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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简介

北京捷通华声语音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通华声”）成立于 2000年 10月，是一

家致力于语音合成（TTS）、语音识别（ASR）、手写识别（HWR）、光学字符识别（OCR）、

人工智能（AI）等人机智能交互技术（HCI）的研究及市场化应用的高新技术企业。捷通华

声依托中科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科研院所和高校，经过十余年在人机智能交互技

术的研究，目前已经成为了国内一流的人机智能交互技术和解决方案提供商。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捷通华声的 HCI技术已经广泛的应用在国内的金融、电信、电力、

政府、企业等行业，其技术服务于中国银行总行、中国农业银行总行、中国建设银行总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总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华夏银行、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国家电网、

中国石化、中国石油、百度、搜狐、ZTE、CASIO、Felari、Chrsyler等一批国内外用户。对

于 OCR技术，捷通华声的产品已经推出了中、英、日、韩四个语种的引擎及文档、票据、

名片等产品及解决方案。

2. OCR技术及应用背景

OCR(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光学字符识别)技术是指使用扫描设备将印刷文件读

入, 并将文件上的文字辨认后转换成计算机使用的文字编码；即，对文本资料进行扫描，然

后对图像文件进行分析处理，获取文字及版面信息的过程。

当今社会，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政府企业的信息化也在日益加强，在日常的办公活

动过程中会产生的大量印刷文件，例如资料、报告、表单、票据、报纸、印刷品等，此部分

纸质文档在信息化的数据工作流中处理就成为了耗时、耗力、耗成本的工作环节，极大的降

低了政府企业 OA系统流程的时效性。随着文档处理自动化和 OCR技术的发展和对于此类

需求的应用化开发的引入，目前通过 OCR并结合相应的扫描硬件设备，经过简单的校对与

版面还原工作，纸质文档就可转化为用户需要的影像和文本数据储存相应的数据库系统，直

接快速方便的供后台的业务系统进行使用。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移动的商务社交信息的存储、交换的重要性愈发凸显，通过

OCR的拍照识别的技术应用也愈来愈多，名片识别及管理产品应运而生。名片是日常商务

http://baike.baidu.com/view/3001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21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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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工具，通过名片识别工具将名片进行扫描、识别、分类，不仅能够导入手

机、平板电脑等，而且还能为名片信息进行备份，不用担心遗失。

除了日常办公以外，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因 OCR技术的存在而更加的生动有趣。用手机

拍摄下纸质资料，利用 OCR软件识别转换成可编辑的电子资料。不仅仅是手机，用数码相

机或 DV拍摄下照片，其中的图像文字也可利用 OCR技术进行转换。

此外，OCR技术还广泛应用于：

 建立汉字文献档案库

 语言处理中文书刊资料的自动输入

 汉字文本图像的压缩存储和传输

 书刊自动阅读器,盲人阅读器

 书刊资料的再版输入,古籍整理

 智能全文信息管理系统,汉英翻译系统

 车牌自动识别系统

 网络出版

 表格、票据、发票识别系统

 身份证识别管理系统

 在教育系统的应用，如无纸化评卷

OCR技术的广泛应用，为社会、为企业都将创造巨大的社会和经济价值。捷通华声公

司凭借在 OCR领域的多年的浸淫，及公司核心技术研究的优势，推出了拥有自己独立知识

产权的标准印刷体 OCR识别引擎—iRead 6.0 SDK。

3. iRead产品及技术指标

捷通华声光学字符识别系统引擎 iRead SDK是由捷通华声自主研发的，该系列产品以

先进的识别算法、多核融合技术、大容量字典裁减压缩技术、高性能字符切割算法和语言模

型技术为基础。其中整表识别引擎可以用于模板定制，主要用于专业领域如票据、证照等行

业，具有识别率高、稳定性强等特点。

※iRead SDK引擎基本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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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语种范围

