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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GB/T XXXXX《信息技术 智能语音交互测试方法》为GB/T 36464《信息技术 智能语音交互系统》
提供基础性测试方法。
本文件是GB/T XXXXX《信息技术 智能语音交互测试方法》的第2部分。GB/T XXXXX已经发布了以
下部分：
——第1部分：语音识别；
——第2部分：语义理解。
本文件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8）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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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智能语音交互在智能家居、智能客服、移动终端、车载终端等诸多领域应用广泛，已成为当前人
机交互的重要方式之一。随着智能语音交互越来越深入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对智能语音交互
的系统参考框架、基础技术要求、互联网接口要求等进行统一规范，在这方面，我国已制定了支撑智
能语音交互系统的基础性国家标准。在此基础上，也需要用统一的测试方法和评价标准来对智能语音
交互系统的能力进行评测，为智能语音交互相关的产品和服务提供评测的基础方法和依据。
智能语音交互包括语音识别、语义理解和语音合成三个基本环节，各环节所涉及的测试对象、测
试项目、测试环境和测试方法均有所不同。GB/T XXXX《信息技术 智能语音交互测试方法》旨在确立
和描述适用于智能语音交互各环节的测试项和测试方法，拟由三个部分构成。
——第 1 部分：语音识别。目的在于为智能语音交互中的语音识别环节提供测试项和测试方法。
——第 2 部分：语义理解。目的在于为智能语音交互中的语义理解环节提供测试项和测试方法。
——第 3 部分：语音合成。目的在于为智能语音交互中的语音合成环节提供测试项和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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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1

智能语音交互测试方法

第 2 部分：语义理解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智能语音交互测试中语义理解（子）系统的测试项和测试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智能语音交互测试中语义理解（子）系统测试的设计和实施。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T 36464.1 信息技术 智能语音交互系统 第1部分：通用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36464.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命名实体 named entity
具有特指或唯一含义的指称名字的实体。
4

概述
智能语音交互测试中的语义理解测试主要包括功能测试与性能测试，具体如下：
—— 功能测试用于检查被测系统是否提供了语义理解相关的各项功能，具体包括；
—— 性能测试用于检查被测系统中语义理解相关的各项性能，具体包括理解效果，理解效率，
系统稳定性。
测试过程中，根据被测系统技术规范进行在线/离线的功能和性能测试。
注1：本文件对所列出的功能测试项选择不做要求，实际测试时根据被测系统的功能要求和测试需求进行选择。
注2：语义理解测试包括客观测试和主观体验测试，主观体验测试项和测试方法见附录A。

5
5.1

测试准备和执行
测试数据集

在测试开始前，应通过人工编写或采集的方式制作测试数据集。可根据不同测试项划分出多个测
试数据集，在实际测试时可根据需要选择测试数据集。测试数据集类型和要求符合表1和表2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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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序号

测试文本类型和要求

文本分类

1

单字、词语文本

2

短语文本

3

单句文本

常用文本

4

数量

不少于 5 条

对话文本

5

段落文本

6

文章文本

7

敏感信息文本

8

命名实体文本，如：人名、地名等，覆盖已定义业务相关命名实体

9

特殊格式文本，如：数字、日期时间、英文大小写等

特殊文本

10

特定语种文本，如：中文、英文、韩文等

不少于 5 条

11

特殊编码文本，如：utf-8、gbk 等

12

特殊符号文本，如：包含逗号、句号、问号等符号文本

13

乱码文本：如 utf8 和 gbk 混合编码等

异常文本

14

序号

测试数据集类型和要求

测试数据分类
已定义场

已定义场景/业务一般文本数据

景/业务
2

文本数据

不少于 5 条

不支持语种文本

表2

1

不少于 1000 条

已定义场景/业务常用文本数据

文本要求
文本长度：数据较多情况下，

数量
每个业务不少于 200 条

统计文本长度分布，根据此

每个业务至少覆盖 3 次，

分布来控制文本长度数量分

可持续收集

布；否则根据常用文本长度
3

同领域，未定义场景/业务一般文本数据

同文本长度数量分布。

未定义场
4

景/业务
文本数据

5
6

5.2

b)

