|情况|状况]

参数表达参数表达

以上的例子都属于LGF的文本表达，但是在对话工厂构建对话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的参数填充，比如上述的
天气的例子，需要知道“时间“和“地点“2个参数在LGF中可以使用”${}”引用具体的参数（注意：是参数
名，而不是来源名词），那么如下表达就能命中非常多具体表达如：“明天杭州的天气情况“，“2号广州
天气“，“大后天深圳天气状况“等等${date}${city}[的]天气[预报|情况|状况]

通配符泛化通配符泛化

LGF的“可选部分“和“逻辑或“等手段都是对表达能力的一种增强，但在一些应用中仍无法满足泛化能力的
需求，比如下面的表达中，开发者想覆盖更多的多样的前后缀[请问|查下|告诉我]${date}${city}[的]天气[预报|
情况|状况][如何|怎么样|好不好]为了对应这样的需求，LGF也支持通配符，表示方式是“.{下限,上限}“，例子
如下：.{0,3}${date}${city}[的]天气[预报|情况|状况].{0,3}比如“.{0,3}“表示能匹配0个（没有）到3个任意字符
（UTF字符，中文字算一个），上述的表述方式能兼容一些前后缀的情况。但是，切记这样的泛化是很不可
控的，可能会导致一些其他表述被无识别，通配符泛化建议在10个字以内。

常见错误常见错误

错误类型 错误配置 错误说明 正确配置

语法错误 我想听刘德华[的歌
只有“[”，没有对应
的“]”

我想听刘德华[的歌]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智能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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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听<歌手>的歌
引用参数应该使用${参数
名}

我想听${歌手}的歌

引用的参数没有定义 我想听${歌手}的歌
在意图基础配置中，没有
定义“歌手”参数

在意图基本信息配置中完
成参数定义

模板中只有可选部分 [我想听][${歌手}][的歌]

模板内容全是可选部分，
意味着用户不输入也能匹
配到这个模板，不是符合
模板的配置

我想听[${歌手}][的歌]

模板中包含“我想听”这
种非可选部分

意图管理意图管理
对话工厂内定义的意图可以在意图管理中进行设置

编辑：编辑意图的基本信息，包括意图名称、意图别名、意图参数（注意：意图名称是定义意图的信息，意
图使用后不建议修改意图名称）

问法配置：配置意图的用户问法和问法模板

发布：将意图的配置发布到线上环境（发布对话机器人的时候，会同步发布意图；只有单独修改问法配置的
时候可使用此发布功能）

导出：支持单个意图导出，批量导出和全量导出。导入意图包括意图的基本信息，意图的问法配置。基本信
息不推荐在导出文件中编辑修改，问法配置可以在导入文件中增加。

导入：支持导入意图。导入意图可以新增意图和新增意图问法

搜索：可以使用意图名称检索机器人内的意图

1.3.4.2. 实体1.3.4.2. 实体

智能对话机器人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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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是同类型单词的合集，如：城市、日期、颜色等。语义通过实体进行理解，然后抽取并输出机器可以理
解的格式。例如用户说「我喜欢绿色」，虽然都知道绿色是一种颜色，但如果不预先告诉机器，机器是不会
知道的。为了让机器能够理解绿色，可以创建一个词库，把常见的颜色列举，这样机器再遇到这些词，就能
知道是一种颜色。

新建标准实体新建标准实体
在生活和业务当中，有很多不同的词语代表着同一种意思，例如：北京、帝都、中国首都。这几个词语都是
指同一个城市，那么就可以通过配置的方式将这些词语指定到一个固定的实体下面。

创建一个火车座次的实体，在这个实体下面定义了两种不同等级的座位。这个实体就可以直接再意图里面进
行使用了。

在意图中快捷创建在意图中快捷创建
还可以通过在意图中通过快捷方式来创建一个实体。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智能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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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实体系统实体
为了让用户快速使用对话工厂，系统预置了很多实体供用户直接使用。

界面名称界面名称 中文意思中文意思 实体解释实体解释 例子例子 标准值（识别到标准值（识别到
的格式）的格式）

sys.number 系统.数字
解析句子中的所有
数字，包括中文数
字和阿拉伯数字

一百二十五、100、
零点三

123

sys.phone-number 系统.手机号码 解析手机号码 1*78***** 1*78*****

sys.date 系统.日期
解析所有的日期表
达方式

明天、下周一、三
月二十号、明年六
月份、国庆节、
2017-10-5

2017-11-11

sys.time 系统.时间 解析一天内的时间
上午九点、中午12
点半、傍晚八点一
刻

12:10:15

智能对话机器人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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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date-time 系统.日期时间 解析日期加时间
明天中午十二点
半、下周三早上八
点一刻

2017-11-11
10:00:00

sys.geo-city 系统.城市
解析中国的所有城
市

北京、杭州、上海 北京市

sys.geo-province 系统.省份
解析中国的所有省
份

浙江、河北 浙江省

sys.geo-country 系统.国家
解析世界上的所有
国家

中国、新加坡、毛
里求斯

中国

sys.age 系统.年龄 解析年龄数字
15岁、30了、五十
岁

30

sys.address 系统. 地址
解析多层级复杂地
址

中国上海市静安区
巨鹿路882号

中国上海市静安区
巨鹿路882号

sys.email 系统.邮箱 解析标准的邮箱
de***@163.com
12***@qq.com 

de***@163.com
12***@qq.com 

sys.duration 系统.时间段
解析一个时间段、
持续时间

一小时、15分钟、
一小时零五分等

sys.timeset 系统.重复时间
解析一个重复时间
点的实体

每周一、每个工作
日等

sys.ordinal 系统.序数 解析序数 第一、第二

sys.express 系统.快递 解析快递 顺风、中通

sys.receipt_object 系统.发票对象
解析电商领域-发票
对象，如个人等

个人、企业

界面名称界面名称 中文意思中文意思 实体解释实体解释 例子例子 标准值（识别到标准值（识别到
的格式）的格式）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智能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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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receipt_type 系统.发票类型
解析电商领域-发票
类型，如电子发票
等

电子发票、纸质发
票

sys.receipt_form 系统.发票形态
解析电商领域-发票
形态，如增值税等

增值税

界面名称界面名称 中文意思中文意思 实体解释实体解释 例子例子 标准值（识别到标准值（识别到
的格式）的格式）

新建正则实体新建正则实体
正则表达式是一种可以用于模式匹配和替换的规范，一个正则表达式就是由普通的字符（例如字符a到z）以
及特殊字符（元字符）组成的文字模式，它用以描述在查找文字主体时待匹配的一个或多个字符串。正则表
达式作为一个模板，将某个字符模式与所搜索的字符串进行匹配。

正则规则正则规则

智能对话机器人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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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正则表达式常用正则表达式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智能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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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可以十分灵活的用于用户当前对话流中，用赋值节点进行赋值，并在其他节点中输入${global.全局变量
名}进行使用。

创建变量创建变量

1.3.4.3. 变量1.3.4.3. 变量

智能对话机器人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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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局变量只支持纯文本信息。

变量调用示例：变量调用示例：

输入“$“符号即可出现变量的提示信息，“global.“的前置符号即为全局变量。

在对话工厂中涉及大量重复性节点配置和节点流程配置，组件功能支持用户将配置好的部分节点组合，保存
至组件库，大幅提高节点配置复用效率，降低配置时间。

组件框选功能组件框选功能
支持多节点框选，支持框选后选中反色并保存至组件库

支持组件库中可复用组件增加至画布，支持组件配置信息的保存

支持通过组件进行意图、配置和实体的跨对话流复制

支持组件导入导出功能，支持组件搜索查询

支持框选后组件集体拖拽，支持组件解除组合

快速框选：支持按住shift进行自由框选。

1.3.4.4. 组件1.3.4.4. 组件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智能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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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框选后鼠标右键点击选中的节点即可对节点进行编组或复制操作。

智能对话机器人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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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编组后通过提示创建组件即可，创建后可以对组件进行快捷操作。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智能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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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择保存到组件库时，即可在组件库中查看该组件，方便复用。

组件库组件库
组件库中可以查看到该账号下所有在对话流中保存的组件，支持导入和导出。

智能对话机器人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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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时只需点击组件库中，组件右侧的“+“号即可将组件添加至画布中。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智能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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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流的关键触发节点，当满足该节点包含的条件时，才能顺利的触发该节点对应的对话流。

触发条件（可选）触发条件（可选）

通过意图等节点设定后续对话流程的触发条件，逻辑上主要使用AND和OR条件：

AND条件：AND是同一的条件组，必须满足任意所有条件组，即可满足条件。

OR条件：OR之间是不同的条件组，满足任意一个条件组，即可满足条件。

系统提供意图、专有名词和全局变量做条件。

1.3.4.5. 用户输入节点1.3.4.5. 用户输入节点

智能对话机器人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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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图支持相等条件，在左栏选择意图条件后，在右侧选择意图即可，支持实时新增。

全局变量支持多种判断条件，在左栏选择全局变量条件后，在左二栏侧选择变量即可，支持实时新增。右二
栏可以选择判断条件，右一栏填写进行判断比对的值。

专有名词支持多种判断条件，在左栏选择专有名词条件后，在左二栏侧选择名词即可，支持实时新增。右二
栏可以选择判断条件，右一栏填写进行判断比对的值。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智能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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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周期：生命周期指所调用意图在对话环节中存在几轮，也指最多允许用户打断几轮，如果在最大限制之
内，用户可以随时接着聊该Dialog的话题，整个对话将会自动恢复。系统默认为 5次。

用户话术用户话术

此项配置会默认拉去到意图中配置的用户话术，点击高级设置后会拉取意图配置。

当勾选严格匹配时，代表当用户的问题与该说法完全一样的情况下，才会识别命中。

判断节点是一个承接节点可以根据填槽节点中的槽点变量判断条件，并创建新的分支节点，支持AND和OR条
件 。

分支条件设置分支条件设置

AND条件：AND是同一的条件组，必须满足任意所有条件组，即可满足条件。

OR条件：OR之间是不同的条件组，满足任意一个条件组，即可满足条件。

1.3.4.6. 判断节点1.3.4.6. 判断节点

智能对话机器人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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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完成判断节点后，就可以根据不同的分支条件创建自节点，形成逻辑分支。

使用"服务注册中心"和"服务调用点"解耦对话流设计者和服务开发者。 高级选项的全局服务功能可以在多个
对话流中进行引用, 实现服务复用。

前往前往全局服务

内容设置内容设置

选择服务时需要在提前在全局服务中进行服务注册，创建完成后需要设置为上线状态即可在此处选择相应服
务。

1.3.4.7. 服务调用节点1.3.4.7. 服务调用节点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智能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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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提供了服务调用失败的话术信息，即服务超时后的处理话术。

动作设置动作设置

针对服务调用失败的话术，可以对其进行动作设置。

动作设置中对变量既可以用于流程结果收集，也可以用于内部逻辑判断。 赋值时可以引用一个变量，也可以
写固定值。 对于某些业务标签，可以勾选checkbox把标签展示在报表里。

智能对话机器人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 文档版本：20220713 43



函数节点分为内置函数和自定义函数，也可以通过服务注册中心编写函数，编写后使用服务调用节点进行使
用。

内置函数内置函数

通用内置函数通用内置函数
支持HTTP/HTTPS协议，您可以完成HTTP标准协议里面的配置。例如：POST/GET方
法，query/header/body的请求体。

如果想在配置内置函数时，对变量进行引用，针对不同的变量类型有不同的引用方式：

槽值引用

原始值引用：${intent.slot.origin}

归一值引用：${intent.slot}å

全局变量：${global.var}

1.3.4.8. 函数节点1.3.4.8. 函数节点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智能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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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传入的环境变量：${var}

