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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Hi，您好，欢迎使用百度语音能力引擎（SPEECH）服务。

本文档主要针对API开发者，描述百度语音能力引擎接口服务的相关技术内容。如果您对文档内容有任何疑问，可以通过以下几

种方式联系我们：

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咨询问题类型请选择人工智能-语音能力引擎 SPEECH；

客服电话：400-920-8999。

注意！注意！

请勿通过任何第三方插件使用百度语音能力引擎服务，使用第三方非法插件会导致您的 AppID、API Key、Secret Key、Access请勿通过任何第三方插件使用百度语音能力引擎服务，使用第三方非法插件会导致您的 AppID、API Key、Secret Key、Access

Token 泄露，他人即可盗用您的账户进行任意消费，如因产生的恶意消费，需您自行承担责任。Token 泄露，他人即可盗用您的账户进行任意消费，如因产生的恶意消费，需您自行承担责任。

如您已经使用了第三方插件，建议您立即删除对应appid并更新账户密码！

接口能力

接口名称接口名称 接口能力简要描述接口能力简要描述

语音识别语音识别
采用国际领先的流式端到端语音语言一体化建模算法，将语音快速准确识别为文字，支持手机应用语音交互、采用国际领先的流式端到端语音语言一体化建模算法，将语音快速准确识别为文字，支持手机应用语音交互、

语音内容分析、机器人对话等多个场景。语音内容分析、机器人对话等多个场景。

短语音识别
将60秒以内的语音精准识别为文字，可适用于手机语音输入、智能语音交互、语音指令、语音搜索等短语音交

互场景。

短语音识别

极速版
采用最新解码技术，API接口识别速度提升5倍以上，耗时仅音频时长十分之一，提升语音交互体验。

实时语音识

别

实时语音识别接口采用websocket协议的连接方式，边上传音频边获取识别结果。适用于长句语音输入、音视

频字幕、直播质检、会议记录等场景。

音频文件转

写 (16k)

音频文件转写接口可以将大批量的音频文件异步转写为文字。适合音视频字幕生产、批量录音质检、会议内容

总结、录音内容分析等场景，一般12小时内返回识别接口。

EasyDL语音

识别
可以通过自助训练语言模型的方式有效提升您业务场景下的识别准确率。

语音合成语音合成
基于业内领先的深度学习技术，提供高度拟人、流畅自然的语音合成服务，支持在线、离线多种调用方式，满基于业内领先的深度学习技术，提供高度拟人、流畅自然的语音合成服务，支持在线、离线多种调用方式，满

足泛阅读、订单播报、智能硬件等场景的语音播报需求。足泛阅读、订单播报、智能硬件等场景的语音播报需求。

短文本在线

合成

基于HTTP请求的REST API接口，将文本转换为可以播放的音频文件。

最长可支持1024GBK字节的文本。

长文本在线

合成

长文本在线合成接口可以将10万字以内文本一次性合成，异步返回音频。支持多种优质音库，将超长文本快速

转换成稳定流畅、饱满真实的音频。适用于阅读听书、新闻播报等客户。

离线语音合

成

在无网或弱网环境下，可在手机APP或故事机、机器人等智能硬件设备终端进行语音播报，将文字合成为声

音，提供稳定一致、流畅自然的合成体验 。

呼叫中心语呼叫中心语

音音

呼叫中心服务分为呼叫中心解决语音方案及呼叫中心音频文件转写。可用于智能语音IVR、智能外呼、客服内容呼叫中心服务分为呼叫中心解决语音方案及呼叫中心音频文件转写。可用于智能语音IVR、智能外呼、客服内容

质检等场景。质检等场景。

音频文件转

写 (8k)

音频文件转写接口可以将大批量的音频文件异步转写为文字。适合批量录音质检、会议内容总结、录音内容分

析等场景，一般12小时内返回识别接口。

呼叫中心语

音解决方案
MRCP Server端，集成了呼叫中心8K采样率语音识别(ASR)和呼叫中心专属发音人语音合成(TTS)两种能力。

产品更新动态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购买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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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3-16

【语音识别模型下线公告】

尊敬的百度语音客户您好！百度语音识别产品历史接口及模型资源整合升级，为您提供更优质的产品效果及使用体验。

以下模型资源将于3月31日下线以下模型资源将于3月31日下线，为避免影响您的服务，请您尽快将服务切换升级：

dev_pid=1538

dev_pid=1700

dev_pid=1721

升级方式：升级方式：您可更换输入参数dev_pid，将上述模型dev_pid替换为短语音识别标准版dev_pid=1537（支持API及SDK调用），或

短语音识别极速版dev_pid=80001（支持API调用，效果更优）即可。

以下语音自训练平台资源将于3月31日下线以下语音自训练平台资源将于3月31日下线，为避免影响您的服务，请您尽快将服务切换升级：

dev_pid=8001

dev_pid=8002

dev_pid=8003

升级方式：升级方式：点击进入新版语音自训练平台，创建您的专属语音识别模型，具体操作请见：使用文档

若您有任何问题，可提交工单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结合您的服务使用情况提供合适的解决方案支持，感谢您的理解和配合!

2023-01-19

长文本在线合成支持字、句时间戳

产品分类：产品分类：语音合成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长文本在线合成服务，新增支持合成结果返回字、句粒度时间戳。

适用场景：适用场景：小说听书、新闻播报等场景，帮助您实现边听边读、回听定位等效果，提升用户体验！

接入文档：接入文档：长文本在线合成API

2022-11-24

【服务升级公告】

尊敬的百度语音客户您好！

百度语音服务将于22年11月29日至12月30日进行服务升级，短文本在线合成、实时语音识别服务升级支持多地域并发合并统

计，并发配额资源可在多个地域间共享，更好保障跨地域实时服务稳定性。

若您在升级期间出现任何问题，可提交工单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结合您的服务使用情况提供合适的解决方案支持，感谢您的理

解和配合!

购买指南

免费测试资源

语音识别免费额度

短语音识别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购买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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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服务接口服务 认证状态认证状态 免费并发免费并发 免费调用次数免费调用次数 有效期有效期

短语音识别标准版-中文普通话 个人认证 5并发 15万次 180天

短语音识别标准版-中文普通话 企业认证 10并发 200万次 180天

短语音识别标准版-英文 个人认证 3并发 3万次 180天

短语音识别标准版-英文 企业认证 5并发 5万次 180天

短语音识别标准版-粤语 个人认证 3并发 3万次 180天

短语音识别标准版-粤语 企业认证 5并发 5万次 180天

短语音识别标准版-四川话 个人认证 3并发 3万次 180天

短语音识别标准版-四川话 企业认证 5并发 5万次 180天

短语音识别极速版 个人认证 5并发 5万次 180天

短语音识别极速版 企业认证 5并发 5万次 180天

实时语音识别

接口服务接口服务 认证状态认证状态 免费并发免费并发 免费调用时长免费调用时长 有效期有效期

实时语音识别-中文普通话 个人认证 3并发 10小时 180天

实时语音识别-中文普通话 企业认证 5并发 10小时 180天

实时语音识别-英文 个人认证 3并发 10小时 180天

实时语音识别-英文 企业认证 5并发 10小时 180天

实时语音识别-音视频字幕（中文） 个人认证 3并发 10小时 180天

实时语音识别-音视频字幕（中文） 企业认证 5并发 10小时 180天

音频文件转写

接口服务接口服务 认证状态认证状态 免费调用时长免费调用时长 有效期有效期

音频文件转写-中文普通话 个人、企业认证 10小时 180天

音频文件转写-英文 个人、企业认证 10小时 180天

音频文件转写-音视频字幕（中文） 个人、企业认证 10小时 180天

语音合成免费额度

短文本在线合成

接口服务接口服务 认证状态认证状态 免费并发免费并发 免费调用次数免费调用次数 有效期有效期

基础音库 个人认证 10并发 5万次 180天

基础音库 企业认证 100并发 1亿次 180天

精品音库 个人认证 3并发 2千次 15天

精品音库 企业认证 5并发 5千次 15天

长文本在线合成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购买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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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服务接口服务 认证状态认证状态 免费调用字数免费调用字数 有效期有效期

基础音库 个人认证 5千字 7天

基础音库 企业认证 1万字 7天

精品音库 个人认证 5千字 7天

精品音库 企业认证 1万字 7天

离线语音合成

提供试用版授权序列号供用户集成测试使用，试用版授权序列号为按设备数授权（授权序列号与终端设备是1:1的关系）

您可通过试用版序列号跑通全流程，便于正式付费购买后的集成使用。

只有完成个人认证或企业认证的账号方可获取试用版授权序列号。

用户级别用户级别 试用版授权数量试用版授权数量

未认证 0

个人认证 2

企业认证 5

说明：说明： 

1、语音技术接口的免费额度自用户在语音技术控制台领取后生效。 

2、有效期自领取成功之日开始计算，有效期截止后，免费调用次数清零。 

3、首次领取免费额度时，系统将根据领取时的账号认证状态分配免费额度；若后续账号认证状态发生变化，系统将在用户

再次访问语音技术控制台时，自动提升免费额度。 

4、每个账号根据认证信息仅支持领取一次免费额度，多账号绑定同一认证信息将无法重复领取。若系统判断存在违规重复

开通免费额度，造成恶意请求百度语音服务的状况，百度有权进行处理而无需提前告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用户自行承

担。 

5、百度语音服务全线升级，自2019年7月1日商用版本陆续上线，提供更好地服务和支持。如果您是2019年7月1日前调用

过百度语音服务的老客户，或您计划使用百度语音能力用于公益产品及服务，可以邮件给ai-speech@baidu.com，申请获得

更高的免费用量和用时，我们会结合语音产品服务资源以及您的使用情况等综合因素尽力为您提供支持。非常感谢您的使

用和支持。 因AI而声公益计划详细介绍

计费概述

短语音识别计费概述

短语音识别目前有语音识别标准版（包含输入法、英语、粤语、四川话、远场）及短语音识别极速版接口。

短语音识别标准版短语音识别标准版：可购买次数包，也可按调用量阶梯后付费。每个账号可享200万次免费调用，开通付费后并发限额可从

5扩展至50。

短语音识别极速版短语音识别极速版：可购买次数包，也可按调用量阶梯后付费。每个账号可享5万次免费调用，开通付费后并发限额可从5扩

展至50。

补充说明补充说明：

并发可通过合作提升。 

次数包中次数用尽后，系统会根据实际调用的次数，每小时会对您的百度云账户进行扣费。用多少付多少。根据月累计调

用量，可自动享受阶梯折扣。同时，可购买预付次数包。购买后一年内有效，价格更优惠。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购买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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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语音识别计费概述

实时语音识别目前支持的语言有中文普通话和英语。

每个账号可享10小时免费调用，超出免费时长后，可以购买预付小时包，也可按调用时长后付费。

高并发量扩容高并发量扩容：未认证用户设定2并发，个人认证账户设定3并发，企业认证设定定5并发，开通付费后50并发，支持购买扩

容并发量。

补充说明补充说明：

并发量支持特殊大客户价格，可通过合作提升。 

免费时长用尽后，系统会根据实际调用的时长，每小时会对您的百度云账户进行扣费，用多少付多少。同时，可购买预付

小时包。购买后一年内有效，价格更优惠。

音频文件转写计费概述

音频文件转写目前支持的语言有中文普通话和英语。

每个账号可享10小时免费调用，超出免费时长后，可以购买预付小时包，也可按调用时长后付费。

补充说明补充说明：

有大规模数据转写需求的客户，可合作咨询。 

免费时长用尽后，系统会根据实际调用的时长，每小时会对您的百度云账户进行扣费，用多少付多少。同时，可购买预付

小时包。购买后一年内有效，价格更优惠。 

在线语音合成计费概述

在线语音合成目前有短文本在线合成及长文本在线合成2个产品。

短文本在线合成计费概述

按次数包预付费按次数包预付费：适合业务中对语音合成服务需求量较明确的用户选择，用户可同时购买多个次数包叠加使用。

按调用量后付费按调用量后付费：适合对语音合成需求量尚处于探索期的用户选择，也可作为“按次数包预付费”付费方式的兜底方案。

补充说明补充说明：

1. 用户产生调用时会优先消耗免费调用额度，待免费调用额度耗尽时开始消耗次数包内额度。

2. 当次数包内剩余额度为零时，系统会自动切换为“按调用量后付费”的计费策略，直至账户内余额不足以支付因调用产

生的费用，此时语音合成服务暂停，用户则无法正常使用语音合成服务。用户重新购买次数包或给账户充值后，语音合

成服务将恢复正常。

3. 语音合成的计费调用次数按照每次请求中传入的GBK字节数作为统计依据： 120个GBK字节以内（含120个）记为1次

计费调用；每超过120个GBK字节则多记1次计费调用。例如，121个GBK字节记为2次计费调用，241个GBK字节记为3

次计费调用，依此类推。

并发量扩容并发量扩容：用户购买次数包或开通按调用量后付费后，接口并发将提升至100并发，如需更大并发量以满足业务需要，可

通过购买并发叠加包，自行完成并发量扩容。

补充说明补充说明：

1. 并发指服务同时处理的请求数量峰值，相当于每个API可以允许同时处理的最大上限数量。

2. 同一个账号下多个应用共享接口并发。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购买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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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文本在线合成计费概述

按字数包预付费按字数包预付费：适合业务中对语音合成服务需求量较明确的用户选择，用户可同时购买多个字符包叠加使用。

按调用量后付费按调用量后付费：适合对语音合成需求量尚处于探索期的用户选择，也可作为“按字符包预付费”付费方式的兜底方案。

补充说明补充说明：

1. 用户产生调用时会优先消耗免费调用额度，待免费调用额度耗尽时开始消耗字符包内额度。

2. 当次数包内剩余额度为零时，系统会自动切换为“按调用量后付费”的计费策略，直至账户内余额不足以支付因调用产

生的费用，此时语音合成服务暂停，用户则无法正常使用语音合成服务。用户重新购买字符包或给账户充值后，语音合

成服务将恢复正常。

3. 语音合成的计费字符数按照每次请求中传入的字符数数作为统计依据： 汉字、英文、数字、标点都算1个字符。

离线语音合成计费概述

离线语音合成SDK可直接在设备终端进行语音合成，无论何种网络状态(有网、无网、弱网)，均可以使用离线合成，为您提供

稳定一致、流畅自然的合成体验。

产品形态

离线语音合成SDK包括Android和iOS两个版本。每个版本均有两种不同的授权方式。

授权方式一：按设备数授权（授权序列号与终端设备是1:1的关系）授权方式一：按设备数授权（授权序列号与终端设备是1:1的关系） 适用于儿童故事机、服务机器人等智能硬件终端集成场

景。每台终端均需使用一个授权序列号进行激活，一个序列号仅包含一个装机。

授权方式二：按产品线授权（授权序列号与终端设备是1:N的关系）授权方式二：按产品线授权（授权序列号与终端设备是1:N的关系） 适用于泛阅读、订单播报等场景的APP应用集成。一个APP

应用只需集成一个授权序列号，即可安装在多台终端设备上使用，一个序列号中可包含N个装机。

装机量计算说明装机量计算说明

1、每台终端激活一次时，消耗一个装机

2、同一台设备，如果app卸载后，授权信息会一并删除；当再次下载APP时，需要重新激活，此时按产品线类型的授权会

再次消耗一个装机，按设备数授权的序列号与设备绑定，同一设备支持重复激活（但刷机操作会导致按设备数授权的序列

号失效）

计费策略

对于有免费额度的接口服务，开通付费后，先使用免费调用额度，超过额度才根据接口调用量进行计费。

产品采用后付费的方式，每小时对您的百度云账户进行扣费。余额不足或欠费，会给您发送短信与邮件提醒。

用户开通付费前需进行实名认证。

根据您历史的账单金额，判断您的账户余额（含可用代金券）是否足够支付未来的费用，若不足以支付，系统将在欠费前三

天、两天、一天发送续费提醒短信，请您收到短信后及时前往控制台财务中心充值。

北京时间每个整点检查您的账户余额是否足以支付本次账单的费用（如北京时间11点整检查账户余额是否足以支付10点至

11点的账单费用），若不足以支付，即为欠费，欠费时系统会发送欠费通知。

欠费后您开通付费的产品将进入欠费状态，接口将无法使用。

退订说明

您可前往百度智能云‘控制台--财务--退订管理’页面进行自助退订，详细退订规则见退订规则。

如何购买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购买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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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充值

1. 您可以直接点击充值，或者通过以下方式进入充值页面：

方式一：在控制台首页，将鼠标移到右上角导航栏的“财务”按钮上方，弹出小窗口，点击“充值”按钮。 

方式二：在控制台首页，点击右上角导航栏的“财务”按钮，进入“财务中心”，在“账务总览”页面，点击"充值"按钮。 

2. 进入充值页面后，您可以在“充值方式”处选择“在线支付”或“线下汇款”。

在线支付：选择支付平台“银联个人”、“银联企业”、“快捷支付”、“支付宝”或“微信支付”。

线下汇款：您可获取您的专属账号，并线下汇款至专属账户，系统会将汇款直接匹配到您的百度开放云账户，实现自

动加款，快速到账。适用于所有通过百度智能云完成个人认证及企业认证的用户（暂不支持从百度钱包同步实名状态

的用户）。具体操作如下： - 点击汇款信息栏对应的“获取您的专属汇款账号”，获取银行电汇自动加款专属账号。 

为保证汇款顺利进行，请务必保证汇款方名称与实名认证名称一致。

汇款方名称将是您后期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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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充值金额”或手动输入金额，点击“确认充值”。

4. 充值成功后，可点击导航栏的收支明细，查看充值记录。

5. 若充值未成功，点击提交工单并说明情况，我们会立刻派专人处理。

查看余额

有如下两种方式可查看当前账户余额：

方式一：在控制台首页会显示当前账户余额。 

方式二：由控制台的导航栏进入财务中心，在“账务总览”页面，“账户信息”区域会显示账户余额。 

开通付费

当免费配额使用完后，如需继续使用，您可以在控制台选择开通按量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按量后付费，支持随开随停，灵活

方便；次数包预付费，一次购买全年使用。当赠送的QPS不足以满足您的业务需求时，您可以付费扩充QPS。计费规则详情参

见计费概述。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控制台，或直接点击控制台：

1. 点击百度AI开发平台右上角的控制台，并完成登录。 

2. 进入语音能力引擎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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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通按量后付费

支持随开随停，适用于需灵活付费的企业

1. 在可用服务列表选购所需服务，并点击“开通”。 

2. 选择服务，并点击“确认开通”。 

3. 确认订单，完成订单支付。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购买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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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功开通按量后付费。 

购买次数包

支持预付费，一次购买全年使用，适用于调用量可预估的企业

1. 进入语音能力引擎控制台后，选择所需服务，如图位置点击“购买”。 

2. 选择所需次数包类别及数量，添加至购物车并进行结算。 

3. 提交订单成功，点击“确认支付”后，完成次数包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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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PS购买

当赠送的QPS不足以满足您的业务需求时，您可以付费扩充QPS

1. 选择服务，如图位置点击“购买”，进入购买页面。 

2. 选择购买方式、接口、购买期限、购买次数，添加进购物车并“去结算”。 

3. 点击“去支付”，完成在线支付后，完成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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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购买QPS后，您可以在配额详情中查看对应服务的QPS配额。 

 

遇到产品相关问题，您可寻求智能助手帮助，或提交工单，会有专人跟进处理。

产品价格
语音识别价目表

短语音识别标准版

短语音识别标准版按调用次数计费，支持“按次数包预付费”和“按调用量阶梯后付费”两种付费方式，并基于中文普通话、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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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四川话等模型购买。

“按次数包预付费”的付费方式更适合业务中对语音识别服务需求量较明确的用户选择，用户可同时购买多个次数包叠加使

用；

“按调用量阶梯后付费”的付费方式更适合对语音识别需求量尚处于探索期的用户选择，也可作为“按次数包预付费”付费方式

的兜底方案。

用户产生调用时会优先消耗免费调用额度，待免费调用额度耗尽时开始消耗次数包内额度。当次数包内剩余额度为零时，系统

会自动切换为“按调用量阶梯后付费”的计费策略；直至账户内余额不足以支付因调用产生的费用，此时语音识别服务暂停，用

户则无法正常使用语音识别服务。用户重新购买次数包或给账户充值后，语音识别服务将恢复正常。

若用户需要更大并发量以满足业务需要，可自行完成并发量扩容。

按次数包预付费按次数包预付费 用户购买次数包后即可直接使用，次数包购买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具体价格如下：

次数包（万次）次数包（万次） 价格（元）价格（元）

100 2400

1000 19200

10000 144000

100000 960000

按调用量阶梯后付费按调用量阶梯后付费 分段阶梯后付方式，调用单价随用户当前自然月累积调用量所落阶梯区间而变化。月初，用户累积调用量

清零，同时重新开始累计调用量。系统按用户实际使用实时扣费，具体价格如下：

月调用量（万次）月调用量（万次） 价格（元/次）价格（元/次）

0<调用次数<=600 0.0034

600<调用次数<=3000 0.0028

3000<调用次数<=6000 0.0022

6000<调用次数<=15000 0.0015

15000<调用次数 0.0011

并发量扩容并发量扩容 用户可根据业务需要，扩容并发量，具体价格如下：

购买并发购买并发 价格（元/并发）价格（元/并发）

按月 80

按年 800

补充说明补充说明

1. 当且仅当用户产生成功调用或因鉴权、音频质量导致的失败调用时，系统会消耗、记录调用次数，其余情况均不涉及计费。

2. 月调用量统计周期为自然月。

短语音识别极速版

短语音识别极速版按调用次数计费，支持“按次数包预付费”和“按调用量阶梯后付费”两种付费方式。两种计费方式策略见“短语

音识别标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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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次数包预付费按次数包预付费 用户购买次数包后即可直接使用，次数包购买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具体价格如下：

次数包（万次）次数包（万次） 价格（元）价格（元）

100 3000

1000 24000

10000 180000

100000 1200000

按调用量阶梯后付费按调用量阶梯后付费 分段阶梯后付方式，调用单价随用户当前自然月累积调用量所落阶梯区间而变化。月初，用户累积调用量

清零，同时重新开始累计调用量。系统按用户实际使用实时扣费，具体价格如下：

月调用量（万次）月调用量（万次） 价格（元/次）价格（元/次）

0<调用次数<=600 0.0042

600<调用次数<=3000 0.0036

3000<调用次数<=6000 0.0029

6000<调用次数<=15000 0.0019

15000<调用次数 0.0014

并发量扩容并发量扩容 用户可根据业务需要，扩容并发量，具体价格如下：

购买并发购买并发 价格（元/并发）价格（元/并发）

按月 100

按年 1000

示例示例

以短语音识别极速版收费标准举例：

如从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本月调用短语音识别极速版的总次数中，计费调用量为4000万次。费用如下：

前600万次落入0~600万次调用阶梯，单价0.0042元，费用为25200元。

中间2400万次落入600~3000万次调用阶梯，单价0.0036元，费用为86400元。

后1000万次落入3000~6000万次调用阶梯，单价0.0029元，费用为29000元。

本月费用共计：140600元

实时语音识别

实时语音识别按调用时长计费，支持“按小时包预付费”和“调用时长后付费”两种付费方式。并基于中文普通话、英语、音视频字

幕（中文）等模型购买。

“小时包预付费”的付费方式更适合业务中对语音识别服务需求量较明确的用户选择，用户可同时购买多个小时包叠加使用；

“调用时长后付费”的付费方式更适合对语音识别需求量尚处于探索期的用户选择，也可作为“小时包预付费”付费方式的兜底

方案。

用户产生调用时会优先消耗免费调用额度，待免费调用额度耗尽时开始消耗小时包内额度。当小时包内剩余额度为零时，系统

会自动切换为“调用时长后付费”的计费策略；直至账户内余额不足以支付因调用产生的费用，此时语音识别服务暂停，用户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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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正常使用语音识别服务。用户重新购小时包或给账户充值后，语音识别服务将恢复正常。

若用户需要更大并发量以满足业务需要，可自行完成并发量扩容。 按小时包预付费按小时包预付费 用户购买小时包后即可直接使用，小时包

购买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具体价格如下：

实时语音识别-中文普通话、实时语音识别-英语接口，适用于手机近场语音输入场景

小时包规格（小时）小时包规格（小时） 价格（元）价格（元） 单价（元/小时）单价（元/小时）

1000 1800 1.8

10000 15000 1.5

100000 120000 1.2

500000 450000 0.9

实时语音识别-音视频字幕（中文）接口，适用于音视频内容分析、质检审核、字幕生产等场景

小时包规格（小时）小时包规格（小时） 价格（元）价格（元） 单价（元/小时）单价（元/小时）

1000 2400 2.4

10000 20000 2.0

100000 168000 1.68

500000 680000 1.36

按调用时长后付费按调用时长后付费 系统按用户实际使用,每小时出账单实时扣费，账户内需保留足量余额，具体价格如下：

实时语音识别-中文普通话、实时语音识别-英语接口，适用于手机近场语音输入场景

月调用小时月调用小时 价格（元/小时）价格（元/小时）

0-∞ 3

实时语音识别-音视频字幕（中文）接口，适用于音视频内容分析、质检审核、字幕生产等场景

月调用小时月调用小时 价格（元/小时）价格（元/小时）

0-∞ 3.5

高并发量扩容高并发量扩容

实时语音识别-中文普通话、实时语音识别-英语接口，适用于手机近场语音输入场景

购买并发购买并发 价格（元/并发）价格（元/并发）

按月 100

按年 1000

实时语音识别-音视频字幕（中文）接口，适用于音视频内容分析、质检审核、字幕生产等场景

购买并发购买并发 价格（元/并发）价格（元/并发）

按月 120

按年 1200

补充说明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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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且仅当用户产生成功调用或因鉴权、音频质量导致的失败调用时，系统会消耗、记录调用时长，其余情况均不涉及计费。

2. 月调用时长统计周期为自然月。 

示例示例 如从2019-3-1至2019-3-31，本月调用实时语音识别-中文普通话的总时长中，计费调用量为4000小时。

费用如下：

按小时包预付费购买：4000/1000*1800=7200元

按调用时长后付费购买：4000*3=12000元

音频文件转写

音频文件转写按调用时长计费，支持“按时长包预付费”和“按调用时长后付费”两种付费方式。并基于中文普通话、英文、音视频

字幕（中文）等模型购买。

“小时包预付费”的付费方式更适合业务中对语音识别服务需求量较明确的用户选择，用户可同时购买多个小时包叠加使用；

“调用时长后付费”的付费方式更适合对语音识别需求量尚处于探索期的用户选择，也可作为“小时包预付费”付费方式的兜底

方案。

用户产生调用时会优先消耗免费调用额度，待免费调用额度耗尽时开始消耗小时包内额度。当小时包内剩余额度为零时，系统

会自动切换为“调用时长后付费”的计费策略；直至账户内余额不足以支付因调用产生的费用，此时语音识别服务暂停，用户则

无法正常使用语音识别服务。用户重新购小时包或给账户充值后，语音识别服务将恢复正常。

音频文件转写为异步任务、排队处理，用户无需进行并发扩容。 

按小时包预付费按小时包预付费 用户购买小时包后即可直接使用，小时包购买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具体价格如下：

