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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由简单的信息时代，迈入了新的智能

时代，飞速发展的技术与产品已经渐渐融入了人

们日常的生活，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智能

订票系统也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应用于衣食

住行各个方面，如机票、酒店住宿、旅游景点门

票的预定。通过更加自然且智能的对话系统来使

用户得以简便的完成这些事情。所以，当下更

应完善并提升智能订票系统的技术与拓展应用 

领域。

1  人机对话系统的发展历程
对于计算机而言，人机对话就是一种基础的

工作方式，是计算机使者为了让计算机完成某一

任务而对其下达指令使其精准执行的一种方式，

其核心领域包含自然语言理解 ，语音识别等多方

面技术，所以相较于这些单一水平方面的技术研

究，人机对话系统的研究起步尚晚，始于 70 年

代初，既按照时间顺序也是按照人机对话的不同

阶段所运用的不同形式，其发展历程可划分为 3

部分：数字代码时期，视觉图形时期和自然语言 

时期。

1.1  数字代码时期
在计算机刚刚问世到发展初期，计算机相较于

现在多显笨拙，一直使用的对话方式就是计算机操

作者在计算机上进行手动操作，使用由专业的字符

集组成的密码式语言，在其体系外的人基本无法理

解其语言含义，而致使当时的计算机使用操作方面

只能由专业人员来进行有限的操作使用，并且具有

很大的限制性。

1.2  视觉图形时期
这个时期人机对话所采用的就是接近人类正常

思维的“所见即所得”的图形式交流方式，通过鼠

标键盘等进行直接操作，就是指现在所普遍使用的

人机对话方式，其交流内容已经很接近于人类的自

然交流方式，以视觉方面的文字图像为主，但仍旧

和人类本来的自然交流方式有所区别，但现在这种

交流方式简明易学，扩大了计算机的使用人群 ，它

的出现使计算机得到空前的发展，也象征着人机对

话的巨大进步。

1.3  自然语言时期
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开始追求更便利

的交流方式，对于人类来说 ，最方便的交流方式莫

过于人类自身相互交流的自然语言，例如语音识别，

自然语言理解，利用动作或感知反馈信息。早在

八九十年代就有研究机构在口语对话这方面展开了

研究。

国家启动的两个项目：美国的 ARPA  Spoken 

Language System（SLS）program 和欧洲的 Esprit 

SUNDIAL（speech  understanding  and  dialogue）

program，它们都涉及到旅行方面的数据库操作，限

定在一个特定的任务领域，但其包含的词汇量并 

不大 [1]。

国内外的著名学府也相继投入研究，如美国的

MIT，中国的清华和中科院等，并且都有些许成果。

现在也有许多与自然语言有关的技术出现在人们的

生活中，例如医院、银行等许多场所能见到的一些

稀少的智能机器人，能够帮助用户自动智能的完成

某些任务。这些足以看出这项技术在未来的发展 

前景。

2  智能订票系统的原理
2.1  智能订票系统的基本结构

智能订票系统基于人机对话，涉及自然语言

处理 ，对话管理，语音识别，任务处理，信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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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方面技术，通过对人语言信息的处理与分析来