自定义函数自定义函数
在第一次调用函数计算的时候，如果没有给 DS 账号授权，会提示用户进行授权，如下图，授权过程见“函数
计算”。

前往函数计算

授权后用户可以绑定在阿里云编写好的JS 函数，通过选择服务服务与函数函数的方式与DS 中的函数节点绑定，如下
图：

代码模板（node.js语法）：代码模板（node.js语法）：

智能对话机器人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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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e.exports.handler = function(event, context, callback) {
    /** event structure definition
    {    
      // read-only variables
      "environment": "Object",
      "lastOutputForFunction": "String",
      "slotSummary": "Object",

      // read/write variables
      "global": "Object",
      "outputForResponse": "Object",
      "outputForFunction": "String",
      "routeVariable": "String"
    }
    **/
    var eventResult = "";
    try {
        var eventObj = JSON.parse(event);

        // add your code here
        /**
        * code block
        **/

        eventResult = JSON.stringify(eventObj);
        callback(null, eventResult);
    } catch (e) {
        callback(null, e);
    }
};

函数参数说明函数参数说明

参数名参数名 参数类型参数类型 参数说明参数说明 可写可写

environment json 见下面 environment说明 只读

lastOutputForFunction String 上一个函数的输出结果 只读

slotSummary json 各槽位的填值情况 只读

global String

全局变量，在设计对话流
的时候进行定义，在函数
执行过程中可以直接引用
或赋值。

是

outputForResponse json 函数返回结果 是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智能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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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putForFunction String

当前函数的输出值，可以
被其它函数通过
lastOutputForFunction
引用。

是

routeVariable String
函数节点分支逻辑路由变
量，在分支逻辑判断时需
要此参数。

是

参数名参数名 参数类型参数类型 参数说明参数说明 可写可写

environment 参数说明environment 参数说明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SENDER_ID STRING 发送者 ID

SENDER_NICK STRING 发送者昵称

IS_ADMIN STRING 是否为企业管理员

SENDER_STAFF_ID STRING
当发送者是企业机器人所对应的企业
的员工，返回发送者在企业的工号。

MEMBER_TYPE STRING 会员类型

TOKEN STRING 会话 token

FROM STRING

会话来源： im_h5（ H5聊天
窗）,group_chat（会话机器
人）,single_chat（会话机器
人）,console_im_test（测试窗）。

FROM_SITE STRING
FROM=group_chat，FROM_SITE是
群号。

样例代码：

智能对话机器人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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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e.exports.handler = function(event, context, callback) {
    /** event structure definition
    {
      // read-only variables
      "environment": "Object",
      "lastOutputForFunction": "String",
      "slotSummary": "Object",

      // read/write variables
      "global": "Object",
      "outputForResponse": "Object",
      "outputForFunction": "String",
      "routeVariable": "String"
    }
    **/
    var arr = "";
    var eventResult = "";
    try {
        var eventObj = JSON.parse(event);
        // add your code here

        if (eventObj.environment.hasOwnProperty("orderId")) {
            eventObj.routeVariable = '1';
        } else {
            eventObj.routeVariable = '0';
        }
        eventResult = JSON.stringify(eventObj);
        callback(null, eventResult);
    } catch (e) {
        arr += e;
        eventObj.outputForResponse.htmlText = [arr];
        eventResult = JSON.stringify(eventObj);
        callback(null, eventResult);
    }
};

event数据结构说明：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智能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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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vironment": {
        "user_id": "1323011"
    },
    "lastOutputForFunction": "{\"query\":{\"count\":1,\"created\":\"2018-03-28T10:20:59Z\",
\"lang\":\"en-US\",\"results\":{}}}}",
    "slotSummary": {
        "QueryWeatherIntent.date": "2018-03-29",
        "QueryWeatherIntent.date_origin": "明天",
        "QueryWeatherIntent.city": "上海",
        "QueryWeatherIntent.city_origin": "上海",
    },
    "global": {
        "phoneNumber": "13*****000"
    },
    "outputForResponse": {
        "htmlText": [
            "It's a fine today.",
            "It's a sunny day."
        ],
        "useRandom": true
    },
    "outputForFunction": "invoke API successfully",
    "routeVariable":"OK"
}

赋值节点是将函数返回结果赋值给全局变量是一个最佳实践，目的是为了能够保存住函数的返回结果，再后
面流程中的节点中引用。

内容设置内容设置

在“将“中的可以填写函数的返回结果、纯文本、全局变量、系统变量等等。

“赋值给“的变量来源于全局变量。

1.3.4.9. 赋值节点1.3.4.9. 赋值节点

智能对话机器人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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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来定义透传给用户回复信息的一种样式类型，可以是很丰富的消息类型。

目前支持编辑纯文本（包括中文、英文、标点符号等等），也支持编辑JSON格式的数据，由触达用户的机器
人端自行渲染。

回复内容回复内容

在回复内容中，用户可以下面的格式来引用对话中的全局变量：

引用全局变量归一值格式：${意图名称.变量名}

引用全局变量原始值格式：${意图名称.变量名.origin}

内部全局变量可以通过画布左侧的“全局变量”功能添加。

外部全局变量的引用格式：${VENDOR_PARAM.变量名}

1.3.4.10. 回复节点1.3.4.10. 回复节点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智能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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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开启指定条件回复后，用户可以根据不同条件，设定不同的回复内容，会按照从上至下的条件顺序判
断，当满足条件时回复对应内容；如果所有条件均不满足，则回复最上方的内容。判断的逻辑可以参考判断
节点。

对话流配置对话流配置

对话流异常分为超时和拒识。

超时：当拒识用户一段时间未回复的相关处理

拒识：当用户的表述机器人无法识别的相关处理

在对话流跳转指的是当流程被拉回该节点时，机器人回复的文本。

完结标示指的是当对话进行到本节点，整个对话流属于完结状态，将进行完结率统计。

变量配置变量配置

智能对话机器人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 文档版本：20220713 51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97586.html#topic-2008997


变量既可以用于流程结果收集，也可以用于内部逻辑判断。

赋值时可以引用一个变量，也可以写固定值。 对于某些业务标签，可以勾选checkbox把标签展示在报表
里。

语音配置语音配置

在使用语音机器人（语音导航机器人、语音外呼机器人）时，可以配置此处信息，并与相应的服务进行适
配。

语音播报打断表示当机器人播报话术的时候，允许用户说话打断机器人发言。

静音检测配置表示可配置当前轮次下，用户端音频静默多少毫秒之后，会被截断成一句话。

按键录入表示当选择此项之后，用户的下一轮交互通过键盘按键收集。其中语音播报的超时设定，参考自定
义动作中的超时设定。

发送短信表示当选择发送短信时，语音播报回复内容里的话术，短信内容在下方可进行编辑。

发送号码中可输入固定号码，或者输入$+系统变量来指定号码。

短信内容中填写短信发送内容，里面的变量可以用 $+系统变量来指定。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智能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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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ML合成表示SSML是控制语音合成节奏和发音的语法，详见SSML标记语言介绍。

API接入情况API接入情况
如果用户的机器人使用 API 接入，那么在这里只需要关注回传哪些参数变量即可。

填槽节点是一个组合节点，如果用户第一句触发意图的句子缺失槽位，该节点将会逐个进行反问，直到收集
齐为止。

参数参数
当一个意图被开启之后，用户可能需要收集一些业务必要的参数，这个时候就可以使用词槽进行收集。

例如，在“确认病人体温”意图中，需要在参数列表中加入“体温”参数词槽来接收用户输入的值。

字段含义：字段含义：

必填：这个参数在改意图里面是否一定需要被填写，如果不是必填参数，那么用户可以不必回答系统预设
的问题。

参数名称：参数在这个意图里面的唯一标示，可以在后面的调用中使用。

使用的识别能力：这个参数使用的是哪一种识别能力。

生命周期：当反问该实体的时候，被其他对话打断，最多允许几轮，在限度之内，对话依然可自动恢复。

数组：当需要识别的信息不止一个，而是一个列表时，需要选择数组类型的参数。

反问话术：必填情况下，如果用户没有回答该参数所需的值，会触发反问的逻辑。

1.3.4.11. 填槽节点1.3.4.11. 填槽节点

智能对话机器人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 文档版本：20220713 53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01645.html


可拖拽画布是一种可视化、非常直观的、可以体现业务流转含义的对话流设计方式，具有很高的灵活性、可
读性、条理性。

连线定义连线定义

连线即代表一种流转方式，当满足前一条件时，整个对话状态机将可以由连线方向流转。

连线方法连线方法

选择某个节点上的蓝色小点，鼠标直接拖拽至另一个节点的蓝色小点上。

依次连线依次连线
对话流将按照连线顺序依次进行

迂回连线迂回连线
如图中连线后，用户可以不断的表达意愿，修改水果参数信息。

1.3.4.12. 可拖拽画布1.3.4.12. 可拖拽画布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智能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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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连线分支连线
如图中连线后，对话流将在这里做一次判断，两个触发节点的条件将决定更偏向于哪条分支。

智能对话机器人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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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线规则连线规则

用户输入节点

允许有多条入边，但只有一条出边。

上游：只允许连回复节点；不能连用户输入节点、函数节点、填槽节点。

下游：允许连回复节点、填槽节点、函数节点；不能连用户输入节点。

填槽节点

允许有多条入边，也允许多条出边。

上游：允许连用户输入节点、函数节点、填槽节点不能连回复节点。

下游：允许连函数节点、回复节点和填槽节点不能连用户输入节点。

函数节点

允许有多条入边，也允许有多条出边。

上游：允许连用户输入节点、函数节点、填槽节点不能连回复节点。

下游：允许连函数节点、回复节点和填槽节点不能连用户输入节点。

回复节点

允许有多条入边，允许多条出边。

上游：允许连用户输入节点、函数节点、填槽节点不能连回复节点。

下游：允许连用户输入节点；不能连回复节点、函数节点、填槽节点。

草稿草稿

1.3.4.13. 对话流状态1.3.4.13. 对话流状态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智能对话机器人

56 > 文档版本：20220713



随时可以保存草稿，不校验对话流的合理性。

测试测试

提交到可测试专题，校验对话流合理性。

发布发布

线上可用，同一个对话流只可发布一个版本。

下线下线

只要线上有一个版本在跑，随时可以下线。

删除删除

彻底删除，包括本地草稿和线上版本，需要对话流处于下线状态才可执。

测试窗用于对当前对话流进行测试，测试前需要保存，测试数据会统计到数据概览中。

测试窗测试窗

测试方法测试方法

1.3.4.14. 调试/测试窗1.3.4.14. 调试/测试窗

智能对话机器人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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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字段详细字段

DIalogDIalog
当前进行在哪个对话流中

slotslot
（最近一个执行过的slots）

已填槽参数名 原始值、归一值

未填槽参数名

entryentry
（最近一个执行过的entry）

以“或”切分的一个条件组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智能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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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function
当引用HTTP模板 信息为 url、GET/POST、入参、接口返回（json）

当引用hsf模板 信息为接口名称、方法签名、参数模板、接口返回（json）

当自定义编程 信息为接口返回（json）

responseresponse
渲染过的数据（json）

生命周期生命周期
当前仍在进行中的所有DIalog 生命周期分别还有几轮

全局变量全局变量
当前在对话中存在的变量值，默认收起，用户可以查看全部。

DS调试窗模拟Event和Ext输入的协议说明DS调试窗模拟Event和Ext输入的协议说明

基本协议：基本协议：

{
    "intentName": "指定开启的意图名称",
    "parameters": {
        "槽位名1": ["槽值1"],
        "槽位名2": ["槽值2"]
    },
    "ext": {
        "key1": "value1",
        "key2": "value2",
    }
}

备注：槽值统一采用list形式，如果有一个元素就写一个，但是依然要带上[]

以下3种输入都是合法的：以下3种输入都是合法的：

{"intentName":"指定订单"}
{"intentName":"指定订单","parameters":{"订单号":["123123123123123123"]}}
{"intentName":"指定订单","parameters":{"订单号":["123123123123123123"]},"ext":{"nickName": "S
uperMan"}}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

智能对话机器人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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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智能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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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15. 全局话术模版1.3.4.15. 全局话术模版