音频文件转写-中文普通话、音频文件转写-英语接口，适用于手机近场语音输入场景

小时包规格（小时）小时包规格（小时） 价格（元）价格（元） 单价（元/小时）单价（元/小时）

1000 1200 1.2

10000 9000 0.9

100000 70000 0.7

500000 300000 0.6

音频文件转写-音视频字幕（中文）接口，适用于音视频内容分析、质检审核、字幕生产等场景

小时包规格（小时）小时包规格（小时） 价格（元）价格（元） 单价（元/小时）单价（元/小时）

1000 1560 1.56

10000 12800 1.28

100000 108000 1.08

500000 468000 0.936

按调用时长后付费按调用时长后付费 系统按用户实际使用,每小时出账单实时扣费，账户内需保留足量余额，具体价格如下：

音频文件转写-中文普通话、音频文件转写-英语接口，适用于手机近场语音输入场景

月调用小时月调用小时 价格（元）价格（元）

0-∞ 2

音频文件转写-音视频字幕（中文）接口，适用于音视频内容分析、质检审核、字幕生产等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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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文件转写-音视频字幕（中文）接口，适用于音视频内容分析、质检审核、字幕生产等场景

月调用小时月调用小时 价格（元）价格（元）

0-∞ 2.5

在线语音合成价目表

短文本在线合成

价目表-按次数包预付费价目表-按次数包预付费 用户购买次数包后即可直接使用，次数包购买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具体价格如下：

基础音库基础音库

次数包规格（万次）次数包规格（万次） 支持并发支持并发 价格（元）价格（元） 万次单价（元）万次单价（元）

100 100 1200 12

500 100 5000 10

1000 100 8000 8

5000 100 32500 6.5

10000 100 50000 5

精品音库精品音库

次数包规格（万次）次数包规格（万次） 支持并发支持并发 价格（元）价格（元） 万次单价（元）万次单价（元）

100 100 3000 30

500 100 14000 28

1000 100 25000 25

5000 100 100000 20

10000 100 150000 15

价目表-按调用量后付费价目表-按调用量后付费 分段阶梯后付方式，调用单价随用户当前自然月累积调用量所落阶梯区间而变化。月初，用户累积调

用量清零，同时重新开始累计调用量。系统按用户实际使用实时扣费，具体价格如下：

基础音库基础音库

月调用量（万次）月调用量（万次） 支持并发支持并发 价格（元/万次）价格（元/万次）

0<调用次数<=600 100 20

600<调用次数<=3000 100 16

3000<调用次数<=6000 100 12.5

6000<调用次数<=15000 100 10

15000<调用次数 100 6.5

精品音库精品音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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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调用量（万次）月调用量（万次） 支持并发支持并发 价格（元/万次）价格（元/万次）

0<调用次数<=600 100 40

600<调用次数<=3000 100 32

3000<调用次数<=6000 100 25

6000<调用次数<=15000 100 20

15000<调用次数 100 15

价目表-并发扩容费价目表-并发扩容费 用户可根据业务需要，扩容并发量，具体价格如下：

基础音库基础音库

购买时长购买时长 价格（元/并发）价格（元/并发）

按月 100

按年 1000

精品音库精品音库

购买时长购买时长 价格（元/并发）价格（元/并发）

按月 200

按年 2000

长文本在线合成

价目表-按字符包预付费价目表-按字符包预付费 用户购买字符包后即可直接使用，字符包购买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具体价格如下：

基础音库基础音库

字符包规格（万字）字符包规格（万字） 价格（元）价格（元） 万字单价（元）万字单价（元）

100 170 1.7

500 750 1.5

1000 1300 1.3

5000 4500 0.9

10000 5000 0.5

精品音库精品音库

字符包规格（万字）字符包规格（万字） 价格（元）价格（元） 万字单价（元）万字单价（元）

100 240 2.4

500 1100 2.2

1000 2000 2

5000 7500 1.5

10000 10000 1

价目表-按调用量后付费价目表-按调用量后付费 分段阶梯后付方式，调用单价随用户当前自然月累积调用量所落阶梯区间而变化。月初，用户累积调

用量清零，同时重新开始累计调用量。系统按用户实际使用实时扣费，具体价格如下：

基础音库基础音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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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调用量（万字）月调用量（万字） 价格（元/万字）价格（元/万字）

0<调用字数<=600 2

600<调用字数<=3000 1.8

3000<调用字数<=6000 1.5

6000<调用字数<=15000 1.2

15000<调用字数 1

精品音库精品音库

月调用量（万字）月调用量（万字） 价格（元/万字）价格（元/万字）

0<调用字数<=600 2.7

600<调用字数<=3000 2.5

3000<调用字数<=6000 2.3

6000<调用字数<=15000 2

15000<调用字数 1.5

离线语音合成价目表

价目表-离线语音合成授权价格

按设备数授权按设备数授权 （点击链接立即线上购买）

购买授权数购买授权数 每个授权单价每个授权单价

第100～1000个 5元/个

第1001～5000个 3元/个

第5001～20000个 2.5元/个

第20001～50000个 2元/个

大于50000个 线下商务沟通

授权单价说明授权单价说明

1. 授权单价包含软件授权费用和默认发音人授权费用

2. 默认发音人包括度小宇、度小美、度逍遥、度丫丫共4个基础发音人，如需精品发音人需额外购买

购买说明：购买说明：

1. 离线合成SDK按设备数授权100起售。

2. 授权购买是「分段阶梯计费」，按照单笔订单内购买的授权数量所落入的每段区间，进行分段计费。例如您一次性购买

1100个授权时，前1000个授权在0~1000的区间内，后100个授权在1001~5000的区间内，需付费5元/个×1000个+3

元/个×100个。

3. 如您需要购买的授权数量为3000，除默认发音人外您还需要度博文、度米朵总计2个精品发音人，则总费用为1000×5

+ 2000×3 + 2000×2 = 15000元。

4. 精品音库需配合装机使用，与每次购买的数量绑定，仅支持单次订单购买的授权使用。例如第一次购买1000个授权数

+1个精品音库；第二次购买5000个授权数，未购买精品音库，则第一次购买的精品音库，不支持第二次购买的数量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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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5. SDK购买激活后，或购买超过7天，不支持退款

6. 如您需要购买的授权数量大于50000，请通过合作咨询联系我们，线下商务沟通。

按产品线授权按产品线授权 （点击链接立即线上购买） 基础版首次购买定价基础版首次购买定价

授权包规格授权包规格 价格价格 每授权单价每授权单价 有效期有效期

100000个 60000元 0.6元/个 一年

500000个 250000元 0.5元/个 一年

授权价格说明授权价格说明

1. 离线合成SDK按产品线授权-基础版包含软件授权费用和4个基础音库授权费用

2. 基础版中提供度小宇、度小美、度逍遥、度丫丫共4个基础音库，如需精品音库请购买精品版

3. 授权有效期计算自订单完成日期开始按自然年计算，如2020年1月14日完成订单，则授权有效期为2020年1月14日-

2021年1月14日

4. 如您需要购买的授权数量大于300W，请通过合作咨询联系我们

基础版增量购买定价基础版增量购买定价 | 授权包规格 |价格 |有效期 | | --- | --- | --- | | 100000个 | 135元/天 | 下单时系统自动计算 |

授权价格说明授权价格说明

1. 购买授权增量包时，有效期为系统基于下单日期以及现有授权的剩余天数自动计算，使增购的授权最终有效期与现有授

权有效期一致

2. 系统基于每10万个授权每天的单价×有效期自动计算得出

购买示例购买示例

以按产品线授权-基础版为例，如当前已有授权的到期时间为2020年12月30日，授权总数50万，在2020年11月31日购买

授权增量包时：

1. 系统将自动计算有效期为31天

2. 单价为每10万个基础版授权每天的单价×有效期31天

3. 若选择3个10万个规格的授权增量包，则最终消费为单价×3

4. 购买完成后，产品线授权-基础版的授权总数变为50万+10万×3=80万，到期时间仍为2020年12月30日

基础版延期定价基础版延期定价 | 授权包规格 |价格 |每授权单价 |有效期 | | --- | --- | --- |--- | | 100000个 | 50000元 | 0.5元/个 | 一年 |

授权价格说明授权价格说明

1. 延长授权有效期时，为延长现有授权的有效期一年，系统自动计算购买数量，不可编辑。如现有授权总数60万个，则购

买数量为6

2. 完成购买后，全量授权的有效期将延期一年，包括未分配授权以及此前已经分配到应用的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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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版首次购买定价精品版首次购买定价

授权包规格授权包规格 价格价格 每授权单价每授权单价 有效期有效期

100000个 80000元 0.8元/个 一年

500000个 360000元 0.72元/个 一年

授权价格说明授权价格说明

1. 离线合成SDK按产品线授权-精品版包含软件授权费用和4个基础音库+10个精品音库授权费用软件授权费用和4个基础音库+10个精品音库授权费用

2. 精品版包含音库：度小宇、度小美、度逍遥、度丫丫、度小童、度小萌、度小娇、度米朵、度博文、度小译、度小乔、

度小鹿、度小台、度小粤

3. 授权有效期计算自订单完成日期开始按自然年计算，如2020年1月14日完成订单，则授权有效期为2020年1月14日-

2021年1月14日

精品版增量购买定价精品版增量购买定价 | 授权包规格 |价格 |有效期 | | --- | --- | --- | | 100000个 | 195元/天 | 下单时系统自动计算 |

授权价格说明授权价格说明

1. 购买授权增量包时，有效期为系统基于下单日期以及现有授权的剩余天数自动计算，使增购的授权最终有效期与现有授

权有效期一致

2. 系统基于每10万个授权每天的单价×有效期自动计算得出

购买示例购买示例

以按产品线授权-精品版为例，如当前已有授权的到期时间为2020年12月30日，授权总数50万，在2020年11月31日购买

授权增量包时：

1. 系统将自动计算有效期为31天

2. 单价为每10万个精品版授权每天的单价×有效期31天

3. 若选择3个10万个规格的授权增量包，则最终消费为单价×3

4. 购买完成后，产品线授权-精品版的授权总数变为50万+10万×3=80万，到期时间仍为2020年12月30日

精品版延期定价精品版延期定价 | 授权包规格 |价格 |每授权单价 |有效期 | | --- | --- | --- |--- | | 100000个 | 72000元 | 0.72元/个 | 一年 |

授权价格说明授权价格说明

1. 延长授权有效期时，为延长现有授权的有效期一年，系统自动计算购买数量，不可编辑。如现有授权总数60万个，则购

买数量为6

2. 完成购买后，全量授权的有效期将延期一年，包括未分配授权以及此前已经分配到应用的授权

购买说明：购买说明：

1. 按产品线授权方式的授权序列号和APP应用相绑定，一个APP应用的APPID对应一个序列号，一个序列号可支持对应的

APP应用安装在多台终端设备上。

2. 按产品线授权方式以10W装机量起售，装机量越多优惠力度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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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DK购买激活后，或购买超过7天，不支持退款。

4. 如需购买300W以上装机量，请通过合作咨询联系我们，线下商务沟通。

快速开发指南

准备工作

成为开发者

三步完成账号的基本注册与认证：

STEP1：STEP1：点击进入控制台，选择需要使用的AI服务项。若为未登录状态，将跳转至登录界面，请您使用百度账号登录。如还未

持有百度账户，可以点击此处注册百度账号。

STEP2：STEP2：首次使用，登录后将会进入开发者认证页面，请填写相关信息完成开发者认证。注：(如您之前已经是百度云用户或百

度开发者中心用户，此步可略过。)

STEP3：STEP3：通过控制台左侧导航，选择语音技术，进入语音技术的控制面板，进行相关操作。 

 

领取免费额度

新用户使用语音技术可以在控制台领取相应接口的免费测试额度进行接口调用，免费额度有效期自领取成功之日开始计算，有

效期截止后，免费调用额度清零。详情可点击此处查看 语音识别免费额度 | 语音合成免费额度 | 呼叫中心语音免费额度。 

 

创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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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需要创建应用才可正式调用语音技术能力，应用是您调用服务的基本操作单元，您可以基于应用创建成功后获取的API Key及

Secret Key，进行接口调用操作，及相关配置。您可按照下图所示的操作流程，完成创建操作。 

 

应用名称：应用名称： 用于标识您所创建的应用的名称，支持中英文、数字、下划线及中横线，此名称一经创建完毕，不可修改。

接口选择： 接口选择： 每个应用可以勾选业务所需的所有AI服务的接口权限（仅可勾选具备免费试用权限的接口能力），语音技术下全部

接口已默认勾选，创建应用完毕，此应用即具备了所勾选服务的调用权限。

语音包名：语音包名：如果您需要使用语音技术SDK服务（iOS/Android），需要绑定包名信息，以便生成授权License。

应用归属：应用归属：可选择个人使用或公司使用服务，若为公司使用，可与专属商务经理沟通，获取专业的售前支持。

应用描述：应用描述： 对此应用的业务场景进行描述。

获取密钥

在您创建完毕应用后，平台将会分配给您此应用的相关凭证，主要为AppID、API Key、Secret Key。以上三个信息是您应用实际

开发的主要凭证，请您妥善保管。下图为示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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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签名

您需要使用创建应用所分配到的AppID、API Key及Secret Key，进行Access Token（用户身份验证和授权的凭证）的生成，方法

详见 Access Token获取，我们为您准备了几种常见语言的请求示例代码。

温馨提示：温馨提示：Access Token的有效期为30天（以秒为单位），请您集成时注意在程序中定期请求新的token。

启动开发

目前语音技术主要有两种方式使用：API与SDK，您可以选择各产品的文档，查看具体使用方法及参数。详情可点击此处查看

语音识别导览 | 语音合成导览 | 呼叫中心语音导览。

如何用可视化工具调用

如何使用 Postman 调用语音技术服务 API

本文提供了通过可视化工具 Postman 调用短文本语音合成 API 的样例，帮助您零编码快速体验并熟悉语音技术服务。

1. 下载并安装接口调用工具

1.1 下载接口调用工具 — Postman1.1 下载接口调用工具 — Postman

下载地址如下：

Mac 下载地址，点击前往>>

Windows 下载地址，点击前往>>

1.2 Postman 安装教程1.2 Postman 安装教程 （1）双击安装包。

（2）初次登录无账号，可直接进入 postman 主界面。

2. 获取 Access Token

将请求格式改为 “POST” 并填写请求地址：https://aip.baidubce.com/oauth/2.0/token 

 

点击 Body，选择“x-www-form-urlencoded”，在 key 和 value 中分别输入以下3个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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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t_typegrant_type： 必须参数，固定为 client_credentialsclient_credentials

client_idclient_id： 必须参数，应用的 API Key

client_secretclient_secret： 必须参数，应用的 Secret Key 

 

点击右上角蓝色“send”，即可在下方返回值区域中获取 access_token。 

 

3. 进行接口调用

3.1 接口调用 具体操作如下：

（1） 将请求格式改为 “POST” 并填写请求地址（以短文本语音合成为例）：https://tsn.baidu.com/text2a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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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 Body，选择“x-www-form-urlencoded”，在 key 和 value 中分别输入以下请求参数。

textex： 必须参数，合成文本

toktok： 必须参数，获取到的access_token参数

cuidcuid： 必须参数，用户唯一标识

ctpctp： 必须参数，客户端类型选择，web端填写固定值 1

lanlan： 必须参数，固定值 zh

（更多参数请到短文本语音合成页面查看）（更多参数请到短文本语音合成页面查看） 

 

（3） 修改请求头，点击 Headers，在 key 和 value 中分别输入1个请求参数。

key 栏输入：Content-TypeContent-Type

value 栏输入：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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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击右上角蓝色“send”，即可在下方返回值区域中获取音频。 

如何用代码调用

编写一个示例程序

有准备工作准备工作的API KEYAPI KEY 以及 Secret KEYSecret KEY，的数据，并且领取了免费测试额度，我们就可以写一个示例代码调用百度AI开放平台

的语音合成能力

准备开发环境准备开发环境

大姚选择用python来快速搭建一个原型，那我们就安装以下python。可以参考下表列出的不同操作系统的安装方法进行安装。

Python的官方下载地址：下载python 

Windows 快速测试包Windows 快速测试包

windows平台的用户如果对上述的python安装感到困难，可以下载我们的一键测试包，下载地址：windows测试包。

解压zip文件后，双击run.bat即可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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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代码编写代码

新建一个 main.pymain.py

粘贴以下内容，不要忘记替换你的 API_KEYAPI_KEY 以及 SECRET_KEYSECRET_KEY：

#### coding=utf-8#### coding=utf-8

import sysimport sys
import jsonimport json

#### 保证兼容python2以及python3#### 保证兼容python2以及python3
IS_PY3 = sys.version_info.major == 3IS_PY3 = sys.version_info.major == 3
if IS_PY3:if IS_PY3:
    from urllib.request import urlopen    from urllib.request import urlopen
    from urllib.request import Request    from urllib.request import Request
    from urllib.error import URLError    from urllib.error import URLError
    from urllib.parse import urlencode    from urllib.parse import urlencode
    from urllib.parse import quote_plus    from urllib.parse import quote_plus
else:else:
    import urllib2    import urllib2
    from urllib import quote_plus    from urllib import quote_plus
    from urllib2 import urlopen    from urllib2 import urlopen
    from urllib2 import Request    from urllib2 import Request
    from urllib2 import URLError    from urllib2 import URLError
    from urllib import urlencode    from urllib import urlencode

#### 替换你的 API_KEY#### 替换你的 API_KEY
API_KEY = 'nu9r2plGFi3s1ugayDPSM6Mk'API_KEY = 'nu9r2plGFi3s1ugayDPSM6Mk'

#### 替换你的 SECRET_KEY#### 替换你的 SECRET_KEY
SECRET_KEY = 'G62YGnq84eKTqu0mBgvdpmC6gNBzHdai'SECRET_KEY = 'G62YGnq84eKTqu0mBgvdpmC6gNBzHdai'

#### 大姚的订单信息内容文本#### 大姚的订单信息内容文本
TEXT = "三分钟前，由北京市顺义区二经路与二纬路交汇处北侧，北京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 去往 东城区北三环东路36TEXT = "三分钟前，由北京市顺义区二经路与二纬路交汇处北侧，北京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 去往 东城区北三环东路36
号喜来登大酒店(北京金隅店)"号喜来登大酒店(北京金隅店)"

TTS_URL = 'http://tsn.baidu.com/text2audio'TTS_URL = 'http://tsn.baidu.com/text2audio'

"""  TOKEN start """"""  TOKEN start """

TOKEN_URL = 'http://openapi.baidu.com/oauth/2.0/token'TOKEN_URL = 'http://openapi.baidu.com/oauth/2.0/token'

""""""
    获取token    获取token
""""""
def fetch_token():def fetch_token():
    params = {'grant_type': 'client_credentials',    params = {'grant_type': 'client_credentials',
              'client_id': API_KEY,              'client_id': API_KEY,
              'client_secret': SECRET_KEY}              'client_secret': SECRET_KEY}
    post_data = urlencode(params)    post_data = urlencode(params)
    if (IS_PY3):    if (IS_PY3):
        post_data = post_data.encode('utf-8')        post_data = post_data.encode('utf-8')
    req = Request(TOKEN_URL, post_data)    req = Request(TOKEN_URL, post_data)
    try:    try:
        f = urlopen(req, timeout=5)        f = urlopen(req, timeout=5)
        result_str = f.read()        result_str = f.read()
    except URLError as err:    except URLError as err:
        print('token http response http code : ' + str(err.code))        print('token http response http code : ' + str(er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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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代码运行代码

在命令行中运行

结果结果

        print('token http response http code : ' + str(err.code))        print('token http response http code : ' + str(err.code))
        result_str = err.read()        result_str = err.read()
    if (IS_PY3):    if (IS_PY3):
        result_str = result_str.decode()        result_str = result_str.decode()

    result = json.loads(result_str)    result = json.loads(result_str)

    if ('access_token' in result.keys() and 'scope' in result.keys()):    if ('access_token' in result.keys() and 'scope' in result.keys()):
        if not 'audio_tts_post' in result['scope'].split(' '):        if not 'audio_tts_post' in result['scope'].split(' '):
            print ('please ensure has check the tts ability')            print ('please ensure has check the tts ability')
            exit()            exit()
        return result['access_token']        return result['access_token']
    else:    else:
        print ('please overwrite the correct API_KEY and SECRET_KEY')        print ('please overwrite the correct API_KEY and SECRET_KEY')
        exit()        exit()

"""  TOKEN end """"""  TOKEN end """

if __name__ == '__main__':if __name__ == '__main__':

    token = fetch_token()    token = fetch_token()

    tex = quote_plus(TEXT)  # 此处TEXT需要两次urlencode    tex = quote_plus(TEXT)  # 此处TEXT需要两次urlencode

    params = {'tok': token, 'tex': tex, 'cuid': "quickstart",    params = {'tok': token, 'tex': tex, 'cuid': "quickstart",
              'lan': 'zh', 'ctp': 1}  # lan ctp 固定参数              'lan': 'zh', 'ctp': 1}  # lan ctp 固定参数

    data = urlencode(params)    data = urlencode(params)

    req = Request(TTS_URL, data.encode('utf-8'))    req = Request(TTS_URL, data.encode('utf-8'))
    has_error = False    has_error = False
    try:    try:
        f = urlopen(req)        f = urlopen(req)
        result_str = f.read()        result_str = f.read()

        headers = dict((name.lower(), value) for name, value in f.headers.items())        headers = dict((name.lower(), value) for name, value in f.headers.items())

        has_error = ('content-type' not in headers.keys() or headers['content-type'].find('audio/') < 0)        has_error = ('content-type' not in headers.keys() or headers['content-type'].find('audio/') < 0)
    except  URLError as err:    except  URLError as err:
        print('http response http code : ' + str(err.code))        print('http response http code : ' + str(err.code))
        result_str = err.read()        result_str = err.read()
        has_error = True        has_error = True

    save_file = "error.txt" if has_error else u'大姚的订单信息.mp3'    save_file = "error.txt" if has_error else u'大姚的订单信息.mp3'

    with open(save_file, 'wb') as of:    with open(save_file, 'wb') as of:
        of.write(result_str)        of.write(result_str)

    if has_error:    if has_error:
        if (IS_PY3):        if (IS_PY3):
            result_str = str(result_str, 'utf-8')            result_str = str(result_str, 'utf-8')
        print("tts api  error:" + result_str)        print("tts api  error:" + result_str)

    print("file saved as : " + save_file)    print("file saved as : " + save_file)

python main.pypython main.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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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运行成功后，在main.py的同级目录中会产生一个 大姚的订单信息.mp3大姚的订单信息.mp3 文件，大姚打开一听觉得这就是他想要的效果，让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更多示例代码

更多示例代码可到控制台内API在线调试页面获取：更多示例代码可到控制台内API在线调试页面获取：API在线调试

如何集成SDK
语音识别SDK

Android SDK快速集成指南

只需四步，即可完成语音识别SDK的应用集成，让您的应用获得稳定一致的识别体验。

Step1：成为百度AI开放平台的开发者

要调用百度AI开放平台的语音识别能力先要成为百度AI开放平台的开发者，首先让我们花5分钟来注册百度AI开放平台的开发

者，并新建一个百度语音识别应用。

1. 创建帐户1. 创建帐户

先点击此处注册百度账户，快速建立一个百度账号，请参考下图： 

2. 创建应用2. 创建应用

创建账号之后，登录百度AI开放平台，并且点击此处创建一个应用，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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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应用时请务必输入应用名称、语音包名（输入示例demo包名：com.baidu.speech.recognizerdemocom.baidu.speech.recognizerdemo）等信息，创建完成后

就可以看到创建的应用信息了：

创建完成的应用信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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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申请语音识别额度

1. 实名认证1. 实名认证

语音识别SDK需要完成实名认证后才能使用，第一步需要按照提示完成个人认证或企业认证。完成实名认证的用户可以领取免

费额度。如下图所示进行实名认证： 

2. 领取免费额度2. 领取免费额度

完成实名认证后，需领取语音识别的免费额度。如下图所示：

Step3：下载语音识别SDK，填写授权信息

1. 获取鉴权信息1. 获取鉴权信息 准备好创建应用后获取到的3个鉴权信息，AppID、API Key、Secret Key，需要您登陆控制台查看应用详情获

取。

2. 下载语音识别SDK2. 下载语音识别SDK 在SDK下载页面下载 语音识别Android SDK语音识别Android SDK 文件，链接：https://ai.baidu.com/sdk

3. 不修改SDK，直接运行3. 不修改SDK，直接运行 解压sdk文件，不做任何修改，直接安装运行程序可以看到以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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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填写鉴权信息4. 填写鉴权信息

填入 AppID、API Key、Secret KeyAppID、API Key、Secret Key 3个鉴权信息测试，请按照以下步骤全部修改：

Step4: 测试语音识别功能

1. 按照上述文档修改完成后，安装app打开后进入在线识别，点击开始录音可进行在线语音识别：1. 按照上述文档修改完成后，安装app打开后进入在线识别，点击开始录音可进行在线语音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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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 语音识别Android SDK 测试完成了，其他各子功能可以按照详细的技术文档进行集成。简单的 语音识别Android SDK 测试完成了，其他各子功能可以按照详细的技术文档进行集成。

iOS SDK快速集成指南

只需四步，即可完成语音识别SDK的应用集成，让您的应用获得稳定一致的识别体验。

Step1：成为百度AI开放平台的开发者

要调用百度AI开放平台的语音识别能力先要成为百度AI开放平台的开发者，首先让我们花5分钟来注册百度AI开放平台的开发

者，并新建一个百度语音识别应用。

1. 创建帐户1. 创建帐户

先点击此处注册百度账户，快速建立一个百度账号，请参考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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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建应用2. 创建应用

创建账号之后，登录百度AI开放平台，并且点击此处创建一个应用，如下图：

创建应用时请务必输入应用名称、语音包名（输入示例demo包名：com.baidu.speech.BDSClientSamplecom.baidu.speech.BDSClientSample）等信息，创建完成后

就可以看到创建的应用信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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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完成的应用信息如下图所示：

Step2：申请语音识别额度

1. 实名认证1. 实名认证

语音识别SDK需要完成实名认证后才能使用，第一步需要按照提示完成个人认证或企业认证。完成实名认证的用户可以领取免

费额度。如下图所示进行实名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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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领取免费额度2. 领取免费额度

完成实名认证后，需领取语音识别的免费额度。如下图所示：

Step3：下载语音识别SDK，填写授权信息

1. 获取鉴权信息1. 获取鉴权信息 准备好创建应用后获取到的3个鉴权信息，AppID、API Key、Secret Key，需要您登陆控制台查看应用详情获

取

2. 下载语音识别SDK2. 下载语音识别SDK 在SDK下载页面下载 语音识别IOS SDK语音识别IOS SDK 文件，链接：https://ai.baidu.com/sdk

3. 填写鉴权信息3. 填写鉴权信息

填入 AppID、API Key、Secret KeyAppID、API Key、Secret Key 3个鉴权信息测试，请按照以下步骤全部修改：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快速开发指南

