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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应用端语音识别评测系统

及评测方法，其中评测系统包括数据库模块，评

测模块，评测结果分析模块；数据库模块包括根

据语音识别引擎及应用端的设计要求建立的语

音识别文本段数据库，用于比对评测结果的语音

识别输出文本结果特征数据库和语音识别输出

语音结果特征数据库；通过将预先建立的语音识

别文本段数据库内容导入应用端被测软件，并将

应用端被测软件输出结果与预先建立的语音识

别输出文本结果特征数据库和语音识别输出语

音结果特征数据库内容进行比对得到评测结果，

减少了评测人员的工作量，克服了外部环境及评

测人员口音等因素对评测结果的影响，提高了评

测结果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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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应用端语音识别评测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数据库模块，评测模块，评测结果

分析模块；

数据库模块：包括根据语音识别引擎及应用端的设计要求建立的语音识别文本段数据

库，用于比对评测结果的语音识别输出文本结果特征数据库和语音识别输出语音结果特征

数据库；所述语音识别文本段数据库由命令词及其相关字段内容组成，所述语音识别输出

文本结果特征数据库由命令词及其相关输出文字段内容组成，所述语音识别输出语音结果

特征数据库由命令词及其相关输出语音段内容组成；

评测模块：用于将需要评测的语音识别文本段从语音识别文本段数据库中导入应用端

的被测软件中；

评测结果分析模块：利用语音识别输出文本结果特征数据库和语音识别输出语音结果

特征数据库评测应用端输出的文字和语音提示文本段，并得到评测结果。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用端语音识别评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数据库模块中

的语音识别文本段、语音识别输出文本结果特征、语  音识别输出语音结果特征按相应格式

存入相应数据库中。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用端语音识别评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评测结果可以

是应用端被测软件的自动截图或录制的视频。

4.一种应用端语音识别评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S1：根据语音识别引擎及应用端的设计要求建立语音识别文本段数据库，建立用于比

对评测结果的语音识别输出文本结果特征数据库和语音识别输出语音结果特征数据库；

S2：将需要评测的语音识别文本段从语音识别文本段数据库中导入应用端的被测软件

中；

S3：应用端的被测软件根据导入的需要评测的语音识别文本段生成有效应用指令；

S4：应用端的被测软件根据生成的有效应用指令执行相应的软件功能动作；

S5：利用S1建立的用于比对评测结果的语音识别输出文本结果特征数据库和语音识别

输出语音结果特征数据库的内容评测应用端的被测软件输出的文字和语音提示文本段，并

自动生成截图或录制视频，得到各有效应用指令的评测结果；

S6：人工抽查评测结果；

S7：输出最终评测结果。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应用端语音识别评测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S6中所述的人工抽查评测结果，评测人员须观察应用端被测软件输出的实际功能

画面特征，评判评测结果是否符合被测软件既定的需求，所述评测结果如不符合评测标准，

需进行修正，并输出最终评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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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应用端语音识别评测系统及评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语音识别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应用端语音识别评测系统及评测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语音识别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软件集成了语音识别功能，为用户提供了

非常人性化的软件体验，利用语音识别技术控制的功能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使语音识别

应用端的评测工作量增大，评测难度增加，现有技术中语音识别应用端的评测方法主要由

以下步骤组成：

[0003] ①评测人员通过麦克风向应用端被测软件输入具体的语音指令；

[0004] ②评测人员通过观察应用端被测软件显示的图像或听软件输出的声音等，判断应

用端被测软件针对该具体语音指令的表现是否符合被测软件既定的需求；

[0005] ③将被测软件表现及评测结果记录到评测报告中。

[0006] 在以上的评测方法中，存在以下影响应用端被测软件验证的因素：

[0007] ①评测人员通过麦克风输入具体语音指令，容易受到周围环境及评测人员口音等

因素的影响，导致应用端被测软件接收到的语音指令具有不稳定性；

[0008] ②大量语音指令通过人工方式输入应用端被测软件，容易造成评测人员工作量

大，从而使评测质量降低；

[0009] ③评测人员通过麦克风输入的具体语音指令须经过语音识别引擎的识别处理，再

到应用端被测软件，使该语音指令不全由应用端被测软件处理，容易使应用端被测软件的

评测结果产生一定误差。

[0010] 以上因素都会使应用端被测软件的语音识别评测结果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另

外，还存在其他各种外部因素也可能影响评测结果的可靠性，造成无法把握被测软件利用

语音识别技术控制的相关功能的质量。

发明内容

[0011] 本发明提供一种应用端语音识别评测系统及评测方法，极大的减少了评测人员的

工作量，提高了应用端被测软件语音识别评测结果的可靠性。

[0012]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取的技术方案为：

[0013] 本发明一方面提供一种应用端语音识别评测系统，包括数据库模块，评测模块，评

测结果分析模块；

[0014] 数据库模块：包括根据语音识别引擎及应用端的设计要求建立的语音识别文本段

数据库，用于比对评测结果的语音识别输出文本结果特征数据库和语音识别输出语音结果

特征数据库；

[0015] 评测模块：用于将需要评测的语音识别文本段从语音识别文本段数据库中导入应

用端的被测软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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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评测结果分析模块：利用语音识别输出文本结果特征数据库和语音识别输出语音

