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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用于亲子教育的双语切换装置，

包括相互通讯的终端设备和云端服务器，所述终

端设备上设置有语音输入模块，双语切换执行模

块，包含通讯单元的云端处理模块，语音输出模

块；所述云端服务器包括顺次电连接的云端语音

识别模块、云端语义理解翻译模块、云端目标语

种语音合成模块，还包括存储模块。本发明的装

置使得不会目标语种语言的父母可以顺畅地对

孩子进行双语教育，比如英语，法语等；会识别教

育引导者的语言并翻译成目标语种语言，然后复

述给孩子听，添加了图片(像)可以更直观，加入

了测评装置测试孩子学习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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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于亲子教育的双语切换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相互通讯的终端设备和云端服务

器，

所述终端设备上设置有：

语音输入模块，用于获得外部输入的原始语种语音信号；

双语切换执行模块，用于选择或设置需切换的云端目标语种语音合成结果的请求；

包含通讯单元的云端处理模块，所述云端处理模块通过通讯单元与云端服务器进行数

据交换，用于将所述原始语种语音信号发送至云端服务器并由所述云端服务器执行云端语

音识别、云端语义理解翻译和云端目标语种语音合成，接收所述云端服务器发来的云端语

音识别、云端语义理解翻译和云端目标语种语音合成结果；

语音输出模块，用于输出云端目标语种语音合成的结果的语音信号；

所述语音输入模块电连接双语切换执行模块，所述双语切换执行模块电连接云端处理

模块，所述云端处理模块电连接语音输出模块；

所述云端服务器包括顺次电连接的云端语音识别模块、云端语义理解翻译模块、云端

目标语种语音合成模块，还包括存储模块，所述存储模块均分别与云端语音识别模块、云端

语义理解翻译模块、云端目标语种语音合成模块电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语切换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双语切换执行模块包括目标

语种控制单元，用于确定所需要的双语切换的目标语种，发送所述语音信号至云端语音识

别模块。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语切换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语音输出模块包括扬声器，用

于以语音形式提供云端目标语种语音合成结果。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语切换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终端设备和所述云端服务器

通过无线网络接口连接相互通讯。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语切换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终端设备还包括图像展示模

块，相应的所述云端服务器还包括与所述云端语义理解翻译结果相对应的图像库，由图像

展示模块以图像形式提供云端图像库匹配结果，并展示于终端设备的图像展示单元上；所

述图像展示模块与所述云端处理模块电连接，通过所述通讯单元与云端服务器的图像库进

行数据交换。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语切换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终端设备还包括跟读测评模

块，用于亲子教育对象跟读云端目标语种语音合成结果的语音内容的跟读测评，由语音输

入模块获得跟读语音信号，云端处理模块用于将所述跟读语音信号发送至云端服务器并由

所述云端服务器执行云端语音识别，根据云端语音识别结果予以跟读语音测评，所述跟读

测评模块分别与语音输入模块和云端处理模块电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双语切换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跟读测评模块包括文本语义

提取法跟读测评单元，使用文本语义提取法进行跟读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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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亲子教育的双语切换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人工智能语音识别、语义理解及语音合成解技术应用领域，尤其是用

于亲子教育的双语切换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亲子教育中，父母为了让孩子更好的学习两种以上的语言，父母作为亲子教育

引导者(用户)，人工智能装置作为老师，孩子作为亲子教育对象，三者之间进行互动，以期

达到教育训练孩子学会多种语言的目的，需要把多种语言集合到人工智能装置里，根据教

育训练孩子语言的需要使多种语言能够相互切换。目前，专利201711194068.8，公开了一种

智能语音交互装置，涉及语音交互技术领域，包括声音采集模块、PFGA预处理模块、智能交

互中心；PFGA预处理模块包括端点检测单元；端点检测单元分别与声音预处理单元、特征提

取单元电性电连接；智能交互中心包括控制单元；控制单元分别与存储单元、语音识别模

块、语义理解模块、交互处理模块、语音合成模块、反馈模块、扬声器电性电连接；所述存储

单元分别与语音识别模块、语义理解模块、交互处理模块电性电连接；语音合成模块分别与

语义理解模块、交互处理模块电性电连接；所述存储单元内设有语言模型库、声音模型库、

语义词典数据库、应答信息库；声学模型库包括HMM模型数据库和ANN模型数据库；语言模型

库包括N-Gram模型数据库和Rule-based模型数据库，利用反馈模块对识别信息的反馈，并

通过控制单元向客户展示识别信息，同时控制改变声音匹配模型和语言模型库，提高交互

装置的交互识别正确率。但没有提供亲子教育的双语切换技术。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应用人工智能语音交互技术，提供亲子教育的双语切换人