42

https://ai.baidu.com/sdk


Step4: 测试语音识别功能

1. 按照上述文档修改完成后，安装app打开后可进行在线语音识别：1. 按照上述文档修改完成后，安装app打开后可进行在线语音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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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 语音识别IOS SDK 测试完成了，其他各子功能可以按照详细的技术文档进行集成。简单的 语音识别IOS SDK 测试完成了，其他各子功能可以按照详细的技术文档进行集成。

语音合成SDK

Android SDK快速集成指南

只需四步，1小时内即可完成离线语音合成SDK的应用集成，让您的应用获得稳定一致的合成体验。 

Step1：成为百度AI开放平台的开发者

要调用百度AI开放平台的语音合成能力先要成为百度AI开放平台的开发者，首先让我们花5分钟来注册百度AI开放平台的开发

者，并新建一个百度语音合成应用。

1. 创建帐户1. 创建帐户

先点击此处注册百度账户，快速建立一个百度账号，请参考下图： 

2. 创建应用2. 创建应用

创建账号之后，登录百度AI开放平台，并且点击此处创建一个应用，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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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应用时请务必输入应用名称、语音包名等信息，创建完成后就可以看到创建的应用信息了：

创建完成的应用信息如下图所示：

Step2：申请离线合成SDK测试序列号

1. 实名认证1. 实名认证

离线合成SDK需要完成实名认证后才能使用，第一步需要按照提示完成个人认证或企业认证。完成个人认证的用户将会获得2

个测试序列号，完成企业认证的用户将会获得5个测试序列号。如下图所示进行实名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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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确定要集成离线合成SDK的APP应用2. 确定要集成离线合成SDK的APP应用

完成实名认证后，确认需要集成离线合成SDK的应用信息，包括APPID、应用包名、应用平台等信息。如您尚未创建语音合成

应用，可点击右侧的创建应用新建一个语音合成应用，如下图所示：

应用创建可参考Step1的教程，创建完成后可以在应用名称的下拉列表框看到您创建过的应用，确认您创建应用的APPID、应用

包名、应用平台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确定，生成测试序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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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下载测试序列号3. 下载测试序列号

完成离线SDK申请后，即跳转到离线合成SDK管理界面，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到已经授权的应用信息。

点击查看详情，可看到当前授权的有效期及包含的发音人资源情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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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下载序列号列表，即可获得测试序列号的表格文档，打开文档后即可获取到测试序列号：

Step3：填写授权信息，联网获取License

1. 获取鉴权信息1. 获取鉴权信息 Android版离线合成SDK需要5个授权信息全部正确，才能联网拉取License，正常使用全部合成功能。

AppID、API Key、Secret Key、包名信息需要您登陆控制台查看应用详情获取，SN即为Step2中您获取到的测试序列号。

2. 不修改SDK，直接运行2. 不修改SDK，直接运行 解压sdk文件，不做任何修改，直接安装运行程序可以看到以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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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填写全部五个鉴权信息3. 填写全部五个鉴权信息

填入上述5个鉴权信息测试，请按照以下步骤全部修改：

1、首先修改包名文件 app\build.gradle1、首先修改包名文件 app\build.gradle

2、修改Java文件 2、修改Java文件 app\src\main\assets\auth.propertiesapp\src\main\assets\auth.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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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两处的包名需要一致 ；如果 appKey secretKey 填写错误，在纯在线和离在线模式下无法使用，在纯离线模式虽然可以

使用但是会有错误提示如下图所示：

Step4: 断网测试离线合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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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照上述文档修改完成后，安装app，首次使用需要联网，打开如下图：1. 按照上述文档修改完成后，安装app，首次使用需要联网，打开如下图：

2. 点击输入文本合成如下图：2. 点击输入文本合成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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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该提示后，则可以正常断网离线使用。

3. 如果鉴权信息填写错误会出现下图的报错-102情况：3. 如果鉴权信息填写错误会出现下图的报错-102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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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 SDK快速集成指南

只需四步，1小时内即可完成离线语音合成SDK的应用集成，让您的应用获得稳定一致的合成体验。 

Step1：成为百度AI开放平台的开发者

要调用百度AI开放平台的语音合成能力先要成为百度AI开放平台的开发者，首先让我们花5分钟来注册百度AI开放平台的开发

者，并新建一个百度语音合成应用。

1. 创建帐户1. 创建帐户

先点击此处注册百度账户，快速建立一个百度账号，请参考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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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建应用2. 创建应用

创建账号之后，登录百度AI开放平台，并且点击此处创建一个应用，如下图：

创建应用时请务必输入应用名称、语音包名等信息，创建完成后就可以看到创建的应用信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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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完成的应用信息如下图所示：

Step2：申请离线合成SDK测试序列号

1. 实名认证1. 实名认证

离线合成SDK需要完成实名认证后才能使用，第一步需要按照提示完成个人认证或企业认证。完成个人认证的用户将会获得2

个测试序列号，完成企业认证的用户将会获得5个测试序列号。如下图所示进行实名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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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确定要集成离线合成SDK的APP应用2. 确定要集成离线合成SDK的APP应用

完成实名认证后，确认需要集成离线合成SDK的应用信息，包括APPID、应用包名、应用平台等信息。如您尚未创建语音合成

应用，可点击右侧的创建应用新建一个语音合成应用，如下图所示：

应用创建可参考Step1的教程，创建完成后可以在应用名称的下拉列表框看到您创建过的应用，确认您创建应用的APPID、应用

包名、应用平台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确定，生成测试序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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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下载测试序列号3. 下载测试序列号

完成离线SDK申请后，即跳转到离线合成SDK管理界面，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到已经授权的应用信息。

点击查看详情，可看到当前授权的有效期及包含的发音人资源情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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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下载序列号列表，即可获得测试序列号的表格文档，打开文档后即可获取到测试序列号：

Step3：填写授权信息，联网获取License

1. 下载最新版本的iOS SDK，打开Demo工程1. 下载最新版本的iOS SDK，打开Demo工程 下载地址：https://console.bce.baidu.com/ai/#/ai/speech/offline/index

在BDSClientSample\Modules\TTS\TTSViewController.mm 中填写API Key, Secret Key、AppID和SN（序列号）。AppID、API

Key、Secret Key、包名信息需要您登陆控制台查看应用详情获取，SN即为Step2中您获取到的测试序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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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离线sdk默认 TTS_MODE_ONLINE_PRI在线优先模式（见上图），如果要测试纯离线模式将TTS_MODE_ONLINE_PRI改为

TTS_MODE_OFFLINE（如下图）其他模式具体参见文档

填写包名，务必与官网应用信息中显示的应用包名保持一致：

2. 添加发音人文件2. 添加发音人文件 右击 BDSClientSample\Resources\TTS 添加dat发音人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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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完成后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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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运行Demo3. 点击运行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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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 断网测试离线合成功能

首次测试需要联网合成下载linence；打开Demo 如图，点击TTS 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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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合成文本点击Synthesize，在线合成播放女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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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播放后，断网测试离线合成播放，输入合成文本，点击Synthesize播放声音为离线男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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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量及历史调用查询

用量查询

1. 登录百度智能云控制台-语音能力引擎页面

2. 在概览页-服务列表查看用量及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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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调用查询

1. 登录百度智能云控制台-语音能力引擎-监控报表页面

2. 在监控报表页面选择产品服务、应用、API、时间段等选项进行查询：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数据约有15分钟延迟

查询调用量时，选择API接口请定位到具体接口，例如：语音技术-短语音识别-中文普通话（语音技术产品计算单位有次数、

时间、字数三种。如选择‘全部’，统计单位冲突导致不展示曲线图）。

调用失败详情内容为调用失败原因解释，可以根据描述、处理意见进行修改，也可以根据错误码配合技术文档进行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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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识别技术

语音识别API文档
简介

短语音识别标准版-产品概述

百度短语音识别可以将 60 秒以下的音频识别为文字。适用于语音对话、语音控制、语音输入等场景。

接口类型：通过 REST API 的方式提供的通用的 HTTP 接口。适用于任意操作系统，任意编程语言

接口限制：需要上传完整的录音文件，录音文件时长不超过 60 秒。浏览器由于无法跨域请求百度语音服务器的域名，因此

无法直接调用API接口。

支持音频格式：pcm、wav、amr、m4a

音频编码要求：采样率 16000、8000（仅支持普通话模型），16 bit 位深，单声道（音频格式查看及转换) 

产品价格产品价格 短语音识别标准版支持按调用量后付费及次数包。按用量后付费按每月累计调用量阶梯计价。次数包为预付费，一年

内有效，价格更优惠。详情见产品定价文档

语言及模型支持语言及模型支持 支持中文普通话（能识别简单的常用英语）、英语、粤语、四川话识别。通过在请求时配置不同的pid参数，

选择对应模型，详见 请求说明dev-pid参数表格

语音识别模型自训练语音识别模型自训练 如果您在应用语音识别能力时，有行业专有名词，如金融、医疗、餐饮、地产、制造等行业术语，无法准

确识别。推荐使用语音自训练平台，可以上传词汇和长文本进行模型训练，以及根据业务发展迭代不断训练。

平台使用手册

调用短语音识别标准版版API，添加训练模型ID即可生效。

短语音识别极速版-产品概述

将60秒以内的完整音频文件识别为文字，专有GPU服务集群，识别响应速度较标准版API提升2倍及识别准确率提升15%。适用

于近场短语音交互，如手机语音搜索、聊天输入等场景。 支持上传完整的录音文件，录音文件时长不超过60秒。实时返回识支持上传完整的录音文件，录音文件时长不超过60秒。实时返回识

别结果别结果

产品价格产品价格 短语音识别极速版支持按调用量后付费及次数包。按用量后付费按每月累计调用量阶梯计价。次数包为预付费，一年

内有效，价格更优惠。详情见产品定价文档

语言及模型支持语言及模型支持

百度短语音识别极速版提供极速版模型1个模型（仅支持中文普通话，暂时不支持其他方言及英语）。识别速度更快，识别效

果更好。支持智能标点，可以识别简单的常用英语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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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设置dev_pid参数选择模型。点击查看详细参数

语音识别模型自训练语音识别模型自训练 如果您在应用语音识别能力时，有行业专有名词，如金融、医疗、餐饮、地产、制造等行业术语，无法准

确识别。推荐使用语音自训练平台，可以上传词汇和长文本进行模型训练，以及根据业务发展迭代不断训练。

平台使用手册

调用短语音识别极速版API，添加训练模型ID即可生效。

实时语音识别websocket-产品概述

实时语音识别接口采用websocket协议的连接方式，边上传音频边获取识别结果。可以将音频流实时识别为文字，也可以上传

音频文件进行识别；返回结果包含每句话的开始和结束时间，适用于长句语音输入、音视频字幕、直播质检、会议记录等场

景。

两种输入格式两种输入格式

1. 实时音频流输入：上传必须是实时，不能过快。即整体耗时略多于原始音频流长度。如果因为导致网络不稳定需要发起新请

求续传，接口允许超发XXms的录音音频；即此时不必“实时“，可以一下子将需要追溯的音频全部发给服务端。单次调用接

口的音频时长目前不超过1小时。

2. 音频文件输入：支持pcm格式的音频文件，每160ms为一帧发送，间隔1-2ms，整体耗时短于音频流输入，单次调用接口的

音频时长目前不超过1小时。

调用不限编程语言，只要能发送websocket请求即可，推荐在服务器上调用。

接入步骤如下：

接入步骤1-创建账号：参考文档

接入步骤2-进行接口调用：实时语音识别支持websocket协议，API方式调用。具体调用流程查看 参考文档

产品价格产品价格 实时语音识别支持按调用时长后付费及时长包。按用量后付费按固定时长单价计价。时长包为预付费，一年内有效，

价格更优惠。详情见产品定价文档

语言及模型支持语言及模型支持 支持中文普通话、音视频字幕（中文）识别模型；支持英语识别模型

音频格式音频格式 目前只支持pcm格式的原始音频数据， 16000采样率， 单声道，16bits，小端序。 目前api限制一次音频时长不超过

1小时。

音频内容为：清晰的真人发音，无背景音或其它噪音，日常用语。

录音环境录音环境

百度语音识别要求安静的环境，真人的正常语速的日常用语，并且不能多个人同时发音。

以下场景讲会导致识别效果变差，错误，甚至没有结果：以下场景讲会导致识别效果变差，错误，甚至没有结果：

1. 吵杂的环境

2. 有背景音乐，包括扬声器在播放百度合成的语音。

3. 离麦克风较远的场景应该选择远场语音识别。

以下场景的录音可能没有正确的识别结果：以下场景的录音可能没有正确的识别结果：

1. 音频里有技术专业名称或者用语 （技术专业名称请到自训练平台改善）

2. 音频里是某个专业领域的对话，非日常用语。比如专业会议，动画片等

建议先收集一定数量的真实环境测试集，按照测试集评估及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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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语音自训练平台模型训练支持语音自训练平台模型训练 实时语音识别接口支持在语音自训练平台上对中文普通话模型进行训练，可以调用训练后模

型。立即训练 调用说明

优势 -与RestApi对比优势 -与RestApi对比

实时识别api相比RestApi， 具有客户端边上传，服务端边识别的优势。 但需要使用Webscoket库，相比http库而言，略微复

杂，

如果录音都是10s，两种api的大致流程如下

以100ms作为录音片段举例，实际建议160ms

其他其他 呼叫中心及客服场景，语音识别模型不同（音频采样率为8000），可使用在该场景识别率更高的商用产品呼叫中心语音呼叫中心语音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点击使用）。

音频文件转写-产品概述

音频文件转写接口可以将大批量的音频文件异步转写为文字。适合音视频字幕生产、批量录音质检、会议内容总结、录音内容

分析等场景，一般12小时内返回识别接口。接入步骤如下：

接入步骤1-创建账号接入步骤1-创建账号：参考文档

接入步骤2-创建应用接入步骤2-创建应用：在控制台中，创建应用，勾选开通”语音技术“-”音频文件转写“能力。获取 AppID、API Key、Secret

Key，并通过请求鉴权接口换取 token ，详细见接入指南。

接入步骤3-进行接口调用接入步骤3-进行接口调用：1.创建音频转写任务，创建需要识别的音频任务，音频需有可公开访问的url，创建成功后，音频

会开始进行语音转写任务，再通过查询结果接口进行结果查询。2.查询转写任务结果，查询识别结果。

如果是小于60s的录音文件，请选择rest api如果是小于60s的录音文件，请选择rest api
如果是实时录音，请选择实时语音识别api如果是实时录音，请选择实时语音识别api

restapi http协议： 0.0s：--> 开始发起请求-->0.3s 发送完整录音文件到百度服务器 --> 3.0s: 接收返回结果restapi http协议： 0.0s：--> 开始发起请求-->0.3s 发送完整录音文件到百度服务器 --> 3.0s: 接收返回结果

实时语音识别api WebSocket协议： 实时语音识别api WebSocket协议： 
0.0s: 【连接】发起WebSocket请求0.0s: 【连接】发起WebSocket请求
0.1s: 【连接】连接建立0.1s: 【连接】连接建立
0.1s: 【发送开始参数帧】发送鉴权及识别参数0.1s: 【发送开始参数帧】发送鉴权及识别参数
0.1s-0.2s: 【本地】录制100ms的录音0.1s-0.2s: 【本地】录制100ms的录音
0.2s： 【发送音频数据帧】发送上面100ms的录音数据到百度服务器0.2s： 【发送音频数据帧】发送上面100ms的录音数据到百度服务器
0.2s-0.3s: 【本地】录制100ms的录音0.2s-0.3s: 【本地】录制100ms的录音
0.3s： 【发送音频数据帧】发送上面100ms的录音数据到百度服务器0.3s： 【发送音频数据帧】发送上面100ms的录音数据到百度服务器
..........
1.2s-1.3s: 【本地】录制100ms的录音1.2s-1.3s: 【本地】录制100ms的录音
1.3s： 【发送音频数据帧】发送上面100ms的录音数据到百度服务器1.3s： 【发送音频数据帧】发送上面100ms的录音数据到百度服务器
1.31s：【接收结果】收到0s-1s这段语音的一句话临时识别结果1.31s：【接收结果】收到0s-1s这段语音的一句话临时识别结果
......
4.2-4.3s: 【本地】录制100ms的录音4.2-4.3s: 【本地】录制100ms的录音
4.3s： 【发送音频数据帧】发送上面100ms的录音数据到百度服务器4.3s： 【发送音频数据帧】发送上面100ms的录音数据到百度服务器
4.39s：【接收结果】收到0s-4.1s这段语音的一句话最终识别结果4.39s：【接收结果】收到0s-4.1s这段语音的一句话最终识别结果
......
9.9s-10.0s: 【本地】录制100ms的录音9.9s-10.0s: 【本地】录制100ms的录音
10.0s: 【发送音频数据帧】发送上面100ms的录音数据到百度服务器10.0s: 【发送音频数据帧】发送上面100ms的录音数据到百度服务器
10.0s: 【发送结束帧】 告知服务端音频结束10.0s: 【发送结束帧】 告知服务端音频结束
10.3s：【接收结果】收到7.1-10.0 这段语音的一句话最终识别结果10.3s：【接收结果】收到7.1-10.0 这段语音的一句话最终识别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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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价格产品价格 实时语音识别支持按调用时长后付费及时长包。按用量后付费按固定时长单价计价。时长包为预付费，一年内有效，

价格更优惠。详情见产品定价文档

语言及模型支持语言及模型支持

支持中文普通话、音视频字幕（中文）识别模型；支持英语识别模型

语音字幕服务-产品概述

AI助力音视频字幕智能生产，基于海量数据和先进算法，打造音视频场景专属模型，识别准确率高达98%，并支持智能分析标

点、断句，准确匹配时间轴，助力字幕生产降本增效。接入步骤如下：

接入步骤1-创建账号接入步骤1-创建账号：参考文档

接入步骤2-创建应用接入步骤2-创建应用：在控制台中，创建应用，勾选开通“语音技术”-“音频文件转写”、“实时语音识别”能力。获取 AppID、

API Key、Secret Key，并通过请求鉴权接口换取 token ，详细见接入指南。

接入步骤3-进行接口调用接入步骤3-进行接口调用： 

实时字幕生产：参考文档 

批量字幕生产：参考文档

产品价格产品价格 实时语音识别支持按调用时长后付费及时长包。按用量后付费按固定时长单价计价。时长包为预付费，一年内有效，

价格更优惠。详情见产品定价文档

语言及模型支持语言及模型支持 支持包含简单英文的中文普通话，音视频字幕（中文）模型

短语音识别标准版API

在线调试

您可以在 您可以在 示例代码中心示例代码中心 中调试该接口 中调试该接口，可进行签名验证、查看在线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示例代码的自动生成。

调用流程

1. 创建账号及应用： 在 ai.baidu.com 控制台中，创建应用，勾选开通 ”语音技术“-”短语音识别、短语音识别极速版“ 能力。获

取AppID、API Key、Secret Key，并通过请求鉴权接口换取 token ，详细见 “接入指南”。

2. 创建识别请求： POST 方式，音频可通过 JSON 和 RAW 两种方式提交。JSON 方式音频数据由于 base64 编码，数据会增大

1/3。其他填写具体请求参数 ，详见 ”请求说明“。

3. 短语音识别请求地址： https://vop.baidu.com/server_api

4. 返回识别结果：识别结果会即刻返回，采用 JSON 格式封装，如果识别成功，识别结果放在 JSON 的 “result” 字段中，统一

采用 utf-8 方式编码。详见 ”返回说明“。 

示例Demo代码

示例代码见： 示例代码见： https://github.com/Baidu-AIP/speech-demohttps://github.com/Baidu-AIP/speech-demo

包含通过bash_shell，C，Java，Python，Php，Postman进行API请求的相关示例demo代码。 

格式说明

音频格式说明音频格式说明

格式支持：pcm（不压缩）、wav（不压缩，pcm编码）、amr（压缩格式）、m4a（压缩格式）。推荐pcm 采样率 ：16000、

8000（仅支持普通话模型） 固定值。 编码：16bit 位深的单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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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服务端会将非pcm格式，转为pcm格式，因此使用wav、amr、m4a会有额外的转换耗时。

16k 采样率 pcm 文件样例下载

16k 采样率 wav 文件样例下载

16k 采样率 amr 文件样例下载

16k 采样率 m4a 文件样例下载

m4a 格式说明m4a 格式说明

目前普通版、极速版均支持m4a格式。主要针对微信小程序的录音。

m4a 格式（AAC 编码）

1. 仅支持单声道

2. 采样率支持 16000、8000（仅支持普通话模型）

3. CBR bitrates 24000-96000，推荐 48000

4. 仅支持 AAC-LC， 不支持 例如 HE-AAC ，LD，ELD 等

5. brand 仅支持 mp42:0, mini Version 0, 不支持 M4A

微信小程序录音设置，见 微信官方文档

微信小程序录音参数，请重点关注并 设置设置 以下必填字段：

属性属性 类型类型 默认值默认值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duration number 60000 否 百度语音restapi最大支持 60s，即这个值不能超过60000

sampleRate number 16000 是 可设为16000或8000

numberOfChannel

s
number 1 是 比如设为1，单声道

encodeBitRate number 48000 否
默认值即可，建议48000，可设为24000-96000。该值越大的话，生成文件越

大

format string aac 否 默认值即可，只支持aac，不支持mp3

请求说明

语音数据上传 POST 方式有 2 种：

1. JSON 格式 POST 上传本地音频文件。

2. RAW 格式 POST 上传本地音频文件。

JSON 方式JSON 方式

音频文件，读取二进制内容后，进行 base64 编码后放在 speech 参数内。

音频文件的原始大小, 即二进制内容的字节数，填写 “len” 字段

由于使用 json 格式， header 为：

注意 由于 base64 编码后，数据会增大 1/3。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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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W方式RAW方式

音频文件，读取二进制内容后，直接放在 body 中。

Content-Length 的值即为音频文件的大小。（一般代码会自动生成）。

由于使用 raw 方式， 采样率和文件格式需要填写在 Content-Type 中

JSON方式上传音频

语音数据和其他参数通过标准 JSON 格式串行化 POST 上传， JSON 里包括的参数：

字段名字段名 类型类型 可需可需 描述描述

format string 必填 语音文件的格式，pcm/wav/amr/m4a。不区分大小写。推荐pcm文件

rate int 必填 采样率，16000、8000，固定值

channel int 必填 声道数，仅支持单声道，请填写固定值 1

cuid string 必填
用户唯一标识，用来区分用户，计算UV值。建议填写能区分用户的机器 MAC 地址或 IMEI

码，长度为60字符以内。

token string 必填 开放平台获取到的开发者[access_token]获取 Access Token "access_token")

dev_pid int 选填
不填写lan参数生效，都不填写，默认1537（普通话 输入法模型），见本节识别模型dev_pid

参数

lm_id int 选填 自训练平台模型id，填dev_pid = 1537生效

lan string
选填，废弃

参数
历史兼容参数，已不再使用

speech string 必填 本地语音文件的二进制语音数据 ，需要进行base64 编码。与len参数连一起使用。

len int 必填 本地语音文件的的字节数，单位字节

上传示例上传示例

JSON 格式 POST 上传本地文件

固定头部 header固定头部 header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speech 参数填写为 文件内容 base64 后的结果：

   Content-Type: audio/pcm;rate=16000   Content-Type: audio/pcm;rate=16000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POST http://vop.baidu.com/server_apiPOST http://vop.baidu.com/server_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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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len 字段表示原始语音大小字节数，不是 base64 编码之后的长度。

RAW 方式上传音频

语音数据直接放在 HTTP BODY 中，控制参数以及相关统计信息通过 header 和 url 里参数传递。

Header 参数说明Header 参数说明

字段名字段名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可需可需 描述描述

format
string（格式见下面示

例）
必填

语音格式，pcm/wav/amr/(m4a仅支持极速版)。不区分大小写，推荐使用pcm文

件

rate int（格式见下面示例） 必填 采样率 16000、8000， 固定值

语音数据的采样率和压缩格式在 HTTP-HEADER 里的 Content-Type 表明，例：

url 参数说明url 参数说明

字段名字段名 可需可需 描述描述

cuid 必填
用户唯一标识，用来区分用户，计算 UV 值。建议填写能区分用户的机器 MAC 地址或 IMEI 码，长度

为 60 字符以内。

token 必填 开放平台获取到的开发者 [access_token] 获取 Access Token "access_token")

dev_pid 选填 不填写 lan 参数生效，都不填写，默认 1537（普通话 输入法模型），见本节识别模型dev_pid参数

lm_id int 选填

lan
选填，废弃

参数
历史兼容参数，已不再使用。

URL 示例：

{{
    "format":"pcm",    "format":"pcm",
    "rate":16000,    "rate":16000,
    "dev_pid":1537,    "dev_pid":1537,
    "channel":1,    "channel":1,
    "token":xxx,    "token":xxx,
    "cuid":"baidu_workshop",    "cuid":"baidu_workshop",
    "len":4096,    "len":4096,
    "speech":"xxx", // xxx为 base64（FILE_CONTENT）    "speech":"xxx", // xxx为 base64（FILE_CONTENT）
}}

{{"corpus_no""corpus_no"::"6433214037620997779""6433214037620997779",,"err_msg""err_msg"::"success.""success.",,"err_no""err_no"::00,,"result""result"::[["北京科技"北京科技
馆，"馆，"]],,"sn""sn"::"371191073711497849365""371191073711497849365"}}

Content-Type: audio/pcm;rate=16000Content-Type: audio/pcm;rate=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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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w 方式测试示例raw 方式测试示例

识别模型 dev_pid 参数识别模型 dev_pid 参数

dev_pid 参数列表dev_pid 参数列表

短语音识别

请求地址: http://vop.baidu.com/server_api

dev_piddev_pid 语言语言 模型模型 是否有标点是否有标点 备注备注

1537 普通话(纯中文识别) 语音近场识别模型 有标点 支持自定义词库

1737 英语 英语模型 无标点 不支持自定义词库

1637 粤语 粤语模型 有标点 不支持自定义词库

1837 四川话 四川话模型 有标点 不支持自定义词库

1936 普通话远场 远场模型 有标点 不支持自定义词库

自训练平台

请求地址: http://vop.baidu.com/server_api

dev_piddev_pid 语言语言 模型模型 是否有标点是否有标点 备注备注

自训练平台获取 中文普通话 输入法模型 有逗号 使用自训练平台训练，不需要自定义词库

如果您在百度云购买服务器，可以通过内网域名vop.baidubce.com替换vop.baidu.com访问。该域名可免外网流量费用，且返回

识别结果速度更快

语音自训练平台

语音自训练平台，可使用业务场景文本语料，自助训练语言模型，提升业务领域识别准确率。

语音自训练平台，支持上传自定义的词汇固定搭配、长段句篇来进行结果优化。可以更加直观地查看训练效果，并支持迭代训

练。模型上线后需要在请求中，增加对应自定义模型 id（lm_id）字段。

具体功能及使用说明请参考文档 自训练平台手册

自定义词库自定义词库

自定义词库功能，可对部分专有业务名词进行识别优化。自定义词库在您网页申请的应用内设置（具体位置参见下图）。

POST http://vop.baidu.com/server_api?POST http://vop.baidu.com/server_api?
dev_pid=1537&cuid=******&token=1.a6b7dbd428f731035f771b8d********.86400.1292922000-2346678-dev_pid=1537&cuid=******&token=1.a6b7dbd428f731035f771b8d********.86400.1292922000-2346678-
124328124328