智能对话机器人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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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话流配置中，拒识话术和超时话术是非常常用的话术配置，对于语音场景几乎每个节点需要配置一遍拒
识和超时话术，配置成本较高，该功能将话术模板配置为可编辑式的引用模板，支持话术模板的配置和引
用，对话流构建同学可快速配置话术模板后进行引用。

话术模版话术模版
创建话术模版可以选择超时和拒识两种类型，根据提示信息进行创建即可，点击下方新增回复项后，系统默
认对超时/拒识次数进行叠加配置。

函数计算是一个事件驱动的全托管 Serverless 计算服务，用户无需管理服务器等基础设施，只需编写代码并
上传，函数计算会为用户准备好计算资源，并以弹性、可靠的方式运行代码。所有用户，系统都将提供每月
100万次函数调用、400,000（CU-秒）函数实例资源的免费 Serverless 算力支持。

首先点击函数计算查看产品控制台，根据指引进行操作

如何查看自己的 Account码如何查看自己的 Account码
1、登录阿里云账号，以主账号登录1、登录阿里云账号，以主账号登录

1.3.4.16. 函数计算1.3.4.16. 函数计算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智能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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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登录后鼠标悬浮在右上角账号头像位置，并点击用户名2、登录后鼠标悬浮在右上角账号头像位置，并点击用户名

智能对话机器人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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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跳转后的窗口中可以看到账号的 AccountId码3、在跳转后的窗口中可以看到账号的 AccountId码

函数计算授权函数计算授权
1、登录阿里云账号，用主账号登录1、登录阿里云账号，用主账号登录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智能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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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右上角，并选择访问控制，跳转到访问控制页面2、点击右上角，并选择访问控制，跳转到访问控制页面

智能对话机器人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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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择角色管理，进入角色管理页面3、选择角色管理，进入角色管理页面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智能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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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击右上角，新建角色按钮，进行创建4、点击右上角，新建角色按钮，进行创建

5、选择用户角色5、选择用户角色

智能对话机器人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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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选择其它云账号，输入 DS 内置的阿里云账号的 AccoutId，通过此账号对6、选择其它云账号，输入 DS 内置的阿里云账号的 AccoutId，通过此账号对
授权用户的云资源进行访问，此处一定要输入“1913700457623711”然后授权用户的云资源进行访问，此处一定要输入“1913700457623711”然后
点下一步点下一步

7、输入角色名称，这里的名称是固定的，每个 ISV 或开发者创建的角色都要7、输入角色名称，这里的名称是固定的，每个 ISV 或开发者创建的角色都要
用“functioninvokertest”，点击右下角创建按钮用“functioninvokertest”，点击右下角创建按钮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智能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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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点击创建后，会提示发送验证码，点击“点击获取”按钮，会发送验证码8、点击创建后，会提示发送验证码，点击“点击获取”按钮，会发送验证码
到云账号绑定的手机上到云账号绑定的手机上

9、输入验证码，并点击右下角确定按钮，角色创建成功9、输入验证码，并点击右下角确定按钮，角色创建成功

智能对话机器人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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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创建成功后会有授权提示，点击授权按钮，后续也可以通过列表页中后面10、创建成功后会有授权提示，点击授权按钮，后续也可以通过列表页中后面
的授权功能进行授权的授权功能进行授权

11、刚创建的角色没有授权策略，需要点击右上角的“编辑授权策略”11、刚创建的角色没有授权策略，需要点击右上角的“编辑授权策略”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智能对话机器人

70 > 文档版本：20220713



AliyunFCFullAccess” ，并点击右箭头，将授权策略添加到已授权策略名称AliyunFCFullAccess” ，并点击右箭头，将授权策略添加到已授权策略名称
中" class="reference-link">12、可以在弹出的窗口中搜索授权策略名称，中" class="reference-link">12、可以在弹出的窗口中搜索授权策略名称，
选择“AliyunFCFullAccess” ，并点击右箭头，将授权策略添加到已授权策选择“AliyunFCFullAccess” ，并点击右箭头，将授权策略添加到已授权策
略名称中略名称中

13、点击右下角确定按钮，完成授权操作13、点击右下角确定按钮，完成授权操作

智能对话机器人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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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点击确定按钮，会显示已创建的授权策略列表，整个授权过程结束14、点击确定按钮，会显示已创建的授权策略列表，整个授权过程结束

（如果根据以上步骤操作完后依然显示未授权，请清空浏览器缓存，重新刷新加载页面再试一次，如果仍未
成功，请联系客服）

XMind导入对话流功能说明

XMind导入功能为客户提供基于XMind软件快速构建脑图，并将脑图转换为基础问答对话流的功能。

1.3.4.17. XMind导入对话流流程说明1.3.4.17. XMind导入对话流流程说明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智能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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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此功能涉及到外部XMind软件的使用，为避免无法导入，建议用户依据指引操作。

目前XMind编辑的意图话术，仅支持意图节点与子节点，系统将自动创建意图节点的回复节点，并且自动完
成命名。

一、XMind脑图与真实对话流脑图映射一、XMind脑图与真实对话流脑图映射

XMind脑图中的主标题，将映射为对话流标题。

XMind脑图中的节点与子节点，将映射为对话流中的触发节点及子触发节点，二者映射图如下：

智能对话机器人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 文档版本：20220713 73



二、XMind脑图模板使用流程二、XMind脑图模板使用流程

XMind脑图模板可通过DS-对话流管理-XMind导入进行下载，下载模板后，可直接修改模板内容，进行对话
流构建。

模板中对话流标题和各个意图节点均可修改对应内容，模板使用流程如下： 

1.DS中-下载Xmind模板DS中-下载Xmind模板

2.模板中编辑对应文本内容，对应内容均可编辑。模板中编辑对应文本内容，对应内容均可编辑。

XMind仅支持主题和子主题编辑，不支持摘要、自由主题、中心主题、备注、标签、批注等功能。

请直接在模板上修改或增改主题或子主题功能。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智能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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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编辑完XMind文件后，点击XMind软件左上角，点击导出，将XMind导入为HT ML文件。编辑完XMind文件后，点击XMind软件左上角，点击导出，将XMind导入为HT ML文件。

4.点击导出后，选择HT ML文件导出，点击下一步进入导出界面，不要勾选任何附件、超链接、图标、点击导出后，选择HT ML文件导出，点击下一步进入导出界面，不要勾选任何附件、超链接、图标、
概要等信息。概要等信息。

智能对话机器人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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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点击导出后，可得到以点击导出后，可得到以主题命名的HT ML文件主题命名的HT ML文件，点击对话流文件可通过浏览器打开，再进入DS-对话，点击对话流文件可通过浏览器打开，再进入DS-对话
流管理-XMind导入，点击导入XMind文件并上传，可在对话流中生成文件。流管理-XMind导入，点击导入XMind文件并上传，可在对话流中生成文件。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智能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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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图，顾名思义，当用户说了一句话，机器人所理解到的、用户表达的意图是什么。并且，从用户的这句话
中，还能找到到哪些关键的信息，这就是意图参数。

理解理解
意图，顾名思义，当用户说了一句话，机器人所理解到的、用户表达的意图是什么。并且，从用户的这句话
中，还能找到到哪些关键的信息，这就是意图参数。

推荐思路推荐思路

如何开启当前的对话流，是用户说一句话吗？如何开启当前的对话流，是用户说一句话吗？
有些特殊的情况，不是由用户开启这段对话流，而是机器，例如外呼场景，如果电话接通，机器人会先打招
呼。

该如何定义意图说法，是从什么视角出发？该如何定义意图说法，是从什么视角出发？
必须尽可能从用户视角出发，用户会怎样描述这个意图，表达习惯有哪几种？

开启对话流的时候，用户有几种说法，完全大相径庭的有几种？开启对话流的时候，用户有几种说法，完全大相径庭的有几种？
例如“我的电脑没法登录了”和“笔记本密码错误了”实际上表达的是同一个意图，但是几乎没有相同的字
眼，人类看上去非常相近的说法，在机器看来是大相径庭的，必须优先把这类说法提前教给机器人。

这个意图说法是非常确定的，还是用户表述的差不多就行？这个意图说法是非常确定的，还是用户表述的差不多就行？
某些场景下，例如密码或者订单号，一定是非常确定的表述，那么就需要勾选严格匹配了。如果只要用户表
述的差不多就可以，那么没必要勾选严格匹配选项。

实体是组装整个对话流的最最关键的原材料，建议放在第一步进行梳理和定义，这样可以在后期不论是在意
图里需要用到，还是在触发节点里用到，都可以提高构建效率。

理解理解
实体是组装整个对话流的最最关键的原材料，建议放在第一步进行梳理和定义，这样可以在后期不论是在意
图里需要用到，还是在触发节点里用到，都可以提高构建效率。

推荐思路推荐思路

您需要创建哪些实体？您需要创建哪些实体？
建议遵循MECE原则（穷举所有可能性、相互之间丝毫不混淆，来自《麦肯锡方法》），完整分析将要赋予机
器人的能力，可能会用到的所有实体。

哪些是系统没有定义好的？哪些是系统没有定义好的？
请查看实体说明文档，仔细对比，一些系统预置好的全球通用的实体，不必重复建设，直接用就好。

实体包含的所有名词是有限集？还是无限集？实体包含的所有名词是有限集？还是无限集？

1.3.5. 如何定义对话流所需的原材料？1.3.5. 如何定义对话流所需的原材料？

1.3.5.1. 定义意图1.3.5.1. 定义意图

1.3.5.2. 定义实体1.3.5.2. 定义实体

智能对话机器人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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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有限集，并且在几个、几十个范围内，可以考虑用标准实体穷举配置。如果是无限集，应该尽可能寻
找名词之间的表达规律，抽象为正则实体，更为高效和准确。

是否清晰的了解标准实体和正则实体的区别？是否清晰的了解标准实体和正则实体的区别？
请查看实体说明文档，方便用户更好理解，事半功倍。

在电商领域，很多时候用户希望查询自己的订单情况，比如订单进度、是否发货等等，系统希望机器人能够
通过对话的方式，来向用户收集订单信息，并且根据订单信息进行下一步的查询等操作。在这个例子中，对
话流程中有一个叫做“查订单”的意图，包含一个叫做“orderId”的参数。在对话流设计中，设计填槽节点
来让机器人通过对话的方式收集用户的订单号orderId。随即在函数节点中，想获取机器人收集到的
orderId，利用它来做进一步操作，比如在这个例子中根据订单号的值来进行分支判断。如果订单号是
以“A_”开头的话，那么属于A类订单，否则属于其他类订单。

代码示例代码示例
在这个例子中，首先获取到eventObj中的slotSummary字段，slotSummary字段中包含了所有对话中意图的
参数，以Key-Value的形式存储，Key的组成为“意图名.参数名”。接下来程序通过判断查订单意图的
orderId参数的值来做了一个分支判断。分支判断的具体应用在后面的例子中会涉及到。

Node.jsNode.js

1.3.6. 如何利用函数计算解决实际问题？1.3.6. 如何利用函数计算解决实际问题？

1.3.6.1. 示例编写程序1 将对话参数传递至函数里1.3.6.1. 示例编写程序1 将对话参数传递至函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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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e.exports.handler = function(event, context, callback) {
    /** event structure definition
    {
      // read-only variables
      "environment": "Object",
      "lastOutputForFunction": "String",
      "slotSummary": "Object",

      // read/write variables
      "global": "Object",
      "overrideResponse": "Object",
      "functionOutput": "String",
      "routeVariable": "String"
    }
    **/
    var arr = "";
    var eventResult = "";
    try {
        var eventObj = JSON.parse(event);
        // add your code here
        var slots = eventObj["slotSummary"];
        var orderId = slots["查订单.orderId"];
        if (orderId.startsWith("A_")) {
            eventObj.routeVariable = '1';
        } else {
            eventObj.routeVariable = '0';
        }
        eventResult = JSON.stringify(eventObj);
        callback(null, eventResult);
    } catch (e) {
        eventResult = JSON.stringify(eventObj);
        callback(null, eventResult);
    }
};

