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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历史版本历史版本历史版本历史 
时间 版本号 内容 

2006-12-7 jTTS v5.0 

1. 改进了韵律模型，获得更为准确的韵律

预测； 

2. 高精确度的前端文本分析、韵律词和韵

律短语分析算法； 

3. 改进的多音字分析算法； 

4. 改进了数字、符号读法的自动判断处理。 

5. 增加了声韵母拼接方案，考虑协同发音

等因素，增加了合成语音的流畅度 

2007-1-31 jTTS v5.0.1.0 

1.解决了领域/定制音库无法调到的问题； 

2.对电话号码读法进行了改进，可以取代定

制音库来阅读电话号码； 

3.二次校对拼音并重新生成了 XiaoKun 音

库，包括轻声、儿话、补充音节； 

4.校对并更新了的基础词库，丰富了领域词

表； 

5.针对领域电报读法进行了优化； 

2007-2-9 jTTS v5.0.1.2 

1.添加 XiaoKun 精简音库，容量从原来的

2.5G 将为 1.2G； 

2.生成精简 XiaoKun 引擎； 

3.修改了影响合成质量的 7 个问题与程序

中的隐藏 bug； 

2007-6-5 jTTS v5.0.1.3 添加 ShuYi 粤语音库 

2007-8-10 jTTS v5.0.1.4 添加负载热备功能； 

2007-11-1 jTTS v5.0.3.3 添加 Chris 美国英语引擎 

2007-11-20 jTTS v5.0.3.4 添加 GULIU 韩语引擎 

2008-1-10 jTTS v5.0.4.4 增加负载均衡功能； 

2008-2-1 jTTS v5.0.5.4 增加 MRCP2.0 服务器 

2008-8-10 jTTS v5.5.2008.0810 增加 jTTS_Java 组件 

2009-2-3 jTTS v5.5.2008.0203 增加 jTTS Web Service 支持 

2009-10-23 jTTSv5.0.2009-5-18 

1 jTTS 产品层Windows和 Linux版本代码合

并； 

2 在合成服务器端增加语音缓冲功能； 

2009-10-23 jTTS v5.0.2009.1023 增加 ZhangNan 音库； 

2009-11-27 

jTTS 

5.0.2009.1120_RHAS4

_本地版 

1.修改了天气预报无法调用到定制问题； 

2.修改了 0%读法错误问题； 

3.在原有网络版本基础上删除相关的服务

器的组件 

4.修改了 jTTS.cfg 日志大小默认为 128M 

2012-3-28 jTTS v6.0.0328 
对中文引擎进行升级： 

1.升级文本处理模块，提升数字符号、多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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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韵律边界预测等文本处理能力； 

2.升级规划合成算法，提升合成语音的韵律

感、自然度； 

2012-5-2 jTTSv6.0.0502 

对中文引擎进行升级： 

1. 数字符号模块升级； 

2. 文本分析模块内存调用机制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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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背背背景景景景 

1.1. 公司简介公司简介公司简介公司简介 

北京捷通华声语音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10 月，主要致力于中文语音技术的开发

和应用。作为一家专业的语音技术公司，经过十年的发展历程，公司推出了具有国际领先水

平的捷通华声语音合成技术，在与同类技术的竞争中取得了领先的地位，并已成为语音技术

领域知名的软件产品供应及服务厂商。 

捷通华声的核心技术（jTTS）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文语音合成技术，它积累了

十多年来捷通华声自身长期的相关领域研究与行业实践经验，目前在国际上已处于领先地

位，并已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围绕 jTTS 核心技术，捷通华声还推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案，

形成了涵盖 CTI 行业应用、桌面级应用、嵌入式应用、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应用等各个领域

的产品体系，并在电信、金融、交通运输、电力、教育、政府等行业的客服中心、语音门户、

电子商务服务平台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产品已远销美国、欧盟、日本、新加坡等海外

市场，以其接近真人的合成效果和很高的系统稳定性在业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语音是人类交流最自然、最方便的手段，因而也必然成为人机交互最自然、最方便的手

段之一。捷通华声秉承这一理念，将通过不懈的努力来追求语音技术的不断完善，为提供自

然、方便和理想的人机交互技术而奋斗。 

1.2. 产品背景产品背景产品背景产品背景 

让机器能听会说，是人类由来已久的理想。在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的诞生之日，人们就

提出了要让计算机听懂人的话并且能够说话。 

语音合成技术即 TTS，简单讲就是让计算机“开口讲话”，是利用计算机将任意组合的

文本文件转化为声音文件，并通过声卡、电话语音卡等各种多媒体播放设备将声音输出，可

将任意的数据文本自动转换成为语音声音文件信息播放给用户。如今，随着语音合成技术研

究的突破，它对计算机及通讯应用行业、电子消费品行业、及各行各业的服务体系发展和社

会生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以语音合成技术开发出来的各种应用软件产品及应用，已经

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行业领域中。 

捷通华声自创建以来，始终集中精力专注于中文语音核心技术产品的研制与开发，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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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语音界不断创新，创造国内语音技术产品研究、开发、应用多项第一。捷通华声多次被列