// 或者使用自训练平台// 或者使用自训练平台

POST http://vop.baidu.com/server_api?POST http://vop.baidu.com/server_api?
dev_pid=8002&lm_id=1234&cuid=******&token=1.a6b7dbd428f731035f771b8d********.86400.1292922000-dev_pid=8002&lm_id=1234&cuid=******&token=1.a6b7dbd428f731035f771b8d********.86400.1292922000-
2346678-1243282346678-124328  

curl -i -X POST -H "Content-Type: audio/pcm;rate=16000" "http://vop.baidu.com/server_api?curl -i -X POST -H "Content-Type: audio/pcm;rate=16000" "http://vop.baidu.com/server_api?
dev_pid=1537&cuid=xxxxx&token=1.a6b7dbd428f731035f771b8d********.86400.1292922000-2346678-124328" -dev_pid=1537&cuid=xxxxx&token=1.a6b7dbd428f731035f771b8d********.86400.1292922000-2346678-124328" -
-data-binary "@/home/test/test.pcm"-data-binary "@/home/test/test.p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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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词库适合短句，保证词库中一模一样的短句可以被识别出，词库中的分词优先级较高。 自定义词库仅对普通话 dev_pid

= 1537 生效，并且原始音频的采用率为 16K 或 8k。最好在 1万 行以内。

返回说明

两种上传方式都返回统一的结果，采用 JSON 格式封装，如果识别成功，识别结果放在 JSON 的 “result” 字段中，统一采用 utf-

8 方式编码。

字段名字段名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可需可需 描述描述

err_no int 必填 错误码

err_msg string 必填 错误码描述

sn string 必填 语音数据唯一标识，系统内部产生。如果反馈及 debug 请提供 sn。

识别成功返回 case识别成功返回 case

识别错误返回 case识别错误返回 case

问题反馈

1. ai.baidu.com 底部查找 ”语音技术“ QQ群获取技术支持。

2. 网页里的应用发送工单

3. 论坛

短语音识别极速版API

在线调试

您可以在 您可以在 示例代码中心示例代码中心 中调试该接口 中调试该接口，可进行签名验证、查看在线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示例代码的自动生成。

调用流程

1. 鉴权认证鉴权认证：使用appKey secretKey 访问 https://openapi.baidu.com 换取 token ，详细见[鉴权认证机制]

2. 确认请求方式确认请求方式：选择一种HTTP POST 请求格式，参见下一节 请求方式

3. 填写参数填写参数：详细见 参数说明

{{"err_no""err_no"::00,,"err_msg""err_msg"::"success.""success.",,"corpus_no""corpus_no"::"15984125203285346378""15984125203285346378",,"sn""sn"::"481D633F-73BA-726F-49EF-"481D633F-73BA-726F-49EF-
8659ACCC2F3D"8659ACCC2F3D",,"result""result"::[["北京天气""北京天气"]]}}

{{"err_no""err_no"::20002000,,"err_msg""err_msg"::"data empty.""data empty.",,"sn""sn"::"481D633F-73BA-726F-49EF-8659ACCC2F3D""481D633F-73BA-726F-49EF-8659ACCC2F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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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范围及demo下载

任意操作系统，任意编程语言，只要可以对百度语音服务器发起http请求的，均可以使用本接口。

示例Demo代码见： https://github.com/Baidu-AIP/speech-demo

浏览器由于无法跨域请求百度语音服务器的域名，因此无法直接使用本接口。需从服务器端发起调用。

语音识别极速版调用地址：https://vop.baidu.com/pro_api

语音格式

格式支持：pcm（不压缩）、wav（不压缩，pcm编码）、amr（压缩格式）、m4a（压缩格式，仅支持极速版模型，m4a格式

输入适用于微信小程序的录音文件，详见格式说明）。推荐pcm 采样率 ：16000 固定值。 编码：16bit 位深的单声道。

百度服务端会将非pcm格式，转为pcm格式，因此使用wav、amr、m4a会有额外的转换耗时。

16k 采样率pcm文件样例下载

16k 采样率wav文件样例下载

16k 采样率amr文件样例下载

16k 采样率m4a文件样例下载

音频文件格式转换音频文件格式转换可以使用音频软件进行。批量音频格式转换，可使用开源ffmpeg格式转换工具文档【点击查看音频文件转码

工具文档】。

超过60秒音频可使用VAD切分工具进行切分超过60秒音频可使用VAD切分工具进行切分。【点击查看VAD切分工具文档】

小程序m4a格式设置小程序m4a格式设置

参数format改为m4a

1. 仅支持单声道

2. 采样率仅支持16000

3. CBR bitrates 24000-96000，推荐48000

4. 仅支持AAC-LC， 不支持 例如HE-AAC ，LD，ELD等

5. brand 仅支持 mp42:0, mini Version 0 ,不支持 M4A

微信小程序录音设置，见微信官方文档

微信小程序录音参数，请重点关注并设置设置以下必填字段：

属性属性 类型类型 默认值默认值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duration number 60000 否 百度语音restapi最大支持 60s，即这个值不能超过60000

sampleRate number 16000 是 必须设为 16000

numberOfChannel

s
number 1 是 比如设为1，单声道

encodeBitRate number 48000 否
默认值即可，建议48000，可设为24000-96000。该值越大的话，生成文件越

大

format string aac 否 默认值即可，只支持aac，不支持mp3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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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支持：pcm（不压缩）、wav（不压缩，pcm编码）、amr（压缩格式）、m4a（AAC编码）；固定16k 采样率；

系统支持语言种类 普通话

识别语言及模型选择

短语音识别极速版dev_pid 参数列表

dev_piddev_pid 语言语言 模型模型 是否有标点是否有标点 备注备注

80001 普通话(纯中文识别) 语音近场识别模型极速版 有标点 支持自定义词库

请求说明

语音数据上传 POST 方式有 2 种：

1. JSON 格式 POST 上传本地音频文件。

2. RAW 格式 POST 上传本地音频文件。

JSON 方式JSON 方式

音频文件，读取二进制内容后，进行 base64 编码后放在 speech 参数内。

音频文件的原始大小, 即二进制内容的字节数，填写 “len” 字段

由于使用 json 格式， header 为：

注意 由于 base64 编码后，数据会增大 1/3。

RAW方式RAW方式

音频文件，读取二进制内容后，直接放在 body 中。

Content-Length 的值即为音频文件的大小。（一般代码会自动生成）。

由于使用 raw 方式， 采样率和文件格式需要填写在 Content-Type 中

JSON方式上传音频

语音数据和其他参数通过标准 JSON 格式串行化 POST 上传， JSON 里包括的参数：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Content-Type: audio/pcm;rate=16000   Content-Type: audio/pcm;rate=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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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字段名 类型类型 可需可需 描述描述

format string 必填 语音文件的格式，pcm/wav/amr/m4a。不区分大小写。推荐pcm文件

rate int 必填 采样率，16000，固定值

channel int 必填 声道数，仅支持单声道，请填写固定值 1

cuid string 必填
用户唯一标识，用来区分用户，计算UV值。建议填写能区分用户的机器 MAC 地址或 IMEI

码，长度为60字符以内。

token string 必填 开放平台获取到的开发者[access_token]获取 Access Token "access_token")

dev_pid int 必填 80001（极速版输入法模型）

lm_id int 选填 自训练平台模型id

lan string
选填，废弃

参数
历史兼容参数，已不再使用

speech string 必填 本地语音文件的的二进制语音数据 ，需要进行base64 编码。与len参数连一起使用。

len int 必填 本地语音文件的的字节数，单位字节

上传示例(speech, len 参数)上传示例(speech, len 参数) 即：JSON格式POST上传本地文件

固定头部header固定头部header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4K大小的pcm文件（普通话录音）请求：

speech 参数填写为 文件内容base64后的结果：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len 字段表示原始语音大小字节数，不是 base64 编码之后的长度。

RAW 方式上传

Content-Type: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application/json

POST https://vop.baidu.com/pro_apiPOST https://vop.baidu.com/pro_api

{{
        "format""format"::"pcm""pcm",,
        "rate""rate"::1600016000,,
        "dev_pid""dev_pid"::8000180001,,
        "channel""channel"::11,,
        "token""token"::xxxxxx,,
        "cuid""cuid"::"baidu_workshop""baidu_workshop",,
        "len""len"::40964096,,
        "speech""speech"::"xxx""xxx",,  // xxx为 base64（FILE_CONTENT）// xxx为 base64（FILE_CONTENT）
}}

{{"corpus_no""corpus_no"::"6433214037620997779""6433214037620997779",,"err_msg""err_msg"::"success.""success.",,"err_no""err_no"::00,,"result""result"::[["北京科技"北京科技
馆，"馆，"]],,"sn""sn"::"371191073711497849365""371191073711497849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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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raw格式POST上传本地文件 语音数据直接放在 HTTP BODY 中，控制参数以及相关统计信息通过 header和url里参数传递。

Header 参数说明Header 参数说明

字段名字段名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可需可需 描述描述

format string（格式见下面示例） 必填 语音格式，，pcm、wav、amr、m4a。不区分大小写，推荐使用pcm文件

rate int（格式见下面示例） 必填 采样率 16000， 固定值

语音数据的采样率和压缩格式在 HTTP-HEADER 里的Content-Type 表明，例：

url参数说明url参数说明

字段名字段名 可需可需 描述描述

cuid 必填
用户唯一标识，用来区分用户，计算UV值。建议填写能区分用户的机器 MAC 地址或 IMEI 码，长度为60

字符以内。

token 必填 开放平台获取到的开发者[access_token]获取 Access Token "access_token")

dev_pid 必填 80001

lan
选填，废

弃参数

历史兼容参数，请使用dev_pid。如果dev_pid填写，该参数会被覆盖。语种选择,输入法模型，默认中文

（zh）。 中文=zh、粤语=ct、英文=en，不区分大小写。

URL 示例：

语音自训练平台

语音自训练平台，可使用业务场景文本语料，自助训练语言模型，提升业务领域识别准确率。

语音自训练平台，支持上传自定义的词汇固定搭配、长段句篇来进行结果优化。可以更加直观地查看训练效果，并支持迭代训

练。模型上线后需要在请求中，增加对应自定义模型 id（lm_id）字段。

具体功能及使用说明请参考文档 自训练平台手册

自定义词库自定义词库

自定义词库功能，可对部分专有业务名词进行识别优化。自定义词库在您网页申请的应用内设置（具体位置参见下图）。

Content-Type: audio/pcm;rate=16000Content-Type: audio/pcm;rate=16000

POST https://vop.baidu.com/pro_api?POST https://vop.baidu.com/pro_api?
dev_pid=80001&cuid=******&token=1.a6b7dbd428f731035f771b8d********.86400.1292922000-2346678-dev_pid=80001&cuid=******&token=1.a6b7dbd428f731035f771b8d********.86400.1292922000-2346678-
124328124328

// 或者使用自训练平台// 或者使用自训练平台

POST http://vop.baidu.com/pro_api?POST http://vop.baidu.com/pro_api?
dev_pid=80001&lm_id=1234&cuid=******&token=1.a6b7dbd428f731035f771b8d********.86400.1292922000-dev_pid=80001&lm_id=1234&cuid=******&token=1.a6b7dbd428f731035f771b8d********.86400.1292922000-
2346678-1243282346678-124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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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词库适合短句，保证词库中一模一样的短句可以被识别出，词库中的分词优先级较高。 自定义词库仅对普通话 dev_pid

= 1537 生效，并且原始音频的采用率为 16K 或 8k。最好在 1万 行以内。 

返回说明

两种上传方式都返回统一的结果，采用 JSON 格式封装，如果识别成功，识别结果放在 JSON的“result”字段中，统一采用 utf-8

方式编码。 （如果使用POST方式的（url,callback）方式，百度服务器会回调用户服务器的callback地址, 返回如下结果）

字段名字段名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可需可需 描述描述

err_no int 必填 错误码

err_msg string 必填 错误码描述

sn string 必填 语音数据唯一标识，系统内部产生。如果反馈及debug请提供sn。

result array ( [string,string,…]) 选填 识别结果数组，返回1个最优候选结果。utf-8 编码。

识别成功返回 case识别成功返回 case

识别错误返回 case识别错误返回 case

raw 方式测试说明raw 方式测试说明

实时语音识别-websocket API

调用流程及参数

Demo

目前提供如下demo及演示功能，点击进入下载页面

编程语言编程语言 操作系统及版本操作系统及版本 使用文件流演示接口基本识别功能使用文件流演示接口基本识别功能 耗时计算耗时计算 模拟实时音频流模拟实时音频流 断网补发数据断网补发数据

Java 任意，支持Java 8或以上 √ √ √

Android Android Api Level 15 或以上 √ √ √

Python 任意，支持Python3 √

C++ Linux ，支持C++ 11 以上 √

{{"err_no""err_no"::00,,"err_msg""err_msg"::"success.""success.",,"corpus_no""corpus_no"::"15984125203285346378""15984125203285346378",,"sn""sn"::"481D633F-73BA-726F-49EF-"481D633F-73BA-726F-49EF-
8659ACCC2F3D"8659ACCC2F3D",,"result""result"::[["北京天气""北京天气"]]}}

{{"err_no""err_no"::20002000,,"err_msg""err_msg"::"data empty.""data empty.",,"sn""sn"::"481D633F-73BA-726F-49EF-8659ACCC2F3D""481D633F-73BA-726F-49EF-8659ACCC2F3D"}}

curl -i -X POST -H "Content-Type: audio/pcm;rate=16000" "http://vop.baidu.com/pro_api?curl -i -X POST -H "Content-Type: audio/pcm;rate=16000" "http://vop.baidu.com/pro_api?
dev_pid=80001&cuid=xxxxx&token=1.a6b7dbd428f731035f771b8d********.86400.1292922000-2346678-124328"dev_pid=80001&cuid=xxxxx&token=1.a6b7dbd428f731035f771b8d********.86400.1292922000-2346678-124328"  
--data-binary "@/home/test/test.pcm"--data-binary "@/home/test/test.p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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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ocket简介WebSocket简介

WebSocket 是基于TCP的全双工协议，即建立连接后通讯双方都可以不断发送数据。

WebSocket 协议由rfc6455定义， 下面介绍常见WebSocket 库的调用流程及参数

一般需要各编程语言的WebSocket库来实现接入。WebSocket库需支持rfc645描述的协议， 即支持Sec-WebSocket-Version: 1313

主要流程主要流程

1. 连接

2. 连接成功后发送数据 2.1 发送开始参数帧 2.2 实时发送音频数据帧 2.3 库接收识别结果 2.4 发送结束帧

3. 关闭连接

名词解释：名词解释：

连接： 这里指TCP连接及握手（Opening Handshake） ， 一般WebSocket库已经封装，用户不必关心

发送数据帧：Sending Data Frame， 类似包的概念，指一次发送的内容 。从客户端到服务端。

文本帧：Opcode 0x1 (Text)， 实时语音识别api发送的第一个开始参数帧和最后一个结束帧，文本的格式是json

二进制帧：Opcode0x2 (Binary), 实时语音识别api 发送的中间的音频数据帧

接收数据帧： Receiving Data Frame， 类似包的概念，指一次发送的内容 。从服务端到客户端。

文本帧：Opcode 0x1 (Text)， 识别结果或者报错，文本的格式是json

二进制帧：实时语音识别api 不会收到

关闭连接：Closing Handshake。 百度服务端识别结束后会自行关闭连接，部分WebSocket库需要得知这个事件后手动关闭

客户端连接。

通常WebSocket库用需要用户自己定义下面的3个回调函数实现自己的业务逻辑。

连接连接

连接地址（WebSocket URI）：  参数 sn由用户自定义用于排查日

志，建议使用随机字符串如UUID生成。 sn的格式为英文数字及“-” ，长度128个字符内，即[a-zA-Z0-9-]{1, 128}

如果连接成功，一般WebSocket库会发起回调。

发送开始参数帧发送开始参数帧

连接成功后的回调函数：连接成功后的回调函数：
{{
 #通常需要开启一个新线程，以避免阻塞无法接收数据 #通常需要开启一个新线程，以避免阻塞无法接收数据
 2.1 发送开始参数帧 2.1 发送开始参数帧
 2.2 实时发送音频数据帧 2.2 实时发送音频数据帧
 2.4 发送结束帧 2.4 发送结束帧
}}

接收数据的回调函数接收数据的回调函数
{{
 2.3 库接收识别结果，自行解析json获得识别结果 2.3 库接收识别结果，自行解析json获得识别结果
}}

服务端关闭连接的回调函数服务端关闭连接的回调函数
{{
 3. 关闭客户端连接， 部分库可以自动关闭客户端连接。 3. 关闭客户端连接， 部分库可以自动关闭客户端连接。
}}

wss://vop.baidu.com/realtime_asr?sn=XXXX-XXXX-XXXX-XXXwss://vop.baidu.com/realtime_asr?sn=XXXX-XX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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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帧的类型（Opcode）是TextText， 使用json序列化

示例：

具体参数说明具体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类型类型 是否必填是否必填 说明说明

type String 必填，固定值 START，开始帧的类型

data Array 必填 具体见下表

data参数说明data参数说明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类型类型 是否必填是否必填 说明说明

appid int 必填 控制台网页上应用的鉴权信息 AppID

appkey string 必填 控制台网页上应用的鉴权信息 API Key

dev_pid int 必填 识别模型，推荐15372，见下一个表格

lm_id int 可选
填入自训练平台训练上线的模型id，需要和训练的基础模型dev-pid对齐。参考平台模型调用部分

的提示。

cuid string 必填
统计UV使用，发起请求设备的唯一id，如服务器的mac地址。随意填写不影响识别结果。长度

128个字符内，即[a-zA-Z0-9-_]{1, 128}

format string
必填，固

定值
pcm , 固定格式

sample int
必填，固

定值
16000， 固定采样率

dev_pid 识别模型, 语种及后处理dev_pid 识别模型, 语种及后处理

开放平台模型（无在线语义功能）开放平台模型（无在线语义功能）

{{
                "type""type"::  "START""START",,
                "data""data"::  {{
                        "appid""appid"::  105105xxxxxx1717,,
                        "appkey""appkey"::  "UA4oPSxxxxkGOuFbb6""UA4oPSxxxxkGOuFbb6",,
                        "dev_pid""dev_pid"::  1537215372,,  # 识别模型，比如普通话还是英语，是否要加标点等  # 识别模型，比如普通话还是英语，是否要加标点等
                        "lm_id""lm_id":: xxxx xxxx,,  # 自训练平台才有这个参数  # 自训练平台才有这个参数
                        "cuid""cuid"::  "cuid-1""cuid-1",,  # 随便填不影响使用。机器的mac或者其它唯一id，页面上计算UV用。  # 随便填不影响使用。机器的mac或者其它唯一id，页面上计算UV用。
            # 下面是固定参数            # 下面是固定参数
                        "format""format"::  "pcm""pcm"，，
                        "sample""sample"::  1600016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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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DPID 模型模型 是否有标点及后处理是否有标点及后处理 推荐场景推荐场景

1537 中文普通话 弱标点（逗号，句号） 手机近场输入

15372 中文普通话 加强标点（逗号、句号、问号、感叹号） 手机近场输入

1737 英语 无标点 手机近场输入

17372 英语 加强标点（逗号、句号、问号） 手机近场输入

80002 音视频直播（中文） 弱标点（逗号） 音视频内容分析、质检审核，申请试用

80003 音视频字幕（中文） 弱标点（逗号） 高实时性字幕生产

80004 音视频字幕（中文） 加强标点（逗号、句号、问号、感叹号） 音视频字幕生产

语音自训练平台模型训练语音自训练平台模型训练

实时语音识别接口支持在语音自训练平台上训练中文普通话模型 

训练后的模型注意必须填写上线模型的模型参数，可在自训练平台的模型调用模块进行查看。

示例 ， 则调用websocket API时必须填写参数 dev_pid=1537或

15372（PID功能见下表）；同时lm_id 设置为1235。

PIDPID 模型模型 是否有标点是否有标点 备注备注

1537 中文普通话 无标点

15372 中文普通话 加强标点（逗号、句号、问号、感叹号）

发送音频数据帧发送音频数据帧

注意帧的类型（Opcode）是BinaryBinary

内容是二进制的音频内容。 除最后一个音频数据帧， 每个帧的音频数据长度为20-200ms。 建议最佳160ms160ms一个帧，有限制

的也建议80ms。 160ms = 160 (16000 2 /1000) = 5120 bytes

实时语音识别api 建议实时发送音频，即每个160ms的帧之后，下一个音频数据帧需要间隔160ms。即：文件，此处需要

sleep(160ms) 如果传输过程中网络异常， 需要补断网时的识别结果，发送的音频数据帧之间可以没有间隔。具体见下文“断网

补发数据”一节

发送结束帧发送结束帧

获取专属模型参数pid:1537或15372 modelid:1235获取专属模型参数pid:1537或15372 modelid:1235

计算方式：计算方式：
16000采样率： 1s音频 16000采样点16000采样率： 1s音频 16000采样点
16bits： 一个采样点 16bits = 2 bytes16bits： 一个采样点 16bits = 2 bytes
1s ： = 1000ms1s ： = 1000ms
即 160ms *  16000  * 2bytes / 1000ms = 5120bytes即 160ms *  16000  * 2bytes / 1000ms = 5120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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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帧的类型（Opcode）是TextText， 使用json序列化

示例：

具体参数说明具体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类型类型 是否必填是否必填 说明说明

type String 必填，固定值 , 结束帧的类型

发送取消帧发送取消帧

取消与结束不同，结束表示音频正常结束，取消表示不再需要识别结果，服务端会迅速关闭连接 示例：

具体参数说明具体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类型类型 是否必填是否必填 说明说明

type String 必填，固定值 CANCEL 立即取消本次识别

发送心跳帧发送心跳帧

注意帧的类型（Opcode）是TextText， 使用json序列化 正常情况下不需要发这个帧，仅在网络异常的时候，需要补传使用，具体

见“断网补发数据”

示例：

具体参数说明具体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类型类型 是否必填是否必填 说明说明

type String 必填，固定值 HEARTBEAT, 心跳帧的类型

接收数据帧

注意需要接收的帧类型（Opcode）是TextText， 本接口不会返回Binary类型的帧。 text的内容， 使用json序列化

临时及最终识别结果临时及最终识别结果

一段音频由多句话组成，实时识别api会依次返回每句话的临时识别结果和最终识别结果

一句话的临时识别结果示例：一句话的临时识别结果示例：

{{
  "type""type"::"FINISH""FINISH"
}}

{{
  "type""type"::"CANCEL""CANCEL"
}}

{{
  "type""type"::"HEARTBEAT""HEARTBEA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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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的最终识别结果：一句话的最终识别结果：

心跳帧（收到后，请忽略）心跳帧（收到后，请忽略）

示例：

与发送的心跳帧不同，这个是接收服务端下发的，5s一次，收到后可以忽略。

服务端报错 服务端报错 如-3005错误码，是针对的是一个句子的，其它句子依旧可以识别，请求是否结束以服务端是否关闭连接为准。 具

体错误码含义见文末“错误码“一节

一句话的开始时间及结束时间：识别过程中，百度服务端在每句话的最终识别结果中带有这句话的开始和结束时间。最终识别

结果是指"type":"FIN_TEXT"，即一句话的最后识别结果，包括这句话的报错结果。

通常一个音频会得到如下的时间信息：

{{
  "err_no""err_no"::00,,
  "err_msg""err_msg"::"OK""OK",,
  "type""type"::  "MID_TEXT""MID_TEXT",,
  "result""result"::  "北京天气怎""北京天气怎"，，
  "log_id""log_id"::  4567778545677785，，
  "sn""sn"::  "399427ce-e999-11e9-94c8-fa163e4e6064_ws_2""399427ce-e999-11e9-94c8-fa163e4e6064_ws_2"
  
}}

{{
        "err_no""err_no"::00,,
  "err_msg""err_msg"::"OK""OK",,
  "type""type"::"FIN_TEXT""FIN_TEXT",,
  "result""result"::"北京天气怎么样""北京天气怎么样",,
  "start_time""start_time"::5322053220,,
  "end_time""end_time"::7334073340,,
  "err_no""err_no"::00,,
  "err_msg""err_msg"::"OK""OK",,  "log_id""log_id"::4567778545677785,,
  "sn""sn"::"399427ce-e999-11e9-94c8-fa163e4e6064_ws_2""399427ce-e999-11e9-94c8-fa163e4e6064_ws_2",,
  
}}

{{
  "type""type"::"HEARTBEAT""HEARTBEAT"
}}

{{
  "err_msg""err_msg"::  "asr authentication failed""asr authentication failed",,
  "err_no""err_no"::  -3004-3004,,
  "log_id""log_id"::  106549729106549729,,
  "result""result"::  """",,
  "sn""sn"::  "0d25b5e1-ffa6-11e9-8968-f496349f3917""0d25b5e1-ffa6-11e9-8968-f496349f3917",,
  "type""type"::  "FIN_TEXT""FIN_TEXT"
}}

##### s1 e1 指第一句话的开始和结束时间start_time，end_time##### s1 e1 指第一句话的开始和结束时间start_time，end_time
[静音][s1:e1][静音][s2:e2]....[静音][s10:e10][静音][静音][s1:e1][静音][s2:e2]....[静音][s10:e10][静音]
一句话不能超过60s，否则会被强制切割一句话不能超过60s，否则会被强制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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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err_no 错误码 int 0 表示正确， 其它错误码见文末

err_msg 错误信息 string err_no!=0时，具体的报错解释。

type 结果类型 string 见下面3行示临时识别结果

~ ~ MID_TEXT 一句话以及临时识别结果

~ ~ FIN_TEXT 一句话的最终识别结果或者报错， 是否报错由err_no判断

~ ~
HEARTBEA

T
仅断网补发音频数据需要，见下文“断网补发数据”一节

result 识别结果 string 音频的识别结果

start_time
一句话的开始时

间
int，毫秒 一句话的开始时间，临时识别结果MID_TEXT 无此字段

end_time
一句话的结束时

间
int，毫秒 一句话的结束时间，临时识别结果MID_TEXT 无此字段

logid 日志id long 日志id，用这个id可以百度服务端定位请求，排查问题

sn 请求sn string 用这个sn可以百度服务端定位请求，排查问题。ws URI里的参数及识别句子的组合

断网补发数据

请先看“发送音频数据帧” 和 “接收数据帧” 这2节。

断网补发数据的目的是将一个语音流，在网络不佳的情况下，通过自己的代码逻辑拼接，使得多次请求的结果看上去像一次。

简单来说就是哪里断开，从哪里开始重新发一次请求，“哪里”=最后一次接收的“end_time”。服务端对每个请求独立，需要自行

拼接补发数据的请求时间。

如果一个音频的10个句子时间如下：

如果发送过程中，比如在第七句e7之后，网络抖动或者遇见其它错误。但是为了不影响最终的用户体验，期望连续的10个句子

的识别结果。

此时，可以发起一个新的请求，从e7开始发数据，在，语音数据帧之间不需要sleep。

如果超过10s没有发送帧给服务端，服务端会下发报错并结束连接，建议5s 发送一次。

完整流程如下

1. 开始一次请求，正常发送音频数据，并缓存音频数据，

2. 接收到数据帧， 保存end_time

3. 如果此时断网，读取最后一次的end_time如7000ms

4. 开始一次新请求， 从缓存的音频数据中找到7000ms（224000bytes）以后的数据，发送给服务端。每个帧160ms的音频

数据，补数据时，每个帧之间不需要间隔sleep。

5. 一直追上实时音频数据，开始实时发送

6. 新请求的start_time和end_time可以加上7000ms，然后展示给用户

##### s1 e1 指第一句话的开始和结束时间start_time，end_time##### s1 e1 指第一句话的开始和结束时间start_time，end_time
[静音][s1:e1][静音][s2:e2]...[s7:e7]...[静音][s10:e10][静音][静音][s1:e1][静音][s2:e2]...[s7:e7]...[静音][s10:e10][静音]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语音识别技术