全面支持简体中文 GB2312字符集，其中包括一级汉字 3755个，二
级汉字 3008个。

中文支持 43个中文标点符号

支持繁体汉字 5401个。

支持大小写 52个字母。

英文支持中英文混排的识别。

支持 14个常用英文标点符号。

识别字体范围

全面支持宋体、仿宋体、楷体、黑体、雅黑等打印字体，包括隶书、

魏碑等较难识别的字体。
中文

全面支持 Times new roman、Verdana、Arial、Calibri、Impact等常用
打印字体。

英文

识别准确率

大于 99.5% 中文

大于 99.5% 英文

识别速度

基于 Xeon 2.0*2, RAM：1G 服务器，A4幅面每页 57.5毫秒 中文

基于 Xeon 2.0*2, RAM：1G 服务器，A4幅面每页 28.0毫秒 英文

※ iRead SDK引擎基本功能指标

支持功能

支持图像预处理功能；

支持手机拍照图像自动校正功能；

支持版面分析功能；

支持图片、表格线的自动分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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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规则表格的识别功能；

支持横竖排版的识别功能。

支持多种图像源的识别功能；

支持多种字符格式的输出，如 GBK、BIG5、UTF8、Unicode等多种格式；

支持版面还原功能；

支持自学习功能；

支持简繁转换功能；

支持开发环境和运行平台

提供 C开发的 DLL 动态库，支持 C++、VC、VB、JAVA、.Net、Delphi 等语言。

支持 Windows、Linux 平台。

4. 引擎结构及识别流程

1、iRead引擎系统结构

捷通华声光学字符识别系统软件 iRead，包括单字识别引擎、多字识别引擎、整表识别

引擎。iRead是由北京捷通华声语音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该系列产品以先进的识别算

法、多核融合技术、大容量字典裁减压缩技术、高性能字符切割算法和语言模型技术为基础。

其中整表识别引擎可以用于模板定制，主要用于专业领域如票据、证照等行业，具有识别率

高、稳定性强等特点。其系统结构图如下所示：

User Application

OCR识别 API

OCR识别引擎

Split characters Recognize Language Model

Data Library

Operating System

Hardware

2、iRead SDK引擎识别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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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处理模块： 前期处理模块可将识别源二值化，并进行其他图像预处理工作。如倾

斜校正、版面分析等。

iRead核心引擎： iRead核心引擎是针对特定语言的识别软件模块，该软件模块是整个

iRead软件的核心模块。核心模块接收其他模块的设置，并根据设置

内容对文字图片数据进行识别。并将识别结果列表返回给调用模块。

外部设置模块： 外部设置模块可对 iRead引擎进行外部参数设置。

后期处理模块： 可根据语言模型进行识别结果的校正，并具备版面理解、版面恢复等

功能。

具体内容为：

 图像输入

1.输入图像格式：

可识别彩色（24BITS）、灰度（256 阶）和黑白二值图像。支持 TIFF、BMP、JPG、PDF

格式的图像文件，对于合并后 PDF 和 TIF，我们可以提供技术解决方案。

2.输入版面格式：

能自动分析出横排文本、竖排文本、表格和图像等区域，并对文本和表格区域的文字

进行识别。

3.输入字体格式：

可识别中文简体、台湾繁体、香港繁体、英文及中英混排、简繁混排等印刷文本。

4.输入字体：

可识别宋、仿宋、楷、黑、魏碑、隶书、行楷、幼圆等一百多种中文字体，识别字号

介于“小六号”和“初号”。

 图像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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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预处理是 OCR识别流程非常重要的环节，iRead引擎具有相当完善的图像预