每个业务至少覆盖 3 次
每个业务至少覆盖 3 次，

同领域，未定义场景/业务常用文本数据

文本类型：符合表 1 的要求。

闲聊

均不少于 5 个字符

不少于 1000 条

无意义、无逻辑文本数据

均不少于 5 个字符

不少于 100 条

测试工具
a)

2

平均值的正态分布，控制不

可编程测试工具要求如下：
 应能调用被测系统开放接口；
 应能对工具配置文件进行定制；
 应能接收文本数据并将其输入至被测系统；
 应能进行功能测试及其相应的性能测试；
 应能以文本形式获取被测系统运行结果。
测试统计工具要求如下：
 应能自动不同测试指标的系统运行结果进行统计和分析；

可持续收集

GB/T XXXXX.1—XXXX
应能自动对系统运行结果和标准结果对比文件进行比对。
资源监测工具应能监测内存、CPU、GPU、句柄数等系统资源指标。

c)

5.3

测试环境
应根据被测系统的功能和性能要求，按照被测系统的使用场景进行软硬件环境配置。

5.4

测试执行
应使用可编程测试工具和测试统计工具将测试数据集输入到被测系统并获取运行结果。

5.5

结果判定
应根据被测系统技术要求对系统在各测试项上的运行结果进行记录、分析和判定，形成测试结果。

6
6.1

功能测试方法
意图理解

测试内容：检查被测系统是否提供理解说话人的意图的功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具体功能。
a) 模糊识别：能正确处理错别字、同义词、多字少字问题。
b) 语义抽取：能抽取语义要素和说话人关键意图，包括：
 命名实体抽取，被测系统能自动对文本中表达关键意图的命名实体进行抽取；
 关键词抽取，被测系统能自动对文本中表达意图的关键词进行抽取；
 语义关系抽取，被测系统能自动对文本中语义关系三元组进行抽取。
c) 语义排序：能在语义理解结果中给出多个排序后的理解结果，供说话人进行选择或二次确认。
d) 意图分类：检查被测系统是否提供对说话人的关键意图进行预测，将输入的文本数据对应到
一个或多个预定的意图上，并标记文本数据所属意图类别的功能。
测试方法：按照表2已定义场景/业务文本数据的要求制作测试数据集，使用可编程测试工具和测
试统计工具将测试数据集输入到被测系统并获取运行结果，按照测试内容的描述对结果进行判定。
6.2

命名实体识别

测试内容：检查被测系统是否提供在文本中找出并准确标注命名实体的功能。
测试方法：按照表1命名实体文本的要求制作测试数据集，使用可编程测试工具和测试统计工具将
测试数据集输入到被测系统并获取运行结果，按照测试内容的描述对结果进行判定。
6.3

敏感信息辨别
测试内容：检查被测系统是否提供根据上下文对输入文本中的敏感内容进行分辨的功能。
注：敏感内容包括涉及黄色、暴力、恐怖和国家安全等信息的内容。

测试方法：按照表1敏感信息文本的要求制作测试数据集，使用可编程测试工具和测试统计工具将
测试数据集输入到被测系统并获取运行结果，按照测试内容的描述对结果进行判定。
6.4

语义拒识
测试内容：检查被测系统是否提供对无法处理或不应当处理的内容输入进行分辨和拒识的功能。
注：无法处理的内容包括被测系统不支持的业务内容；不应当处理的内容包括完全无意义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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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按照表2未定义场景/业务文本数据的要求制作测试数据集，使用可编程测试工具和测
试统计工具将测试数据集输入到被测系统并获取运行结果，按照测试内容的描述对结果进行判定。
6.5

信息检索

测试内容：检查被测系统是否提供信息检索的功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具体功能。
a) 个性化词典检索：联系人列表、歌曲列表和兴趣点（POI）等。
b) 第三方信源检索：天气、航班、酒店和股票等。
c) 自定义知识库检索。
测试方法：按照表2已定义场景/业务文本数据的要求制作测试数据集，使用可编程测试工具和测
试统计工具将测试数据集输入到被测系统并获取运行结果，按照测试内容的描述对结果进行判定。
6.6

文本相似度

测试内容：检查被测系统是否提供根据输入的文本数据，计算其与已有文本的语义相似度的功能，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具体功能。
a) 语义不变，对句子进行替换同义词等简单的变化。
b) 语义不变，对句子结构进行变化。
c) 语义不变，改写句子的结构和用词。
d) 用词和结构非常相似，但是语义不同。
测试方法：按照表2已定义场景/业务文本数据的要求制作测试数据集，使用可编程测试工具和测
试统计工具将测试数据集输入到被测系统并获取运行结果，按照测试内容的描述对结果进行判定。
6.7