87



7. 如果补发数据过大，新请求过快结束，在新请求结束时，需要补type=HEARTBEAT心跳帧，建议5s发一次，避免10s服务端

读超时。

8. 如果再次断网流程依旧

音频文件转写API

Demo

Python Demo 点击下载 （文件为.zip压缩包，若无法打开时，可尝试在文件后上增加".zip“后缀）

在线调试

您可以在 您可以在 示例代码中心示例代码中心 中调试该接口 中调试该接口，可进行签名验证、查看在线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示例代码的自动生成。

创建音频转写任务

接口描述：根据音频url、音频格式、语言id以及采样率等参数创建音频转写任务

请求接口：https://aip.baidubce.com/rpc/2.0/aasr/v1/create

HTTP 方法：POST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取值取值

access_token
通过 API Key 和 Secret Key 获取的 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

取

JSON方式上传音频JSON方式上传音频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语音数据和其他参数通过标准 JSON 格式串行化 POST 上传，包括的参数如下：

参数名参数名 类型类型
是否必是否必

需需

对外状对外状

态态
取值范围取值范围

speech_u

rl
str 是 音频url

可使用百度云对象存储进行音频存储，生成云端可外网访问的url链接，音频大小不超

过500MB

format str 是
音频格

式
["mp3", "wav", "pcm","m4a","amr"]单声道，编码 16bits 位深

pid int 是
语言类

型

[80001（中文语音近场识别模型极速版）, 80006（中文音视频字幕模型，1737（英

文模型）]

rate int 是 采样率 [16000] 固定值

若音频采样率为8k，请使用若音频采样率为8k，请使用呼叫中心音频文件转写呼叫中心音频文件转写

Body请求示例：

返回参数

{{
    "speech_url": "https://platform.bj.bcebos.com/sdk%2Fasr%2Fasr_doc%2Fdoc_download_files%2F16k.pcm",    "speech_url": "https://platform.bj.bcebos.com/sdk%2Fasr%2Fasr_doc%2Fdoc_download_files%2F16k.pcm",
    "format": "pcm",    "format": "pcm",
    "pid": 80001,    "pid": 80001,
    "rate": 16000    "rate": 16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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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参数名 类型类型 是否必需是否必需 对外状态对外状态

log_id int 是 log id

task_id str 否 任务id

task_status str 否 任务状态

error_code int 否 错误码

error_msg str 否 错误信息

Body返回示例：

注意：查询识别结果时，需要该步骤返回的task_id来进行请求。请注意保存task_id列表。注意：查询识别结果时，需要该步骤返回的task_id来进行请求。请注意保存task_id列表。

查询音频转写任务结果

根据task_id的数组批量查询音频转写任务结果 请求接口：https://aip.baidubce.com/rpc/2.0/aasr/v1/query HTTP 方法：

POST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取值取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如下：

参数名参数名 类型类型 是否必需是否必需 描述描述 取值范围取值范围

task_ids list 是 任务id task_ids为空，返回空任务结果列表；单次查询任务数不超过200个

例：

Body返回示例：

##### 创建成功##### 创建成功
{{
    "log_id": 12345678,    "log_id": 12345678,
    "task_status": "Created"，    "task_status": "Created"，
    "task_id":  "234acb234acb234acb234acb"  #注意保存该id，用于后续请求识别结果    "task_id":  "234acb234acb234acb234acb"  #注意保存该id，用于后续请求识别结果
}}
##### 创建失败，缺少参数##### 创建失败，缺少参数
{{
    "error_code": 336203,    "error_code": 336203,
    "error_msg": "missing param: speech_url",    "error_msg": "missing param: speech_url",
    "log_id": 5414433131138366128    "log_id": 5414433131138366128
}}

{{
    "task_ids":  ["234acb234acb234acb234acb", "234acb234acb234acb234acd", "234acb234acb234acb234acbe"]    "task_ids":  ["234acb234acb234acb234acb", "234acb234acb234acb234acd", "234acb234acb234acb234acb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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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参数名 类型类型 是否必需是否必需 描述描述

log_id int 是 log id

tasks_info list 否 多个任务的结果

+task_id str 是 任务id

+task_status str 是 任务状态

+task_result dict 否 转写结果的json格式

++corpus_no str 否

++result str 否 转写结果

++audio_duration int 否 音频时长（毫秒）

++detailed_result list 否 转写详细结果

++err_no int 否 转写失败错误码

++err_msg str 否 转写失败错误信息

++sn str 否

error_code int 否 请求错误码

error_msg str 否 请求错误信息

error_info list 否 错误的或查询不存在的taskid数组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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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文件转写极速版API-邀测

接口描述：支持提取视频、音频文件中的语音内容，极速返回识别结果及时间戳，适用于对实时性有一要求的内容分析、字幕

生产、录音转写场景。(本接口处于邀测阶段，请联系客户经理申请测试）(本接口处于邀测阶段，请联系客户经理申请测试）

请求接口：请求接口：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speech/publiccloudspeech/v1/asr/topspeed

HTTP 方法：POST

Headers参数：Headers参数：

参数参数 参数值参数值 是否必须是否必须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是

Body参数如下：Body参数如下：

{{
    "log_id": 12345678,    "log_id": 12345678,
    "tasks_info": [    "tasks_info": [
     { # 转写中     { # 转写中
      "task_status": "Running"      "task_status": "Running"
      "task_id": "234acb234acb234acb234acb",      "task_id": "234acb234acb234acb234acb",
     },     },
     { # 转写失败     { # 转写失败
      "task_status": "Failure"      "task_status": "Failure"
      "task_id": "234acb234acb234acb234acd",      "task_id": "234acb234acb234acb234acd",
      "task_result": {      "task_result": {
       "err_no":  3301       "err_no":  3301
       "err_msg": "speech quality error",       "err_msg": "speech quality error",
       "sn": "xxx"       "sn": "xxx"
      }      }
     },     },
     { # 转写成功     { # 转写成功
      "task_status": "Success",      "task_status": "Success",
      "task_result": {      "task_result": {
       "result": [       "result": [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哦。毕竟..."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哦。毕竟..."
       ],       ],
                "audio_duration": 6800,                "audio_duration": 6800,
       "detailed_result": [       "detailed_result": [
           {           {
            "res": [            "res": [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哦。"
               ],               ],
               "end_time": 6700,               "end_time": 6700,
               "begin_time": 4240,               "begin_time": 4240,
               "words_info": [],               "words_info": [],
               "sn": "257826606251573543780",               "sn": "257826606251573543780",
               "corpus_no": "6758319075297447880"               "corpus_no": "6758319075297447880"
           }           }
           ...           ...
       ],       ],
       "corpus_no": "6758319075297447880"        "corpus_no": "6758319075297447880" 
   },   },
   "task_id": "234acb234acb234acb234ace"   "task_id": "234acb234acb234acb234ace"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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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类型类型

是否必是否必

须须
备注备注

access

_token
str 必须 通过 API Key 和 Secret Key 获取的 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rate int 必须 音频对应的采样率，目前只支持传16000

cuid str 必须 用户的唯一标识，调用时自己保证唯一即可

dev_pid int 必须 调用的转写模型，不同模型有不同的转写效果，目前只支持传80006

speech str 必须
对视频或音频文件进行base64编码后的结果，音频文件最多支持一小时的时长，整体文件不能超

过500M。支持pcm、wav、mp3、m4a、mp4、mov等常见音视频文件格式

Body请求示例：Body请求示例：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类型类型 是否必须是否必须 备注备注 其他信息其他信息

result str [] 非必须 完整的转写结果，取元素0即是对应的文字 item 类型: string

error_code int 非必须 错误码

error_message str 非必须 错误信息

audio_duration int 非必须 音频整体时长，单位：毫秒

detailed_result
object

[]
非必须 每一句转写详情，含时间戳等信息 item 类型: object

+ res str [] 非必须 每句转写的文字结果，取元素0即是对应的文字 item 类型: string

+ end_time int 非必须 文字结束时间，单位：毫秒

+ begin_time int 非必须 文字开始时间，单位：毫秒

+ sn str 非必须 分句转写的id，反馈问题时使用

+ corpus_no str 非必须 整段转写的id，反馈问题时使用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
    "access_token":"24.578xxxxxxxxxxxxxxxxx",     "access_token":"24.578xxxxxxxxxxxxxxxxx", 
    "rate": 16000,    "rate": 16000,
    "cuid": "baidu_asr",    "cuid": "baidu_asr",
    "dev_pid": 80006,     "dev_pid": 80006, 
    "speech": "UklGRqAfQgBXQVZFZm10IBAAAAABAAEAgD4AAAB9AAACABAATEl…"       "speech": "UklGRqAfQgBXQVZFZm10IBAAAAABAAEAgD4AAAB9AAACABAAT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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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汇总

短语音识别错误码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_codeerror_code：错误码。

error_msg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4 Open api request limit reached 集群超限额

6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data 对控制台内app进行编辑，添加语音权限

14 IAM Certification failed
IAM鉴权失败，建议用户参照文档自查生成sign的方式是否正确，或换用控制台中

ak sk的方式调用

17
Open api daily request limit

reached
每天流量超限额

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并发超限额

19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请求总量超限额

100 Invalid parameter 无效参数

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Access Token失效

111 Access token expired Access token过期

{{
    "error_code":0,    "error_code":0,
    "error_message":"请求成功",    "error_message":"请求成功",
    "audio_duration":1300,    "audio_duration":1300,
    "result":["欢迎使用百度语音,"],    "result":["欢迎使用百度语音,"],
    "detailed_result":[    "detailed_result":[
        {        {
        "begin_time":0,        "begin_time":0,
        "corpus_no":"632690ff-40e8-4e59-9964-a381e4c64818_ws",        "corpus_no":"632690ff-40e8-4e59-9964-a381e4c64818_ws",
        "end_time":1300,        "end_time":1300,
        "res":["欢迎使用百度语音,"],        "res":["欢迎使用百度语音,"],
        "sn":"632690ff-40e8-4e59-9964-a381e4c64818_ws_ws_0","words_info":[]        "sn":"632690ff-40e8-4e59-9964-a381e4c64818_ws_ws_0","words_info":[]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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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用户输用户输

入 / 服入 / 服

务端务端

含义含义 一般解决方法一般解决方法

3300
用户输

入错误
输入参数不正确 请仔细核对文档及参照 demo，核对输入参数

3301
用户输

入错误
音频质量过差 请上传清晰的音频

3302
用户输

入错误
鉴权失败

token字段校验失败。请使用正确的API_KEY 和 SECRET_KEY生成。

或并发、调用量超出限额。

或音频采样率不正确（可尝试更换为16k采样率）。

或者自训练平台 lm_id 不属于该账号

3303
服务端

问题

百度服务器后端

繁忙
有可能是原始音频质量过差。可以请将 api 返回结果和原始音频反馈至论坛或者 QQ 群

3304
用户请

求超限

用户的请求并发

超限
请降低识别 api 请求频率 （并发以 appId 计算，移动端如果共用则累计）

3305
用户请

求超限

用户的日 pv（日

请求量）超限
请开通付费，购买调用量资源（账号内所有应用 APPID 共用调用量限额）

3307
服务端

问题

语音服务器后端

识别出错问题

有可能是原始音频质量过差。可以将 api 返回结果和原始音频反馈至工单、论坛或者

QQ 群

3308
用户输

入错误
音频过长 音频时长不超过 60s，请将音频时长截取为 60s 以下，特别是 amr 格式

3309
用户输

入错误
音频数据问题

服务端无法将音频转为 pcm 格式，可能是长度问题，音频格式问题等。 请将输入的音

频时长截取为 60s 以下，并核对下音频的编码，采样率 16000，单声道，小端

序，16bits。

3310
用户输

入错误

输入的音频文件

过大 或 len 参数

过大

文件内容过大，音频时长不能超过 60s

3311
用户输

入错误

采样率 rate 参数

不在选项里
目前 rate 参数支持 16000、8000，填写其他值即会有此错误。

3312
用户输

入错误

音频格式 format

参数不在选项里
目前格式仅仅支持 pcm，wav 或 amr，如填写 mp3 即会有此错误

3313
服务端

问题

语音服务器解析

超时
请将 api 返回结果反馈至工单、论坛或者 QQ 群

3314
用户输

入错误
音频长度过短 用户的 len 参数小于等于 4

3315
服务端

问题

语音服务器处理

超时
请将 api 返回结果反馈至工单、论坛或者 QQ 群

3316
用户输

入错误

音频转为 pcm 失

败

使用 pcm 格式，或者确认 wav 和 amr 的采样率 16000，单声道。 wav 是否是 pcm 编

码，小端序，16bits

实时语音识别错误码

报错示例：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语音识别技术

94



err_no = 0 是正确，非0值即为报错。 在err_msg中一般有更具体的报错信息。

错误码错误码

err_noerr_no
错误方错误方 原因原因 解决方法解决方法

是否会识别并关闭是否会识别并关闭

连接连接

-3001
百度服务端问

题

后端从SDK读数据失败，可能是sdk检

测到后端超时，断开了连接
重试 是

-3003
百度服务端问

题
服务后端异常 记录报错json并反馈

这一句话报错，不

影响后续识别

-3004 调用方问题 鉴权失败，没有权限调用接口
查看appid appkey devpid这3个参数有

无填对，QPS有无超限
是

-3005 调用方问题 音频质量问题，无效音频
根据start_time和end_time可以听下是

否是噪音

这一句话报错，不

影响后续识别

-3006
百度服务端问

题
服务后端VAD异常 记录报错json并反馈 是

-3008 调用方问题 开始参数帧参数错误，包括漏写
检测参数有无缺失及格式正确，在

err_msg中有更具体的报错信息
是

-3011 用户网络问题
上行流建立失败，可能跟网络状况或后

端有关
重试 是

-3012 用户网络问题
下行流建立失败，可能跟网络状况或后

端有关
重试 是

-3013
百度服务端问

题
服务后端异常 记录报错json并反馈

这一句话报错，不

影响后续识别

-3014
调用方正常调

用CANCEL
用户取消

如果发送取消帧后会有此返回，可以忽

略
是

-3101 调用方问题
一段时间没发出音频数据，导致整体请

求超时
确认代码有音频数据一直在发送中 是

音频文件转写任务状态及错误码

任务状态 task_status任务状态 task_status | 取值 | 对应状态 | |---|---| |Running|转写中| |Success|转写成功| |Failure|转写失败|

接口错误码接口错误码 | error_code | error_msg | 对应接口 | 描述 | |---|---|---|---| |336200 | internal error | 1，2 | 内部错误，注意task_id类

型非字符串 | |336201 | unknown task id | 2 | 未知task id | |336202 | invalid param: task_ids | 1，2 | 无效参数值 | |336203 |

missing param: ‘param_name’ | 1，2 | 缺少必要参数 | |336204 |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 1，2 | 请开通付费，

购买调用时长资源| |336212 | invalid json | 1，2 | 请求数据为非法json | |336213 | missing header: 'header_name' | 1，2 | 缺

少必要header |

音频转写结果错误码音频转写结果错误码 | err_no | err_msg | 描述 | |---|---|---| | 3301 | speech quality error. | 音频文件格式不对 | | 4001 | open

speech file failed | 打开音频文件失败 | | 4002 | speech length too short | 音频文件长度太短 | | 4003 | internal error | 内部错

误 | | 4004 | internal error | 内部错误 | | 4005 | internal error | 内部错误 | | 4006 | internal error | 内部错误 | | 4007 | internal

{{
  "err_msg""err_msg"::  "asr authentication failed""asr authentication failed",,
  "err_no""err_no"::  -3004-3004,,
  "log_id""log_id"::  106549729106549729,,
  "result""result"::  """",,
  "sn""sn"::  "0d25b5e1-ffa6-11e9-8968-f496349f3917""0d25b5e1-ffa6-11e9-8968-f496349f3917",,
  "type""type"::  "FIN_TEXT""FIN_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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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 | 内部错误 | | 4008 | invalid input | 无效语音 | | 4009 | speech length too short | 音频文件长度太短 | | 4010 | invalid

input | 无效语音 | | 4011 | internal error | 内部错误 | | 4012 | internal error | 内部错误 | | 4013 | internal error | 内部错误 | |

4014 | internal error | 内部错误 | | 4015 | internal error | 内部错误 | | 4016 | not support speech format | 音频格式错误，不是

pcm或者wav | | 4017 | not support rate | 采样率错误，非16000或8000 | | 4018 | read speech file failed | 读音频文件失败 | |

4019 | internal error | 内部错误 | | 4020 | internal error | 内部错误 | | 4041 | invalid input | 无效语音 | | 100000 | asr task

internal error | 任务内部错误 | | 100001 | asr task running timeout | 任务运行超时 | | 100101 | illegal speech url format | url格

式非法 | | 100102 | request timeout to speech url | http请求超时 | | 100103 | request error to speech url | http请求错误，检

查音频url链接，如没有问题请反馈工单排查 | | 100104 | invalid response from speech url | 返回无效数据，http status 非

200，回包body为空等 |

| 100105 | invalid speech size | 回包大小超限，音频最大100MB | | 100201 | not support speech format | 不支持音频格式 | |

100202 | speech transcoding failed | 文件转码失败 | | 100203 | not support pid | 不支持的pid | | 100204 | not support rate |

不支持的rate | | 100205 | audio file is faulty | 无法解析格式的音频 | | 100206 | Not support vad | VAD大小超限不支持| |

100207 | Not support channel | 通道数超限不支持 | | 100010 | asr task internal error | 内部错误 | | 100020 | Authentication

and Rate Limit Failed | 鉴权或流控失败 | | 100022 | An http exception occurred during Authentication and Rate Limitation | 鉴

权或流控过程中HTTP出错 | | 200100 | Invalid parameter | 参数错误 | | 200108 | Invalid user id | 用户id参数错误 | | 200115 |

Invalid AppID or no permission | AppID参数错误 |

问题反馈问题反馈 如有使用问题，可通过提交工单进行反馈。

语音识别SDK文档
短语音识别-HTTP-SDK

简介

简介

目前本SDK的功能同REST API，需要联网调用http接口, 具体功能见REST API 文档, REST API 仅支持整段语音识别的模式，即需

要上传完整语音文件进行识别，时长不超过60s，支持、自定义词库设置， 没有其他额外功能没有其他额外功能。

接口能力接口能力

接口名称接口名称 接口能力简要描述接口能力简要描述

语音识别 将人类的语音中的词汇内容转换为计算机可读的输入，例如按键、二进制编码或者字符序列

支持的语音格式支持的语音格式

原始 PCM 的录音参数必须符合 16k 、8k采样率、16bit 位深、单声道，支持的格式有：pcm（不压缩）、wav（不压缩，pcm

编码）、amr（压缩格式）。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如果需要使用实时识别、长语音、唤醒词、语义解析等其它语音功能，请使用Android或者iOS SDK 或 Linux C++ SDK 等。

1. 请严格按照文档里描述的参数进行开发，特别请关注原始录音参数以及语音压缩格式的建议，否则会影响识别率，进而影响

到产品的用户体验。

2. 目前系统支持的语音时长上限为60s，请不要超过这个长度，否则会返回错误。

反馈反馈

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咨询问题类型请选择人工智能服务人工智能服务；

QQ群快速沟通： AI开放平台官网首页底部“QQ支持群”中，查找“百度语音”。

版本更新记录版本更新记录

PythonPyt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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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线日期上线日期 版本号版本号 更新内容更新内容

2021.2.26 4.15.4 接口统一升级

2017.5.11 1.0.0 语音识别服务上线

JavaJava

上线日期上线日期 版本号版本号 更新内容更新内容

2021.2.26 4.15.4 接口统一升级

2017.10.18 3.2.1 使用proxy问题修复

2017.8.25 3.0.0 更新sdk打包方式：所有AI服务集成一个SDK

2017.7.14 1.0.1 更新sdk打包方式

2017.6.30 1.0.0 新增语音识别

C++C++

上线日期上线日期 版本号版本号 更新内容更新内容

2021.2.26 4.15.4 接口统一升级

2017.11.24 0.3.2 修复windows平台VC环境的编译错误

2017.11.9 0.3.0 初始化参数修改

2017.10.31 0.1.0 在线语音识别第一版

PHPPHP

上线日期上线日期 版本号版本号 更新内容更新内容

2021.2.26 4.15.4 接口统一升级

2017.5.11 1.0.0 语音识别服务上线

NodeNode

上线日期上线日期 版本号版本号 更新内容更新内容

2021.2.26 4.15.4 接口统一升级

2017.12.21 2.0.0 实现代码重构，接口返回标准promise对象

2017.7.13 1.2.1 修复模块加载在linux下失败的问题

2017.6.30 1.2.0 新增语音识别接口

C#C#

上线日期上线日期 版本号版本号 更新内容更新内容

2021.2.26 4.15.4 接口统一升级

2018.4.2 3.4.0 新增.Net Core支持；新增超时参数

2018.1.11 3.3.1 细节修改

2017.9.12 3.0.0 更新SDK打包方式：所有AI服务集成一个SDK

2017.6.30 1.0.0 新增语音识别服务接口

短语音识别REST-API-PythonSDK

安装语音识别 Python SDK安装语音识别 Python 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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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识别 Python SDK目录结构语音识别 Python SDK目录结构

支持Python版本：2.7.+ ,3.+支持Python版本：2.7.+ ,3.+

安装使用Python SDK有如下方式安装使用Python SDK有如下方式：

如果已安装pip，执行 即可。

如果已安装setuptools，执行 即可。

新建AipSpeech新建AipSpeech

AipSpeech是语音识别的Python SDK客户端，为使用语音识别的开发人员提供了一系列的交互方法。

参考如下代码新建一个AipSpeech：

在上面代码中，常量 在百度云控制台中创建，常量 与 是在创建完毕应用后，系统分配给用户的，

均为字符串，用于标识用户，为访问做签名验证，可在AI服务控制台中的应用列表应用列表中查看。

配置AipSpeech配置AipSpeech

如果用户需要配置AipSpeech的网络请求参数(一般不需要配置)，可以在构造AipSpeech之后调用接口设置参数，目前只支持以

下参数：

接口接口 说明说明

setConnectionTimeoutInMillis 建立连接的超时时间（单位：毫秒

setSocketTimeoutInMillis 通过打开的连接传输数据的超时时间（单位：毫秒）

语音识别语音识别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向远程服务上传整段语音进行识别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举例，要对段保存有一段语音的语音文件进行识别：

├── README.md├── README.md
├── aip                   //SDK目录├── aip                   //SDK目录
│   ├── __init__.py       //导出类│   ├── __init__.py       //导出类
│   ├── base.py           //aip基类│   ├── base.py           //aip基类
│   ├── http.py           //http请求│   ├── http.py           //http请求
│   └── speech.py //语音识别│   └── speech.py //语音识别
└── setup.py              //setuptools安装└── setup.py              //setuptools安装

pip install baidu-aippip install baidu-aip

python setup.py installpython setup.py install

from aip import AipSpeechfrom aip import AipSpeech

""" 你的 APPID AK SK """""" 你的 APPID AK SK """
APP_ID = '你的 App ID'APP_ID = '你的 App ID'
API_KEY = '你的 Api Key'API_KEY = '你的 Api Key'
SECRET_KEY = '你的 Secret Key'SECRET_KEY = '你的 Secret Key'

client = AipSpeech(APP_ID, API_KEY, SECRET_KEY)client = AipSpeech(APP_ID, API_KEY, SECRET_KEY)

APP_IDAPP_ID API_KEYAPI_KEY SECRET_KEYSECRET_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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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函数说明：接口函数说明：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是否必是否必

须须

speech Buffer 建立包含语音内容的Buffer对象, 语音文件的格式，pcm 或者 wav 或者 amr。不区分大小写 是

format String 语音文件的格式，pcm 或者 wav 或者 amr。不区分大小写。推荐pcm文件 是

rate int 采样率，16000、8000，固定值 是

cuid String 用户唯一标识，用来区分用户，填写机器 MAC 地址或 IMEI 码，长度为60以内 否

dev_pid Int 不填写lan参数生效，都不填写，默认1537（普通话 输入法模型），dev_pid参数见下面的表格 否

lan(已

废弃)
String

历史兼容参数，请使用dev_pid。如果dev_pid填写，该参数会被覆盖。语种选择,输入法模型，默认

中文（zh）。 中文=zh、粤语=ct、英文=en，不区分大小写。
否

dev_pid 参数列表dev_pid 参数列表

dev_piddev_pid 语言语言 模型模型 是否有标点是否有标点 备注备注

1537 普通话(纯中文识别) 语音近场识别模型 有标点 支持自定义词库

1737 英语 英语模型 无标点 不支持自定义词库

1637 粤语 粤语模型 有标点 不支持自定义词库

1837 四川话 四川话模型 有标点 不支持自定义词库

1936 普通话远场 远场模型 有标点 不支持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是否一定输出是否一定输出 描述描述

err_no int 是 错误码

err_msg int 是 错误码描述

sn int 是 语音数据唯一标识，系统内部产生，用于 debug

result int 是
识别结果数组，提供1-5 个候选结果，string 类型为识别的字符串， utf-8 编

码

返回样例：返回样例：

# 读取文件# 读取文件
def get_file_content(filePath):def get_file_content(filePath):
    with open(filePath, 'rb') as fp:    with open(filePath, 'rb') as fp:
        return fp.read()        return fp.read()

# 识别本地文件# 识别本地文件
client.asr(get_file_content('audio.pcm'), 'pcm', 16000, {client.asr(get_file_content('audio.pcm'), 'pcm', 16000, {
    'dev_pid': 1537,    'dev_pid': 15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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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语音识别REST-API-JavaSDK