入国家级科技计划，是国内最重要的中文语音研究开发与产业化力量之一，强力促成中文语

音合成技术在各行各业的商品化应用，目前已发展成为国内推动语音产业发展最重要的语音

技术开发供应商之一。通过多年的技术积累，捷通华声凭借对汉语语音合成技术以及汉语韵

律知识的了解方面具有独特的认知，基于大规模真实录音音库的波形算法和对汉语韵律特征

建模的研究成果，在多项关键技术上有重大创新突破的 jTTS v6.0.1 应运而生。 

《jTTS v6.0.0328 多语种语音合成平台产品》作为捷通华声引领语音技术与市场发展的

新一代主流语音合成产品，将为自助语音服务提供源源不断的核心动力。 

1.3. 公司的发展历程公司的发展历程公司的发展历程公司的发展历程 

2000.10 北京捷通华声语音技术有限公司成立，由我国著名语音专家吕士楠教授出任首

席科学家 

2000.10 捷通华声推出适合中小企业和窗口单位的一套小型电话查询系统，Visual CTI － 

智能电话语音中心 

2001.06 捷通华声利用语音合成技术和网络流媒体技术的结合，成功推出国内第一个“语

音网站”（www.sinovoice.com.cn） 

2001.07 捷通华声隆重推出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最新版本 jTTS 世纪版，这是国内第一家

基于大容量真实录音库和韵律层级分析技术的 TTS 技术，在自然度和流畅度上

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在与国内外相关技术的竞争中取得了领跑地位。jTTS

世纪版标示着中国中文语音合成技术开始进入商品实用化阶段 

2002.03 捷通华声推出 jTTS 技术 3.0 版，除进一步提高自然度外，特别针对网络合成方

案做了较大的改进，提高了系统的稳定性和易用性，使捷通华声 TTS 技术更适

用于电信级等大规模使用的需要 

2002.07 捷通华声推出嵌入式 TTS 的 GPS 定制版本，并在武汉长江卫星的“eCar 易凯汽车

导航系统”中获得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了卫星语音导航设备中应用语音合成技

术 

2002.10 捷通华声推出语音合成金融证券版，针对金融证券领域的专业术语和词汇做了

专门处理，大大提高了在金融证券领域的语音合成自然度 

2003.01 针对特定领域的语音合成技术需求，捷通华声率先在国内推出定制化语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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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2003.03 针对 TTS 技术在嵌入式系统中的应用，捷通华声推出了“语音合成硬件解决方案

－jTTS DSP” 

2003.03 经过北京市科委等众多专家组的严格评测，捷通华声击败国内所有竞争对手，

一举中标北京十大科技奥运重点项目子课题之一的《面向奥运的多语种语音合

成产品研制》项目 

2003.10 捷通华声进一步加强国际化合作，先后与国际语音企业——法国 ELAN 公司和美

国 ScanSoft 公司、马来西亚 Nusaura 公司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就共同推动多

语种语音合成、语音识别技术在中国大陆和亚太地区的广泛应用达成共识 

2004.06 捷通华声在国内推出“jVE 音效处理平台”，全面拓展语音技术在数字与通讯娱乐

领域的发展，为发展语音增值服务奠定基础 

2004.07 捷通华声将嵌入式语音合成技术移植到 Symbian 系统下，在 Nokia 手机上实现了

“短信读者”功能，实现语音技术在手机中的应用 

2004.12 继嵌入式语音合成技术成功推广之后，捷通华声又独立开发成功了嵌入式语音

识别技术，并推向市场 

2005.02 捷通华声被评为中关村最具发展潜力十佳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最佳客户服务奖” 

2005.03 北京市科技奥运十大专项之一的重要子课题《面向奥运的多语种语音合成产品

研制》通过验收，为《奥运之声》的开发打下良好基础，并全面带动《奥运之

声》的建设实施 

2005.05 捷通项目《奥运之声——基于多语种语音合成技术的综合声讯服务平台》列为

2005 年度北京市火炬计划项目 

2005.08 捷通华声发布可应用于华南区域的粤语 TTS 版本 

2006.08 捷通华声智能人机交互技术研发中心（简称：HCI Center）正式成立，使公司拥

有了将手写识别、语音合成和语音识别三项核心技术进行整和、融合与产品化

的平台，成为公司进行关键技术应用研究与产品开发的中心 

2007.01 捷通华声正式发布新一代语音合成系统 jTTS v5.0 

2007.02 捷通华声应用嵌入式语音合成、语音识别技术开发的“盲人手机导航”项目荣获美

国高通“无线关爱”计划 BREW 应用基金的支持，成为全球 5 家获奖企业与机构之

一，代表中国参与国际竞争 

2007.06 捷通华声成为中兴通讯公司的语音技术产品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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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 捷通华声中标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客户服务中心平台，并成为其唯一 TTS 产品采