PythonPyt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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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ding: utf-8 -*-
import logging  
import json

def handler(event, context):
  logger = logging.getLogger()
  logger.info(event)
  eventObj = json.loads(event)

  slots = eventObj["slotSummary"]
  logger.info(slots)
  orderId = slots[u"查订单.orderId"]

  if orderId.startswith("A_"):
    eventObj["routeVariable"] = "1"
  else:
    eventObj["routeVariable"] = "0"

  return eventObj

Java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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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age com.aliyun.openservices.tcp.example.handler;

import com.alibaba.fastjson.JSONArray;
import com.alibaba.fastjson.JSONObject;

import com.aliyun.fc.runtime.Context;
import com.aliyun.fc.runtime.PojoRequestHandler;

public class FunctionHandler implements PojoRequestHandler<JSONObject, JSONObject> {
    @Override
    public JSONObject handleRequest(JSONObject eventObj, Context context) {

        /**
         *  eventObj structure definition
         *
         *  read-only variables
         *  "environment": "Object",
         *  "lastOutputForFunction": "String",
         *  "slotSummary": "Object",
         *
         *  read/write variables
         *  "global": "Object",
         *  "overrideResponse": "Object",
         *  "functionOutput": "String",
         *  "routeVariable": "String"
         */

        JSONObject slots = eventObj.getJSONObject("slotSummary");
        String orderId = slots.getString("查订单.orderId");

        if (orderId.startsWith("A_")) {
            eventObj.put("routeVariable", "1");
        } else {
            eventObj.put("routeVariable", "0");
        }

        return eventObj;
    }
}

在对话流中引用函数的返回结果，可以通过\${参数名}的方式进行引用具体参数说明：

参数名参数名 参数类型参数类型 参数说明参数说明 可写可写

environment json 见下面 environment说明 只读

lastOutputForFunction String 上一个函数的输出结果 只读

1.3.6.2. 示例编写程序2 将函数返回的参数传递至对话中1.3.6.2. 示例编写程序2 将函数返回的参数传递至对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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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otSummary json 各槽位的填值情况 只读

global String

全局变量，在设计对话流
的时候进行定义，在函数
执行过程中可以直接引用
或赋值

是

outputForResponse json 函数返回结果 是

outputForFunction String

当前函数的输出值，可以
被其它函数通过
lastOutputForFunction
引用

是

routeVariable String
函数节点分支逻辑路由变
量，在分支逻辑判断时需
要此参数

是

参数名参数名 参数类型参数类型 参数说明参数说明 可写可写

environment 参数说明environment 参数说明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SENDER_ID STRING 发送者 ID

SENDER_NICK STRING 发送者昵称

IS_ADMIN STRING 是否为企业管理员

SENDER_STAFF_ID STRING
当发送者是企业机器人所对应的企业
的员工，返回发送者在企业的工号

MEMBER_TYPE STRING 会员类型

TOKEN STRING 会话 token

FROM STRING
会话来源：
im_h5,group_chat,single_chat,co
nsole_im_test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智能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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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_SITE STRING
FROM=group_chat，FROM_SITE是
群号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参数引用示例：以全局变量为例，此示例说明了如何为全局变量赋值并在后续的节点中引用，其中
eventObj.global[“transedOrderId”]中引用的变量为在对话中创建的全局变量，全局变量创建方法，“示
例编写程序4”，函数开始时，通过slots=eventObj.slotSummary，获取图中的所有槽位节点，在下一步是
判断，如果“选择订单意图.order_id”有值，则将此值赋值组全局变量，并在后续需要用到的节点可以引
用。示例代码：

NodeJSNodeJS

module.exports.handler = function(event, context, callback) { 
  var eventResult = "";
  try {

      var eventObj = JSON.parse(event.toString());

      /**
      * code block
      **/
      var slots = eventObj.slotSummary;
      var slotValue = slots["选择订单意图.order_id"]||'';
      console.info(null, "slotValue:" + slotValue);
      if (slotValue && slotValue !==''){
        eventObj.global["transedOrderId"] = slotValue;
      } else {
        eventObj.global["transedOrderId"] = eventObj.environment["orderId"];
      }
      console.log(eventObj.global["transedOrderId"]);

      eventResult = JSON.stringify(eventObj);
      callback(null, eventResult);
  } catch (e) {
      console.error(null, e);
      callback(null, e);
  }
};

PythonPyt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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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ding: utf-8 -*-
import logging
import json

def handler(event, context):
    logger = logging.getLogger()
    logger.info(event)
    eventObj = json.loads(event)

    slots = eventObj["slotSummary"]
    logger.info(slots)
    slotValue = slots["选择订单意图.orderId"]

    if  slotValue is not None:
        eventObj["global"]["transedOrderId"] = slotValue;
    else:
        eventObj["global"]["transedOrderId"] = eventObj["environment"]["orderId"];

    return eventObj

JAVA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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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com.alibaba.fastjson.JSON;
import com.alibaba.fastjson.JSONArray;
import com.alibaba.fastjson.JSONObject;

import com.aliyun.fc.runtime.Context;
import com.aliyun.fc.runtime.PojoRequestHandler;

/**
 * Created by weili on 2018/8/2.
 *
 * @author weili
 * @date 2018/08/02
 */
public class FunctionHandler implements PojoRequestHandler<JSONObject, JSONObject> {
    @Override
    public JSONObject handleRequest(JSONObject eventObj, Context context) {

        /**
         *  eventObj structure definition
         *
         *  read-only variables
         *  "environment": "Object",
         *  "lastOutputForFunction": "String",
         *  "slotSummary": "Object",
         *
         *  read/write variables
         *  "global": "Object",
         *  "overrideResponse": "Object",
         *  "functionOutput": "String",
         *  "routeVariable": "String"
         */

        JSONObject slots = eventObj.getJSONObject("slotSummary");
        String slotValue = slots.getString("选择订单意图.order_id");
        if (null != slotValue && !"".equals(slotValue)) {
            eventObj.getJSONObject("global").get("transedOrderId") = slotValue;
        } else {
            eventObj.getJSONObject("global").get("transedOrderId") = eventObj.getJSONObject
("environment").getString("orderId");
        }

        return eventObj;
    }
}

引用函数返回结果：引用函数返回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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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全局变量：

延续示例1中的查订单场景，如果想要根据不同的订单号类型，来进行不同的处理逻辑和回复不同的内容，
可以对话流的设计图中进行分支处理。如果当订单为A类订单的时候，可以去查询A类订单的接口，然后进
行回复，如果是其他类别订单，则直接进行静态内容的回复。

示例代码示例代码
在对话工厂的函数节点中，可以通过打开分支（switch）功能进行对话流程的分支处理。这其中，分支功能
的分支判断逻辑都是根据系统内置变量routeVariable的值来执行的。

1.3.6.3. 示例编写程序3 根据函数返回的参数值不同运行不同的1.3.6.3. 示例编写程序3 根据函数返回的参数值不同运行不同的

分支对话流程分支对话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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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支判断”函数节点中，打开了分支设置，并且在该节点下游连接了两个节点，如果当订单号是A类订
单号时（订单号以“A_”开头），回复A类订单的回复话语，其他订单类别时回复另一种话语。可以看到，
分支判断是根据routeVariable的值来判断的，但routeVariable=1时，走标记为“A“的路径，但
routeVariable=0时，走标记为“B“的路径。那么，如何对routeVariable进行赋值呢，下面的示例代码中进
行了这个操作。代码中通过判断查订单意图的orderId参数，如果订单号以”A_“开头，那么就将
routeVariable赋值为1，否值赋值为0。这样就成功的通过自定义代码，对分支逻辑进行了判断。

Node.jsNode.js

module.exports.handler = function(event, context, callback) {
    /** event structure definition
    {
      // read-only variables
      "environment": "Object",
      "lastOutputForFunction": "String",
      "slotSummary": "Object",

      // read/write variables
      "global": "Object",
      "outputForResponse": "Object",
      "outputForFunction": "String",
      "routeVariable": "String"
    }
    **/
    var arr = "";
    var eventResult = "";
    try {
        var eventObj = JSON.parse(event);
        // add your code here
        var slots = eventObj["slotSummary"];
        var orderId = slots["查订单.orderId"];
        if (orderId.startsWith("A_")) {
            eventObj.routeVariable = '1';
        } else {
            eventObj.routeVariable = '0';
        }
        eventResult = JSON.stringify(eventObj);
        callback(null, eventResult);
    } catch (e) {
        eventResult = JSON.stringify(eventObj);
        callback(null, eventResult);
    }
};

PythonPyt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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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ding: utf-8 -*-
import logging  
import json

def handler(event, context):
  logger = logging.getLogger()
  logger.info(event)
  eventObj = json.loads(event)

  slots = eventObj["slotSummary"]
  logger.info(slots)
  orderId = slots[u"查订单.orderId"]

  if orderId.startswith("A_"):
    eventObj["routeVariable"] = "1"
  else:
    eventObj["routeVariable"] = "0"

  return eventObj

Java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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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age com.aliyun.openservices.tcp.example.handler;

import com.alibaba.fastjson.JSONArray;
import com.alibaba.fastjson.JSONObject;

import com.aliyun.fc.runtime.Context;
import com.aliyun.fc.runtime.PojoRequestHandler;

public class FunctionHandler implements PojoRequestHandler<JSONObject, JSONObject> {
    @Override
    public JSONObject handleRequest(JSONObject eventObj, Context context) {

        /**
         *  eventObj structure definition
         *
         *  read-only variables
         *  "environment": "Object",
         *  "lastOutputForFunction": "String",
         *  "slotSummary": "Object",
         *
         *  read/write variables
         *  "global": "Object",
         *  "outputForResponse": "Object",
         *  "outputForFunction": "String",
         *  "routeVariable": "String"
         */

        JSONObject slots = eventObj.getJSONObject("slotSummary");
        String orderId = slots.getString("查订单.orderId");

        if (orderId.startsWith("A_")) {
            eventObj.put("routeVariable", "1");
        } else {
            eventObj.put("routeVariable", "0");
        }

        return eventObj;
    }
}

在函数编写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全局变量来维护在整个对话流程中需要用到的数据，共分为变量定义，变量赋
值，变量引用三个过程，在对话的任意节点可对变量进行引用变量定义：

1.3.6.4. 示例编写程序4 如何利用函数对全局继承变量进行赋值1.3.6.4. 示例编写程序4 如何利用函数对全局继承变量进行赋值

和使用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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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函数中对全局变量进行修改：此示例说明了如何为全局变量赋值并在后续的节点中引用，其中
eventObj.global[“transedOrderId”]中引用的变量为在对话中创建的全局变量，函数开始时，通过
slots=eventObj.slotSummary，获取图中的所有槽位节点，在下一步是判断，如果“选择订单意
图.order_id”有值，则将此值赋值组全局变量，并在后续需要用到的节点可以引用。

module.exports.handler = function(event, context, callback) { 
  var eventResult = "";
  try {
      var eventObj = JSON.parse(event.toString());

      // add your code here
      /**
      * code block
      **/
      //console.info(null, eventObj.toString());
      var slots = eventObj.slotSummary;
      var slotValue = slots["选择订单意图.order_id"]||'';
      console.info(null, "slotValue:" + slotValue);
      if (slotValue && slotValue !==''){
        eventObj.global["transedOrderId"] = slotValue; //此处对全局变量进⾏赋值
      } else {
        eventObj.global["transedOrderId"] = eventObj.environment["orderId"];
      }
      console.log(eventObj.global["transedOrderId"]);
      eventResult = JSON.stringify(eventObj);
      callback(null, eventResult);
  } catch (e) {
      console.error(null, e);
      callback(null, e);
  }
};