安装Speech Java SDK安装Speech Java SDK

Speech Java SDK目录结构Speech Java SDK目录结构

支持 JAVA版本：1.7+支持 JAVA版本：1.7+

查看源码查看源码

Java SDK代码现已公开，您可以查看代码、或者在License范围内修改和编译SDK以适配您的环境。 github链

接：https://github.com/Baidu-AIP/java-sdk

使用maven依赖使用maven依赖：

添加以下依赖即可。其中版本号可在maven官网查询

直接使用JAR包步骤如下直接使用JAR包步骤如下：

1.在官方网站下载Java SDK压缩工具包。

2.将下载的 解压后，复制到工程文件夹中。

3.在Eclipse右键“工程 -> Properties -> Java Build Path -> Add JARs”。

4.添加SDK工具包 和第三方依赖工具包  。

其中， 为版本号，添加完成后，用户就可以在工程中使用Speech Java SDK。

// 成功返回// 成功返回
{{
    "err_no": 0,    "err_no": 0,
    "err_msg": "success.",    "err_msg": "success.",
    "corpus_no": "15984125203285346378",    "corpus_no": "15984125203285346378",
    "sn": "481D633F-73BA-726F-49EF-8659ACCC2F3D",    "sn": "481D633F-73BA-726F-49EF-8659ACCC2F3D",
    "result": ["北京天气"]    "result": ["北京天气"]
}}

// 失败返回// 失败返回
{{
    "err_no": 2000,    "err_no": 2000,
    "err_msg": "data empty.",    "err_msg": "data empty.",
    "sn": null    "sn": null
}}

com.baidu.aipcom.baidu.aip
       ├── auth                                //签名相关类       ├── auth                                //签名相关类
       ├── http                                //Http通信相关类       ├── http                                //Http通信相关类
       ├── client                              //公用类       ├── client                              //公用类
       ├── exception                           //exception类       ├── exception                           //exception类
       ├── speech       ├── speech
       │       └── AipSpeech           //AipSpeech类       │       └── AipSpeech           //AipSpeech类
       └── util                                //工具类       └── util                                //工具类

<dependency><dependency>
    <groupId>com.baidu.aip</groupId>    <groupId>com.baidu.aip</groupId>
    <artifactId>java-sdk</artifactId>    <artifactId>java-sdk</artifactId>
    <version>${version}</version>    <version>${version}</version>
</dependency></dependency>

aip-java-sdk-version.zipaip-java-sdk-version.zip

aip-java-sdk-version.jaraip-java-sdk-version.jar json-20160810.jarjson-20160810.jar log4j-1.2.17.jarlog4j-1.2.17.jar

version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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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AipSpeech新建AipSpeech

AipSpeech是语音识别的Java客户端，为使用语音识别的开发人员提供了一系列的交互方法。

用户可以参考如下代码新建一个AipSpeech,初始化完成后建议单例使用单例使用,避免重复获取access_token：

其中示例的log4j.properties文件内容如下：

publicpublic  classclass  SampleSample  {{
        //设置APPID/AK/SK//设置APPID/AK/SK
        publicpublic  staticstatic  finalfinal  StringString APP_ID  APP_ID ==  "你的 App ID""你的 App ID";;
        publicpublic  staticstatic  finalfinal  StringString API_KEY  API_KEY ==  "你的 Api Key""你的 Api Key";;
        publicpublic  staticstatic  finalfinal  StringString SECRET_KEY  SECRET_KEY ==  "你的 Secret Key""你的 Secret Key";;

        publicpublic  staticstatic  voidvoid  mainmain((StringString[[]] args args))  {{
                // 初始化一个AipSpeech// 初始化一个AipSpeech
                AipSpeechAipSpeech client  client ==  newnew  AipSpeechAipSpeech((APP_IDAPP_ID,, API_KEY API_KEY,, SECRET_KEY SECRET_KEY));;

                // 可选：设置网络连接参数// 可选：设置网络连接参数
        client        client..setConnectionTimeoutInMillissetConnectionTimeoutInMillis((20002000));;
        client        client..setSocketTimeoutInMillissetSocketTimeoutInMillis((6000060000));;

                // 可选：设置代理服务器地址, http和socket二选一，或者均不设置// 可选：设置代理服务器地址, http和socket二选一，或者均不设置
        client        client..setHttpProxysetHttpProxy(("proxy_host""proxy_host",, proxy_port proxy_port));;    // 设置http代理// 设置http代理
        client        client..setSocketProxysetSocketProxy(("proxy_host""proxy_host",, proxy_port proxy_port));;    // 设置socket代理// 设置socket代理

                // 可选：设置log4j日志输出格式，若不设置，则使用默认配置// 可选：设置log4j日志输出格式，若不设置，则使用默认配置
                // 也可以直接通过jvm启动参数设置此环境变量// 也可以直接通过jvm启动参数设置此环境变量
                SystemSystem..setPropertysetProperty(("aip.log4j.conf""aip.log4j.conf",,  "path/to/your/log4j.properties""path/to/your/log4j.properties"));;

                // 调用接口// 调用接口
                JSONObjectJSONObject res  res == client client..asrasr(("test.pcm""test.pcm",,  "pcm""pcm",,  1600016000,,  nullnull));;
                SystemSystem..outout..printlnprintln((resres..toStringtoString((22))));;
                
        }}
}}

###### 可以设置级别：debug>info>error###### 可以设置级别：debug>info>error
###### debug：显示debug、info、error###### debug：显示debug、info、error
###### info：显示info、error###### info：显示info、error
###### error：只error###### error：只error
log4j.rootLogger=debug,appender1log4j.rootLogger=debug,appender1
###### log4j.rootLogger=info,appender1###### log4j.rootLogger=info,appender1
###### log4j.rootLogger=error,appender1###### log4j.rootLogger=error,appender1

###### 输出到控制台###### 输出到控制台
log4j.appender.appender1=org.apache.log4j.ConsoleAppenderlog4j.appender.appender1=org.apache.log4j.ConsoleAppender
###### 样式为TTCCLayout###### 样式为TTCCLayout
log4j.appender.appender1.layout=org.apache.log4j.PatternLayoutlog4j.appender.appender1.layout=org.apache.log4j.PatternLayout

###### 自定义样式###### 自定义样式
###### %r 时间 0###### %r 时间 0
###### %t 方法名 main###### %t 方法名 main
###### %p 优先级 DEBUG/INFO/ERROR###### %p 优先级 DEBUG/INFO/ERROR
###### %c 所属类的全名(包括包名)###### %c 所属类的全名(包括包名)
###### %l 发生的位置，在某个类的某行###### %l 发生的位置，在某个类的某行
###### %m 输出代码中指定的讯息，如log(message)中的message###### %m 输出代码中指定的讯息，如log(message)中的message
###### %n 输出一个换行###### %n 输出一个换行

log4j.appender.appender1.layout.ConversionPattern=[%d{yy/MM/dd HH:mm:ss:SSS}][%t][%p] -%l %m%nlog4j.appender.appender1.layout.ConversionPattern=[%d{yy/MM/dd HH:mm:ss:SSS}][%t][%p] -%l %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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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代码中，常量 在百度云控制台中创建，常量 与 是在创建完毕应用后，系统分配给用户的，

均为字符串，用于标识用户，为访问做签名验证，可在AI服务控制台中的应用列表应用列表中查看。

配置AipSpeech配置AipSpeech

如果用户需要配置AipSpeech的一些细节参数，可以在构造AipSpeech之后调用接口设置参数，目前只支持以下参数：

接口接口 说明说明

setConnectionTimeoutInMillis 建立连接的超时时间（单位：毫秒）

setSocketTimeoutInMillis 通过打开的连接传输数据的超时时间（单位：毫秒）

setHttpProxy 设置http代理服务器

setSocketProxy 设置socket代理服务器 （http和socket类型代理服务器只能二选一）

语音识别语音识别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向远程服务上传整段语音进行识别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举例：

接口函数说明：接口函数说明：

APP_IDAPP_ID API_KEYAPI_KEY SECRET_KEYSECRET_KEY

public void asr(AipSpeech client)public void asr(AipSpeech client)
{{
    // 对本地语音文件进行识别    // 对本地语音文件进行识别
    String path = "D:\\code\\java-sdk\\speech_sdk\\src\\test\\resources\\16k_test.pcm";    String path = "D:\\code\\java-sdk\\speech_sdk\\src\\test\\resources\\16k_test.pcm";
    JSONObject asrRes = client.asr(path, "pcm", 16000, null);    JSONObject asrRes = client.asr(path, "pcm", 16000, null);
    System.out.println(asrRes);    System.out.println(asrRes);

    // 对语音二进制数据进行识别    // 对语音二进制数据进行识别
    byte[] data = Util.readFileByBytes(path);     //readFileByBytes仅为获取二进制数据示例    byte[] data = Util.readFileByBytes(path);     //readFileByBytes仅为获取二进制数据示例
    JSONObject asrRes2 = client.asr(data, "pcm", 16000, null);    JSONObject asrRes2 = client.asr(data, "pcm", 16000, null);
    System.out.println(asrRes2);    System.out.println(asrRes2);

}}

// 语音识别// 语音识别
JSONObject asr(String path, String format, int rate, HashMap<String, Object> options);JSONObject asr(String path, String format, int rate, HashMap<String, Object> options);
JSONObject asr(byte[] data, String format, int rate, HashMap<String, Object> options);JSONObject asr(byte[] data, String format, int rate, HashMap<String, Object>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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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是否必是否必

须须

path/d

ata

String/

byte[]
语音文件所在路径或二进制数据, 语音文件的格式，pcm 或者 wav 或者 amr。不区分大小写 是

format String 语音文件的格式，pcm 或者 wav 或者 amr。不区分大小写。推荐pcm文件 是

rate int 采样率，16000、8000，固定值 是

cuid String 用户唯一标识，用来区分用户，填写机器 MAC 地址或 IMEI 码，长度为60以内 否

dev_pid Int 不填写lan参数生效，都不填写，默认1537（普通话 输入法模型），dev_pid参数见下面的表格 否

lan(已

废弃)
String

历史兼容参数，请使用dev_pid。如果dev_pid填写，该参数会被覆盖。语种选择,输入法模型，默认

中文（zh）。 中文=zh、粤语=ct、英文=en，不区分大小写。
否

dev_pid 参数列表dev_pid 参数列表

dev_piddev_pid 语言语言 模型模型 是否有标点是否有标点 备注备注

1537 普通话(纯中文识别) 语音近场识别模型 有标点 支持自定义词库

1737 英语 英语模型 无标点 不支持自定义词库

1637 粤语 粤语模型 有标点 不支持自定义词库

1837 四川话 四川话模型 有标点 不支持自定义词库

1936 普通话远场 远场模型 有标点 不支持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是否一定输出是否一定输出 描述描述

err_no int 是 错误码

err_msg int 是 错误码描述

sn int 是 语音数据唯一标识，系统内部产生，用于 debug

result int 是
识别结果数组，提供1-5 个候选结果，string 类型为识别的字符串， utf-8 编

码

返回样例：返回样例：

短语音识别REST-API-PHPSDK

安装语音识别 PHP SDK安装语音识别 PHP SDK

// 成功返回// 成功返回
{{
 "err_no": 0, "err_no": 0,
 "err_msg": "success.", "err_msg": "success.",
 "corpus_no": "15984125203285346378", "corpus_no": "15984125203285346378",
 "sn": "481D633F-73BA-726F-49EF-8659ACCC2F3D", "sn": "481D633F-73BA-726F-49EF-8659ACCC2F3D",
 "result": ["北京天气"] "result": ["北京天气"]
}}

// 失败返回// 失败返回
{{
 "err_no": 2000, "err_no": 2000,
 "err_msg": "data empty.", "err_msg": "data empty.",
 "sn": null "sn": nu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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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识别 PHP SDK目录结构语音识别 PHP SDK目录结构

支持PHP版本：5.3+支持PHP版本：5.3+

使用PHP SDK开发骤如下使用PHP SDK开发骤如下：

1.在官方网站下载php SDK压缩包。

2.将下载的 解压后，复制AipSpeech.php以及lib/*到工程文件夹中。

3.引入AipSpeech.php

新建AipSpeech新建AipSpeech

AipSpeech是语音识别的PHP SDK客户端，为使用语音识别的开发人员提供了一系列的交互方法。

参考如下代码新建一个AipSpeech：

在上面代码中，常量 在百度云控制台中创建，常量 与 是在创建完毕应用后，系统分配给用户的，

均为字符串，用于标识用户，为访问做签名验证，可在AI服务控制台中的应用列表应用列表中查看。

配置AipSpeech配置AipSpeech

如果用户需要配置AipSpeech的网络请求参数(一般不需要配置)，可以在构造AipSpeech之后调用接口设置参数，目前只支持以

下参数：

接口接口 说明说明

setConnectionTimeoutInMillis 建立连接的超时时间（单位：毫秒)

setSocketTimeoutInMillis 通过打开的连接传输数据的超时时间（单位：毫秒）

语音识别语音识别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向远程服务上传整段语音进行识别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举例，要对段保存有一段语音的语音文件进行识别：

├── AipSpeech.php             //语音识别├── AipSpeech.php             //语音识别
└── lib└── lib
    ├── AipHttpClient.php        //内部http请求类    ├── AipHttpClient.php        //内部http请求类
    ├── AipBCEUtil.php           //内部工具类    ├── AipBCEUtil.php           //内部工具类
    └── AipBase                  //Aip基类    └── AipBase                  //Aip基类

aip-php-sdk-version.zipaip-php-sdk-version.zip

require_once 'AipSpeech.php';require_once 'AipSpeech.php';

// 你的 APPID AK SK// 你的 APPID AK SK
const APP_ID = '你的 App ID';const APP_ID = '你的 App ID';
const API_KEY = '你的 Api Key';const API_KEY = '你的 Api Key';
const SECRET_KEY = '你的 Secret Key';const SECRET_KEY = '你的 Secret Key';

$client = new AipSpeech(APP_ID, API_KEY, SECRET_KEY);$client = new AipSpeech(APP_ID, API_KEY, SECRET_KEY);

APP_IDAPP_ID API_KEYAPI_KEY SECRET_KEYSECRET_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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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函数说明：接口函数说明：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是否必是否必

须须

speech Buffer 建立包含语音内容的Buffer对象, 语音文件的格式，pcm 或者 wav 或者 amr。不区分大小写 是

format String 语音文件的格式，pcm 或者 wav 或者 amr。不区分大小写。推荐pcm文件 是

rate int 采样率，16000、8000，固定值 是

cuid String 用户唯一标识，用来区分用户，填写机器 MAC 地址或 IMEI 码，长度为60以内 否

dev_pid Int 不填写lan参数生效，都不填写，默认1537（普通话 输入法模型），dev_pid参数见下面的表格 否

lan(已

废弃)
String

历史兼容参数，请使用dev_pid。如果dev_pid填写，该参数会被覆盖。语种选择,输入法模型，默认

中文（zh）。 中文=zh、粤语=ct、英文=en，不区分大小写。
否

dev_pid 参数列表dev_pid 参数列表

dev_piddev_pid 语言语言 模型模型 是否有标点是否有标点 备注备注

1537 普通话(纯中文识别) 语音近场识别模型 有标点 支持自定义词库

1737 英语 英语模型 无标点 不支持自定义词库

1637 粤语 粤语模型 有标点 不支持自定义词库

1837 四川话 四川话模型 有标点 不支持自定义词库

1936 普通话远场 远场模型 有标点 不支持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是否一定输出是否一定输出 描述描述

err_no int 是 错误码

err_msg int 是 错误码描述

sn int 是 语音数据唯一标识，系统内部产生，用于 debug

result int 是
识别结果数组，提供1-5 个候选结果，string 类型为识别的字符串， utf-8 编

码

返回样例：返回样例：

// 识别本地文件// 识别本地文件
$client$client-->>asrasr((file_get_contentsfile_get_contents(('audio.pcm''audio.pcm')),,  'pcm''pcm',,  1600016000,,  arrayarray((
        'dev_pid''dev_pid'  ==>>  153715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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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语音识别REST-API-C#SDK

安装语音识别 C# SDK安装语音识别 C# SDK

C# SDK 现已开源! https://github.com/Baidu-AIP/dotnet-sdk

支持平台：.Net Framework 3.5 4.0 4.5， .Net Core 2.0支持平台：.Net Framework 3.5 4.0 4.5， .Net Core 2.0

方法一：使用Nuget管理依赖 （推荐）方法一：使用Nuget管理依赖 （推荐） 在NuGet中搜索 ，安装最新版即可。

packet地址 https://www.nuget.org/packages/Baidu.AI/

方法二：下载安装方法二：下载安装

语音识别 C# SDK目录结构语音识别 C# SDK目录结构

如果需要在 Unity 平台使用，可引用工程源码自行编译。

安装安装

1.在官方网站下载C# SDK压缩工具包。

2.解压后，将  和  中添加为引用。

新建交互类新建交互类

Baidu.Aip.Speech.Asr是语音识别的交互类，为使用语音识别的开发人员提供了一系列的交互方法。

用户可以参考如下代码新建一个交互类：

// 成功返回// 成功返回
{{
    "err_no": 0,    "err_no": 0,
    "err_msg": "success.",    "err_msg": "success.",
    "corpus_no": "15984125203285346378",    "corpus_no": "15984125203285346378",
    "sn": "481D633F-73BA-726F-49EF-8659ACCC2F3D",    "sn": "481D633F-73BA-726F-49EF-8659ACCC2F3D",
    "result": ["北京天气"]    "result": ["北京天气"]
}}

// 失败返回// 失败返回
{{
    "err_no": 2000,    "err_no": 2000,
    "err_msg": "data empty.",    "err_msg": "data empty.",
    "sn": null    "sn": null
}}

Baidu.AIBaidu.AI

Baidu.AipBaidu.Aip
    ├── net35    ├── net35
    │   ├── AipSdk.dll             // 百度AI服务 windows 动态库    │   ├── AipSdk.dll             // 百度AI服务 windows 动态库
    │   ├── AipSdk.xml             // 注释文件    │   ├── AipSdk.xml             // 注释文件
    │   └── Newtonsoft.Json.dll    // 第三方依赖    │   └── Newtonsoft.Json.dll    // 第三方依赖
    ├── net40    ├── net40
    ├── net45    ├── net45
    └── netstandard2.0    └── netstandard2.0
        ├── AipSdk.deps.json        ├── AipSdk.deps.json
        └── AipSdk.dll        └── AipSdk.dll

AipSdk.dllAipSdk.dll Newtonsoft.Json.dllNewtonsoft.Json.d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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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代码中，常量 在百度云控制台中创建，常量 与 是在创建完毕应用后，系统分配给用户的，

均为字符串，用于标识用户，为访问做签名验证，可在AI服务控制台中的应用列表应用列表中查看。

语音识别语音识别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向远程服务上传整段语音进行识别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举例：

接口函数说明：接口函数说明：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是否必是否必

须须

data byte[] 语音二进制数据, 语音文件的格式，pcm 或者 wav 或者 amr。不区分大小写 是

format String 语音文件的格式，pcm 或者 wav 或者 amr。不区分大小写。推荐pcm文件 是

rate int 采样率，16000、8000，固定值 是

cuid String 用户唯一标识，用来区分用户，填写机器 MAC 地址或 IMEI 码，长度为60以内 否

dev_pid Int 默认1537（普通话 输入法模型）。dev_pid 必须为整数类型。参数可选值见REST API文档说明 否

否

lan(已

废弃)
String

历史兼容参数，请使用dev_pid。如果dev_pid填写，该参数会被覆盖。语种选择,输入法模型，默认

中文（zh）。 中文=zh、粤语=ct、英文=en，不区分大小写。
否

dev_pid 参数列表dev_pid 参数列表

// 设置APPID/AK/SK// 设置APPID/AK/SK
var APP_ID = "你的 App ID";var APP_ID = "你的 App ID";
var API_KEY = "你的 Api Key";var API_KEY = "你的 Api Key";
var SECRET_KEY = "你的 Secret Key";var SECRET_KEY = "你的 Secret Key";

var client = new Speech.Asr(APP_ID, API_KEY, SECRET_KEY);var client = new Speech.Asr(APP_ID, API_KEY, SECRET_KEY);
client.Timeout = 60000;  // 修改超时时间client.Timeout = 60000;  // 修改超时时间

APP_IDAPP_ID API_KEYAPI_KEY SECRET_KEYSECRET_KEY

// 识别本地文件// 识别本地文件
publicpublic  voidvoid  AsrDataAsrData(())
  {{
          varvar data  data == File File..ReadAllBytesReadAllBytes(("语音pcm文件地址""语音pcm文件地址"));;

          // 可选参数// 可选参数
          varvar options  options ==  newnew  DictionaryDictionary<<stringstring,,  objectobject>>
          {{
                {{"dev_pid""dev_pid",,  15371537}}
          }};;
     client     client..Timeout Timeout ==  120000120000;;  // 若语音较长，建议设置更大的超时时间. ms// 若语音较长，建议设置更大的超时时间. ms
          varvar result  result == client client..RecognizeRecognize((datadata,,  "pcm""pcm",,  1600016000,, options options));;
     Console     Console..WriteWrite((resultres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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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_piddev_pid 语言语言 模型模型 是否有标点是否有标点 备注备注

1537 普通话(纯中文识别) 语音近场识别模型 有标点 支持自定义词库

1737 英语 英语模型 无标点 不支持自定义词库

1637 粤语 粤语模型 有标点 不支持自定义词库

1837 四川话 四川话模型 有标点 不支持自定义词库

1936 普通话远场 远场模型 有标点 不支持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是否一定输出是否一定输出 描述描述

err_no int 是 错误码

err_msg int 是 错误码描述

sn int 是 语音数据唯一标识，系统内部产生，用于 debug

result int 是 识别结果数组，提供多个候选结果，无论返回多少个请取第一个

返回样例：返回样例：

短语音识别REST-API-NodeSDK

安装语音识别 Node SDK安装语音识别 Node SDK

语音识别 Node SDK目录结构语音识别 Node SDK目录结构

支持 node 版本 4.0+支持 node 版本 4.0+

查看源码查看源码

Nodejs SDK代码已开源，您可以查看代码、或者在License范围内修改和编译SDK以适配您的环境。

// 成功返回// 成功返回
{{
 "err_no": 0, "err_no": 0,
 "err_msg": "success.", "err_msg": "success.",
 "corpus_no": "15984125203285346378", "corpus_no": "15984125203285346378",
 "sn": "481D633F-73BA-726F-49EF-8659ACCC2F3D", "sn": "481D633F-73BA-726F-49EF-8659ACCC2F3D",
 "result": ["北京天气"] "result": ["北京天气"]
}}

// 失败返回// 失败返回
{{
 "err_no": 2000, "err_no": 2000,
 "err_msg": "data empty.", "err_msg": "data empty.",
 "sn": null "sn": null
}}

├── src├── src
│  ├── auth                                //授权相关类│  ├── auth                                //授权相关类
│  ├── http                                //Http通信相关类│  ├── http                                //Http通信相关类
│  ├── client                              //公用类│  ├── client                              //公用类
│  ├── util                                //工具类│  ├── util                                //工具类
│  └── const                               //常量类│  └── const                               //常量类
├── AipSpeech.js                      //语音识别交互类├── AipSpeech.js                      //语音识别交互类
├── index.js                               //入口文件├── index.js                               //入口文件
└── package.json                           //npm包描述文件└── package.json                           //npm包描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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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thub链接：https://github.com/Baidu-AIP/nodejs-sdk

直接使用node开发包步骤如下直接使用node开发包步骤如下：

1.在官方网站下载node SDK压缩包。

2.将下载的 解压后，复制到工程文件夹中。

3.进入目录，运行npm install安装sdk依赖库

4.把目录当做模块依赖

其中， 为版本号，添加完成后，用户就可以在工程中使用语音识别 Node SDK。

直接使用npm安装依赖直接使用npm安装依赖：

6.调用示例可以参考 https://github.com/Baidu-AIP/sdk-demo

新建AipSpeechClient新建AipSpeechClient

AipSpeechClient是语音识别的node客户端，为使用语音识别的开发人员提供了一系列的交互方法。

用户可以参考如下代码新建一个AipSpeechClient：

为了使开发者更灵活的控制请求，模块提供了设置全局参数和全局请求拦截器的方法；本库发送网络请求依赖的是request模

块，因此参数格式与request模块的参数相同

更多参数细节您可以参考request官方参数文档。

在上面代码中，常量 在百度云控制台中创建，常量 与 是在创建完毕应用后，系统分配给用户的，

均为字符串，用于标识用户，为访问做签名验证，可在AI服务控制台中的应用列表应用列表中查看。

aip-node-sdk-version.zipaip-node-sdk-version.zip

versionversion

npm install baidu-aip-sdknpm install baidu-aip-sdk

var AipSpeechClient = require("baidu-aip-sdk").speech;var AipSpeechClient = require("baidu-aip-sdk").speech;

// 设置APPID/AK/SK// 设置APPID/AK/SK
var APP_ID = "你的 App ID";var APP_ID = "你的 App ID";
var API_KEY = "你的 Api Key";var API_KEY = "你的 Api Key";
var SECRET_KEY = "你的 Secret Key";var SECRET_KEY = "你的 Secret Key";

// 新建一个对象，建议只保存一个对象调用服务接口// 新建一个对象，建议只保存一个对象调用服务接口
var client = new AipSpeechClient(APP_ID, API_KEY, SECRET_KEY);var client = new AipSpeechClient(APP_ID, API_KEY, SECRET_KEY);

var HttpClient = require("baidu-aip-sdk").HttpClient;var HttpClient = require("baidu-aip-sdk").HttpClient;

// 设置request库的一些参数，例如代理服务地址，超时时间等// 设置request库的一些参数，例如代理服务地址，超时时间等
// request参数请参考 https://github.com/request/request#requestoptions-callback// request参数请参考 https://github.com/request/request#requestoptions-callback
HttpClient.setRequestOptions({timeout: 5000});HttpClient.setRequestOptions({timeout: 5000});

// 也可以设置拦截每次请求（设置拦截后，调用的setRequestOptions设置的参数将不生效）,// 也可以设置拦截每次请求（设置拦截后，调用的setRequestOptions设置的参数将不生效）,
// 可以按需修改request参数（无论是否修改，必须返回函数调用参数）// 可以按需修改request参数（无论是否修改，必须返回函数调用参数）
// request参数请参考 https://github.com/request/request#requestoptions-callback// request参数请参考 https://github.com/request/request#requestoptions-callback
HttpClient.setRequestInterceptor(function(requestOptions) {HttpClient.setRequestInterceptor(function(requestOptions) {
    // 查看参数    // 查看参数
    console.log(requestOptions)    console.log(requestOptions)
    // 修改参数    // 修改参数
    requestOptions.timeout = 5000;    requestOptions.timeout = 5000;
    // 返回参数    // 返回参数
    return requestOptions;    return requestOptions;
});});

APP_IDAPP_ID API_KEYAPI_KEY SECRET_KEYSECRET_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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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识别语音识别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向远程服务上传整段语音进行识别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举例，要对段保存有一段语音的语音文件进行识别：