工智能装置，使父母、人工智能装置和孩子进行互动，实现语言学习亲子教育，本发明的用

于亲子教育的双语切换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相互通讯的终端设备和云端服务器，

[0004] 所述终端设备上设置有：

[0005] 语音输入模块，用于获得外部输入的原始语种语音信号；

[0006] 双语切换执行模块，用于选择或设置需切换的云端目标语种语音合成结果的请

求；

[0007] 包含通讯单元的云端处理模块，所述云端处理模块通过通讯单元与云端服务器进

行数据交换，用于将所述原始语种语音信号发送至云端服务器并由所述云端服务器执行云

端语音识别、云端语义理解翻译和云端目标语种语音合成，接收所述云端服务器发来的云

端语音识别、云端语义理解翻译和云端目标语种语音合成结果；

[0008] 语音输出模块，用于输出云端目标语种语音合成的结果的语音信号；

[0009] 所述语音输入模块电连接双语切换执行模块，所述双语切换执行模块电连接云端

处理模块，所述云端处理模块电连接语音输出模块；

[0010] 所述云端服务器包括顺次电连接的云端语音识别模块、云端语义理解翻译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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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目标语种语音合成模块，还包括存储模块，所述存储模块均分别与云端语音识别模块、

云端语义理解翻译模块、云端目标语种语音合成模块电连接。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双语切换执行模块包括目标语种控制单元，用于确定所需要的双

语切换的目标语种，发送所述语音信号至云端语音识别模块，然后进行云端语言文本转化

和云端目标语种语音合成。

[0012] 具体地，所述语音输出模块包括扬声器，用于以语音形式提供云端目标语种语音

合成结果。

[0013] 可选地，所述终端设备和所述云端服务器通过无线网络接口连接相互通讯。

[0014] 进一步地，所述终端设备还包括图像展示模块，相应的所述云端服务器还包括与

所述云端语义理解翻译结果相对应的图像库，由图像展示模块以图像形式提供云端图像库

匹配结果，并展示于终端设备的图像展示单元上；所述图像展示模块与所述云端处理模块

电连接，通过所述通讯单元与云端服务器进行数据交换。

[0015] 进一步地，所述终端设备还包括跟读测评模块，用于亲子教育对象跟读云端目标

语种语音合成结果的语音内容的跟读测评，由语音输入模块获得跟读语音信号，云端处理

模块用于将所述跟读语音信号发送至云端服务器并由所述云端服务器执行云端语音识别，

根据云端语音识别结果予以跟读语音测评，所述跟读测评模块分别与语音输入模块和云端

处理模块电连接。

[0016] 具体地，所述跟读测评模块包括文本语义提取法跟读测评单元，使用文本语义提

取法进行跟读测评。

[0017] 本发明的用于亲子教育的双语切换装置，把多种语言集合到人工智能装置里，通

过人工智能语音交互应用技术，让教育引导者与亲子教育对象(孩子)利用该装置(老师)进

行互动双语切换，输入的原始语种语言会用目标语种语言重复输出，形成双语教育环境，来

实现教育训练孩子学会多种语言的目的，同时搭配图片(像)等多媒体展示，语音跟读测评

等功能让双语交流更加有趣流畅，加强双语教育和用户体验的效果。

[0018] 总之，本发明的装置将人声听写、翻译、人声合成技术创造性地合理结合以达到双

语教育的目的，并给予配图和跟读测评。

[0019] 具体地，首先，该装置需要进行人声听写功能，即录音人声然后转化成为文字；接

着，装置会根据文字的内容和意义，展示对应的图片(像)，如物品的照片，动作的形容图，事

件的动画，音乐的声音等；同时，装置还会将文字进行翻译，转化成目标语种语言的文字；然

后，装置会将目标语种语言的文字用本装置人声合成发音读出来；最后，装置可以利用人声

听写技术跟读翻译的内容并给予跟读语音测评打分。

[0020] 本发明的装置使得不会目标语种语言的父母可以顺畅地对孩子进行双语教育，比

如英语，法语等；会识别教育引导者的语言并翻译成目标语种语言，然后复述给孩子听，添

加了图片(像)可以更直观，加入了测评装置测试孩子学习的效果。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的实施例一的装置的框架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的实施例二的装置的框架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为本发明的实施例三的装置的框架结构示意图。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09272983 A

4



[0024] 其中，1-终端设备，101-PC机，102-手机，11-语音输入模块，12-双语切换执行模

块，121-目标语种控制单元，13-云端处理模块，131-通讯单元，14-语音输出模块,15-跟读

测评模块，16-图像展示模块，2-云端服务器，21-云端语音识别模块，22-云端语义理解翻译

模块，23-云端目标语种语音合成模块，24-存储模块(内设有语言模型库、声音模型库、语义

词典数据库、应答信息库)，25-图像库。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26] 实施例一：