购供应商，为其总行和全国各支行提供语音合成技术、产品和服务 

2007.07 捷通华声携手英特尔、海尔、微软促进农村信息化 

2007.08 捷通华声“灵感嵌入式智能人机交互平台”获信息产业部立项支持 

2007.09 捷通华声成功中标中国农业银行卡中心客户服务中心平台，并成为其唯一 TTS

产品采购供应商，为其提供语音合成技术、产品和服务 

2008.03 捷通华声成功中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总行客户服务中心平台，并成为其唯一 TTS

产品采购供应商，为其提供语音合成技术、产品和服务 

2008.08    捷通华声语音合成技术产品在北京 2008 年奥运会场馆广播系统中大量应用 

2008.11 捷通华声成功中标中国银行总行客户服务中心平台，并成为其唯一 TTS 产品采

购供应商，为其提供语音合成技术、产品和服务 

2009.03    捷通华声软件产品成功入选第二批自主创新产品认定 

2009.04    捷通华声隆重发布嵌入式语音合成产品 ejTTSv6.0 版本 

2009.05    捷通华声通过 2009 年首批“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认证 

2010.03    在上海世博会场馆中，覆盖了 80%的区域广播应用的是捷通华声的语音合成技

术 

2010.08    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发展基金“灵感嵌入式智能人机交互平台”项目圆满验

收 

2010.09    捷通华声入选首批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瞪羚计划”重点培育企业 

2010.10    捷通华声创立十周年 

2011.02    捷通华声荣获“2010 中关村高成长企业 TOP100”称号，并同时获得本年度特别奖

——“最受媒体关注”奖 

2012.04 捷通华声正式发布新一代语音合成系统 jTTS v6.0 

 

2. jTTS 语音合成系统语音合成系统语音合成系统语音合成系统 

2.1. jTTS 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jTTS 语音合成系统是由北京捷通华声语音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中英文混读语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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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系统。该系统以先进的大语料语音合成技术为基础，能够实时、准确的将文本信息转换为

自然、流畅的语音，是一种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向任何人提供语音信息服务的高效

便捷手段，非常符合信息时代海量数据、动态更新和个性化查询的需求。 

2.2. jTTS 特点特点特点特点 

� 高质量的语音合成效果 

� 满足不同需求的音色； 

� 高准确度的文本智能分析和预处理； 

� 高质量的文本合成效果； 

� 全面完善的功能特性 

� 系统架构合理、高效、灵活； 

� 标准开发接口； 

� 参数设置和调节非常丰富； 

� 支持多种字符集和语音格式； 

� 多种语音平台支持； 

� 细致周到的优化方案 

� 提供高效的优化定制方案； 

� SSML 标记语言控制语音合成； 

� 支持背景音乐； 

3. jTTS 体系结构体系结构体系结构体系结构 

3.1. 核心的系统结构核心的系统结构核心的系统结构核心的系统结构 

秉承 jTTS 4.0 的系统架构设计理念，jTTS 6.0 多语种语音合成平台采用开放式架构设计

方法，对外提供一套统一的编程接口，即 jTTS  API 4.0，对内通过多语种引擎管理模块，即

jTTS_ML.DLL，完成多语种引擎的自动挂接与语音合成工作，而且可以很方便地添加其他语

种的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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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平台系统结构示意图 

3.1.1.  jTTS_ML.DLL 

jTTS_ML.DLL 是多语种引擎管理模块，承接实现大部分与核心引擎沟通的工作，包括：  

� 各个语种几乎相同的工作，如 SSML 标注语言的处理等； 

� 各个语种引擎和音库的管理、加载、卸载、选择； 

� 与外部设备相关而与具体引擎无关的工作，例如打开文件，声卡或文件输出等。 

具体的函数说明可以参考《jTTS 帮助文档》。 

3.1.2.  jTTS5.OCX 

jTTS5.ocx 是在 jTTS_ML.DLL 之上的一个 ActiveX 控件，主要作用是以 COM 接口的方式提

供了 jTTS 的功能，方便 Web 页面开发或者其他非 C 类编程语言的开发。由于 COM 接口支

持的开发工具和编程语言类型非常广泛，所以用户可以通过使用 jTTS5.ocx 组件来开发 jTTS

应用程序，以达到适应多种开发环境、简化开发过程的目的。使用此控件可以实现向文件或

声卡输出，所有的合成参数的设置，回调等功能也和 jTTS_ML.DLL 所提供的功能基本类似，

但是它没有底层合成（即 Session）的概念，也不能直接获得语音数据流。 

3.1.3.  核心引擎核心引擎核心引擎核心引擎 

引擎是完成语音合成的核心工作模块，例如我们提供的中文引擎有 jTTS_Engine.dll 等；

音色库是通过对指定音色大规模录音数据的处理而形成的语音数据库，用于引擎的语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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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其中引擎、语种和音色库的基本关系如下： 

� 每个引擎可以支持多个语种。 

� 可以有多个引擎支持同一个语种。 

� 每个引擎可以有多个音色(一般也对应了多个音库)，每个音色都有一个唯一的

GUID。 

� 每个音色只能支持一个语种。 

� 每个音色可以支持多个领域(Domain)。 

� 方言（例如广东话）是作为一个独立语种出现。 

所有引擎（但不一定是所有音库）必须安装在同一个大目录下，如下图所示： 

 