PythonPyt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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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ding: utf-8 -*-
import logging
import json

def handler(event, context):
    logger = logging.getLogger()
    logger.info(event)
    eventObj = json.loads(event)

    slots = eventObj["slotSummary"]
    logger.info(slots)
    slotValue = slots["选择订单意图.orderId"]

    if  slotValue is not None:
        eventObj["global"]["transedOrderId"] = slotValue;
    else:
        eventObj["global"]["transedOrderId"] = eventObj["environment"]["orderId"];

    return eventObj

JAVA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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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com.alibaba.fastjson.JSON;
import com.alibaba.fastjson.JSONArray;
import com.alibaba.fastjson.JSONObject;

import com.aliyun.fc.runtime.Context;
import com.aliyun.fc.runtime.PojoRequestHandler;

/**
 * Created by weili on 2018/8/2.
 *
 * @author weili
 * @date 2018/08/02
 */
public class FunctionHandler implements PojoRequestHandler<JSONObject, JSONObject> {
    @Override
    public JSONObject handleRequest(JSONObject eventObj, Context context) {

        /**
         *  eventObj structure definition
         *
         *  read-only variables
         *  "environment": "Object",
         *  "lastOutputForFunction": "String",
         *  "slotSummary": "Object",
         *
         *  read/write variables
         *  "global": "Object",
         *  "overrideResponse": "Object",
         *  "functionOutput": "String",
         *  "routeVariable": "String"
         */

        JSONObject slots = eventObj.getJSONObject("slotSummary");
        String slotValue = slots.getString("选择订单意图.order_id");
        if (null != slotValue && !"".equals(slotValue)) {
            eventObj.getJSONObject("global").get("transedOrderId") = slotValue;
        } else {
            eventObj.getJSONObject("global").get("transedOrderId") = eventObj.getJSONObject
("environment").getString("orderId");
        }

        return eventObj;
    }
}

全局变量引用：全局变量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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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会话端上，应用开发者会开发自己的H5页面，并创造一些个性化的卡片，比如标题文本卡片、图片卡
片、点选卡片等，这些卡片可以在不同的会话端被渲染成不同的样式，但是数据存储的结构是相同的。例
如，在某个业务的会话端中，标题文本卡片的数据格式如下：

文本卡片数据格式

{
    "cardType": "TextCard",
    "content": {
        "title": "your title",
        "text": "your text"
    }
}

一般情况下， 开发者希望将调用第三方接口返回的数据，通过格式转换，变成期待的卡片数据格式，以达到
动态生成卡片的效果。例如，在查天气的例子当中，开发者希望根据实时查询到的天气结果，动态生成标题
卡片数据，生成的卡片如下：

{
    "cardType": "TextCard",
    "content": {
        "title": "2018-08-30",
        "text": "Temperature is 28"
    }
}

首先构建对话流，如下图所示：

1.3.6.5. 示例编写程序5 如何在不同的端上渲染自己想要的回复1.3.6.5. 示例编写程序5 如何在不同的端上渲染自己想要的回复

效果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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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调用查天气API”节点为调用第三方查天气接口的函数节点，“动态生成卡片数据”节点为自定义代码
函数节点。第三方查天气接口返回的数据格式如下：

HTTP接口返回数据格式

{
    "forecast": [
    {
        "date": "2018-08-30",
        "temperature": "28"
    },
    {
        "date": "2018-08-31",
        "temperature": "30"
    }
    ]
}

示例代码示例代码
在“动态生成卡片数据”函数节点中，关联到一个函数计算Function，在代码中，首先将eventObj中的
lastOutputForFunction字段反序列化成Object，然后将它其中的forecast[0]的date和temperature字段用于
构造卡片对象card，最后将card序列化成字符串格式赋值给overrideResponse的htmlText字段。
overrideResponse的htmlText字段一旦被赋值后，机器人这轮对话最终的输出就将是这个值。

Node.jsNode.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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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e.exports.handler = function(event, context, callback) {
    /** event structure definition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EW DOCS HERE: https://lark.alipay.com/docs/share/1b48172d-081
4-4a28-9ea0-3686a5bdb4a0
    {
      // read-only variables
      "environment": "Object",
      "lastOutputForFunction": "String",
      "slotSummary": "Object",

      // read/write variables
      "global": "Object",
      "outputForResponse": "Object",
      "outputForFunction": "String",
      "routeVariable": "String"
    }
    **/

    try {
        var eventObj = JSON.parse(event);
        // // add your code here
        var lastFunctionOutput = JSON.parse(eventObj.lastOutputForFunction);

        var todayForecast = lastFunctionOutput.forecast[0];
        var date = todayForecast.date;
        var temp = todayForecast.temperature; 
        var card = {};
        card["cardType"] = "TextCard";
        card["content"] = {"title": date, "text":"Temperature is " + temp};
        eventObj.overrideResponse.htmlText = [JSON.stringify(card)];

        eventResult = JSON.stringify(eventObj);
        callback(null, eventResult);
    } catch (e) {
        console.log(e);
        eventResult = JSON.stringify(eventObj);
        callback(null, eventResult);
        //callback(null, e);
    }
};

PythonPyt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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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ding: utf-8 -*-
import logging  
import json

def handler(event, context):
  logger = logging.getLogger()
  logger.info(event)
  eventObj = json.loads(event)

  lastFunctionOutput = json.loads(eventObj['lastOutputForFunction'])
  todayForecast = lastFunctionOutput['forecast'][0]
  date = todayForecast['date']
  temp = todayForecast['temperature']

  card = {'cardType': 'TextCard'}
  card['content'] = {'title': date, 'text': 'Temperature is ' + temp}
  eventObj['overrideResponse'] = {'htmlText':[json.dumps(card)]}

  return eventObj

JavaJava

package com.aliyun.openservices.tcp.example.handler;

import com.alibaba.fastjson.JSON;
import com.alibaba.fastjson.JSONArray;
import com.alibaba.fastjson.JSONObject;

import com.aliyun.fc.runtime.Context;
import com.aliyun.fc.runtime.PojoRequestHandler;

/**
 * Created by weili on 2018/8/2.
 *
 * @author weili
 * @date 2018/08/02
 */
public class FunctionHandler implements PojoRequestHandler<JSONObject, JSONObject> {
    @Override
    public JSONObject handleRequest(JSONObject eventObj, Context context) {

        /**
         *  eventObj structure definition
         *
         *  read-only variables
         *  "environment": "Object",
         *  "lastOutputForFunction": "String",
         *  "slotSummary": "Object",
         *
         *  read/write variables
         *  "global": "Object",
         *  "overrideResponse": "Object",
         *  "functionOutput":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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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outeVariable": "String"
         */

        JSONObject lastFunctionOutput = JSON.parseObject(eventObj.getString("lastOutputForF
unction"));
        JSONObject todayForecast = lastFunctionOutput.getJSONArray("forecast").getJSONObjec
t(0);
        String date = todayForecast.getString("date");
        String temp = todayForecast.getString("temperature");

        JSONObject card = new JSONObject();
        card.put("cardType", "TextCard");
        JSONObject content = new JSONObject();
        content.put("title", date);
        content.put("text", "Temperature is " + temp);
        card.put("content", content);

        JSONArray htmlText = new JSONArray();
        htmlText.add(card.toJSONString());
        JSONObject overrideResponse = new JSONObject();
        overrideResponse.put("htmlText", htmlText);
        eventObj.put("overrideResponse", overrideResponse);

        return eventObj;
    }
}

在会话场景中，会话端可以将一些环境信息传递给系统，以达到让机器人有更加个性化回复的效果。比如在
这个例子当中，期望机器人能够识别出当前的聊天对象是谁，并且根据不同的聊天对象给出不同的回复。如
果是Peter在和机器人打招呼，机器人就回复说“你好，Peter帅哥”。如果是Mary在和机器人打招呼，机器
人就回复“哇，Mary，好漂亮”。如果是其他人的话，比如Jack，机器人就回复“Hi Jack”。

示例代码示例代码
在会话接口中，可以将环境信息通过ext字段传递进来，在这个例子中，SENDER_NICK就是ext环境变量重的
一个字段。在自定义函数节点的代码中，开发者可以通过获取environment对象的某个Key的方式获取想要的
环境变量

Node.jsNode.js

1.3.6.6. 示例编写程序6 如何将外部环境变量应用在对话逻辑中1.3.6.6. 示例编写程序6 如何将外部环境变量应用在对话逻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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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e.exports.handler = function(event, context, callback) {
    /** event structure definition
    {
      // read-only variables
      "environment": "Object",
      "lastOutputForFunction": "String",
      "slotSummary": "Object",

      // read/write variables
      "global": "Object",
      "overrideResponse": "Object",
      "functionOutput": "String",
      "routeVariable": "String"
    }
    **/
    var arr = "";
    var eventResult = "";
    try {
        var eventObj = JSON.parse(event);
        // add your code here
        var userNick = eventObj.environment["SENDER_NICK"];
        if (userNick === 'Peter') {
          eventObj.overrideResponse.htmlText = ["你好，Peter帅哥"];
        } else if (userNick === 'Mary') {
          eventObj.overrideResponse.htmlText = ["哇，Mary，好漂亮"];
        } else {
          eventObj.overrideResponse.htmlText = ["Hi " + userNick];
        }
        eventResult = JSON.stringify(eventObj);
        callback(null, eventResult);
    } catch (e) {
        eventResult = JSON.stringify(eventObj);
        callback(null, eventResult);
    }
};

PythonPyt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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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ding: utf-8 -*-
import logging  
import json

def handler(event, context):
  logger = logging.getLogger()
  logger.info(event)
  eventObj = json.loads(event)

  environment = eventObj['environment']
  userNick = environment['SENDER_NICK']
  if userNick == 'Peter':
    responseText = '你好，Peter帅哥'
  elif userNick == 'Mary':
    responseText = '哇，Mary，好漂亮'
  else:
    responseText = 'Hi ' + userNick

  eventObj['overrideResponse'] = {'htmlText':[responseText]}

  return eventObj

Java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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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age com.aliyun.openservices.tcp.example.handler;

import com.alibaba.fastjson.JSON;
import com.alibaba.fastjson.JSONArray;
import com.alibaba.fastjson.JSONObject;

import com.aliyun.fc.runtime.Context;
import com.aliyun.fc.runtime.PojoRequestHandler;

public class FunctionHandler implements PojoRequestHandler<JSONObject, JSONObject> {
    @Override
    public JSONObject handleRequest(JSONObject eventObj, Context context) {

        /**
         *  eventObj structure definition
         *
         *  read-only variables
         *  "environment": "Object",
         *  "lastOutputForFunction": "String",
         *  "slotSummary": "Object",
         *
         *  read/write variables
         *  "global": "Object",
         *  "overrideResponse": "Object",
         *  "functionOutput": "String",
         *  "routeVariable": "String"
         */

        JSONObject environment = eventObj.getJSONObject("environment");
        String userNick = environment.getString("SENDER_NICK");

        String responseText;
        if (userNick.equals("Peter")) {
            responseText = "你好，Peter帅哥";
        } else if (userNick.equals("Mary")) {
            responseText = "哇，Mary，好漂亮";
        } else {
            responseText = "Hi " + userNick;
        }

        JSONArray htmlText = new JSONArray();
        htmlText.add(responseText);
        JSONObject overrideResponse = new JSONObject();
        overrideResponse.put("htmlText", htmlText);
        eventObj.put("overrideResponse", overrideResponse);

        return eventObj;
    }
}

1.3.7. 如何高效的引用所有变量？1.3.7. 如何高效的引用所有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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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在对话过程中可以访问的字段信息。比如，意图参数就是变量。

为什么需要变量？为什么需要变量？
在对话处理和对话回复的过程中，需要根据用户输入或外部环境信息的不同，进行个性化处理，这时就需要
变量。例如，“查天气”场景，意图参数“城市”是一个变量，因为用户在回答“请问您要查哪个城市的天
气？”时，可能有不同的回答，这样意图参数不是一个固定值，此时需要通过“${查天气.城市}”的方式引用
该变量，再以“${查天气.城市}”变量为API参数，访问外部查天气接口，才能获取到符合用户需求的结果。

