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捷通华声 
iSpeak6.0 Grammar 

技术白皮书 
 

 

 

 

 

 

 

北京捷通华声语音技术有限公司 

Beijing InfoQuick SinoVoice Speech Technology Corp. 

2013 年 3 月 20 日 

保密级别 公开 

版 本 号 V1.0 

文档编号  



                                       捷通华声 iSpeak6.0 Grammar 技术白皮书 

变更记录 

版本号 修改点说明 变更人 变更日期 审批人 审批日期 

V1.0 创建 闫晗 2013-3-20   

      

      

      

      

      

 

修改点说明的内容有如下几种：创建、修改（+修改说明）、删除（+删除说明） 

 

 

 

 

 

 

 

 

 

 

 

 

 

 

 



                                       捷通华声 iSpeak6.0 Grammar 技术白皮书 

目   录 

一、 公司简介 .....................................................................................................................................1 

二、 产品概述及产品特点 .................................................................................................................1 

2.1 产品概述 .................................................................................................................................1 

2.2 产品优势 .................................................................................................................................2 

2.3 发展历程 .................................................................................................................................2 

三、 体系结构 .....................................................................................................................................3 

3.1 ISPEAK6.0 GRAMMAR 产品介绍 ..............................................................................................3 

3.1.1 iSpeak6.0 Grammar执行流程 ............................................................................................3 

3.1.2 iSpeak6.0 Grammar特点 ....................................................................................................3 

3.1.3 iSpeak6.0 Grammar技术参数 ............................................................................................4 

四、 演示环境 .....................................................................................................................................6 

五、 公司联系方式 .............................................................................................................................6 

 

 

 

 

                                                     



                                       捷通华声 iSpeak6.0 Grammar 技术白皮书 

第 1 页 1 页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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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致力于智能人机交互技术的

研发及应用推广，尤其在中文语音技术等领域已达到世界水平。作为一家专业的语音技术公

司，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公司推出的捷通华声语音合成（TTS）、语音识别（ASR）等多

项核心技术，在与同类技术的竞争中已获得领先地位，并已成为全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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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R语法识别引擎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文语音识别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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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R 语法识别引擎的核心技术，捷通华声还推出

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案，形成了涵盖智能语音企业级行业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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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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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极高的识别率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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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努力。 

二、 产品概述及产品特点 

2.1 产品概述 

iSpeak6.0 Grammar（语法识别）是北京捷通华声语音技术有限公司为将捷通华声语音识

别技术（简称 jASR）应用于其他应用程序或系统集成厂商的系统中，提供给其他厂商的一

套开发工具包。该系统具有二次开发简单、识别率高等特点，能够实时、准确地的对人的语

音进行识别，是给客户提供方便的智能化服务最佳手段。 



                                       捷通华声 iSpeak6.0 Grammar 技术白皮书 

第 2 页 2 页 
 

2.2 产品优势 

iSpeak6.0  Grammar 具有功能强大、识别率高、SDK 开发简单、开发包资源小等优势。

能够实时、准确地对输入的语音进行识别，是给客户提供方便的智能化服务的最佳手段。 

2.3 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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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Nuance公司的前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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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12  捷通华声独立开发成功了嵌入式语音识别技术，并推向市场 

2005.09  中国民航总局采用捷通华声语音识别软件 

2005.12  捷通华声语音识别软件开始与青牛软件共同推广项目应用 

2006.02  捷通语音识别软件开始与新太科技共同推广项目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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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将语音合成和语音识别、手写识别等多项核心技术进行整合与产品化的平台，成

为公司进行关键技术应用研究与产品开发的中心 

2007.04  捷通华声推出全新版本 jASR5.0 

2011.10  捷通华声推出 jASR5.5 

2013.04  捷通华声推出 jASR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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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体系结构 