图 2 音库目录示意图 

系统会在某个目录（例如在上图中，应该是 jTTS 6.0.1 Pro\Bin）下递归地搜索所有子目

录。自动查找所安装的语种引擎、音色库和领域资源包。这样的结果是，整个系统是一种模

块化的结构，对用户来说，可以自由地安装某个引擎、某种音库和某种领域资源包。 

3.1.4.  外挂外挂外挂外挂 DLL 

jTTS 系统采用外挂 DLL 的方式来提高扩展性。外挂 DLL 包括两种：一种是文本抽取型

DLL，另一种是语音格式转换型 DLL。 

如果想要阅读 jTTS 暂时还支持不了的文本格式，比如 DOC 文件或者 E-mail，就可以通

过外挂的 DLL 来进行文本的抽取，然后利用 jTTS 进行合成。 

现在我们得到了语音数据，但是格式不是我们想要的，这时候就可以通过外挂的语音格

式转换 DLL，将其转换成 jTTS 本身不支持的语音格式来供程序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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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jTTS 服务服务服务服务 

语音合成服务器 jTTSServic4P.exe 提供了对基于网络的 TTS 服务的支持，让用户可以采

用网络合成方案或集群网络合成方案进行合成。此语音合成服务器软件作为 Windows 系统

上的一个服务（Service）实现，监听网络端口号（默认为 1000），如果有连接，则通过 jTTS 

Service Protocol5.0 版本为客户端提供语音合成的服务。 

3.2. 产品体系结构产品体系结构产品体系结构产品体系结构 

1． 开发工具包――包括开发所需的头文件、链接库文件、示例程序 

2． 语音合成服务器――语音合成服务软件、监视工具等 

3． 基本运行时刻库――包括最基本的引擎管理模块，通用工具，说明书等 

4． 多个独立的音库――包括相应的合成引擎和所需的文本分析库、音库 

5． 多个独立的资源包――每个资源包针对某个音库以及一个特定领域。 

用户在使用时基本和以前版本相似，同样可以采用本地合成方案、网络合成方案、集群

网络合成方案进行合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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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jTTS 配置工具配置工具配置工具配置工具 

3.3.1. jTTS 语音合成服务器配置工具语音合成服务器配置工具语音合成服务器配置工具语音合成服务器配置工具 

 

图 4 配置工具 

您可以在配置工具里面设置语音合成的端口号、最大并发连接数和最大闲置时间，语音

合成端口号为客户端连接服务器的端口号，比如服务器的 IP 地址为 X.X.X.X，则客户端在初

始化的时候就是:X.X.X.X:1000。最大并发连接数一般设置为您的授权线数。 

配置工具也可以设置日志。jTTS 装完以后默认的服务器日志设置如上图所示。如果您要

修改服务器日志，首先要停止语音合成服务。 

负载均衡方案的具体设置方法可以参考《jTTS 帮助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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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jTTS 语音服务器管理工具语音服务器管理工具语音服务器管理工具语音服务器管理工具 

 

图 5 服务器管理工具 

如图 4 所示，管理工具是监视当前的服务器运行的状态的。此工具可以监视的内容包括

实时的并发连接数目、实时的内存占用和 cpu 利用率。如果您只想监视其中的某一项，可以

点击”性能监视”，出现如下提示框： 

 

图 6 性能监视 

想要监视哪项就钩上哪项。 

如果您想要增加、删除或者修改 jTTS 服务器配置，则点击“文件”中的“设置”，出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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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框： 

 

图 7 服务器设置 

您可以增加、删除或者修改需要监视的服务器。 

3.3.3. jTTS 词库维护工具词库维护工具词库维护工具词库维护工具 

图形化的资源管理工具，提供各语种的资源库（例如音库、词库、外部规则库等）进行

维护的功能。 

 

图 8 语音合成资源管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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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库管理工具可以很详细的定制出你需要的音库，比如你可以修改某一个符号的读音，

或者是对一些常用的英文缩写进行中文播报，或者是定义一些外部规则，都可以进行定制。

具体的用法可以参考《jTTS 帮助文档》。 

3.3.4. jTTS 系统检查工具系统检查工具系统检查工具系统检查工具 

 

图 9 系统检查工具之系统模块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工具。装完系统以后最好先运行一下此工具。界面如图 6 所示。总

共有五个选项。 

� 系统模块：查看当前安装的版本号，重要文件的版本还是 ServerPack 号 

� 授权信息：查看当前的授权信息。如果 jTTS 运行出错，首先查看的就是是否授权

错误 

� 日志：可以开启日志，记录每一个调用 jTTS 函数的过程，方便检查错误。 

� 音库：查看当前所安装音库的详细信息。比如音库名称，音库 ID，此音库对应的

领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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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找 DLL：查找 jTTS_ML.dll 和个文件。如果函数调用的时候出现难以判断的错误，