怎么样引用变量？怎么样引用变量？

意图参数的引用意图参数的引用
引用方式：原始值引用：\${intent.slot.origin}，归一值引用：\${intent.slot}

使用场景：在内置函数节点、回复节点需要引用意图参数的地方。

举例说明：在查天气场景，当用户说“查一下后天杭州的天气”，对话工厂将“后天”填入“查天气”意
图下的“时间”意图参数，通过\${查天气.时间.origin}能引用到填槽后的原始值：“后天”，通过\${查天
气.时间}能引用到填槽后的归一值：“2018-07-23”。

外部环境变量的引用外部环境变量的引用
引用方式：\${var}

使用场景：在内置函数节点、回复节点需要引用外部环境变量的地方。要想引用外部变量，在线会话时，
先将变量写入ext字段，然后通过会话接口传入对话工厂。

举例说明：在电商场景，外部系统将“用户是否已登录”的信息以环境变量的形式通过会话接口传入对话
工厂，假定具体内容为：{“isLogin”: true, “nickName”: “James”}，那么在引用变量时，通过
\${isLogin}可以引用到用户是否已登录的信息。

函数返回结果的引用函数返回结果的引用
引用方式：\${functionOutput}

使用场景：当上游有函数节点，希望在紧接的回复节点对函数返回结果进行引用时，可以使用这种方式配
置。

举例说明：在公积金余额查询场景，开启对话后，中间的函数节点访问公积金查询API，在回复节点通过
\${functionOutput}即可拿到余额信息。

全局变量的引用全局变量的引用
引用方式：\${global.var}

使用场景：在内置函数节点、回复节点需要引用全局变量的地方。

举例说明：在电商场景，用户选择了某个订单，通过自定义函数，订单ID会被记录到全局变量中，比如：
OrderId=146860783793347518，当在内置函数节点或者回复节点需要引用订单ID时，可以通过
\${global.OrderId}引用。

以下列表中展示的为上述文档中所涉及的产品名词并加以解释：

1.3.8. 产品名词解释1.3.8. 产品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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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术语 产品界面产品界面 其它叫法其它叫法 含义含义

实体 专有名词 Entity

多轮对话设计中由用户或
系统预先定义的有特殊含
义的名词，如：城市实
体，日期实体，人名实体
等

对话流 对话流 Dialog

Dialog Studio管理业务的
容器，比如订票，查物
流，交话费为一个对话流
（Dialog）。

节点 节点 Node

Dialog进行图形化配置的
最小操作元。对话编辑节
点，包含Entry, Slots,
Response, Function。

回复节点 回复节点 Response
机器人返回给用户的内
容，可以是以下形式：文
本、图片、按钮列表等等

函数节点 函数节点 Fuction

函数节点支持自定义配置
外部接口，以达成集成三
方系统，打通互传信息的
通道。也支持自定义封装
逻辑层，目前有阿里云函
数计算支持，保障了代码
安全性，能看到调试日
志，便于使用。

触发节点 触发节点 Entry

进入Node的条件项，支
持“AND”， “OR”运算
符。可以以“context
variables”，“entit ies
”，“intents”，“even
t”

填槽节点 填槽节点 Slots

参与slotfilling的所有参
数，每个参数的校验实
体、是否必填、是否数
组、反问response、生命
周期。

全局变量 全局变量 Context Variables
上下文参数，填槽或API中
传递的上下文参数。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智能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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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图 意图 Intent
意图，可以以NLU和规则
处理等形式被触发。

对话工厂 对话工厂 Dialog Studio，简称DS

对话工厂允许您按照既定
的话术套路设计用户与机
器人之间的对话，通
过“Slot Filling(填
槽)”技术，机器人可以与
用户在对话中完成业务流
程处理。当用户与机器人
的会话匹配到意图时，机
器人会按照预先编排的多
轮对话来收集所需参数。
当意图的全部参数收集完
毕，机器人会调用意图处
理逻辑中配置的服务来进
行业务处理。 以此可以实
现：机器人订单查询、退
货、订票等。

测试窗 测试窗

在测试窗里，用户可以针
对自己配置的所有Dialog
进行测试，并且能够清晰
地看到每一个执行步骤中
的过程信息，方便定位问
题，快速调整到用户期望
的对话效果。

生命周期 生命周期

任何一轮对话都有可能被
打断，被打断后多少轮之
内可自动恢复，还能接得
上用户的query，称谓生
命周期，单位是轮数。

必填 必填

填槽节点中，选中必填
后，该轮对话中如果缺失
该参数，则一定会反问，
不选中必填的情况下，则
不会反问，但是如果用户
说到了该参数，仍然会自
动识别并且填槽。

术语术语 产品界面产品界面 其它叫法其它叫法 含义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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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组 数组

填槽节点中，选中数组
后，该轮对话中识别参数
将是一个列表，而不仅仅
是一个值，例如我要约张
三、李四约会，被约的人
名是一个列表，而非个
值。

正则名词 正则名词

正则名词的格式就是正则
表达式，正则表达式是一
种可以用于模式匹配和替
换的规范，一个正则表达
式就是由普通的字符（例
如字符a到z）以及特殊字
符（元字符）组成的文字
模式，它 用以描述在查找
文字主体时待匹配的一个
或多个字符串。正则表达
式作为一个模板，将某个
字符模式与所搜索的字符
串进行匹配。

同义词名词 同义词名词

在生活和业务当中，有很
多不同的词语代表着同一
种意思，例如：北京、帝
都、中国首都。这几个词
语都是指同一个城市，那
么我们可以通过配置的方
式将这些词语指定到一个
固定的专有名词下面。

反问 反问

填槽节点中，必填情况
下，如果用户没有回答该
参数所需的值，则会触发
该反问话术。

术语术语 产品界面产品界面 其它叫法其它叫法 含义含义

标注中心功能提供用户会话日志的实时标注功能，系统支持同类问法聚类的功能，可大幅减轻标注成本，您
可以通过聚类开关控制此功能，请您依据匹配情况进行标注。

1.4. 标注中心1.4. 标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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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标注任务待标注任务
在待标注任务中系统会默将当月的待标注数据列出，也支持自定义选择进行标注数据范围：

匹配类型：匹配类型包含两种并支持多选，分别为无答案和FAQ推荐。

机器人：机器人即选择机器人管理中生效的机器人，系统支持

更新时间：即更新时间范围内的标注数据，系统默认为当月。

答案视角：答案视角支持多选，可以在高级选项中配置。

关键词：通过关键词可以筛选用户问法。

问法聚类问法聚类
该功能默认开启，开启后会将全部待标注的数据通过聚类的方式进行展示。点击左侧分类列表可以对右侧用
户问法进行切换。

关闭该功能后，系统会将全量的待标注数据列出，同时需要手动点击列表下方的加载更多进行新数据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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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标注数据标注
首先需要在用户问法列表中判断用户问法与实际命中项是否匹配，可以通过按钮进行标注或者调整，标注正
确及调整的数据将进入已标注，其余数据将进入忽略/待定中，可后续再次标注，还可以使用shift多选内容
批量操作。

正确正确
点击“正确”后的待标注数据会默认进入到上方的已标注tab中，标注已完成当前用户话术的标注动作。

调整调整
点击“调整”后系统会弹出层选择进行重新匹配的对象。系统支持FAQ和对话工厂两个匹配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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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选择FAQ后系统支持对FAQ类目进行检索，选择左侧的类目后，右侧会展示对应的FAQ信息点击右
侧的详情后会弹出预览窗口，查看当前FAQ的详细信息，在选择对应的FAQ后点击确定即可完成标注。系
统会把当前用户话术补充道FAQ相似问中。

对话工厂：选择对话工厂后，系统支持选择对应的机器人信息，选择机器人后会将当前机器人下所有的意
图信息列出，在选择对应的意图信息后点击确认即可完成标注。系统会把当前用户话术补充道意图下用户
话术中。

忽略忽略
点击“忽略”后系统会将待标注数据移动到“已忽略”tab中。在已忽略tab中也支持对忽略的用户话术进
行“正确”和“调整” 操作。

待定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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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待定”后系统会将待标注数据移动到“已待定”tab中。在已待定tab中也支持对忽略的用户话术进
行“正确”、“调整”和“忽略”操作。

数据看板展示的模块：接待概况、知识分析、对话工厂分析、服务能力、会话历史。

接待概况接待概况
用户可以查看所选机器人在某一时段的接待情况，除此之外还可以看到所选机器人截止到查看日期已经存在
于智能对话机器人平台的时间。

上图中的各项指标的解释如下：

机器人机器人：可进行机器人的选择，选择想要查看数据的机器人（下同）。

时间：时间：时间可以选择某一天，也可选择某一时间段，但是不管用户选择多长的时间段，显示的数据都是当前
时间之前90天的接待数据（下同）。

接待人次接待人次：所选机器人在所选时间内，用户的会话量（session量），在智能对话机器人的控制台上就是指
打开测试窗的次数。

对话轮次对话轮次：用户每发出一次对话请求（向机器人提一个问题），则对话轮次+1，通常一个会话（session）
由多个对话轮次组成。该指标用来衡量机器人的对话量。

平均对话轮次平均对话轮次：对话轮次/接待人次，表示平均每通会话的对话轮次。该指标表明用户对机器人使用的粘
性，会话评价轮次越多，粘性越高。

解决接待量解决接待量：排除转人工（如有）、无答案、推荐未点击、点踩（如有）的服务session量（接待人次）。
该指标表明机器人服务能力的强弱，解决接待量越高则机器人服务能力越强。

未解决率：未解决率：有转人工（如有）、无答案、推荐未点击、点踩（如有）的服务session量/总体session量。

无答案率：无答案率：出现无答案的对话轮次的session量/总体session量（注意：此处无答案率为session粒度的，即
一次会话中只要有一个chat命中了无答案，这个session就是记为无答案的）。

点评量：点评量：用户参与评价的对话数（chat量，配置相应接口后展示该数据）

点赞量：点赞量：用户点赞的对话数（chat量，配置相应接口后展示该数据）

1.5. 数据看板1.5. 数据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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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踩量：点踩量：用户点踩的对话数（chat量，配置相应接口后展示该数据）

注意：点评率、点赞率、点踩率这几个指标，需要用户在开发C端对话框时，在前端布上点踩点赞按注意：点评率、点赞率、点踩率这几个指标，需要用户在开发C端对话框时，在前端布上点踩点赞按
钮；并且调用我们预留的f eedback接口，埋赞踩信息。从而保证底层日志里能记录此字段。钮；并且调用我们预留的f eedback接口，埋赞踩信息。从而保证底层日志里能记录此字段。

上图中的各项指标的解释如下：

机器人回答类型分布表机器人回答类型分布表：显示所选时间段内不同答案类型的对话进行的对话轮次。

机器人回答类型分布图机器人回答类型分布图：用于展示所选时间段内知识点、推荐知识点、对话工厂、语聊、无答案、指令转
人工、其他这些答案类型的对话情况。

接待明细数据接待明细数据：显示所选时间段接待人次、对话轮次、会话平均轮次、解决接待量、知识对话轮次、对话
工厂对话轮次、推荐对话轮次、语聊对话轮次、无答案对话轮次，并且可以对该数据进行下载导出。

知识分析知识分析
知识分析知识分析主要是针对FAQ库里知识问答数据的情况做统计分析，主要统计以下内容：

知识总数知识总数：指定机器人在所选时间点/时间段内（下同），当前机器人绑定且生效的知识总数（以所选日期
区间的最后一天为准）。

有效知识占比有效知识占比：近7日命中有效知识数/最后一天绑定且生效的知识总数（若选择一段时间，则展示选日期
区间内的最后一天数据）<该指标描述的为知识的利用率，在用的知识中有多少在近7天内被命中过，若期间
有部分知识删除，则该比率可能大于1>，该指标表明知识库中有多少知识是被用户真实提问到的，衡量知识
库设计的有效性。

知识命中占比：知识命中占比：选定日期区间内知识命中对话轮次/总对话轮次<该指标描述的是选定日期区间内知识的占
比>，该指标表明知识库有多少问题可以覆盖用户的提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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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中的各项指标的解释如下：