接口函数说明：接口函数说明：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是否必是否必

须须

speech Buffer 建立包含语音内容的Buffer对象, 语音文件的格式，pcm 或者 wav 或者 amr。不区分大小写 是

format String 语音文件的格式，pcm 或者 wav 或者 amr。不区分大小写。推荐pcm文件 是

rate int 采样率，16000、8000，固定值 是

cuid String 用户唯一标识，用来区分用户，填写机器 MAC 地址或 IMEI 码，长度为60以内 否

dev_pid Int 不填写lan参数生效，都不填写，默认1537（普通话 输入法模型），dev_pid参数见下面的表格 否

lan(已

废弃)
String

历史兼容参数，请使用dev_pid。如果dev_pid填写，该参数会被覆盖。语种选择,输入法模型，默认

中文（zh）。 中文=zh、粤语=ct、英文=en，不区分大小写。
否

dev_pid 参数列表dev_pid 参数列表

dev_piddev_pid 语言语言 模型模型 是否有标点是否有标点 备注备注

1537 普通话(纯中文识别) 语音近场识别模型 有标点 支持自定义词库

1737 英语 英语模型 无标点 不支持自定义词库

1637 粤语 粤语模型 有标点 不支持自定义词库

1837 四川话 四川话模型 有标点 不支持自定义词库

1936 普通话远场 远场模型 有标点 不支持

let fs = require('fs');let fs = require('fs');
let voice = fs.readFileSync('assets/voice/16k_test.pcm');let voice = fs.readFileSync('assets/voice/16k_test.pcm');

let voiceBuffer = new Buffer(voice);let voiceBuffer = new Buffer(voice);

// 识别本地文件// 识别本地文件
client.recognize(voiceBuffer, 'pcm', 16000).then(function (result) {client.recognize(voiceBuffer, 'pcm', 16000).then(function (result) {
    console.log('<recognize>: ' + 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recognize>: ' + JSON.stringify(result));
}, function(err) {}, function(err) {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 识别本地文件，附带参数// 识别本地文件，附带参数
client.recognize(voiceBuffer, 'pcm', 16000， {dev_pid: 1537, cuid: Math.random()}).then(function (result) {client.recognize(voiceBuffer, 'pcm', 16000， {dev_pid: 1537, cuid: Math.random()}).then(function (result) {
    console.log('<recognize>: ' + 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recognize>: ' + JSON.stringify(result));
}, function(err) {}, function(err) {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 识别本地语音文件// 识别本地语音文件
client.recognize(speech, format, rate， {lan: 'ct', cuid: Math.random(), ptc: 1}});client.recognize(speech, format, rate， {lan: 'ct', cuid: Math.random(), pt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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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数据参数详情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是否一定输出是否一定输出 描述描述

err_no int 是 错误码

err_msg int 是 错误码描述

sn int 是 语音数据唯一标识，系统内部产生，用于 debug

result int 是
识别结果数组，提供1-5 个候选结果，string 类型为识别的字符串， utf-8 编

码

返回样例：返回样例：

短语音识别REST-API-C++SDK

安装语音识别 C++ SDK安装语音识别 C++ SDK

语音识别 C++ SDK目录结构语音识别 C++ SDK目录结构

最低支持 C++ 11+最低支持 C++ 11+

直接使用开发包步骤如下直接使用开发包步骤如下：

1.在官方网站下载C++ SDK压缩包。

2.将下载的 解压, 其中文件为包含实现代码的头文件。

3.安装依赖库libcurl（需要支持https） openssl jsoncpp(>1.6.2版本，0.x版本将不被支持)。

4.编译工程时添加 C++11 支持 (gcc/clang 添加编译参数 -std=c++11), 添加第三方库链接参数 lcurl, lcrypto, ljsoncpp。

5.在源码中include speech.h ，引入压缩包中的头文件以使用aip命名空间下的类和方法。

6.调用示例可以参考 https://github.com/Baidu-AIP/sdk-demo

新建client新建client

// 成功返回// 成功返回
{{
  "err_no": 0,  "err_no": 0,
  "err_msg": "success.",  "err_msg": "success.",
  "corpus_no": "15984125203285346378",  "corpus_no": "15984125203285346378",
  "sn": "481D633F-73BA-726F-49EF-8659ACCC2F3D",  "sn": "481D633F-73BA-726F-49EF-8659ACCC2F3D",
  "result": ["北京天气"]  "result": ["北京天气"]
}}

// 失败返回// 失败返回
{{
  "err_no": 2000,  "err_no": 2000,
  "err_msg": "data empty.",  "err_msg": "data empty.",
  "sn": null  "sn": null
}}

├── base├── base
│  ├── base.h                                // 请求客户端基类│  ├── base.h                                // 请求客户端基类
│  ├── base64.h                              // base64加密相关类│  ├── base64.h                              // base64加密相关类
│  ├── http.h                                // http请求封装类│  ├── http.h                                // http请求封装类
│  └── utils.h                               // 工具类│  └── utils.h                               // 工具类
└── speech.h                             // 语音识别 交互类└── speech.h                             // 语音识别 交互类

aip-cpp-sdk-version.zipaip-cpp-sdk-version.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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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ent是语音识别的C++客户端，为使用语音识别的开发人员提供了一系列的交互方法。当您引入了相应头文件后就可以新建一

个client对象

用户可以参考如下代码新建一个client：

在上面代码中，常量 在百度云控制台中创建，常量 与 是在创建完毕应用后，系统分配给用户的，

均为字符串，用于标识用户，为访问做签名验证，可在AI服务控制台中的应用列表应用列表中查看。

语音识别语音识别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向远程服务上传整段语音进行识别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举例：

接口函数说明：接口函数说明：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是否必须是否必须

data byte[] 语音二进制数据, 语音文件的格式，pcm 或者 wav 或者 amr。不区分大小写 是

format String 语音文件的格式，pcm 或者 wav 或者 amr。不区分大小写。推荐pcm文件 是

rate int 采样率，16000，固定值 是

cuid String 用户唯一标识，用来区分用户，填写机器 MAC 地址或 IMEI 码，长度为60以内 否

dev_pid int 不填写lan参数生效，都不填写，默认1537（普通话 输入法模型），dev_pid参数见下面的表格 否

lm_id int 自训练平台模型id，填dev_pid = 8001 或 8002生效 选填

dev_pid 参数列表dev_pid 参数列表

    #include "speech.h"    #include "speech.h"

    // 设置APPID/AK/SK    // 设置APPID/AK/SK
    std::string app_id = "你的 App ID";    std::string app_id = "你的 App ID";
    std::string api_key = "你的 Api key";    std::string api_key = "你的 Api key";
    std::string secret_key = "你的 Secret Key";    std::string secret_key = "你的 Secret Key";

    aip::Speech client(app_id, api_key, secret_key);    aip::Speech client(app_id, api_key, secret_key);

APP_IDAPP_ID API_KEYAPI_KEY SECRET_KEYSECRET_KEY

void asr(aip::Speech client)void asr(aip::Speech client)
{{
    // 无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 无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std::string file_content;    std::string file_content;
    aip::get_file_content("./assets/voice/16k_test.pcm", &file_content);    aip::get_file_content("./assets/voice/16k_test.pcm", &file_content);
    Json::Value result = client.recognize(file_content, "pcm", 16000, aip::null);    Json::Value result = client.recognize(file_content, "pcm", 16000, aip::null);

    // 极速版调用函数    // 极速版调用函数
    // Json::Value result = client.recognize_pro(file_content, "pcm", 16000, aip::null);    // Json::Value result = client.recognize_pro(file_content, "pcm", 16000, aip::null);

    // 如果需要覆盖或者加入参数    // 如果需要覆盖或者加入参数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
    options["dev_pid"] = "1537";    options["dev_pid"] = "1537";
    Json::Value result = client.recognize(file_content, "pcm", 16000, options);    Json::Value result = client.recognize(file_content, "pcm", 16000, op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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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_piddev_pid 语言语言 模型模型 是否有标点是否有标点 备注备注

1537 普通话(纯中文识别) 语音近场识别模型 有标点 支持自定义词库

1737 英语 英语模型 无标点 不支持自定义词库

1637 粤语 粤语模型 有标点 不支持自定义词库

1837 四川话 四川话模型 有标点 不支持自定义词库

1936 普通话远场 远场模型 有标点 不支持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是否一定输出是否一定输出 描述描述

err_no int 是 错误码

err_msg int 是 错误码描述

sn int 是 语音数据唯一标识，系统内部产生，用于 debug

result int 是
识别结果数组，提供1-5 个候选结果，string 类型为识别的字符串， utf-8 编

码

返回样例：返回样例：

短语音识别-Android-SDK

简介

概述概述

本文档是百度语音开放平台Android SDK的用户指南，描述了短语音识别、离线自定义命令词识别、远场语音识别、语音唤短语音识别、离线自定义命令词识别、远场语音识别、语音唤

醒、语义解析与对话管理醒、语义解析与对话管理等相关接口的使用说明。SDK内部均为采用流式协议，即用户边说边处理。区别于Restapi需要上传整

个录音文件。

版本更新版本更新

// 成功返回// 成功返回
{{
    "err_no": 0,    "err_no": 0,
    "err_msg": "success.",    "err_msg": "success.",
    "corpus_no": "15984125203285346378",    "corpus_no": "15984125203285346378",
    "sn": "481D633F-73BA-726F-49EF-8659ACCC2F3D",    "sn": "481D633F-73BA-726F-49EF-8659ACCC2F3D",
    "result": ["北京天气"]    "result": ["北京天气"]
}}

// 失败返回// 失败返回
{{
    "err_no": 2000,    "err_no": 2000,
    "err_msg": "data empty.",    "err_msg": "data empty.",
    "sn": null    "sn": nu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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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r 文件名jar 文件名 日期日期 更新内容更新内容

bdasr_V3_20210628_cf

e8c44.jar

2021-

07-26
修复unit功能及部分鉴权问题

bdasr_V3_20210521__0

ddfe93.jar

2021-

06-04
修复SDK中unit功能无法使用问题

bdasr_V3_20201116_93

b546d.jar

2021-

03-02

新增长语音参数BDS_ASR_ENABLE_LONG_SPEECH；开启长语音模式代表使用实时语音

识别接口，以实际调用接口时长计费

bdasr_V3_20191210_81

acdf5.jar

2020-

01-06
修改默认的PID为1537

bdasr_V3_20191017_81

d0afc.jar

2019-

10-30
不再依赖READ_PHONE_STATE权限 ；优化鉴权报错

bdasr_V3_20190515_c9

eed5d.jar

2019-

06-05
添加API LEVEL 28的编译支持

bdasr_V3_20180801_d6

f298a.jar

2018-

08-13
修复本地语义无法在线时使用；修复长语音回调

兼容性兼容性

类别类别 兼容范围兼容范围

系统 支持Android 4.0.3 以上版本 API LEVEL 15

机型 上市的android手机和平板。对其它android设备及订制系统不做官方支持对其它android设备及订制系统不做官方支持

硬件要求 要求设备上有麦克风

网络 支持移动网络（不包括2G）、WIFI等网络环境

开发环境 建议使用最新版本Android Studio 进行开发

功能简介功能简介 语音识别Android SDK 功能 主要分为语音识别 及 语义理解与对话管理

1. 语音识别： 将录音转为文字。目前在线识别支持普通话、英文、粤语和四川话。

2. 语义理解与对话管理： 提取语音识别出的文字的意图与关键信息，并做出回应。

音频格式要求:音频格式要求:

默认为麦克风输入，可以设置参数为pcmpcm格式16k16k采样率，16bit，小端序，单声道16bit，小端序，单声道的音频流输入。 语音识别语音识别

语音识别，可以分为在线识别，离线命令词，及唤醒词

1. 在线识别： 即联网使用的识别功能，支持自定义词库及自训练平台。目前在线识别支持普通话、英文、粤语和四川话，通

过在请求时配置不同的pid参数，选择对应模型。默认为麦克风输入，可以设置参数为pcm格式16k采样率，16bit，小端

序，单声道的音频流输入。

2. 离线命令词： 断网时识别固定的预定义短语（定义在bsg文件中），SDK强制优先使用在线识别。 断网时激活，只能识别

预定义的短语。联网时，强制使用在线识别。固定短语的语法需要从控制台“离线词&本地语义”模块预定义并下载为

baidu_speech_grammar.bsg文件

3. 唤醒词：识别预定义的“关键词”， 这个“关键词”必须在一句话的开头。 本地功能，不需要网络。唤醒词即识别“关键词”，当

SDK的识别引擎“听到”录音中的关键词后，立即告知用户。与android系统的锁屏唤醒完全无关。关键词和离线命令词一样，

需要预定义并下载为WakeUp.bin文件

目前没有公开版本的离线任意语句识别及声纹识别目前没有公开版本的离线任意语句识别及声纹识别 在线识别在线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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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是指手机联网时(3G 4G 5G wifi)

在线识别，可以分为：

1. 在线普通识别： 流式识别出识别用户输入的录音音频流，支持普通话、英文、粤语和四川话。限制60s时长。

2. 在线长语音识别： 在线普通识别的基础上，没有60s时长的限制。 在线识别可以测试DEMO中的第一个按钮“在线识别”。

在线识别的三种模型：

1. 输入法模型（推荐）：适合长句输入，模型及识别效果类似百度输入法。

2. 远场模型：针对离麦克风较远的音频输入。

自定义词库自定义词库

设置方法：

登录百度云-管理中心“管理应用”“选择应用”“语音识别词库设置”右侧“进行设置”；

设置效果：

1. 可以自定义识别词，提升准确率。

2. 仅在普通话输入法模型下生效。

3. 自定义词库适合短句，保证词库中一模一样的短句可以被识别出。

4. 词库中的分词优先级较高。

举例举例 词库定义了1个短句 :1 .“摆渡船来了”百度内部处理的可能的分词结果：摆渡船来 了。

以下录音的结果

1. 原始音频：摆渡船来了 =》识别结果： 摆渡船来了 【保证结果】

2. 原始音频：摆渡船来了么 =》识别结果： 百度传来了么 【可能结果，不保证】

3. 原始音频：摆渡船来 =》 识别结果： 百度传来 【可能结果，不保证】

4. 原始音频：百度传来了喜讯 =》 识别结果： 摆渡船来了喜讯 【不保证，词库内的分词优先级高】

最好在1万行以内。

副作用：如果用户的测试集中包含大量非自定义词表的query，整体上准确率下降。

语音自训练平台模型训练语音自训练平台模型训练

自训练平台可以认为是自定义词库的升级版本，可以更加直观地查看训练效果。同样使用您自定义的文本进行结果优化。

具体功能及使用说明请参考文档 “自训练平台手册”

离线命令词离线命令词

离线命令词，联网时，强制使用在线识别，在断网时或在线请求超时时，使用离线命令词功能。离线命令词功能不支持任意语

句的识别，只能识别预定义的固定短语。

唤醒词唤醒词

唤醒词即识别预定义的“关键词”。与在线长语音识别不同，长语音识别会返回所有识别结果，唤醒词只会识别出您预先定义的

关键词。与android本身的锁屏唤醒没有任何关系。

唤醒词是本地功能，正常使用时无需联网。 在http://ai.baidu.com/tech/speech/wakehttp://ai.baidu.com/tech/speech/wake页面下方可以自行定义bin文件。百度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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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提供了近15个预定义唤醒词，效果有优化。也可以自定义唤醒词，效果不如预定义唤醒词。bin文件中最多可以有10个唤醒

词，其中自定义唤醒词不超过3个，并且2个字的预定义唤醒词不超过3个。进行唤醒词操作前必须要有相对静音进行唤醒词操作前必须要有相对静音。

语义语义

语义包括理解与对话管理，可用于提取语音识别出的文字的意图与关键信息，并做出回应。目前,百度语音识别技术已和百度

NLP实现了流程打通。NLP部分由百度语义理解与对话管理平台UNIT提供。语音识别Android SDK提供了3种对接语义的方式：

在线语义在线语义：

百度UNIT： 对话理解与交互技术平台，开发者可根据业务需要定制对话系统，也可以直接使用UNIT预置的对话能力。

通用场景语义解析： 基于百度UNIT搭建的常见场景的语义理解（不含对话管理能力）。

本地语义本地语义：

在任意网络下都可使用，android sdk内部根据设置的bsg文件的定义进行离线命令词语义解析

录音环境录音环境

百度短语音识别（含唤醒）要求安静的环境，真人的正常语速的日常用语，并且不能多个人同时发音。

以下场景讲会导致识别或者唤醒效果变差，错误，甚至没有结果：以下场景讲会导致识别或者唤醒效果变差，错误，甚至没有结果：

1. 吵杂的环境

2. 有背景音乐，包括扬声器在播放百度合成的语音。

3. 离麦克风较远的场景应该选择远场语音识别。

以下场景的录音可能没有正确的识别结果：以下场景的录音可能没有正确的识别结果：

1. 音频里有技术专业名称或者用语 （技术专业名称请到自训练平台改善）

2. 音频里是某个专业领域的对话，非日常用语。比如专业会议，动画片等

百度识别和合成sdk相互独立，没有类似“相互抵消“的功能。 建议先收集一定数量的真实环境测试集，按照测试集评估及反

馈。

DEMO压缩包说明DEMO压缩包说明

DEMO压缩包下载即可运行，其中DEMO内已经附带了SDK的库。

bdasr_V3_xxx_xxx.jar 位于 core/libs 目录下。

armeabi，armeabi-v7a，arm64-v8a，x86，x86_64 5个架构目录位于core/src/main/jniLibs 目录下

demo 根目录下有readme_README_IMPORTANT.txt，使用前请先读完。demo 根目录下有readme_README_IMPORTANT.txt，使用前请先读完。 demo 根目录下有doc_integration_DOCUMENT目录，demo 根目录下有doc_integration_DOCUMENT目录，

里面有demo的测试图文教程和集成图文教程。里面有demo的测试图文教程和集成图文教程。

正式授权正式授权

唤醒词和离线命令词功能需要一个正式授权文件。正式授权由SDK内部管理，无对外接口。正式授权文件在第一次联网使用

SDK识别功能下载，比如第一次在线联网使用唤醒词功能或第一次在线识别后，SDK自动下载正式授权文件。正式授权文件有

效期为应用新建后的35个月。在最后一个月，SDK一旦发现正式授权文件失效或即将失效，会尝试更新授权文件

注意，appId appKey appSecret包名（applicationId）4个必须完全正确，才能自动下载正式授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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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录音设置通用录音设置

下面2个参数设置识别和唤醒都可以使用；

引入外部音频文件引入外部音频文件

SDK默认麦克风的音频输入，可以改为用户自定义的音频文件或者自定义的音频流。IN_FILEIN_FILE该参数可以引入音频文件或者

InputStream语音流进行识别，适用于对于音频输入有定制化的情况。音频格式为pcm，16000采样率，16bit，单声道，小端

序；

IN_FILE引入外部音频文件(识别和唤醒都可使用)IN_FILE引入外部音频文件(识别和唤醒都可使用)

DEMO中测试方法：(具体可参见识别安卓SDK测试文档)

demo测试：点击 在线识别=>设置=>外部音频=>16k_test.pcm,16k采样的测试音频

请求示例： 使用本地音频文件16k_test.pcm识别

外部音频流， 格式如：”#com.test.Factory.create16KInputStream()”，具体见

高级的使用说明见doc_integration_DOCUMENT/N_FILE-inputstream.md文档说明

保存录音文件保存录音文件

SDK在识别的同时，可以把识别的音频保存下来，比如用于复现。OUT_FILEOUT_FILE该参数可以保存录音文件。该参数需要设置

ACCEPT_AUDIO_DATA参数；反馈问题时，请先使用该参数保存音频文件，使用上面的IN_FILE参数复现。

OUT_FILE 保存录音文件OUT_FILE 保存录音文件

DEMO中测试方法：(具体可参见识别安卓SDK测试文档)

demo测试：点击 在线识别设置保存音频开启音频回调。

请求示例：保存音频到 /storage/emulated/0/baiduASR/outfile.pcm

SDK库文件SDK库文件

资源名称资源名称 资源大小资源大小 资源描述资源描述

bdasr_V3_xxx_xxx.jar 约130KB jar 库

NDK so库架构NDK so库架构

共计5个架构目录：armeabi，armeabi-v7a，armeabi-v8a，arm64-v8a，x86，x86_64，每个架构下均有以下5个so库文件。

{{"accept-audio-volume""accept-audio-volume"::falsefalse,,"infile""infile"::"res:\/\/\/com\/baidu\/android\/voicedemo\/16k_test.pcm""res:\/\/\/com\/baidu\/android\/voicedemo\/16k_test.pcm"}}

{{"accept-audio-volume""accept-audio-volume"::falsefalse,,"infile""infile"::"#com.test.Factory.create16KInputStream()""#com.test.Factory.create16KInputStream()"}}

{{"accept-audio-data""accept-audio-data"::truetrue,,"accept-audio-volume""accept-audio-volume"::falsefalse,,"outfile""outfile"::"\/storage\/emulated\/0\/baiduASR\/outfile.pcm""\/storage\/emulated\/0\/baiduASR\/outfile.p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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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名称资源名称 资源大小资源大小

libBaiduSpeechSDK.so 约700K

libbd_easr_s1_merge_normal_20151216.dat.so 约2.2M

libbdEASRAndroid.so 约400K

libbdSpilWakeup.so 约1.3M

libvad.dnn.so 约40K

NDK so库精简NDK so库精简

如果为了节省安装包体积，可以只使用armeabi目录，性能损失微小。

如果只需要在线识别功能，仅需要libBaiduSpeechSDK.so libvad.dnn.so 这2个so文件。

调用流程

DEMO在SDK的基础上，封装了输入和输出格式，您可以直接使用SDK，或者使用DEMO封装好SDK接口的类。 使用SDK方式的

话，比较底层，需要自行实现一部分逻辑。可以参考DEMO中对SDK的调用封装。基于SDK集成和基于DEMO集成方式2选1即基于SDK集成和基于DEMO集成方式2选1即

可。可。

在线识别调用流程在线识别调用流程 调用流程调用流程 SDK 的调用过程可以参见DEMO中的ActivityMiniRecog类

DEMO的调用过程可以参考DEMO中的ActivityAbstractRecog类

11 初始化初始化

1.11.1 初始化EventManager对象初始化EventManager对象

SDK中，通过工厂创建语音识别的事件管理器。注意识别事件管理器只能维持一个，请勿同时使用多个实例。即创建一个新的

识别事件管理器后，之前的那个置为null，并不再使用。

详见ActivityMiniRecog类中”基于sdk集成1.1 初始化EventManager对象"

1.21.2 自定义输出事件类自定义输出事件类

SDK中，需要实现EventListener的输出事件回调接口。该类需要处理SDK在识别过程中的回调事件。可以参考DEMO中对SDK的

调用封装。

详见ActivityMiniRecog类中”基于sdk集成1.2 自定义输出事件类"

EventManagerEventManager asr  asr ==  EventManagerFactoryEventManagerFactory..createcreate((thisthis,,  "asr""asr"));;  
// this是Activity或其它Context类// this是Activity或其它Context类

EventListenerEventListener yourListener  yourListener ==  newnew  EventListenerEventListener(())  {{
  @Override@Override
  publicpublic  voidvoid  onEventonEvent((StringString name name,,  StringString params params,,  bytebyte  [[]] data data,,  intint offset offset,,  intint length length))  {{
    ifif((namename..equalsequals((SpeechConstantSpeechConstant..CALLBACK_EVENT_ASR_READYCALLBACK_EVENT_ASR_READY)))){{
      // 引擎就绪，可以说话，一般在收到此事件后通过UI通知用户可以说话了// 引擎就绪，可以说话，一般在收到此事件后通过UI通知用户可以说话了
    }}
    ifif((namename..equalsequals((SpeechConstantSpeechConstant..CALLBACK_EVENT_ASR_PARTIALCALLBACK_EVENT_ASR_PARTIAL)))){{
      // 一句话的临时结果，最终结果及语义结果// 一句话的临时结果，最终结果及语义结果
    }}
      // ... 支持的输出事件和事件支持的事件参数见“输入和输出参数”一节// ... 支持的输出事件和事件支持的事件参数见“输入和输出参数”一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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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注册自己的输出事件类1.3 注册自己的输出事件类

详见ActivityMiniRecog类中”基于sdk集成1.3 注册自己的输出事件类”

DEMO中，以上两步合并为

详见ActivityAbstractRecog类中”基于DEMO集成第1.1, 1.2, 1.3 步骤 初始化EventManager类并注册自定义输出事件

22 开始识别开始识别

开始事件的参数可以参见"输入和输出参数"。

2.12.1 设置识别输入参数设置识别输入参数

SDK中，您需要根据文档或者demo确定您的输入参数。DEMO中有UI界面简化选择和测试过程。demo中，在点击“开始录音”按

钮后，您可以在界面或者日志中看见ASR_START事件的json格式的参数。

详见ActivityMiniRecog类中”基于SDK集成2.1 设置识别参数‘’

2.22.2 发送start开始事件发送start开始事件

详见ActivityMiniRecog类中”基于SDK集成2.2 发送开始事件

DEMO中， 您需要传递Map<String,Object>的参数，会将Map自动序列化为json

asrasr..registerListenerregisterListener((yourListeneryourListener));;

IRecogListenerIRecogListener listener  listener ==  newnew  MessageStatusRecogListenerMessageStatusRecogListener((handlerhandler));;

// 可以传入IRecogListener的实现类，也可以如SDK，传入EventListener实现类// 可以传入IRecogListener的实现类，也可以如SDK，传入EventListener实现类

//如果传入IRecogListener类，在RecogEventAdapter为您做了大多数的json解析。//如果传入IRecogListener类，在RecogEventAdapter为您做了大多数的json解析。

MyRecognizerMyRecognizer myRecognizer  myRecognizer ==  newnew  MyRecognizerMyRecognizer((thisthis,, listener listener));;  
//this是Activity或其它Context类//this是Activity或其它Context类

// asr.params(反馈请带上此行日志):{"accept-audio-data":false,"disable-punctuation":false,"accept-audio-// asr.params(反馈请带上此行日志):{"accept-audio-data":false,"disable-punctuation":false,"accept-audio-
volume":true,"pid":1736}volume":true,"pid":1736}

//其中{"accept-audio-data":false,"disable-punctuation":false,"accept-audio-volume":true,"pid":1736}为ASR_START事件//其中{"accept-audio-data":false,"disable-punctuation":false,"accept-audio-volume":true,"pid":1736}为ASR_START事件
的参数的参数

StringString json  json =="{\"accept-audio-data\":false,\"disable-punctuation\":false,\"accept-audio-volume\":true,\"pid\":1736}""{\"accept-audio-data\":false,\"disable-punctuation\":false,\"accept-audio-volume\":true,\"pid\":1736}"

asrasr..sendsend((SpeechConstantSpeechConstant..ASR_STARTASR_START,, json json,,  nullnull,,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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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ActivityAbstractRecog类中"基于DEMO集成2.1, 2.2 设置识别参数并发送开始事件"

3 收到回调事件3 收到回调事件

3.1开始回调事件3.1开始回调事件

回调事件在您实现的EventListener中获取。OnEvent方法中， name是输出事件名，params该事件的参数，(data,offset, length)

三者一起组成额外数据。如回调的音频数据，从data[offset]开始至data[offset + length] 结束，长度为length。

详见ActivityMiniRecog类中”基于SDK集成3.1 开始回调事件"

DEMO中， 回调事件在您实现的IRecogListener中获取。

详见RecogEventAdapter类中”基于DEMO集成3.1 开始回调事件"