则还可以查找是否还有错误版本的 dll 存在。 

3.3.5. jTTSResource.exe 

系统提供了一个便捷的“平台资源管理工具”，可以对背景音乐进行添加、删除和修改。

系统在初始化时将自动检测已经配置过的资源情况。 

 

图 10 平台资源管理工具 

你可以增加、修改和删除背景音乐，非常方便，如果要在 SSML 语言中添加背景音乐的

路径，如果此音乐已经添加到 jTTS 的资源里面去了，则只要写对应的序号就行了；如果没

有的话那就需要写上此文件的绝对路径。 

3.4. jTTS v6.0 (Windows)合成效果指标合成效果指标合成效果指标合成效果指标 

合成效果指标合成效果指标合成效果指标合成效果指标(%) 

合 成合 成合 成合 成

清 晰清 晰清 晰清 晰

度度度度(%) 

合 成 自合 成 自合 成 自合 成 自

然 度然 度然 度然 度

(MOS) 

音 节音 节音 节音 节

覆 盖覆 盖覆 盖覆 盖

率率率率 

英文字母英文字母英文字母英文字母

正确率正确率正确率正确率 

希腊字母希腊字母希腊字母希腊字母

正确率正确率正确率正确率 

音节变调音节变调音节变调音节变调

正确率正确率正确率正确率 

多音字多音字多音字多音字

正确率正确率正确率正确率 

数字读法数字读法数字读法数字读法

正确率正确率正确率正确率  

100% 100% 100% 93.99% 94.85％ 95.45% 
98.03

%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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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jTTS v6.0 (Windows)技术指标技术指标技术指标技术指标 

项目 指标 

支持操作系统 Windows xp/2003,Linux 等 

支持字符集 
支持 GB2312, GBK, GB18030,Big5,Shift-JIS, ISO 8859-1, 

Unicode,, Unicode Big Endian, UTF-8 

支持的语种 汉语普通话，英文等 25 种语言 

支持的音库 WangJing、XiaoKun、ZhangNan 等 9 种音库 

支持的文本类型 普通的文本文件 

支持的文本控制语言 支持 SSML 和 S3ML 标记语言 

支持的音频格式 支持 PCM、 aLaw/uLaw、Dialogic ADPAM 

支持音量调节 支持，默认 0-9 

支持语速调节 支持，默认 0-9 

支持基频调节 支持，默认 0-9（这个调节音色） 

支持中英文混读 支持 

数字读法 支持电报方式和数目方式 

英文读法 支持英文方式，字母方式，字母和录音单词方式 

标记识别 支持 

推荐服务器配置 Xeon 2.4G*4, 8G Ram, SCSI 64G,, 100M 交换网 

3.6. 性能数据性能数据性能数据性能数据 

3.6.1. 软件测试环境软件测试环境软件测试环境软件测试环境 

服务端：CPU  Intel(R) Xeon(R) CPU E5606 @ 2.13GHz 2.13GHz 内存  16G 硬盘  500G 

客户端：CPU  Intel(R) Xeon(TM) CPU 2.40GHz 2.39GHz 内存  2G 硬盘  150G  

3.6.2. 软件标准软件标准软件标准软件标准测试环境测试环境测试环境测试环境 

服务端：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3 Enterprise Edition Service Pack 2        

jTTS6.0 语音合成系统（网络版，安装标准 16K 音库） 

客户端：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3 Enterprise Edition Service Pack 2 

3.6.3. 网络版性能数据网络版性能数据网络版性能数据网络版性能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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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其他语种引擎其他语种引擎其他语种引擎其他语种引擎 

目前我们除了中文引擎外，可以提供英文引擎、日文引擎、广东话引擎等。所支持的语

言和音库的情况列表如下： 

名称 标识 语种 性别 年龄 

WangJing 47FF1422-796F-427F-8408-EC5FD3367729 汉语普通话 女声 青年 

ZhangNan 420A5DCA-41BA-47ef-95DE-D6D94081A293 汉语普通话 女声 青年 

XiaoKun 84316E85-143E-4410-B00B-9DF681684C6C 汉语普通话 女声 青年 

ZhuYun 62593506-67BD-4a7d-BE2E-9CEBB4629CBB 汉语台湾口音 女声 青年 

XiaoNan B44D120D-A156-4b5b-A729-8E213EA27037 汉语普通话 女声 青年 

XiaoJie 97AF00E8-B795-448C-AD88-4122408DED2D 粤语 女声 青年 

ShuYi E102414F-C9F0-4E89-AAB0-9ACBB9D4AEF1 粤语 女声 青年 

ZhaQian 93A47B28-FE41-4e99-9458-7A781484A467 汉语普通话 女声 成年 

HaoBo 510D6500-B486-4767-8379-0EB59AB7AAAF 汉语普通话 男声 青年 

SinJi 8EE4B0F5-F637-4889-94A1-0F9F74BFE6B3 广东话 女声 成年 

Jennifer A4039A55-30D9-46b1-9B38-BFE3BF0260D2 美国英语 女声 成年 

Tomoko 6CA36CBD-A144-4adf-825D-2A8C923EA1C2 日语 女声 成年 

Chris 68AE504E-59AD-41A2-806B-E20693E80F5E 美国英语 女声 青年 

GULIU 3AE556A0-25C2-4C6E-8A22-2CC9B1B4FB8E 韩语 女声 青年 

注：目前不支持 ShuYi 音库和 XiaoJie 音库同时使用。 

我们正在开发其他语种引擎，并将进一步优化现有各个语种的合成效果及运行效率，提

供给用户最好的多语种语音合成产品。 

授权授权授权授权 

数量数量数量数量 

最长合最长合最长合最长合

成时间成时间成时间成时间

(s) 