文本修改

测试内容：检查被测系统是否提供对对话中的前一句文本进行修改的功能。
测试方法：按照表2已定义场景/业务文本数据的要求制作测试数据集，使用可编程测试工具和测
试统计工具将测试数据集输入到被测系统并获取运行结果，按照测试内容的描述对结果进行判定。
6.8

语义修正
测试内容：检查被测系统是否提供对语义理解错误的结果进行自动校正的功能。
注：语义理解错误包括句法错误、中文分词错误、指代消歧错误等。

测试方法：按照表2已定义场景/业务文本数据的要求制作测试数据集，使用可编程测试工具和测
试统计工具将测试数据集输入到被测系统并获取运行结果，按照测试内容的描述对结果进行判定。
6.9

自然语言生成

测试内容：检查被测系统是否提供根据语义理解结果生成自然语言文本，符合说话人意图、满足
语音交互响应的功能。
注：自然语言文本内容包括：

a)

简单答复文本，

b)

根据预定义模板的答复文本，

c)

理解和符合说话人意图的答复文本，

d)

说话人意图不明确时给出的合理的引导或推荐答复文本。

测试方法：按照表2已定义场景/业务文本数据的要求制作测试数据集，使用可编程测试工具和测
试统计工具将测试数据集输入到被测系统并获取运行结果，按照测试内容的描述对结果进行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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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逻辑推理

测试内容：检查被测系统是否提供对文本内容的逻辑计算和推导的功能。
示例：2020年是闰年；爸爸的妈妈叫奶奶。

测试方法：按照表2已定义场景/业务文本数据的要求制作测试数据集，使用可编程测试工具和测
试统计工具将测试数据集输入到被测系统并获取运行结果，按照测试内容的描述对结果进行判定。
6.11

对话引导和推荐

测试内容：检查被测系统是否提供根据说话人意图和场景需求动态生成引导提示用语的功能；检
查被测系统是否提供根据当前用户意图和历史用户画像，主动向用户推荐其可能感兴趣的信息，包含
但不限于以下具体内容。
a) 个性化词典。
b) 根据用户行为习惯挖掘归类的信息。
c) 已定义知识库内的知识。
d) 第三方信源信息。
e) 海量数据的检索得到的关联信息。
测试方法：按照表2的要求制作测试数据集，使用可编程测试工具和测试统计工具将测试数据集输
入到被测系统并获取运行结果，按照测试内容的描述对结果进行判定。
6.12

上下文相关的多轮会话

测试内容：检查被测系统是否提供上下文相关的多轮会话处理能力，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具体功能。
a) 对话状态跟踪。
b) 对话策略管理。
c) 对话意图切换、跳转。
d) 历史信息继承。
测试方法：按照表2已定义场景/业务文本数据的要求制作测试数据集，使用可编程测试工具和测
试统计工具将测试数据集输入到被测系统并获取运行结果，按照测试内容的描述对结果进行判定。
7
7.1

性能测试方法
理解效果

测试内容：理解效果测试项包括精确率、召回率、拒识率、准确率、F1值、平均排序倒数和归一
化折损累计增益等参数，具体参数描述如下。
a) 精确率：检测被测系统语义理解的能力，即被测系统对有效文本实际响应正确的次数占所有
文本响应正确的总次数的比率。参数值计算方法见公式（1）：

....................................................................（式1）
式中：
PSS——语义理解精确率；
NSS——有效文本实际响应正确的次数；
NS ——所有文本响应正确的总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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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召回率：检测被测系统语义理解的能力，即被测系统对有效文本实际响应正确的次数占应该
响应正确的总次数的比率。参数值计算方法见公式（2）：

................................................................... （式2）
式中：
RSS——语义理解召回率；
NSS——有效文本实际响应正确的次数；
NSC——有效文本应该响应正确的总次数。
c) 拒识率：检测被测系统语义拒识的能力，即被测系统对无效文本实际响应正确的次数占无效
文本输入的总次数的比率。参数值计算方法见公式（3）：