3.1 iSpeak6.0 Grammar 产品介绍 

3.1.1 iSpeak6.0 Grammar 执行流程 

输入语音

语音

预处理

编写语法

语法编译

解码器

识别结果

用户

语言模型

声学模型

 

iSpeak6.0 Grammar 识别流程图 

3.1.2 iSpeak6.0 Grammar 特点 

●高质量的语音识别效果 

  ☆  识别率高 

  ☆  背景噪音屏蔽能力强 

  ☆  音量音色适应能力强 

  ☆  支持中英文混合识别 

  ☆  自动处理连读语音 

  ☆  支持语音打断功能 

  ☆  支持可调节灵敏度的语音端点检测功能 

  ☆  自动处理多音字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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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资源占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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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开发简单 

　  ☆  识别范围可以设置和调节 

☆  支持多种语音格式 

☆  支持多语种的语音识别引擎 

☆  语法文件采用 JSGF格式，引擎支持语法文件格式检查 

●支持多语法功能 

　  ☆  jASR支持同时加载多个语法文件，允许用户激活其中一个 

　  ☆  最多加载 20 万个语法文件 

● 支持多槽语法功能 

　  ☆  支持多槽语法功能，使得 jASR以加强大，灵活的方式使用语法文件 

● 支持多种音频格式 

☆ 16K 16Bit PCM 

● 支持多种平台 

☆ Windows 

☆ Android 

☆ iOS 

3.1.3 iSpeak6.0 Grammar 技术参数 

● 系统配置 

（大版本） 

CPU型号  主频  内存  硬盘 

E5606 8 核*2  2.13G  16G  大于 500G 

 

● iSpeak6.0 Grammar 识别率 

大版本 

系统配置  语法  识别正确率  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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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表量  槽数 

1000  单槽  91.88%  0.31 

500  两槽  98.00%  0.18 

100  五槽  94.82%  0.09 

5000  单槽  90.36%  2.26 

3000  两槽  96.00%  0.89 

1000  五槽  92.69%  0.72 

10000  单槽  88.32%  8.65 

4400  两槽  96.00%  0.82 

Inter(R)Xeon(R)CPU 

E5606 @ 2.13Ghz 

2.13Ghz      8核，16G

内存，2T硬盘 

2000  五槽  91.98%  1.22 

 

嵌入式 

语法  识别正确率  RT 系统配置 

量级  复杂度  非硬件加速  硬件加速  非硬件加速  硬件加速 

100  单槽  93.40%  93.40%  0.49  0.05 

100  两槽  99.00%  99.00%  0.67  0.07 

100  五槽  94.82%  94.82%  13.22  0.1 

1000  单槽  91.88%  91.88%  1.22  0.23 

1000  两槽  96.67%  96.67%  1.3  0.23 

500  五槽  93.30%  93.30%  2.23  0.42 

2000  单槽  91.37%  91.37%  1.6  0.4 

1500  两槽  96.67%  96.67%  1.67  0.31 

Android OS 

4.0，RAM 

1GB，双核

CPU 

1228MHz 

1000  五槽  92.69%  92.69%  3.01  0.76 

 

● jASR6.0 Grammar 内存占用情况 

词表 系统配置 

类型  量级 

模型  内存峰值 

词表  2000  第一种模型  15724K Inter(R)Xeon(R)CPU E5606 

@ 2.13Ghz 2.13Ghz      8 语法  2000  第二种模型  3012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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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  2000  第三种模型  28496K 

语法  10000  第二种模型  106232K 

语言模型  2000  第二种模型  19040K 

语言模型  2000  第三种模型  17820K 

语言模型  10000  第二种模型  17820K 

核，32G内存，2T硬盘 

语言模型  10000  第三种模型  44528K 

 

四、 演示环境 

捷通华声公司已经部署了 jASR 语音识别测试平台，如有需求可提前联系捷通公司体验

语音识别效果。 

五、 公司联系方式 

北京总部：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软件园国永融通大厦 206室   

邮        编：100193 

电        话：（010）82826886   

传        真：（010）82825830   

主        页：www.sinovoice.com 

电子邮件：sinovoicemarket@sinovoice.com   

支持手机：13911536589，13911536580，189100650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