最 短 合最 短 合最 短 合最 短 合

成 时 间成 时 间成 时 间成 时 间

(s) 

平均合平均合平均合平均合

成时间成时间成时间成时间

(s) 

客户端吞客户端吞客户端吞客户端吞 

吐 量吐 量吐 量吐 量

(byte) 

服务器系统服务器系统服务器系统服务器系统

占用的内存占用的内存占用的内存占用的内存

峰值峰值峰值峰值（（（（mb）））） 

服 务 器服 务 器服 务 器服 务 器

CPU 占占占占

用率用率用率用率% 

1 0.468 0.328 0.354 169 947 11 

5 0.406 0.187 0.322 931 957 15 

10 0.484 0.187 0.265 2260 967 19 

30 2.453 0.203 0.619 2904 1006 31 

50 6.015 0.187 1.009 2971 1045 44 

100 13.125 0.171 1.985 3021 1142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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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品特点产品特点产品特点产品特点 

4.1. jTTS API 4.0 

jTTS API 4.0 版本具有以下功能： 

1． 支持多语种，支持多领域的设置：目前支持中文、英文、粤语、日文等语种，支持

金融证券、天气预报、体育赛事、公交信息、旅游餐饮、汽运、排队叫号、名家金曲、保险、

航空、税务和电力等 13 个领域； 

2． 支持音色的查找、访问、加载：主导个性化语音服务新潮流，提供丰富、风格多样

化的音色选择，如浑厚醇正的男声，成熟稳重、轻快活泼、或温柔甜美的女声，标准地道的

英语女声，甚至童声，少男、少女，老年人等等，所有音色库均继承捷通华声语音合成技术

一贯的优良品质。用户可根据不同应用业务需要，选择最适合应用场景的语音风格，并支持

实时动态的音色切换。 

3． 支持 SSML （语音合成标记语言, Speech Synthesis Markup language），可以对多种

特性进行灵活标注与控制。 

4． 可以直接播放文本文件，使得合成操作更加方便快捷。 

5． 支持 GB（包括 GB2312, GBK, GB18030）、Big5、Shift-JIS、ISO-8859-1、Unicode、Unicode  

Big Endian、UTF8 等各种字符集，自动识别具有 BOM 标记的 Unicode 文本。 

6． 支持同步、异步合成一个 Session，通过被动的回调函数方式给用户传递数据。在

原有版本的主动获取语音数据的基础上又多了一个选择。 

7． 支持背景音乐，这样的话就可以在合成语音的时候播放轻松欢快的音乐，使得合成

的语音不再那么枯燥和乏味。 

8． 可以外挂语音格式转换程序和文本抽取程序。 

9． 支持 Java 编程语言。 

10． 支持 Web Service。 

4.2. 中文引擎的特点和改进中文引擎的特点和改进中文引擎的特点和改进中文引擎的特点和改进 

4.2.1. 多语种多语种多语种多语种，，，，适应不断发展的业务需求适应不断发展的业务需求适应不断发展的业务需求适应不断发展的业务需求 

提供普通话标准语种及广东话、英语等多语种，包含业界创新的普通话与英语同音混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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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话与英语同音混读，适应不同语音应用业务的需求。多引擎管理接口可不同语种的系统