....................................................................（式3）
式中：
SR——语义拒识率；
NSR——无效文本实际响应正确的次数；
NR ——无效文本输入的总次数。
d) 准确率：检测被测系统语义理解的能力，即被测系统对所有文本实际响应正确次数占所有文
本响应的总次数的比率。参数值计算方法见公式（4）：

.............................................................. （式4）
式中：
ASS——语义理解准确率；
NSS——有效文本实际响应正确的次数；
NSR——无效文本实际响应正确的次数；
N ——所有文本响应的总次数。
e) F1 值：检测被测系统语义理解的能力，即被测系统精确率和召回率的加权调和平均值。参数
值计算方法见公式（5）：

............................................................ （式5）
式中：
F1——被测系统F1值；
PSS——语义理解精确率；
RSS——语义理解召回率。
f) 平均排序倒数：检测被测系统信息检索的能力，即正确结果在被测系统给出结果中的排序位
置倒数的平均值。参数值计算方法见公式（6）：

.............................................................. （式6）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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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R ——平均排序倒数；
Q
——信息检索的总次数；
i
——第i次信息检索；
ranki——在第i次信息检索中正确结果出现的排序位置。
g) 归一化折损累计增益：检测被测系统信息检索的能力，即被测系统给出结果的排序相关性评
分与理想结果的排序相关性评分的比值。参数值计算方法见公式（7），公式（8）和公式（9）：

..............................................................（式7）
式中：
DCG——折损累计增益；
K ——信息检索结果个数；
j ——第j个检索结果；
relj——第j个检索结果的相关性评分。

........................................................... （式8）
式中：
IDCG ——理想结果折损累计增益；
|RELK|——信息检索结果个数按照相关性评分从大到小排序；
j
——第j个检索结果；
relj ——第j个检索结果的相关性评分。
..................................................................（式9）
式中：
NDCG——归一化折损累计增益；
DCG ——折损累计增益；
IDCG——理想结果折损累计增益。
测试方法：理解效果测试可根据不同功能选择适用测试指标进行测试，不同功能及其适用的效果
测试指标对应情况见表3。
表3
功能

精确率

召回率

不同功能及其适用的效果测试指标

拒识率

准确率

F1 值

平均排序倒数

归一化折损
累计增益

备注
单测语义抽取功能，语

意图理解

必选

必选

可选

可选

可选

/

/

义信息抽取正确即为
正确，不关注意图理解
是否正确。
单测命名实体识别功

命名实体识别

必选

必选

可选

可选

可选

/

/

能，命名实体识别正确
即为正确，不关注意图
理解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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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功能

不同功能及其适用的效果测试指标（续）
F1 值

平均排序倒数

归一化折损

精确率

召回率

拒识率

准确率

敏感信息辨别

必选

必选

可选

可选

可选

/

/

语义拒识

/

/

必选

/

/

/

/

信息检索

可选

可选

可选

/

/

可选

必选

文本修改

可选

必选

可选

可选

可选

/

/

语义修正

必选

必选

可选

可选

可选

/

/

逻辑推理

必选

必选

可选

可选

可选

/

/

累计增益

备注

理解效果测试方法如下。
—— 测试数据：按照表2的要求制作测试数据集，对各测试数据集所有的文本内容进行人工标注，
并制作成标准结果对比文件。
—— 测试工具：符合5.2的要求。
—— 测试环境：符合5.3的要求。
—— 测试执行：按照5.4的要求对被测系统进行测试。
—— 结果判定：按照表3给出的适用关系和测试内容描述的方法得出系统运行结果并生成结果文
件，包括测试数据集名称、测试数据集数量、指标项结果等。系统运行结果符合被测系统
技术要求或相关标准规范则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7.2

理解效率

测试内容：理解效率测试项包括平均响应时间、响应时间分布和识别吞吐量等参数，具体参数描
述如下。
a) 语义理解平均响应时间：检测被测系统的语义理解响应速度，即在输入一条文本后，被测系
统给出该条语义理解结果的时间。参数值计算方法见公式（10）：

........................................................... （式10）
式中：
Tavgssu——语义理解平均响应时间；
tiu ——得到第i条文本语义理解结果的时间；
tie ——输入第i条文本结束的时间；
N ——输入文本总条数。
b) 响应时间分布：检测被测系统的语义理解响应速度，即在输入一条文本后，被测系统给出该
条语义理解结果的时间为响应时间，统计测试数据集上所有的响应时间分布及其占比情况。
c) 语义理解吞吐率：检测被测系统的语义理解整体效率，即被测系统在单位响应时间内语义理
解的时间长度。参数值计算方法见公式（11）：