结果特征数据库评测应用端输出的文字和语音提示文本段，并得到评测结果。

[0017] 进一步地，所述数据库模块中的语音识别文本段、语音识别输出文本结果特征、语

音识别输出语音结果特征按相应格式存入相应数据库中。

[0018] 又进一步地，所述评测结果可以是应用端被测软件的自动截图或录制的视频。

[0019] 本发明另一方面提供一种应用端语音识别评测方法，包括

[0020] S1：根据语音识别引擎及应用端的设计要求建立语音识别文本段数据库，建立用

于比对评测结果的语音识别输出文本结果特征数据库和语音识别输出语音结果特征数据

库；

[0021] S2：将需要评测的语音识别文本段从语音识别文本段数据库中导入应用端的被测

软件中；

[0022] S3：应用端的被测软件根据导入的需要评测的语音识别文本段生成有效应用指

令；

[0023] S4：应用端的被测软件根据生成的有效应用指令执行相应的软件功能动作；

[0024] S5：利用S1建立的用于比对评测结果的语音识别输出文本结果特征数据库和语音

识别输出语音结果特征数据库的内容评测应用端的被测软件输出的文字和语音提示文本

段，并自动生成截图或录制视频，得到各有效应用指令的评测结果；

[0025] S6：人工抽查评测结果；

[0026] S7：输出最终评测结果。

[0027] 进一步地，步骤S6中所述的人工抽查评测结果，评测人员须观察应用端被测软件

输出的实际功能画面特征，评判评测结果是否符合被测软件既定的需求，所述评测结果如

不符合评测标准，需进行修正，并输出最终评测结果。

[0028]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应用端语音识别评测系统及评测方法，通过将预先建立的语音

识别文本段数据库内容导入应用端被测软件，并将应用端被测软件输出结果与预先建立的

语音识别输出文本结果特征数据库和语音识别输出语音结果特征数据库内容进行比对得

到评测结果，减少了评测人员的工作量，克服了外部环境及评测人员口音等因素对评测结

果的影响，提高了评测结果的可靠性。

附图说明

[0029] 图1是本发明一种应用端语音识别评测系统结构示意图；

[0030] 图2是本发明一种应用端语音识别评测方法流程示意图；

[0031] 图3是本发明语音识别文本段数据库格式示例图；

[0032] 图4是本发明语音识别输出文本结果特征数据库格式示例图；

[0033] 图5是本发明语音识别输出语音结果特征数据库格式示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附图具体阐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附图仅供参考和说明使用，不构成对

本发明专利保护范围的限制。

[0035]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应用端语音识别评测系统，包括数据库模块，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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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评测结果分析模块；

[0036] 数据库模块：包括根据语音识别引擎及应用端的设计要求建立的语音识别文本段

数据库，用于比对评测结果的语音识别输出文本结果特征数据库和语音识别输出语音结果

特征数据库；

[0037] 评测模块：用于将需要评测的语音识别文本段从语音识别文本段数据库中导入应

用端的被测软件中；

[0038] 评测结果分析模块：利用语音识别输出文本结果特征数据库和语音识别输出语音

结果特征数据库评测应用端输出的文字和语音提示文本段，并得到评测结果。

[0039] 本实施例中，所述数据库模块中的语音识别文本段、语音识别输出文本结果特征、

语音识别输出语音结果特征按相应格式存入相应数据库中。

[0040] 本实施例中，所述评测结果可以是应用端被测软件的自动截图或录制的视频。

[0041] 如图2所示，本实施例另一方面提供一种应用端语音识别评测方法，包括

[0042] S1：根据语音识别引擎及应用端的设计要求建立语音识别文本段数据库，建立用

于比对评测结果的语音识别输出文本结果特征数据库和语音识别输出语音结果特征数据

库；

[0043] 其中，语音识别文本段数据库由命令词及其相关字段内容组成。例如“打开FM”语

音指令中，命令词为“打开FM”，包含但不仅限于下述字段如“action：launch”、“object 

name→fm”等；格式示例如图3所示；语音识别输出文本结果特征数据库格式示例如图4所

示；语音识别输出语音结果特征数据库格式示例如图5所示；

[0044] S2：将需要评测的语音识别文本段从语音识别文本段数据库中导入应用端的被测

软件中；

[0045] S3：应用端的被测软件根据导入的需要评测的语音识别文本段生成有效应用指

令；

[0046] S4：应用端的被测软件根据生成的有效应用指令执行相应的软件功能动作；

[0047] S5：利用S1建立的用于比对评测结果的语音识别输出文本结果特征数据库和语音

识别输出语音结果特征数据库的内容评测应用端的被测软件输出的文字和语音提示文本

段，并自动生成截图或录制视频，得到各有效应用指令的评测结果；

[0048] S6：人工抽查评测结果：评测人员须观察应用端被测软件输出的实际功能画面特

征，评判评测结果是否符合被测软件既定的需求，所述评测结果如不符合评测标准，需进行

修正；

[0049] S7：修正完成后，输出最终评测结果。

[0050]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应用端语音识别评测系统及评测方法，通过将预先建立的语音

识别文本段数据库内容导入应用端被测软件，并将应用端被测软件输出结果与预先建立的

语音识别输出文本结果特征数据库和语音识别输出语音结果特征数据库内容进行比对得

到评测结果，只需评测人员对该评测结果进行抽查并修正即可得到最终的评测结果，极大

的减少了评测人员的工作量，减少了评测人员因工作量大而产生的评测失误，克服了外部

环境因素及评测人员口音等因素对评测结果的影响，还降低了现有技术中评测人员通过麦

克风输入具体语音指令须经过语音识别引擎的识别处理，再到应用端被测软件，使该语音

指令不全由应用端被测软件处理，造成的使应用端被测软件评测结果产生误差，提高了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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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结果的可靠性。

[0051] 以上所揭露的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不能以此来限定本发明的权利保护范

围，因此依本发明申请专利范围所作的等同变化，仍属本发明所涵盖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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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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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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