[0027] 如图1所示，用于亲子教育的双语切换装置，包括：相互通讯的终端设备和云端服

务器，所述终端设备为PC机，安装苹果windos操作系统；

[0028] 所述终端设备上设置有：

[0029] 语音输入模块，包括安装在所述终端设备上的麦克风，用于获得外部输入的原始

语种语音信号，本实施例中为中文语音信号；

[0030] 双语切换执行模块，用于选择或设置需切换的云端目标语种语音合成结果的请

求；包括目标语种控制单元，用于确定所需要的双语切换的目标语种，发送所述语音信号至

云端语音识别模块，本实施例中选择或设置需切换的云端目标语种语音合成结果为英文语

音信号；

[0031] 包含通讯单元的云端处理模块，所述云端处理模块通过通讯单元与云端服务器进

行数据交换，用于将所述语音信号发送至云端服务器并由所述云端服务器执行云端语音识

别、云端语义理解翻译和云端目标语种语音合成，接收所述云端服务器发来的云端语音识

别、云端语义理解翻译和云端目标语种语音合成结果；本实施例中，具体地：语音识模块别

将中文的语音转化成中文文本，语义理解翻译模块将中文文本翻译成英文文本，语音合成

模块将英文文本合成英文语言的语音；

[0032] 语音输出模块，包括安装在所述终端设备上的扬声器，用于输出云端目标语种语

音合成的结果的英文语音信号，本实施例中设置有两个扬声器；

[0033] 所述语音输入模块电连接双语切换执行模块，所述双语切换执行模块电连接云端

处理模块，所述云端处理模块电连接语音输出模块；

[0034] 所述云端服务器包括顺次电连接的云端语音识别模块、云端语义理解翻译模块、

云端目标语种语音合成模块，还包括存储模块，所述存储模块均分别与云端语音识别模块、

云端语义理解翻译模块、云端目标语种语音合成模块电连接，所述存储模块内设有语言(含

原始语种语言和目标语种语言)模型库、声音(含原始语种声音和目标语种声音)模型库、语

义词典(含原始语种语言和目标语种语言)数据库、应答信息库。其中所述云端语音识别(含

原始语种语音识别和目标语种语音识别)模块、云端语义理解翻译模块和云端目标语种语

音合成模块均采用百度大脑或科大讯飞语音处理、语义理解和语音合成算法。

[0035] 所述终端设备和所述云端服务器通过有线网络接口连接相互通讯。

[0036] 实施例二：

[0037] 如图2所示，用于亲子教育的双语切换装置，与实施例一不同之处在于：所述终端

设备为手机，安装Android操作系统；所述终端设备和所述云端服务器通过无线网络接口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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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相互通讯；所述终端设备还包括跟读测评模块，用于亲子教育对象跟读云端目标语种语

音合成结果的语音内容的跟读测评，由语音输入模块获得跟读语音信号，云端处理模块其

中的通讯单元用于将所述跟读语音信号发送至云端服务器并由所述云端服务器执行云端

语音识别即云端语言文本转化并接收文本转化结果，跟读测评模块根据云端语言文本转化

结果予以跟读语音测评，所述跟读测评模块采用文本语义提取算法进行跟读测评，例如5个

字的文本信息中有4个字为目标字(满足要求的字)，占80％，满足阈值(阈值设定为不小于

80％)要求，测评合格。跟读测评模块分别与语音输入模块、云端处理模块和语音输出模块

电连接。跟读测评模块使手机屏幕上显示出“本次测试合格”的文字结果，或者扬声器送出

“本次测试合格”的结果(声音)。

[0038] 其余内容同实施例一。

[0039] 实施例三：

[0040] 如图3所示，用于亲子教育的双语切换装置，与实施例二不同之处在于：所述终端

设备还包括图像展示模块，相应的所述云端服务器还包括与所述云端语义理解翻译结果相

对应的图像库，由图像展示模块以图像形式提供云端图像库匹配结果，并展示于终端设备

的图像展示单元上，本实施例中为手机显示屏；具体地，根据云端处理模块接收到的云端语

音识别、云端语义理解翻译结果(即返回的文本)，提取关键字，然后以列表的形式展现这些

关键字相关的信息，例如关键字为apple(苹果)，则展现apple的例图，简介等内容；

[0041] 所述图像展示模块与所述云端处理模块电连接，通过所述云端处理模块的通讯单

元与云端服务器进行数据交换。

[0042] 所述图像库中包含物品的照片，动作的形容图，事件的动画等内容。

[0043] 本实施例的装置会根据理解的语义的内容和意义，展示对应的图片(像)，如物品

的照片，动作的形容图，事件的动画，音乐的声音等，通过对孩子眼、耳、脑的全方位刺激，强

化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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