热门榜热门榜：该部分展示的是在指定时间段内Top问题被咨询到的情况，以知识点被命中的次数（对话轮次）由
高到低进行列举。管理员可以根据热门榜经常性地针对Top问题进行优化，以保证机器人的问答质量。

冷门榜冷门榜：该部分展示的是近30天内指定机器人中从未被任何用户问到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用户咨
询的倾向性。管理员可以根据冷门榜进行知识的重新设计或者知识归档，此处支持下载后供管理员进行冷门
知识分析。（展示2000条，可下载20000条，日期筛选器需选择单日期日期筛选器需选择单日期）。

下图中的各项指标的解释如下：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智能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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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明细知识明细：所选机器人所选时间段内，根据用户的提问情况，展示知识库命中详情。（展示2000条，可下
载20000条）

核心词：知识对应的关键词名称。

知识id：知识对应的id。

知识名称：知识对应的名称。

类目：知识所属知识类目名称。

直接命中次数：直接命中该知识的对话轮次。

推荐命中次数：命中知识推荐的对话轮次。

推荐点击率：推荐点击次数/推荐命中次数。

原声

知识id

知识名称

用户原声：用户询问问题原声

答案类型：推荐知识点和知识点

是否推荐未点击

对话工厂分析对话工厂分析
对话工厂分析是针对对话工厂中对话流的问答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看板上可以直接获取的数据如下：

对话流总数对话流总数：当前机器人下的对话流总数（以所选日期区间的最后一天为准）。

有效对话流占比有效对话流占比：7日命中有效对话流/最后一天的对话流总数（若选择一段时间，则展示选日期区间内的
最后一天数据）。

对话工厂对话工厂命中占比命中占比：选定期间对话工厂命中对话轮次/总对话轮次<该指标描述的是选定日期区间内对话流
的占比>。

智能对话机器人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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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中的各项指标的解释如下：

热门榜热门榜：该部分展示的是在指定时间段内Top问题被咨询到的情况，以对话流被命中的次数（命中对话轮
次）由高到低进行列举。管理员可以根据热门榜经常性地针对Top问题进行优化，以保证机器人的问答质
量。

冷门榜冷门榜：该部分展示的是近30天内指定机器人中从未被任何用户问到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用户咨
询的倾向性。管理员可以根据冷门榜进行对话流的重新设计或者对话流归档，此处支持下载后供管理员进行
冷门对话流分析。（展示2000条，可下载20000条，日期筛选器需选择单日期日期筛选器需选择单日期）。

对话流明细对话流明细：所选机器人在所选时间段内，根据用户对对话流的会话情况，展示对话流的触发详情。注：查
看对话流节点明细和原声语料时，对话轮次不为0才会有对话数据

对话流名称。

节点明细。

对话流名称。

节点名称：该对话流下命中的节点名称。

对话轮次：节点命中的对话轮次。

对话轮次：命中该对话流的对话轮次。

case触发量：命中该对话流的session量。

case完结量：走到叶子节点或业务完结节点的session量。

完结率：case完结量/case触发量。

跳失率：未走到完结节点的session量 /case触发量。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智能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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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赞率：命中该对话流并点赞的case量/命中该对话流并评价的case量。

点踩率：命中该对话流并点踩的case量/命中该对话流并评价的case量。

原声

日期

对话流名称

节点名称

用户原声：用户询问问题原声

对话流是否跳失：该session是否走到叶子节点或业务完结节点

服务能力服务能力
下图中的各项指标的解释如下：

无答案率无答案率：出现无答案的session量/总session量，衡量机器人对用户问题的覆盖能力。无答案率越低，机器
人的覆盖能力越高。管理员可以通过维护知识库或对话工厂的方式，逐渐补充机器人暂时还不能回答的用户
问题，以提升机器人的覆盖能力。

推荐未点击率推荐未点击率：最后一轮对话是推荐知识点的session / 总session量，衡量机器人推荐知识点的准确率。当
用户问题没有被机器人直接命中时，机器人通常会推荐3条相关性最高的知识供用户选择，如果机器人推荐
后用户未点击，则一定程度上表明机器人推荐的知识点并未满足用户的期待。

提升方案提升方案：根据关键词和详细的用户原声，对无答案问题和推荐未点击的问题进行聚类，帮助管理员分析线
上问答中机器人未能覆盖的情况，管理员可以通过进一步完善知识库或对话工厂的方式提升机器人整体问答
质量。

无答案聚类无答案聚类：针对用户原声，通过聚类算法将无答案的问题归类，方便管理员有针对性地进行知识点的补充
和优化。

推荐未点击聚类推荐未点击聚类：针对用户原声，对触发推荐知识点的用户问题进行聚类，方便管理员有针对性地进行知
识点的更新和优化。

智能对话机器人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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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话历史会话历史

下图中的各项指标的解释如下：

会话历史明细会话历史明细：展示的是所选机器人在所选时间段中用户与机器人进行的对话。

提问时间提问时间：每次用户提问的触发时间（当前机器人询问时间）。

提问内容提问内容：用户提问原声。

答案类型答案类型：机器人答案的类型，如：知识点、对话工厂、推荐知识点、语聊等。

session_idsession_id : 会话的唯一标识。

chat _idchat _id : 用户问题的唯一标识。

答案内容答案内容：知识点对应的答案内容 (知识为知识标题，ds为ds返回的答案，语聊为用户返回的答案）。

知识id知识id：知识所属的类目名称。

知识名称知识名称：知识所属的类目名称。

知识类目知识类目：知识所属的类目名称。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智能对话机器人

114 > 文档版本：20220713



对话流名称对话流名称：命中对话流是有值。

节点名称节点名称：该轮QA命中的对话流节点名称。

是否业务完结节点是否业务完结节点：ds中'sessionFinish' 的值，是否为标识的业务完结节点。

意图类型意图类型：命中对话流时命中意图的类型（意图命中的来源）。

意图详情意图详情：命中对话流时命中意图的具体话术。

意图名称意图名称：命中对话流时命中意图的名称。

注注：

单日期和多日期最多展现5000条记录；

多日期建议分批进行语料查看和下载；

最多支持自登录日期起近90天的语料。

续费升级续费升级
这个界面给用户变更智能对话机器人版本和购买流量加油包提供了便利。

智能对话机器人版本分为：体验版、标准版、企业版、旗舰版，版本之间做变更时，最低可变更为标准版，
不能从标准版、企业版、旗舰版变更到体验版，体验版每个账号只能开通一次。

流量包分为五个档次：10000次/月、100000次/月、5000000次/月、30000000次/月、60000000次/月，
可以直接单击“购买”来购买需要的流量包。

1.6. 续费升级1.6. 续费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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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阅读理解问答，支持从非结构化文档中问答的机器阅读理解能力，支持上传文档解析，问答文档片段内
容。（新用户无需使用此文档引导，此文档为老版用户专用）。

文档类目文档类目
首先进入文档问答，点击【类目管理】，开启类目管理的弹窗。

如果目录里没有类目，需要来创建第一个类目：点击坐上方的创建一级类目按钮后填写新类目名称再点击确
认按钮即可。

FAQ类目支持无限级分类，还可以快捷创建平级和子级：鼠标放置在需要创建的类目层级上面，会出现类目
编辑选项，在选项中选择【+平级】、【+下级】、编辑和删除，选中后会跳转至类目创建框，输入完毕后点
击确认按钮进行创建类目，点击取消按钮进行取消创建类目。

+平级：类目层级与鼠标放置类目层级一致。

1.7. 文档问答1.7. 文档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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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级：类目层级属于鼠标放置类目。

编辑：修改鼠标放置处类目的名称。

删除：删除鼠标放置处的类目，当类目存在下级或存在FAQ时无法删除。

在类目列表上方可以直接输入类目名称对类目进行检索。

点击类目列表下相应的类目会变为高亮显示，此时就可以查看到该类目下的FAQ。

文档管理文档管理

创建文档创建文档
点击右侧面板中的新增文档后，弹出新建文档知识窗口，输入文档名称及标签后上传需要导入的文档即可。
创建完成后记得在发布中心中进行发布。

注：系统默认保存TXT的前5000字。

编辑文档编辑文档
直接在右侧面板中选中想要编辑的文档即可进入编辑界面。

在编辑界面可以对上次的txt文档进行内容编辑，系统默认保存TXT的前5000字。

编辑完成后记得在发布中心中进行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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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段问法：在文档这中划出文档片段配置相对应的问法，或为问法指定对应文档片段，未关联内容片段的问
法将识别文档全文。

文档问答配置文档问答配置
在完成创建文档类目和文档内容后，可以来到“机器人管理->机器人配置->文档类目绑定”中绑定需要进行问
答的文档类目。

完成绑定后记得返回机器人管理中将绑定好文档问答的机器人发布。

测试文档问答测试文档问答
将绑定好文档问答的机器人发布后可以在右下角的测试窗中测试文档问答能力，此处测试窗的可以参照全局
测试窗。

用户指南··对话机器人 智能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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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进入知识中心-FAQ管理，点击【类目管理】，开启类目管理的弹窗。

FAQ的类目数量无法同步时需要手动点击【刷新数据量】按钮进行刷新。

如果目录里没有类目，需要来创建第一个类目：在类目管理弹窗中，点击右上方的创建一级类目按钮，填写
新类目名称再点击确认按钮即可。

2.知识中心2.知识中心
2.1. FAQ管理2.1. FAQ管理
2.1.1. FAQ类目管理2.1.1. FAQ类目管理

用户指南··知识中心 智能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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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类目支持无限级分类，还可以快速创建平级和子级：鼠标放置在需要创建的类目层级上面，会出现类目
编辑选项，在选项中选择【+平级】、【+下级】、编辑和删除，选中后会跳转至类目创建框，输入完毕后点
击确认按钮进行创建类目，点击取消按钮进行取消创建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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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级：类目层级与鼠标放置类目层级一致。

+下级：类目层级属于鼠标放置类目下一级。

编辑：修改鼠标放置处类目的名称。

删除：删除鼠标放置处的类目，当类目存在下级或存在FAQ时无法删除。

在类目列表上方可以直接输入类目名称对类目进行检索。

用户指南··知识中心 智能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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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环境（测试环境、正式环境切换）双环境（测试环境、正式环境切换）
FAQ库根据环境分为测试环境和正式环境，默认进入测试环境。在测试环境中对FAQ进行的操作，需要
在“发布中心”发布后才可以反映到正式环境中。

在机器人中FAQ实际生效情况以正式环境为准。

2.1.2. FAQ管理2.1.2. FAQ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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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环境中，无法对FAQ进行增删改的操作，若需要操作则要切回测试环境中进行，操作完成后完成发布
即可将修改反映到正式环境中。

注：在测试环境中将已发布且生效的FAQ删除后，不会影响正式环境中生效的FAQ。若想彻底删除已发布的
FAQ需要在测试环境中将FAQ删除在“发布中心”发布，完成发布后测试和正式环境中的FAQ都会完成删
除。

新建FAQ新建FAQ
首先在“类目”树下，选中拟新增FAQ所属的类目（选中的类目会有浅蓝色底色）。

然后点击【问答FAQ】标签页的搜索框右下方的“新建FAQ”蓝色按钮。

最后在弹窗里，输入FAQ标题及答案后完成创建。

FAQ标题：需要选择问题的标准问法，提高问答中对该知识点的命中率。

相似问法：可维护一些相似问题，添加相似问题可以让算法匹配更加精准，但是上限不超过200条。

关联问题：添加关联知识可以让您控制“触发问题后的知识推荐”， 即用户触发该问题后会依据关联知识
和算法继续进行问句推荐。

生效时间：默认永久生效，超出或未达到时间时，知识自动失效，支持年月日时分秒。

用户指南··知识中心 智能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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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引用：标签可以区分不同的知识，并且作为筛选索引快速筛选，您可以在全局设置-标签管理中创建
标签，并在此引用。