处理功能。除了将灰度或彩色图像二值化之外，iRead图像预处理功能还包括文件的正

规化处理；

 文本后处理

iRead文本后处理主要是指性能评价。

 文档输出

iRead的版面理解可根据识别源版面方式理解识别源的版面类型；随后，版面恢复

是根据原始的排版和文字的识别结果，按照人们普遍的阅读顺序排列结果；最后，系统

会将重新排版的识别结果以为文档形式导出。

1）输出文本字符集

可输出 GB、GBK、BIG5、Unicode 码结果文本。

2）输出识别结果

可输出 TXT、XLS、RTF、PDF、HTML 等格式文本文件，RTF、PDF 格式支持版面还原。

5. iRead SDK组网拓扑

5.1 本地部署

上述组网用户使用的时候采用的是 OCR软件和扫描仪设备配套使用，一台扫描设备对
应一套扫描软件，通过局域网络将扫描的内容传送给业务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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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网络部署

上述组网，需要用户在客户端进行数据的扫描，然后 OCR的识别操作全部汇总到服务
端进行，此种方案适用于集群化的数据加工处理。

6.技术优势与特点

捷通华声文字识别技术 iRead 的核心是北京捷通华声语音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OCR识别技术引擎，具有识别率高、稳定性强、特殊处理的能力强、对服务器的要求低等

特点，是一种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向任何人实时、准确地提供文字识别服务的技术，

非常符合信息时代动态更新和个性化录入的需求。

针对用户录入信息的需求，以及移动互联网的规模性发展，iRead不但可以支持原有的

PC终端通过扫描仪的方式进行录入，还可以支持智能终端的拍照录入方式，极大地方便了

用户随时随地的将信息录入计算机，同时采用的版面分析方法能够对比较规范的版面进行分

析，具有较高的识别率和较好的适应性。

iRead具有下列技术特点：

1、高识别率：

特别是中文简繁汉字的识别，其识别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2、丰富并完善图像预处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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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ead SDK具备图像二值化、旋转、剪裁、倾斜校正、版面分析、版面属性设置等

图像预处理功能。

3、强抗噪能力：

iRead SDK具备对噪点的强抵抗能力，识别过程中能够有效屏蔽较大程度上的噪点

干扰。

4、丰富的灵云识别功能：

IRead SDK支持通用的文档、有规律的复杂表单、票据领域模型；

5、强大的用户自学习能：

借助用户自学习功能，iRead SDK可以不断丰富其字符特征库，从而提高自身在识

别时对字符的适应能力。

6、强稳定性：

IRead SDK自开发初始就对系统稳定性有着极高的要求，且通过了测试团队多项目

高负荷的测试流程，有着极高的稳定性。

7、对服务器的要求低：

IRead SDK并不需要高配置的设备，对用户的设备没有太大的限制。

8、产品具体特点：

 支持非专业拍照设备进行文字拍摄，并对结果进行识别。

 独特的图像版面分析技术提供可靠识别的任何字体，即使对于清晰度较差的

图；

 优质的文本分析算法，可识别扭曲，连接和断开的字符；

 提供多领域最佳的识别字典；

 支持 4种语言：中文简体、中文繁体、英语、日语、韩语；

 提供对于手写数字的 ICR模块；

 提供从 TWAIN兼容的扫描仪设备扫描识别功能；

 提供开发包外围文档格式的输出，如双层或者多层 PDF、Word等版式文件；

 支持多线程并发和集群的部署需求，可以快速的进行文档分类；

 支持多种图像格式，如 JPEG，BMP，PNG，TIFF，GIF等格式；

 提供基于 VC的标准 API动态库，支持 C/C++、Java、C#、Delphi等编程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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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口调用；

 提供 OCR的云服务功能，可以和第三方的应用系统进行集成；

 支持 X86系统和 X64 位系统调用；

7.系统运行环境

操作系统：Windows 2003 Server（32bit）

Windows 2008 Server（32bit）

Windows XP/ Windows 7（32/64bit）

RedHat Linux(32/64bit)

CPU：Xeon 2.4*2

内存：1G以上

硬盘：20G以上

8. 服务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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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室

邮 编： 100193

电 话： （010）82826886

传 真： （010）82825830

主 页： www.sinovoice.com.cn

地理位置： www.sinovoice.com.cn/ditu.asp

支持邮箱： ocr@sinovoice.com.cn

支持手机：13911536589，13911536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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