模拟正常人际交流中的对话方式来与用户沟通，使

人能够自然友好的与计算机进行信息交流 ，从而

实现对用户需求的精准执行，使用户协同计算机完

成任务。智能订票系统通过数据库对用户语言进

行关键词提取和意图分析 ，并能够通过主动提问

对话来帮助用户完善执行任务所需信息 ，再通过

处理明确用户的任务，借助网络检索信息，再将

信息返还给用户进行检验 ，确保用户任务的正确

性与用户私密信息的安全性，再进行交易，由此

为基础为用户执行任务并加以整合 ，完成用户的 

需求。

智能订票系统主要分为售票管理模块、人员

管理模块以及用户端的前台设计部分 ，其中售票

管理模块主要包括了车票统计和运营统计查询功

能，便于公司对于整体的车票销售情况进行总体把

握，此外该模块中还必须要有一个票额分配平衡管

理，主要是考虑到购票高峰时对各网点票额数量的

平衡控制。在人员管理模块中，主要涵盖了系统不

同角色使用人员的权限控制 ，人员操作监控记录

等。对于用户端的前台设计，出于用户体验的考

虑 ，在保持实用界面简洁实用的同时，尽量覆盖

网络浏览器、手机客户端、基于微信公众号等多种 

途径。

2.2  人机对话的关键技术
2.2.1  自然语言处理

自然语言处理大体包括了自然语言理解和自

然语言生成两大部分，以语言学为基础，为使计算

机能够理解和运用人类社会中的自然语言。而在

本系统中，自然语言的生成只需要精准的提炼与整

合 ，所以，相比较而言更重要的是如何从人类逻辑

形成的语言中正确理解其含义。因此，自然语言

理解的重点也在于句子结构划分 ，消除歧义两个 

方面。

1）句子结构划分。中文作为一门极其复杂的

语言，在句子构成上没有一种明显的词边界符，

也就是说中文只是字，句和段可以通过明显的分

界标志来划分边界，所以对于中文来讲，确定词

的划分是理解自然语言的第一步 [2]。这也就是

中文分词技术，具体也分为基于不同方式的词语 

划分。

2）语义理解分析。中文文本大体上看是由

汉字组合而成的字符串，由字组成词，词组成

句，句组成段，但是无论是哪一个层次，在中文

理解方面都存在多重含义 ，其具体意思的理解需

要分析其所处的语境和上下文等多个角度综合

整合。根据语言理解理论 [3]，篇章理解包括句子

理解与上下文理解，句子理解需要理解后的知

识 ，上下文理解也是依靠知识的匹配理解证明

过程。所以需要消除歧义，而为了实现这一目

的，精准的理解文本含义，又需要大量的知识积

累并进行深度的推理，将知识完整的收集并整理

出来，再转化成数据以正确的形式系统的存入计 

算机。

2.2.2  对话管理

在整个对话系统中，对话管理模块处于一个

非常重要的地位。对话管理是指在进行整个对话过

程时，控制对话的进程，引导对话的正确方向并

确保对话高效准确的进行。计算机通过对话管理沟

通数据库发出语言来进行信息的完善，消歧 ，存

储，查询及返还，构建出相应的对话模板，具体 

如下：

1）信息完善。通过构建的对话模板设计

出语言文本，向用户询问任务所需的明确信

息与知识来使系统完善信息储备并准确执行 

任务。

2）信息消歧。由自然语言处理可知的文本

歧义就需要对话管理来自行消歧 ，将系统难以确

定的多义语句归纳其含义供用户进行选择加以 

确认。

3）信息存储。进行多次对话后，将用户的常

用信息与高频任务整合存储于数据库，并将历史信

息进行分类处理与模块联系，使用户任务的再次执

行更加高效与便利。

4）查询。将系统的基础设置与功能和对话常

见问题编成通用的对话模板，为用户的使用提供说

明和相应的帮助信息。

5）信息返还。在信息明确，任务准备就绪后，

整合任务对话的关键信息并返还给用户加以确认，

还需在任务完成后，将结果精确简洁的返还给用户，

确保任务执行的准确性与安全性。

本系统构建的对话管理的本质就是将不

同情况下的对话信息进行模块联系和精确化，

即便如此，这一部分仍是对话系统的核心与 

主干。

3  智能订票系统的短板及发展趋势
3.1  当前存在的问题

智能订票系统基于人机对话，而人机对话系

统作为多方面技术原理综合的一项相对新兴的研究

热点，即使在 20 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前已经开始这

个方向的技术研究，但发展到现在，仍然有许多的

难题亟待研究与攻克。现阶段人机对话的应用广度

还有很大的不足，现在的技术水平只能应用于单个

任务领域的口语对话，并没有涉及到多个任务领

域的复杂情况，在对话系统中，还存在一系列挑

战性的问题，尤其是面向多个对话领域的知识库 

构建 [5]。



《科技传播》2019·2（下）155

信息科技探索

为了实现多领域乃至无领域对话，需要庞大且

复杂的知识储备和推理能力，这样才能灵活无误的

应对多种情境。而且现在的人机对话系统缺少真正

意义上的语义理解，只能程序化的通过沟通数据库

建立应答模板来进行人机对话，因此计算机仍需要

具备强大的学习能力。

3.2  未来的发展趋势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对方便快捷越来

越多的要求，会使智能订票系统有着很大的市场需

求与更大的发展空间，为了应对用户的需求 ，未来

智能订票系统会向更便捷的方向发展，更具全能型，

例如自然语言理解的自然化和语音识别的精准化，

都将随着技术研究的进行而变得更加完善。

相对于系统应用的人机对话技术，人机对话技

术本身的应用范围也将进一步拓展，在人工智能的

多方面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这也是未来科技

发展的主流方向。

人 机 对 话 的 具 体 钻 研 方 向 就 在 于 语 言

的真正理解和知识库的构建，未来的人机对

话一定能够适用于各种环境与情况，扩大任

务领域，使人机能够友好的实现无限制的自

然语言交流。人机对话将会开启人工智能新 

前景。

4  结论
文章对智能订票系统的应用原理和其囊括的

人机对话技术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概述与展望。汇总

而观，人机对话的研究与发展正大步向前，当下的

信息技术领域也已经出现了许多并不十分全面且完

善的人机对话应用的相关产品，其技术方面已经能

够形成完整的结构体系，但在语言理解的精确性和

知识数据库的积累方面还有很大欠缺。随着现在科

学技术工作者与研究人员对其愈发重视，研究的角

度更加全面，在知识的获取和计算机推理能力的

钻研与更加深入，如 AlphaGo 的不断完善与突破也

从侧面象征了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相信智能订

票系统与其他智能产品能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 

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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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优化远程教育 
线上教育已然成为未来教育行业的新兴模式之

一，但是由于远程教学时授课老师可能无法及时发

现学生的情感变化，有可能导致上课效率下降。通

过情感识别技术能够实时对学生的状态进行分析，

辅助和提醒授课老师，酌情调整授课方式和内容并

适当休息。

3.4  治愈空巢老人
目前大多数的老人身边都缺少儿女的陪伴，具

有情感识别能力的机器人能够在他们感到孤独和悲

伤的时候，结合心理疏导技术与其进行沟通，使其

得到适当的精神慰藉。也可在老人思念儿女的时候

自动发送信息到他们的手机上，进一步预防老年人

心理疾病的发生。

4  结论
语音情感识别作为一项具有广阔发展前景

的领域 ，虽然经过了几十年的不断发展，但是由

于情感表达的本身具有极强的个性化特征，所以

导致情感强度相似的情感语音仍然难以辨别。文

中简要地分析了语音情感识别系统的框架如预处

理、特征提取、模型建立等，并根据目前存在

的问题结合深度学习，探讨了目前主流的技术

路线，最后简要地总结了语音情感识别的应用 

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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