答案视角：视角是区分在同一个问题下为不同场景渠道提供不同答案的标记（例如微信渠道视角/AP渠道
视角等），您可以在机器人管理-会话接口的视角列表中增减视角，在此处调用。

答案类型： FAQ支持三种答案类型，分别为纯文本、富文本及卡片，纯文本与富文本支持编辑器编辑，富
文本知识支持上传附件、插入图片（图片链接请右键点击网络图片，选择复制图片链接获取）、视频（输
入的视频地址时仅支持结尾为MP4的网址类型）等，卡片知识需要在卡片工坊中配置后在此引用。

编辑FAQ编辑FAQ

FAQ内容修改操作方法：FAQ内容修改操作方法：
在FAQ列表中找到要修改的内容，点击右侧操作中的编辑按钮即可进行编辑操作，还可以对FAQ进行预览。

FAQ类目修改（转移）操作方法：FAQ类目修改（转移）操作方法：
首先在FAQ列表中找到需要修改的内容，点击右侧操作栏中的转移按钮并在弹框中，选择需要迁移至的类目
名称，最后点击确认即可。

查询FAQ查询FAQ
默认状态下，搜索框支持基于FAQID以及FAQ标题所包含的关键词的搜索。

FAQ的失效与删除FAQ的失效与删除
建议根据实际服务需求进行删除和失效，由于双环境的原因，在测试环境中对FAQ进行的所有操作（包括删
除和失效）在未发布之前并不对正式环境生效，在机器人中是否生效以正式环境为准。

删除：在测试环境删除FAQ后，正式环境中的FAQ还会存在，若想彻底删除，需要在“发布中心”点击发
布，将测试环境中的FAQ同步到正式环境中。

失效：如果只是暂时不用，则可点击此按钮，日后想用时，再点击生效按钮即可。

批量操作批量操作
在【批量操作】按钮下，可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导入和批量导出三种批量操作。其中，批量删除，指的是一
次性删除一个或多个类目下的全部FAQ。批量导出也是一次性导出一个或多个类目下的全部FAQ。 批量导入
FAQ，默认一次最多可批量操作3000条。批量导出的上限是50000条，多于此条目数，则会截断。批量删除
则没有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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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导入需要您按照提示信息下载系统预置的模版文件，根据模版文件的格式录入需要导入的FAQ信息，最
后将录入完成的文件上传即可。

FAQ导入的顺序在系统列表中默认以导入时间倒序展示，如果要保持与表格顺序一致可以点击列表表头的
FAQ ID对列表进行FAQ ID倒序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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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由于核心词已升级为全局名词，原始导入模板中的核心词与同义词将不生效，您无需删除，系统将自动
过滤，后续如需新增同义词，可至高级选项-全局名词中进行配置。

当您勾选【FAQ ID】左侧的复选框后，可基于本页的FAQ做批量的转移、下载、发布、失效及删除操作。

全局服务支持外部服务调用，您可以通过配置服务接口新增服务，系统中支持直接引用全局服务，已被引用
的服务需要解除后方可删除。

设置模拟数据: 提供了模拟测试功能

除了在函数节点里面编辑函数和服务注册中心以外，在整个租户级别，也可以通过全局服务管理编写函数。

在全局服务管理编写的函数，可以复用与整个租户下多个公对工厂的多个对话流，并在使用服务调用节点进
行调用。

系统支持对注册后的服务进行在线调试。

注意：创建服务完成后记得点击设置为可上线状态，不然在服务调用节点无法显示。注意：创建服务完成后记得点击设置为可上线状态，不然在服务调用节点无法显示。

新建服务新建服务

2.2. 资源中心2.2. 资源中心
2.2.1. 全局服务2.2.1. 全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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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方式中需要返回参数表示函数调用后，是否需要拿到服务的返回结果。

服务调用方式若选择同步，服务将在调用完成或超时的情况，生成response信息并返回结果。若选择异
步，需要调用方自主访问接口，来获取服务结果或超时信息。

服务超时时间表示设定调用服务超时时间，超时后，系统会返回timeout信息。

服务设置&功能配置服务设置&功能配置
此处的配置按照服务需求填写参数即可，系统当前支持HTTP协议，GET和POST两种服务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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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案例:使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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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参数说明：

服务名称: 根据服务提供的功能, 可自定义服务名称。

服务接收参数: 设置服务需要接收的参数, 如查天气, 需要指定城市 。

服务返回参数: 设置服务返回参数, 可在服务节点, 将该参数赋值到全局变量。

服务接口: 该服务需要引用的第三方接口

请求类型: GET

请求URL: http://1210.0.0.1/smsapi

请求参数: 根据第三方接口要求提供入参, 可通过${}引用上面的服务接收参数, 例: ${city}。

接口出参: 服务接口返回的结果 ${serviceOutput}, 赋值到上面的服务返回参数。

名称: 节点名称, 自定义。

选择服务: 可以选择注册中心的服务

服务接收参数: 对应注册中心服务的服务接收参数, 从对话中获取到相应的值进行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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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返回参数: 调用服务返回的参数, 赋值到全局变量。

通过设置敏感词，实现当触发用户输入的问题含有敏感词时，机器人将回复特定话术，规避敏感风险。

首先需要在列表中添加完成全局敏感词。

然后选择一个机器人进入问答策略配置。

在此处配置敏感词后，用户问题触发敏感词时系统默认的回复。

支持给FAQ打标签，增加了一个知识管理维度，方便企业更加多样的知识管理诉求。

全局标签管理支持新增、删除、编辑和检索，标签名称不超过30个字符且不可重复，标签导入的上限为
1000个，总标签上限为5000个。

2.2.2. 全局敏感词2.2.2. 全局敏感词

2.2.3. 全局标签2.2.3. 全局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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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配置全局名词和同义词，批量解决对话过程中对于同意不同词的快速支持。

全局名词将随FAQ一同发布，无需单独发布。同时将环境分为测试环境和正式环境，默认为测试环境，可以
进行编辑和删除操作，切换为正式环境时则只能查看名词。

问答系统的原有的发布操作都统一在发布中心进行，在发布中心的发布是对双环境中的测试环境内容发布到
正式环境中。

2.2.4. 全局名词2.2.4. 全局名词

2.3. 发布中心2.3. 发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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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进行知识发布操作时，同时会影响线上数据，且在发布过程中，被发布的模块不可以操作，注意：在进行知识发布操作时，同时会影响线上数据，且在发布过程中，被发布的模块不可以操作，
所以发布要慎重哦！所以发布要慎重哦！

除了发布中心外，系统也支持随机器人发布，实现正式环境和测试环境的数据隔离，用户可在机器人查看绑
定的对话流环境。

知识发布知识发布
在知识发布中选择要发布的内容后，点击右下角的发布按钮即可进行发布。发布后系统会对每个模块生产版
本号，该版本号保持唯一。

发布记录发布记录
在发布记录中可以产看全部的发布操作记录信息，进行中发布也可以进行取消操作。

2.4. 高级选项2.4. 高级选项

智能对话机器人 用户指南··知识中心

> 文档版本：20220713 133



视角，即是机器人对于同一个问题，给到C端用户的不同话术回答，配置视角后，对于同一个问题，从不同
渠道或客户触发点来的C端用户可以得到不同的个性化回答，从而获取到更好的用户体验，而在后台，对于
同一个问题，一套FAQ库可以配置面向不同视角的答案。

配置视角配置视角
单击新建视角，在弹出窗口编辑视角名称和视角描述（如图1），单击确认后生成一个未启用的视角，再单
击编辑，勾选启用后（如图2），单击确认，所编辑的视角状态变为已启用，这样视角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在模型项管理中可以分别对FAQ默认答案和FAQ去重进行全局配置。

2.4.1. 视角管理2.4.1. 视角管理

2.4.2. 默认项管理2.4.2. 默认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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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默认答案FAQ默认答案
该功能允许用户设置FAQ答案的默认答案类型，设置后在新增FAQ时将默认出现对应的编辑框。

如设置纯文本知识后，用户新建的FAQ默认答案类型则为纯文本类型。

如设置富文本知识后，用户新建的FAQ默认答案类型则为富文本类型。

FAQ去重配置FAQ去重配置
去重配置决定了FAQ库中是否允许出现重复的FAQ。

全局去重模式：所有FAQ增改编辑不允许重复，重复时系统将自动检测并提示，重复知识无法新增/编辑/
导入，FAQ标题和相似问问法均需保持唯一。

全局重复模式：所有FAQ增改编辑允许重复，重复时系统将不进行任何检测和提示，FAQ标题、相似问均
可以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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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云智能对话机器人控制台提供了测试窗功能，通过全局测试窗测试各个问答模块的NLU解析结果、问答
链路结果、对话中控结构等复杂问答信息，帮助客户精准定位问题，快速debug，提升问答效果。

点击系统页面右侧悬浮的机器人头像按钮，打开测试窗。

测试窗配置项测试窗配置项
在全局测试窗中，单击‘设置’按钮。

3.全局测试窗3.全局测试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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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置弹窗中，对机器人、视角、环境和应答引擎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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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调试对话调试
在开启调试功能后，可以查看到每次对话的详细信息以及命中情况，方便用户查看匹配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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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点击详细数据后，也支持详细NLU信息展示，方便用户查看对话在所有对话引擎中的匹配情况和对话中
控的最终决策数据，有利于快速定位问题，优化机器人对话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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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模拟数据模拟
系统支持随路数据和服务数据模拟，方便客户在服务接口未上线时模拟真实接口数据，调试对话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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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创建：

1.阿里云租户账号登录阿里云官网，进入控制台，鼠标放在头像上，在弹窗中点击访问控制。

2.在访问控制界面进入用户创建界面，点击创建用户。

4.系统管理4.系统管理
4.1. 用户管理4.1. 用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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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入创建用户界面，带“*”号的为必填项，登录名称和显示名称可以是一样的，访问方式选择控制台访
问，控制台密码建议自定义密码，方便后面登录，如果不小心选择了自动生成密码，可以对当前账号删除重
建。

4.用户创建之后，对这个创建用户授权，点击添加权限。

5.在系统策略下面的搜索框搜索“管理云小蜜权限”，鼠标单击名称，点击确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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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创建之后的用户子账号在RAM用户登录界面登录。

7.输入用户子账号和密码进行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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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第一次登录需要更改密码，并重新登录。

9.用户子账号登录阿里云官网之后，进入智能对话机器人控制台-系统管理-用户管理，可以看到已创建的用
户子账号，退出用户子账号，登录租户账号给用户子账号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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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租户账号登录智能对话机器人控制台后，可以对已创建的用户子账号进行账号和用户名称的关键词搜
索，点击编辑，可以修改用户子账号的用户名称，也可以编辑备注。

在用户权限中可以管理对应用户的角色绑定，角色是决定了当前用户的功能使用权限，而在用户权限中还可
以对细粒度的知识类目、机器人范围进行管理。

用户权限查询用户权限查询
用户权限的查询支持账号名称和对应角色两个维度。

4.2. 用户权限4.2. 用户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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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权限编辑权限
在编辑权限中可以对角色进行多选，选择完成后的最终权限是取并集。

选择完成角色后还可以对下方的细粒度权限进行控制：

知识类目：即控制FAQ类目的权限，在自定义中选择即可见，全部为不做限制。

机器人范围：即控制整个机器人的权限，在自定义中选择即可见，全部为不做限制。

撤销权限撤销权限
通过撤销权限可以撤销对应用户绑定的角色权限，该操作也可以通过编辑进行。

4.3. 角色管理4.3. 角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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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角色管理可以根据角色划分来控制各功能节点的权限。系统已根据常见的权限划分默认预置一部分不可
进行删除和编辑操作的角色信息，详细内容可以直接在列表对应的权限点字段中查看。

新建/编辑角色新建/编辑角色
通过新建角色可以在系统预置的角色外重新自定义角色并绑定一部分权限点，权限点按照功能进行分布，可
以直接通过点选的形式进行选择。如果想对功能下的具体内容进行管理，可以参见“权限管理”功能中关于
细粒度权限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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