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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产品简介
智能语音服务（Artificial Audio Intelligence）满足语音识别、语音合成、声纹识别等语音处理需求。智能语

音服务拥有强大的垂直领域定制化服务，打造专业高效的语音大脑，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智能语音解决方案。

产品功能

语音识别

智能语音服务具有语音转文字，根据关键词列表搜索语音偏移量，情绪识别，静音监测等功能；提供声学和语

言模型定制化服务。

语音合成

智能语音服务可以将文本转成自然清晰的语音，支持多种音色选择、语速选择，并支持中文、英文和中英文混

读等。

声纹识别

提供语音一对一识别功能，可以用来鉴定说话人身份，在金融行业可用于用户身份鉴定，保障用户资金安全。

云端 + 嵌入式

云端服务可随需求弹性扩缩容，并提供持久化存储能力；嵌入式引擎满足无网络场景下智能语音需求。云端和

嵌入式的结合，可以满足智能硬件和智能家居的实时语音交互需求，提升用户体验。

应用场景

语音质检

语音转文字，情绪识别，静音监测，关键词搜索等多种能力结合，提高通话合规性检查效率；语料信息隐藏的

市场信息亦可提高企业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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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搜索

针对垂直领域定制化的语音识别引擎，在联网或无网络环境下，提供便捷人机交互方式，提升产品体验。

智能客服

通过机器学习挖掘用户问题，免去多级语音菜单导航烦恼，通过机器人回答代替 50%

以上人力，降低运营成本。

身份鉴定

声纹识别技术高达 99% 的身份鉴定准确率，为众多领域提供更可靠的安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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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概念
智能语音服务涉及到对象存储以及语音识别的相关基本概念，为了帮助用户理解后续内容，将智能语音服务涉

及的基本概念作如下说明。

1. APPID

腾讯云应用 ID。

获取途径：新用户注册并登录 腾讯云管理中心控制台，立即生成 APPID。

2. ProjectId

腾讯云项目 ID，默认项目 ID 为 0。

获取途径：用户登录 控制台，选择【用户中心】栏下的【项目管理】，可查看默认项目，默认项目 ProjectId

= 0。单击【新建】即可创建新项目，并获取新的 ProjectId。

3. SecretId 和 SecretKey

腾讯云安全凭证，其中，SecretId 是用于标识 API 调用者身份的，而 SecretKey

是用于加密签名字符串和服务器端验证签名字符串的密钥。用户应严格保管其 SecretKey，避免泄露。

获取途径：

1) 用户登录 控制台，单击【云产品】，选择【监控与管理】栏下的【云 API 密钥】，进入云 API

密钥管理页面。

2) 在云 API 访问密钥管理页面，单击【新建】即可以创建一对

SecretId/SecretKey，每个帐号最多可以拥有两对 SecretId/Secret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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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服务类型

智能语音提供的四种服务类型，包括语音识别（Automatic Speech Recognition，ASR）、语音合成（Text

to Speech，TTS）、声纹识别（Voiceprint Recognize，VPR）、客服机器人（Customer Service

Robot，CSR）。

5. 子服务类型

在智能语音服务 ASR、TTS、VRP、CSR 服务层级下，还细分出了服务子类型。例如：语音识别子服务类型当

前包括离线语音识别和实时流式语音识别。

6. 模板

模板由一组指定语音处理的参数定义而成，模板的命名需要在 Project 内唯一，必备的参数包括 APPID，Proj

ectId，服务类型、子服务类型，除此之外还包括对应子服务类型需要的其他处理参数。用户可以在控制台进行

模板的创建、修改和删除。提交到智能语音服务的请求，可以通过指定模板的形式，来指定如何处理语音。

7. Bucket

用户存储在对象储存下的第一级目录。每个 Bucket 拥有自己的访问域名（外网、内网、加速访问域名）、访

问控制权限（公有、私有）、回源设置、防盗链设置等属性配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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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识别
语音识别（Automatic Speech Recognition）服务，应用业界最先进的深度学习算法，具备出色的语音转文

字、关键词检索、静音检测、语速检测、情绪识别能力。全面满足电话录音质检、实时语音输入、直播字幕及

审核等多种场景下的语音处理需求。

优势

强大的识别能力：

立足腾讯社交数据大平台，积累了数十万小时标注语音数据，拥有海量的语言层数据，具备有竞争力的识别准

确率。

方法最全：具备业内领先语音识别建模方法，包括 LSTM，BLSTM，Deep CNN，LFMMI，CTC

重估等多种声学模型建模技术。

应用广泛：经过内外部各大业务线的充分验证，珍爱网、知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微信、QQ

等，覆盖行业广泛，日服务亿级用户，丰富的业务应用场景。

语音转文字

语音转文字功能可以实现成语音到文字的转换，语音输入设备可以是电话、手机、鹅颈麦克风、麦克风阵列等

等，同时您可以根据业务指定通用或者合适的领域引擎。广泛应用于电话录音转写、医院电子病历输入、会议

现场同步字幕、直播配字幕等场景。

关键词检索

关键词检索能够帮助您从语音中检索出业务关注的词汇。您可以同时提供多达 200 个关键词，关键词检索功能

可以帮助您定位语音中出现了哪个或哪几个关键词以及它们分别相对语音开头的时间偏移位置，同时返回结果

置信度。广泛应用于电话录音、直播、APP 音频质检审核场景。

语速检测

语速检测可以对说话人的语速进行检测，给出分钟内说出的字数。较人工检测方式，准确率更高，效率更高，

成本更低。广泛应用于电话座席的语速监控，同声传译场景的发音人语速监控，电视广播播音员的语速评测等

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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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合成
语音合成（Text To Speech）满足已知文本生成语音的需求，打通人机交互闭环。多种音色选择，支持自定义