提供一致化的访问界面，应用层可以灵活透明的选择所需的语音合成语种，并支持实时语种

切换。 

4.2.2. 多音色多音色多音色多音色，，，，满足不同环境的个性化应用满足不同环境的个性化应用满足不同环境的个性化应用满足不同环境的个性化应用 

主导个性化语音服务新潮流，提供丰富、风格多样化的音色选择，如浑厚醇正的男声，

成熟稳重、轻快活泼、或温柔甜美的女声，标准地道的英语女声，甚至童声，少男、少女，

老年人等等，所有音色库均继承捷通华声语音合成技术一贯的优良品质。用户可供根据不同

应用业务需要，选择最适合应用场景的语音风格，并支持实时动态的音色切换。 

4.2.3. 多领域支持多领域支持多领域支持多领域支持 

中文引擎提供了多个领域的优化资源包。例如，在天气预报领域提供了利用模板拼接技

术的特定领域音库，在金融证券、旅游餐饮、体育赛事等领域提供了特定领域词库、预选音

音库等。通过这些针对不同专业领域的优化资源包，可以大大提高特定领域文本的合成效果。

同时，多领域支持也采用了一种模块化的方式，用户可以自行地安装不同领域的资源包。 

4.2.4. 智能文本预处理和分析的改进智能文本预处理和分析的改进智能文本预处理和分析的改进智能文本预处理和分析的改进 

中文引擎在预处理部分的提升： 

� 针对多种领域提供优化的预处理方案，有效保障语音合成效果准确、自然、流畅； 

� 采用了基于分词和词性标注一体化的前端分析算法以及基于统计的韵律词分析算

法，提供了更好的韵律分析结果，阅读更为自然流畅。 

� 多音字处理算法的改进，使得多音字的误读率大为下降。 

� 改进数字符号读法的分析算法，数字符号的读法的阅读准确率更高。同时支持数字、

符号读法的外部规则使用，提供给用户自行定义数字符号读法的方法。 

jTTS 语音合成产品所拥有的高准确度智能文本分析与预处理技术，得益于捷通华声在语

言学上的深厚积累，与相关权威科研机构的紧密合作，以及通过宽广的应用实践平台所积累

的海量专业知识库，通过不断训练和优化，jTTS 即使在面对针对语言分析处理的难点，如多

音字、特殊符号、韵律短语、未登录词（如地名、人名）等等，也能保障得到高度准确的自

动处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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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数字数字数字数字、、、、短语文本合成效果显著提升短语文本合成效果显著提升短语文本合成效果显著提升短语文本合成效果显著提升 

针对主流应用环境的普遍需求，捷通华声广泛收集实际应用的语料，并进行细致的分析

和专业的优化，jTTS v6.0 在数字数值、短语短句等最常见应用下效果提升显著，合成效果更

加清晰准确、节奏感更强。 

4.2.6. 对对对对 SSML 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 

SSML(Speech Synthesis Markup Language)语音合成标记语言定义了一套丰富的，基于

XML 的标记语言以支持在 Web 语音浏览器或者其它应用程序中生成合成语音。这一标记语

言的主要作用在于提供给合成内容的作者一个标准的方法来控制语音的各个方面，例如发

音、音量、语速、基频等。SSML 目前是 W3C 的草案，具体内容参见 

http://www.w3.org/TR/speech-synthesis/。  

jTTS v6.0.0328 捷通华声语音合成系统定义了 S3ML (SinoVoice Speech Synthesis Markup 

Language)－捷通华声语音标记语言。S3ML 符合基本的 SSML 规范，但更为详细地定义了 SSML

没有精确定义的部分（例如<Say-as>的具体语法），同时也支持一些针对中文语音合成的扩

展。 

新版本将继续支持原 jTTS 3.0 版本支持的文本标注方法（成为 jTTS Tag)，但 jTTS Tag 将

不再发展。如有需要，新的应用程序应该使用 S3ML 对文本进行标注，以控制语音合成效果

的功能，并获得灵活的可扩展性。 

这里列举了一些 S3ML 的例子，详细说明请参见开发手册。 

<phoneme alphabet="py" ph="zha1 liang2yong1">查良镛</phoneme>先生 

Next station is <say-as type=”phoneme:py”>di4 tan2</phoneme> 

今天是<say-as interpret-as="date" format="ymd">2003/7/3</say-as> 

电话是<say-as interpret-as="digit" format="telephone"> (+86-10)-62972997x23 </say-as> 

公式为<say-as interpret-as="math">a＋486-1014-30, 2003/12/1*(-10291)</say-as> 

大多数人认为<sub alias="萨斯">SARS</sub>今年冬天不会来。 

停顿<break time="small">一下，然后再停顿<break time="800ms"/>800 毫秒。 

<prosody rate=”x-fast”>特快地读，<prosody rate=”x-slow”>然后慢下来 

门外响起了<audio src= “c:\dongdong.wav”>咚咚</audio>的敲门声。 

从<mark name=”here”/>这里开始出发，到<mark name=”there”/>那里停止。 

<phrase>今天早上 </phrase><phrase>北京市 <word>长春 <word>药店 </phrase><phrase> 发生一起火灾

</phrase>。 

<punctuation speak_out="no">我说：“天凉好个秋”。<punctuation speak_out="yes">我说：“天凉好个秋”。 



                                              jTTS V6.0 多语种平台技术白皮书 

 19

4.2.7. 支持背景音混合支持背景音混合支持背景音混合支持背景音混合 

jTTS 6.0 拥有对背景音混合的支持，管理员可以通过系统提供的“平台资源管理工具”添

加多种背景音乐，用户在使用时可以通过参数进行指定，使背景音乐与语音合成同步输出。 

4.2.8.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MRCP 

jTTS MRCP 服务器现在支持 MRCPv1 和 MRCPv2 协议。支持协议中描述的 TTS 部分功能，

如播放、打断、停止、暂停、以及继续等功能，支持 MRCP 的基础参数设置以及捷通自定义

的参数设置，支持使用 SIP 和 SDP 协议建立和结束资源通道。一个基本的流程如下图所示： 

SIP端口

SIP端口

SIP端口

MRCP端口

MRCP端口

RTP端口

SIP端口

SIP端口

SIP端口

SIP端口

SIP端口

MRCP端口

RTP端口

SIP端口

SIP Invite消息

Invite回应消息

ACK回应消息

MRCP消息(如SPEAK)