............................................................ （式11）
式中：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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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uP ——语义理解吞吐率；
W ——测试集；
TS ——测试集上文本大小；
Tssu ——测试集上响应时间时长。
测试方法：理解效率测试方法如下。
—— 测试数据：按照表2的要求制作测试数据集。
—— 测试工具：符合5.2的要求。
—— 测试环境：符合5.3的要求。
—— 测试执行：按照5.4的要求对被测系统进行测试。
—— 结果判定：按照测试内容描述的方法得出系统运行结果并生成结果文件，包括测试数据集
名称、测试数据集数量、指标项结果等。系统运行结果符合被测系统技术要求或相关标准
规范则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7.3

系统稳定性
测试内容：系统稳定性测试项包括稳定运行和资源使用等参数。
a) 稳定运行：检测在给定的软硬件配置和系统并发路数的条件下，被测系统运行 4.2.1～4.3.12
的各项功能，未出现崩溃、假死或功能异常，能持续正常运行的能力。
注：给定的软硬件配置和系统并发路数需满足被测系统正常运行的能力。

b)

资源使用率：检测在给定软硬件配置和系统并发路数的条件下，被测系统运行 4.2.1～4.3.12
的各项功能，系统物理内存、虚拟内存、CPU、GPU、句柄等各项资源使用率持续平稳的能力。

注：给定的软硬件配置和系统并发路数需满足被测系统正常运行的能力。

测试方法：系统稳定性测试方法如下。
—— 测试数据：按照测试项要求准备测试数据集，并明确软硬件配置和系统并发路数。
—— 测试工具：符合5.2的要求。
—— 测试环境：符合5.3的要求。
—— 测试执行：按照5.4的要求对被测系统进行测试，在线场景下持续7天、离线场景下持续3天
连续不间断向被测系统循环输入测试文本，连续监测系统运行情况和物理内存、虚拟内存、
CPU、GPU、句柄等资源使用率变化情况。
—— 结果判定：按照测试内容描述的方法得出系统运行结果并生成结果文件，包括测试数据集
名称、测试数据集数量、软硬件配置、系统并发路数和指标项结果等。系统运行结果符合
被测系统技术要求或相关标准规范则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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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主观体验测试
A.1

概述

根据不同场景/业务需求和不同使用者感受，语义理解相关功能的效果会产生差异，本附录给出了
人工主观体验测试的测试项和测试方法。
A.2

测试项

A.2.1

平均对话轮数

检测被测系统理解说话人意图所需要的平均对话轮数。计算方法见公式（A.1）：

............................................................. （式A.1）
式中：
RAVG——平均对话轮数；
ND ——请求对话总次数；
RD ——每一次对话的交互轮数。
A.2.2

任务完成率

检测被测系统对话过程中任务完成率。计算方法见公式（A.2）：

........................................................... （式A.2）
式中：
RREACH——任务完成率；
NT ——请求对话总次数；
RT ——每一次对话中任务达成数，一次对话中可以有多个任务。
A.2.3

满意度

每个测试人员完成体验后，从任务完成情况、响应速度等方面综合考虑，对语义理解（子）系统
给出满意度等级。一般分为：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很差。
A.3
A.3.1

测试方法
测试数据集

在测试开始前，根据场景/业务需求，以随机产生的方式预定义说话人意图，并通过人工编写或采
集的方式制作测试数据集。
A.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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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可编程测试工具和日志分析统计工具进行测试。
A.3.3

测试环境

根据被测系统的功能和性能要求以及使用场景进行软硬件环境配置。
A.3.4

测试执行

让不少于20名，不同性别、年龄段、学历背景的测试人员根据测试数据集与智能语音交互系统进
行对话，记录一次对话中的交互轮数、一次对话中任务是否达成、体验完成后对整个体验过程的满意
度。同时，对交互过程中的日志进行统计分析。
A.3.5

结果判定

测试结果：任务完成率越高越好；任务完成率相同，平均对话轮数越少越好；任务完成率和平均
对话轮数均相同，满意度越高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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