音量、语速，为企业客户提供定制自有领域词库和个性化发音人服务，让发音更自然、更专业、更符合场景需

求。语音合成广泛应用于语音导航、有声读物、标准发音领读、自动新闻播报等场景。

优势

a. 算法领先

腾讯自研的基于隐马尔可夫模型（HMM）的语音合成系统，采用业内先进的深度学习合成算法，具备合成快

、合成语音自然流畅等优势，让设备和应用轻松发声，人机语音交互更加顺畅高效。

b. 高稳定性

经过海量用户的充分验证，服务稳定高效，具备更高的业务场景匹配度，服务产品包括微信、腾讯地图、QQ

浏览器有声小说、2345 天气王等日服务亿级用户。

产品功能

支持中文、英文、中英文等多种语种的合成；支持根据业务需求选择合适的音量、语速等属性；更有多种发音

人音色供选择。应用业界先进机器学习算法的语音合成引擎，丰富的情感语料，让合成的声音更加自然，逼近

普通人的朗读水平。

常见的应用场景

智能客服机器人

智能客服机器人通过自动识别客户语音及语义，自动回复客户问题，通过语音合成将回复以语音形式呈现，让

人机交互闭环。

电子有声读物

有声读物的出现让人们可以在开车、走路等不方便阅读的时刻也能享受学习的快乐。人工合成有声读物，耗时

费力，且准确率难以保证。语音合成让有声读物的生成变得更简单，情感合成技术让声音更自然动听，自定义

发音人支持个性化音色，满足业务多方位合成需求。

智慧教育

配合智慧教育系统，语音合成可以实现中英文音素、单词、词组、课文的标准朗读及带读。除公共基础教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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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应用外，还可以在课外教育培训机构及教辅软件中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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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纹识别
声纹识别（Voice Print Recognition）是根据说话人的声波特性进行身份辨识的服务，身份辨识与口音无关，

与语言无关，可以用于说话人辨认和说话人确认。

优势

a. 高稳定性

经过海量用户的充分验证，服务稳定可靠，能够随业务规模无限扩展，已经在微信声纹锁、微众银行远程开户

等场景应用，服务亿级用户。

b. 高安全性

声纹特征和说话内容同时验证，自然结合，双重因子安全验证，进一步增强安全可靠性。随机数字或文本的声

纹校验，可有效地拒绝仿冒录音回放的欺诈。

基于随机数字密码识别方法

身份验证时，用户无需再牢记“数字密码”，用声音代替按键输入，验证时系统自动分配数字密码，用户根据

分配读出指定数字，完成身份验证。该功能能够解决客户因遗忘或混淆密码而带来的困扰，实时识别，速度快

安全性高。

基于指定文本密码识别方法

身份注册时，用户需要按照系统要求读出指定文本，并需要牢记文本密码。身份认证时，系统会同时校验指定

文本内容及声纹特性。文本密码需要用户妥善保存，并保密。同时支持系统自动分配及用户自定义文本密码，

灵活方便，您可以根据业务需求进行选择。

说话人辨别方法

说话人辨认前，需要先给定一个目标说话人集合，包含所有用户的语音特征序列，将待测语音从说话人集合的

用户中辨认出来，从而鉴别出说话人，是一个“多选一”的选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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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机器人
客服机器人（Customer Service Robot）依托腾讯领先的自然语言综合处理能力，深度学习企业自有知识库，

构建能够在多渠道随时响应客户问题的智能客服机器人，同时支持与内部业务系统交互，帮助企业以更低的人

力成本更智能地全方位触达客户。

机器人自动回复

客服不在线，支持全自动回复；基于上下文的多轮会话能力，不仅支持业务资讯类问题的自动回复，同时满足

业务操作类问题的引导交互；提供 API 及 SDK

接入方式，与内部业务系统无缝对接，有效整合企业数据，让服务更智能。

人工在线客服

机器未解决问题或关键业务问题，无缝对接人工客服，平衡服务效率与满意度，可以根据业务体系、工作量、

既往服务史等规则，自动分配人工客服。

数据运营分析

针对机器人及客服的会话量、服务质量、关键词进行实时统计分析；全方位分析客户满意度、情感、热点问题

，实时掌握客户服务情况。

应用场景

金融行业

应用客服机器人可以帮助企业有效节省 50%

以上电话客服人力；多渠道接入能力，可以快速构建全媒体客服。降低企业成本的同时完善企业服务体系。

电商

统一人工及机器人客服后台运营系统，让电商客户轻松接入微信、APP、网页等多种服务渠道，降低人力消耗

成本；历史消息留存机制，有效追踪用户问题，提升服务体验。

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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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覆盖用户高频率咨询，同时支持与内部业务系统打通，为用户提供自助交互操作类服务，例如：退票、改

签、查询等等；服务流程大大简化，用户操作快捷方便，服务标准统一，有效提升企业效率。

政务

随时关注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机器人自动回复已知问题，智能地检索出未解决的问题，供政企工作

人员进行调研讨论，并通过系统做出标准回复，快速精准触达人民群众，提升政企单位的服务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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