消息回应

多个语音数据包

Bye消息

Bye回应

 

4.2.9. 支持负载均衡及双机热备支持负载均衡及双机热备支持负载均衡及双机热备支持负载均衡及双机热备 

最新的 jTTS v6.0 版，支持功能强大的负载均衡及双机热备功能。目前，呼叫中心的电

话呼入请求成倍数增长，如果还是使用原始的 N 对 1 的 IVR 服务器/TTS 服务器配对模式，

必然会导致语音合成服务器的资源配比不均，造成有些语音合成服务器资源占满，但有些却

很空闲。针对目前这个情况，最新版本提供了 N->2->M 的服务器配对模式，N 台 IVR 服务器

和两台 jTTS 负载均衡服务器（2 台互为双机热备）之间互相通信，发送合成请求；然后 jTTS

负载均衡服务器和 M 台 jTTS 合成服务器进行通信，分配合成请求，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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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解决资源分配问题，极大地提高了呼叫中心的工作效率。具体参见《捷通华声 TTS 负载

均衡产品解决方案.doc》 

4.2.10. jTTS_Java 组件组件组件组件 

jTTS_Java 组件实现 Java 编程语言接口，方便 Java 语言开发人员开发基于网络的语音应

用，此接口保持与 jTTS_ML 风格一致的函数名称及调用过程。 

4.2.11. jTTS Web Service 

jTTS WebService 为一系列功能相关应用组合，可以通过 Internet 进行调用。作为 Web

服务的客户端，可以动态的混合使用多个 Web 服务执行复杂的事务处理。jTTS Web Service

是捷通华声推出语音合成应用的 Web 应用解决方案，将传统的 API 调用方式提升为 Web 服

务方式，使语音技术的应用开发扩展至开发人员不再依赖于某种操作系统或某种开发平台，

屏蔽了各个平台之间复杂性。 

4.2.12. 语音缓存语音缓存语音缓存语音缓存 

语音缓存以静态库的方式添加到服务中，主要实现对已合成文本的存储及待合成文本的

查询功能。 

语音缓存在可用状态下，有待合成文本到达，先在语音缓存中查询是否存在，如果存在，

则直接将文本对应的语音数据发送给用户，而无需启动合成过程，如果不存在，则启动合成

过程，将语音数据发送给用户后，添加到缓存中，此时若缓存空间已满，则按用户所选策略

进行自动清理。     

5. 语音市场新一代动力引擎语音市场新一代动力引擎语音市场新一代动力引擎语音市场新一代动力引擎 jTTS v6.0.0328 

降低成本降低成本降低成本降低成本：：：：高质量的效果、灵活的应用、经过应用验证的稳定性，可使您放心自如地应

用自助语音服务来取代传统的人工服务。更高的自动化程度，意味着您将以更低的成本提供

更高质量的服务。 

提高效率提高效率提高效率提高效率：：：：有利于改变原有的语音信息制作方式，在规模语音应用系统中，多路并发的

实时语音合成服务，将显著提高信息更新的时效性，并且提供的语音信息内容与范围将得以

大大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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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扩展灵活扩展灵活扩展灵活扩展：：：：标准 Client/Server 架构以及完善的系统设计，充分考虑了大规模语音应用的

需求，具备良好的伸缩性。扩容时只需增加新的语音合成服务节点，无需对原有系统进行其

它改动。 

实力保障实力保障实力保障实力保障：：：：捷通华声坚实的综合实力、高效的专业研发和技术支持服务团队、业界公认

的领导者地位以及所获得的广泛赞誉，都是您得到稳定支持服务的有力保障。 

6. 演示环境演示环境演示环境演示环境 

捷通华声公司已经完成了多语种语音合成平台和电话演示系统的挂接，用户可以通过电

话（010）－82826886 转 8866 听取多语种语音合成系统的合成效果和语音识别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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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联系方式联系方式联系方式联系方式 

北京总部北京总部北京总部北京总部  

地 址： 中国北京海淀区中关村软件园国永融通大楼 206 室  

邮 编： 100193  

电 话： （010）82826886  

传 真： （010）82825830  

主 页： www.sinovoice.com 

地理位置： www.sinovoice.com.cn/ditu.asp  

支持邮箱： tts@sinovoice.com.cn 

支持手机：13911536589，13911536580 

 

广州分公司广州分公司广州分公司广州分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棠东东路 120 号春江花园月晓阁 7A 

电话：（86-20）85238410、13829754247、13829754347 

Email：guangzhou@sinovoice.com.cn 

 

上海分公司上海分公司上海分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上中西路 1285 弄 11 号 702 室 

电话：（86-21） 54806915、13701862096、13520886677 

Email：shanghai@sinovoice.com.cn 

 

深圳办事处深圳办事处深圳办事处深圳办事处 ：：：：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山科技园麒麟路阳光海景豪苑 B 座 26B 

电 话：（86-755）26991213、18926589701 

电子邮件：shenzhen@sinovoice.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