4控制识别4控制识别

4.1 控制停止识别4.1 控制停止识别

详见ActivityMiniRecog类中”基于SDK集成4.1 发送停止事件"

4.2 控制取消识别4.2 控制取消识别

详见ActivityMiniRecog类中”基于SDK集成4.2 发送取消事件"

DEMO 中：

详见ActivityAbstractRecog类中”基于DEMO集成4.1 发送停止事件"

MapMap<<StringString,,  ObjectObject>> params params;;
......  // 设置识别参数// 设置识别参数
// params ="accept-audio-data":false,"disable-punctuation":false,"accept-audio-volume":true,"pid":1736// params ="accept-audio-data":false,"disable-punctuation":false,"accept-audio-volume":true,"pid":1736
myRecognizermyRecognizer..startstart((paramsparams));;

publicpublic  voidvoid  onEventonEvent((StringString name name,,  StringString params params,,  bytebyte  [[]] data data,,  intint offset offset,,  intint length length));;

asrasr..sendsend((SpeechConstantSpeechConstant..ASR_STOPASR_STOP,,  nullnull,,  nullnull,,  00,,  00));;  
//发送停止录音事件，提前结束录音等待识别结果//发送停止录音事件，提前结束录音等待识别结果

asrasr..sendsend((SpeechConstantSpeechConstant..ASR_CANCELASR_CANCEL,,  nullnull,,  nullnull,,  00,,  00));;
  //取消本次识别，取消后将立即停止不会返回识别结果//取消本次识别，取消后将立即停止不会返回识别结果

myRecognizermyRecognizer..stopstop(());;  
// 发送停止录音事件，提前结束录音等待识别结果// 发送停止录音事件，提前结束录音等待识别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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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ActivityAbstractRecog类中”基于DEMO集成4.2 发送取消事件"

55 事件管理器退出事件管理器退出

5.1 在线不需要卸载离线命令词

先启动取消，避免有还在运行的识别。 之后需要将之前的listener卸载，不卸载的话，可能有内存溢出

asr.send(SpeechConstant.ASR_CANCEL, null, null, 0, 0); // 取消识别

5.25.2 释放资源释放资源

详见ActivityMiniRecog类中基于SDK集成5.2 退出事件管理器"

DEMO中，

详见ActivityAbstractRecog类中基于DEMO的5.2 退出事件管理器"

离线命令词调用流程离线命令词调用流程 离线命令词的bsg文件设置：离线命令词的bsg文件设置：

在语音控制台的左侧功能栏中，进入“离线词&语义设置”模块，根据页面上的引导自行定义词条和语法，并生成bsg文件。其中

右侧“说法”部分，为固定语法，下载后不可更改。左侧“词条”部分，代码中可以动态定义覆盖。 

离线命令词功能可以测试DEMO中的第二个按钮“离线命令词识别”

myRecognizermyRecognizer..cancelcancel(());;  
// 取消本次识别，取消后将立即停止不会返回识别结果// 取消本次识别，取消后将立即停止不会返回识别结果

asrasr..unregisterListenerunregisterListener((thisthis));;

myRecognizermyRecognizer..releaserelease(());;  
// 含有离线引擎卸载// 含有离线引擎卸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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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流程：调用流程：

离线命令词功能需要首先实现之前的在线识别功能的代码。离线引擎加载需要在EventManager初始化之后，识别事件之前。

在SDK中，

// 下面这段可选，用于生成SLOT_DATA参数， 用于动态覆盖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文件的词条部分

1.1 到1.3同在线1.1 到1.3同在线

1.4 加载离线资源1.4 加载离线资源

//加载离线引擎，使用离线命令词时使用，请在整个离线识别任务结束之后卸载离线引擎

详见ActivityMiniRecog类中”基于SDK离线命令词1.4 加载离线资源(离线时使用)"

//离线引擎加载完毕事件后，开始你的识别流程，此处开始你的识别流程，注意离线必须断网生效或者SDK无法连接百度服务

器时生效，只能识别bsg文件里定义的短语。

2.1-4.2 步骤同在线2.1-4.2 步骤同在线

5.1 卸载离线资源5.1 卸载离线资源

//不再需要识别功能后，卸载离线引擎。再次需要识别功能的话，可以重复以上步骤。即依旧需要EventManager初始化之后，

识别事件之前加载离线引擎。

详见ActivityMiniRecog类中”基于SDK集成5.1 卸载离线资源步骤(离线时使用)"

在demo中，

HashMapHashMap map  map ==  newnew  HashMapHashMap(());;
mapmap..putput((SpeechConstantSpeechConstant..DECODERDECODER,,  22));;  
// 0:在线 2.离在线融合(在线优先)// 0:在线 2.离在线融合(在线优先)
mapmap..putput((SpeechConstantSpeechConstant..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  
"/sdcard/yourpath/baidu_speech_grammar.bsg""/sdcard/yourpath/baidu_speech_grammar.bsg"));;
  //设置离线命令词文件路径//设置离线命令词文件路径

JSONObjectJSONObject json  json ==  newnew  JSONObjectJSONObject(());;
jsonjson..putput(("name""name",,  newnew  JSONArrayJSONArray(())..putput(("王自强""王自强"))..putput(("叶问""叶问"))))..putput(("appname""appname",,  newnew
JSONArrayJSONArray(())..putput(("手百""手百"))..putput(("度秘""度秘"))));;
mapmap..putput((SpeechConstantSpeechConstant..SLOT_DATASLOT_DATA,, json json..toStringtoString(())));;
// SLOT_DATA 参数添加完毕// SLOT_DATA 参数添加完毕

asrasr..sendsend((SpeechConstantSpeechConstant..ASR_KWS_LOAD_ENGINEASR_KWS_LOAD_ENGINE,,newnew
JSONObjectJSONObject((mapmap))..toStringtoString(())));;

asrasr..sendsend((SpeechConstantSpeechConstant..ASR_KWS_UNLOAD_ENGINEASR_KWS_UNLOAD_ENGINE,,  nullnull,,  nullnull,,  00,,  00));;

HashMapHashMap&&ltlt;;StringString,,  ObjectObject&&gtgt;; map  map ==  newnew  HashMapHashMap&&ltlt;;StringString,,  ObjectObject&&gtgt;;(());;
mapmap..putput((SpeechConstantSpeechConstant..DECODERDECODER,,  22));;  
// 0:在线 2.离在线融合(在线优先)// 0:在线 2.离在线融合(在线优先)
mapmap..putput((SpeechConstantSpeechConstant..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  
"/sdcard/yourpath/baidu_speech_grammar.bsg""/sdcard/yourpath/baidu_speech_grammar.bsg"));;  
//设置离线命令词文件路径//设置离线命令词文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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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这段可选，用于生成SLOT_DATA参数， 用于动态覆盖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文件的词条部分

详见ActivityAbstractRecog类中”基于DEMO集成1.4 加载离线资源步骤(离线时使用)"

//离线引擎加载完毕事件后，开始你的识别流程，注意离线必须断网生效或者SDK无法连接百度服务器时生效，只能识别bsg

文件里定义的短语。

//不再需要识别功能后，卸载离线引擎。再次需要识别功能的话，可以重复以上步骤, 新建MyRecognizer类即可。

详见ActivityAbstractRecog类中”基于DEMO5.1 卸载离线资源(离线时使用)"

唤醒词调用流程唤醒词调用流程

SDK 的调用过程可以参见DEMO中的ActivityMiniWakeUp类

DEMO的调用过程可以参考DEMO中的ActivityWakeUp类

11 初始化初始化

1.11.1 初始化EventManager对象初始化EventManager对象

SDK中，通过工厂创建语音唤醒词的事件管理器。注意唤醒词事件管理器同识别事件管理器一样只能维持一个，请勿同时使用

多个实例。即创建一个新的唤醒词事件管理器后，之前的那个设置为null。并不再使用。

详见ActivityMiniWakeUp类中”基于SDK唤醒词集成1.1 初始化EventManager"

1.21.2 自定义输出事件类自定义输出事件类

DEMO中，初始化过程合并到下一步。注意SDK和DEMO调用方式2选1即可。 注册用户自己实现的输出事件类

JSONObjectJSONObject json  json ==  newnew  JSONObjectJSONObject(());;
jsonjson..putput(("name""name",,  newnew
JSONArrayJSONArray(())..putput(("王自强""王自强"))..putput(("叶问""叶问"))))..putput(("appname""appname",,  newnew
JSONArrayJSONArray(())..putput(("手百""手百"))..putput(("度秘""度秘"))));;
mapmap..putput((SpeechConstantSpeechConstant..SLOT_DATASLOT_DATA,, json json..toStringtoString(())));;
// SLOT_DATA 参数添加完毕// SLOT_DATA 参数添加完毕

myRecognizermyRecognizer..loadOfflineEngineloadOfflineEngine((mapmap));;
//加载离线引擎，使用离线命令词时使用，请在整个离线识别任务结束之后卸载离线引擎//加载离线引擎，使用离线命令词时使用，请在整个离线识别任务结束之后卸载离线引擎  

myRecognizermyRecognizer..releaserelease(());;

EventManagerEventManager wp wp==  EventManagerFactoryEventManagerFactory..createcreate((thisthis,,"wp""wp"));;
  //this是Activity或其它Context类//this是Activity或其它Context类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语音识别技术

123



详见ActivityMiniWakeUp类中”基于SDK唤醒词集成1.2 自定义输出事件类"

1.31.3 注册自己的输出事件类注册自己的输出事件类

详见ActivityMiniWakeUp类中”基于SDK唤醒词集成1.3 注册输出事件"

DEMO中，以上两步合并为

详见ActivityWakeUp类中”基于DEMO唤醒词集成第1.1, 1.2, 1.3步骤"

22 开始唤醒开始唤醒

2.12.1 设置唤醒输入参数设置唤醒输入参数

SDK中，您需要根据文档或者demo确定您的输入参数。DEMO中有UI界面简化选择和测试过程。demo中，在点击“开始”按钮

后，您可以在界面或者日志中看见WAKEUP_START事件的json格式的参数。

wakeup.params(反馈请带上此行日志):{"kws-file":"assets:\/\/\/WakeUp.bin"} // 其中{"kws-

file":"assets:\/\/\/WakeUp.bin"}为WAKEUP_START事件的参数

EventListenerEventListener yourListener  yourListener ==  newnew  EventListenerEventListener(())  {{
@Override@Override
publicpublic  voidvoid  onEventonEvent((StringString name name,,  StringString params params,,  bytebyte  [[]] data data,,  intint
offsetoffset,,  intint length length))  {{
  LogLog..dd((TAGTAG,,  StringString..formatformat(("event: name=%s, params=%s""event: name=%s, params=%s",, name name,, params params))));;
  //唤醒事件//唤醒事件
  ifif((namename..equalsequals(("wp.data""wp.data")))){{
    trytry  {{
      JSONObjectJSONObject json  json ==  newnew  JSONObjectJSONObject((paramsparams));;
      intint errorCode  errorCode == json json..getIntgetInt(("errorCode""errorCode"));;
      ifif((errorCode errorCode ====  00)){{
              //唤醒成功//唤醒成功
      }}  elseelse  {{
              //唤醒失败//唤醒失败
      }}
      }}  catchcatch  ((JSONExceptionJSONException e e))  {{
       e       e..printStackTraceprintStackTrace(());;
          }}
    }}  elseelse  ifif(("wp.exit""wp.exit"..equalsequals((namename)))){{
    //唤醒已停止//唤醒已停止
    }}
    }}
}}；；

wpwp..registerListenerregisterListener((yourListeneryourListener));;

IWakeupListenerIWakeupListener listener  listener ==  newnew  SimpleWakeupListenerSimpleWakeupListener(());;
myWakeup myWakeup ==  newnew  MyWakeupMyWakeup((thisthis,,listenerlistener));;
// this是Activity或其它Context类// this是Activity或其它Context类

HashMapHashMap map  map ==  newnew  HashMapHashMap(());;
mapmap..putput((SpeechConstantSpeechConstant..WP_WORDS_FILEWP_WORDS_FILE,,  "assets://WakeUp.bin""assets://WakeUp.bin"));;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语音识别技术

124



详见ActivityMiniWakeUp类中”基于SDK唤醒词集成第2.1 设置唤醒的输入参数" 唤醒词文件请

去http://ai.baidu.com/tech/speech/wake\#tech-demo设置并下载

2.22.2 发送start开始事件发送start开始事件

详见ActivityMiniWakeUp类中”基于SDK唤醒词集成第2.2 发送开始事件开始唤醒"

DEMO中， 您需要传递Map 的参数，会将Map自动序列化为json

详见ActivityWakeUp类中”基于DEMO唤醒词集成第2.1, 2.2 发送开始事件开始唤醒"

33 收到回调事件收到回调事件

3.13.1 开始回调事件开始回调事件

SDK中，回调事件在您实现的EventListener中获取。OnEvent中， name是输出事件名，params该事件的参数，(data,offset,

length)三者一起组成额外数据。如回调的音频数据，从data[offset]开始至data[offset + length] 结束，长度为length。

详见ActivityMiniWakeUp类中”基于SDK唤醒3.1 开始回调事件"

DEMO中， 回调事件在您实现的IWakeupListener中获取。

详见WakeupEventAdapter类中”基于DEMO唤醒3.1 开始回调事件"

44 控制唤醒控制唤醒

SDK中，

4.14.1 控制停止唤醒控制停止唤醒

详见ActivityMiniWakeUp类中”基于SDK唤醒词集成第4.1 发送停止事件"

DEMO中，

wpwp..sendsend((SpeechConstantWAKEUP_STARTSpeechConstantWAKEUP_START,, json json,,  nullnull,,  00,,  00));;

HashMapHashMap<<StringString,,ObjectObject>> params  params ==  newnew
HashMapHashMap<<StringString,,ObjectObject>>(());;
paramsparams..putput((SpeechConstantSpeechConstant..WP_WORDS_FILEWP_WORDS_FILE,,  "assets://WakeUp.bin""assets://WakeUp.bin"));;
myWakeupmyWakeup..startstart((paramsparams));;

publicpublic  voidvoid  onEventonEvent((StringString name name,,  StringString params params,,  bytebyte  [[]] data data,,  intint offset offset,,  intint length length));;

wpwp..sendsend((SpeechConstantSpeechConstant..WAKEUP_STOPWAKEUP_STOP,,  nullnull,,  nullnull,,  00,,  00));;

myWakeupmyWakeup..stopstop(());;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语音识别技术

125

http://ai.baidu.com/tech/speech/wake%255C#tech-demo%25E8%25AE%25BE%25E7%25BD%25AE%25E5%25B9%25B6%25E4%25B8%258B%25E8%25BD%25BD


详见ActivityWakeUp类中”基于DEMO唤醒词集成第4.1 发送停止事件"

55 事件管理器退出事件管理器退出

SDK中无需调用任何逻辑，但需要创建一个新的唤醒词事件管理器的话，之前的事件管理器请设置为null，并不再使用。

DEMO中，

详见ActivityWakeUp类中”基于DEMO唤醒词集成第5 退出事件管理器">

集成指南集成指南

1. DEMO 中已经集成了 SDK。您可以参考DEMO，集成SDK。

2. 集成前，请先测通DEMO，了解调用原理。

3. 如果您自己代码过于复杂，可以使用一个helloworld项目了解集成过程。

4. DEMO目录下的doc_integration_DOCUMENT的目录中有图文集成教程。

本文以Android Studio 作为示例

集成时请确认已经复制或者修改了以下文件，一共4步：

1. AndroidManifest.xml 和 AuthUtil.java

2. app/libs/bdasr_V3_xxxxx_xxxxx.jar

3. app/src/main/jniLibs 下armeabi等5个目录

4. 官网申请应用时的包名与build.gradle里一致，demo的包名是"com.baidu.speech.recognizerdemo"。这步没做会导致离线命

令词或者唤醒报“no licence” 错误

5. 运行时 getApplicationInfo().nativeLibraryDir 目录下查看是否有完整so文件。 特别是系统app系统app需要手动push so文件到这个目

录下。

AndroidManifest.xml 文件AndroidManifest.xml 文件

设置权限

AuthUtil.java 文件AuthUtil.java 文件

设置APP_ID, APP_KEY, SECRET_KEY

myWakeupmyWakeup..releaserelease(());;

<<uses-permissionuses-permission  namename==""android.permission.RECORD_AUDIOandroid.permission.RECORD_AUDIO""  />/>
<<uses-permissionuses-permission  namenam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NETWORK_STAT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NETWORK_STATE""  />/>
<<uses-permissionuses-permission  namename==""android.permission.INTERNETandroid.permission.INTERNET""  />/>
<<uses-permissionuses-permission  namename==""android.permission.WRITE_EXTERNAL_STORAGEandroid.permission.WRITE_EXTERNAL_STOR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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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作为识别和唤醒的参数填入这3个鉴权信息。 AuthUtilAuthUtil工具类中填入自己的鉴权信息写方式仅供测试参考使用，上线后请

使用APP_ID, APP_KEY, SECRET填写鉴权信息，建议代码里直接传入APP_ID, APP_KEY, SECRET，请参考在线识别具体功能参

数- 鉴权信息部分，填写这3个鉴权信息。

android 6.0 以上版本权限申请android 6.0 以上版本权限申请

以下代码可以在demo中查找

bdasr_V3_xxxxxxxx_xxxx.jar 库bdasr_V3_xxxxxxxx_xxxx.jar 库

将core/libs/bdasr_V3_xxxxx_xxxxx.jar 复制到您的项目的同名目录中。

复制NDK 架构目录复制NDK 架构目录

1. 将 core/src/main/jniLibs 下armeabi等包含so文件的5个目录，复制合并到您的项目的同名或者存放so的目录中。如果

build.gradle中定义过jniLibs.srcDirs ，则复制合并到这个目录。

2. 如与第三方库集成，至少要保留armeabi目录。如第三方库有7个架构目录，比语音识别SDK多出2个目录 mips和mips64，

请将mips和mips64目录删除，剩下5个同名目录合并。

    public static   String getAppId(){    public static   String getAppId(){
        return  "请填入您的appId";        return  "请填入您的appId";
    }    }
    public static   String   getAk(){    public static   String   getAk(){
        return "请填入您的apiKey";        return "请填入您的apiKey";
    }    }
    public static   String   getSk(){    public static   String   getSk(){
        return  "请填入您的secretKey";        return  "请填入您的secretKey";
    }    }    

/**/**
 * android 6.0 以上需要动态申请权限 * android 6.0 以上需要动态申请权限
 */ */
privateprivate  voidvoid  initPermissioninitPermission(())  {{
        StringString permissions permissions[[]]  ==  {{ManifestManifest..permissionpermission..RECORD_AUDIORECORD_AUDIO,,
                        ManifestManifest..permissionpermission..ACCESS_NETWORK_STATEACCESS_NETWORK_STATE,,
                        ManifestManifest..permissionpermission..INTERNETINTERNET,,
                        ManifestManifest..permissionpermission..WRITE_EXTERNAL_STORAGEWRITE_EXTERNAL_STORAGE
        }};;

        ArrayListArrayList<<StringString>> toApplyList  toApplyList ==  newnew  ArrayListArrayList<<StringString>>(());;

        forfor  ((StringString perm  perm ::permissionspermissions)){{
                ifif  ((PackageManagerPackageManager..PERMISSION_GRANTED PERMISSION_GRANTED !=!=  ContextCompatContextCompat..checkSelfPermissioncheckSelfPermission((thisthis,, perm perm))))  {{
            toApplyList            toApplyList..addadd((permperm));;
                        //进入到这里代表没有权限.//进入到这里代表没有权限.

                }}
        }}
        StringString tmpList tmpList[[]]  ==  newnew  StringString[[toApplyListtoApplyList..sizesize(())]];;
        ifif  ((!!toApplyListtoApplyList..isEmptyisEmpty(()))){{
                ActivityCompatActivityCompat..requestPermissionsrequestPermissions((thisthis,, toApplyList toApplyList..toArraytoArray((tmpListtmpList)),,  123123));;
        }}

}}

@Override@Override
publicpublic  voidvoid  onRequestPermissionsResultonRequestPermissionsResult((intint requestCode requestCode,,  StringString[[]] permissions permissions,,  intint[[]] grantResults grantResults))  {{
        // 此处为android 6.0以上动态授权的回调，用户自行实现。// 此处为android 6.0以上动态授权的回调，用户自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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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第三方库仅有armeabi这一个目录，请将语音识别SDK的额外4个目录如armeabi-v7a删除,合并armeabi目录下的so。 即目

录取交集，so文件不可随意更改所属目录。

4. 打包成apk文件，按照zip格式解压出libs目录可以验证。

5. 运行时 getApplicationInfo().nativeLibraryDir 目录下查看是否有完整so文件。 特别是系统app系统app需要手动push so文件到这个目

录下。

build.gradle 文件及包名确认build.gradle 文件及包名确认

1. 根目录下build.gradle确认下gradle的版本。

2. app/build.gradle 确认下 applicationId 包名是否与官网申请应用时相一致（离线功能需要）。 demo的包名

是"com.baidu.speech.recognizerdemo"。

3. 确认 compileSdkVersion buildToolsVersion 及 targetSdkVersion

proguard文件proguard文件

BEST PRACTICEBEST PRACTICE

请先测通DEMO，了解DEMO的功能，代码的运行原理代码的运行原理后再集成。DEMO有bug，请立即反馈。

对应任何第三方库，从一开始集成，边开发边测试，不要等所有功能都开发完再集成。否则一旦有问题，难以隔离排查。

有问题先与DEMO做对比。DEMO有bug，请查看错误码文档，如无法解决请立即反馈；DEMO无bug，自身代码有问题，请

设置同样的输入参数后，对比两边代码及日志，自行排查问题。

输入参数

识别输入参数识别输入参数

场景：

在线识别：百度语音服务器将录音识别出文字，包括长语音

离线命令词：离线识别出预定义的固定短语

在线语义：百度语音服务器将录音识别出文字，并将服务器端的语义解析结果一起返回

本地语义：在识别出文字的基础上（包括离线命令词识别）， 对文字做语义分析。任意网络状况。

使用网络状况：

在线 ： 涵盖在线识别，在线语义及在线识别后的本地语义解析。

离线 ： 涵盖离线命令词，及离线命令词识别后的本地语义解析。

共支持4个语种 ，语种请在 ASR_START输入事件中的PID参数中设置

中文普通话 （全部场景）

中文四川话（离线命令词及语义不支持）

粤语（离线命令词及语义不支持）

英语（离线命令词及语义不支持）

识别输入事件识别输入事件

-keep class com.baidu.speech.**{*;}-keep class com.baidu.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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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参数均为SpeechConstant类的常量，如SpeechConstant.ASR_START**, 实际的String字面值可以参见SpeechConstant类

或自行打印

事件名事件名 类型类型 值值 场景场景 描述描述

ASR_ST

ART

String

(JSON结构

的字符串）

json内的参数

见下文

“ASR_START 参

数”

全部
开始一次识别。 注意不要连续调用ASR_START参数。下次调用需要在

CALLBACK_EVENT_ASR_EXIT回调后，或者在ASR_CANCEL输入后。

ASR_ST

OP
全部 停止录音

ASR_CA

NCEL
全部 取消本次识别

ASRKWS

LOAD_E

NGINE

String 

(JSON结构

的字符串）

json内的参数

见下文

“ASR_KWS_LOAD

_ENGINE 参数”

离线命令词

ASRKWS

UNLOAD

_ENGINE

离线命

令词
高级

ASR_START 输入事件参数ASR_START 输入事件参数

事件参数事件参数
类型/类型/

值值
场景场景

常用程常用程

度度
描述描述

APP_ID String 全部 推荐
开放平台创建应用后分配的鉴权信息，在AuthUtilAuthUtil工具类中填入自己的鉴权信息，填写方

式仅供测试使用， 上线后请使用此参数填写鉴权信息。

APP_KEY String 全部 推荐
开放平台创建应用后分配的鉴权信息，在AuthUtilAuthUtil工具类中填入自己的鉴权信息，填写方

式仅供测试使用， 上线后请使用此参数填写鉴权信息。

SECRET String 全部 推荐
开放平台创建应用后分配的鉴权信息，在AuthUtilAuthUtil工具类中填入自己的鉴权信息，填写方

式仅供测试使用， 上线后请使用此参数填写鉴权信息。

PID int 在线 常用

根据识别语种，输入法模型及是否需要在线语义，来选择PID。默认1537，即中文输入

法模型，不带在线语义。PID具体值及说明见下一个表格。 其中输入法模型是指适用于

长句的输入法模型模型适用于短语。

LM_ID int 在线 常用 自训练平台上线后的模型Id，必须和自训练平台的PID连用。

DECODE

R
int 全部 常用 离在线的并行策略

0 （默

认）
在线 纯在线(默认)

2 离线 离在线融合(在线优先)，离线命令词功能需要开启这个选项。

VAD String 全部 高级
语音活动检测， 根据静音时长自动断句。注意不开启长语音的情况下，SDK只能录制

60s音频。长语音请设置BDS_ASR_ENABLE_LONG_SPEECH参数

VAD_D

NN（默

认）

高级 新一代VAD，各方面信息优秀，推荐使用。

VAD_TO

UCH
不常用

关闭语音活动检测。注意关闭后不要开启长语音。适合用户自行控制音频结束，如按住

说话松手停止的场景。功能等同于60s限制的长语音。需要手动调用ASR_STOP停止录音

BDS_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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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S_AS

R_ENABL

E_LONG_

SPEECH

boolea

n
全部 常用

是否开启长语音。 即无静音超时断句，开启后需手动调用ASR_STOP停止录音。 请勿和

VAD=touch联用！优先级大于VAD_ENDPOINT_TIMEOUT 设置

true 开启长语音

false（

默认）
关闭长语音，无法识别超过60s的语音

VAD_EN

DPOINT_

TIMEOUT

int 全部 高级 静音超时断句及长语音

0 在线 常用
开启长语音。即无静音超时断句。手动调用ASR_STOP停止录音。 请勿和VAD=touch联

用！

800ms 全部 高级 不开启长语音。开启VAD尾点检测，即静音判断的毫秒数。

IN_FILE

String

：文件

路径 

资源路

径或回

调方法

名

全部 高级

该参数支持设置为：

a. pcm文件，系统路径，如：/sdcard/test/test.pcm；音频pcm文件不超过3分钟

b. pcm文件, JAVA资源路径，如：res:///com/baidu.test/16k_test.pcm；音频pcm文件

不超过3分钟

c. InputStream数据流，#方法全名的字符串，格式

如：”#com.test.Factory.create16KInputStream()”（解释：Factory类中存在一个返回

InputStream的方法create16kInputStream()），注意：必须以井号开始；方法原型必须

为：public static InputStream create16KInputStream()。 超过3分钟的录音文件，请在

每次read中sleep，避免SDK内部缓冲不够。

OUT_FILE

String

：文件

路径

全部 高级 保存识别过程产生的录音文件, 该参数需要开启ACCEPT_AUDIO_DATA后生效

AUDIO_M

ILLS

int：毫

秒
全部 高级

录音开始的时间点。用于唤醒+识别连续说。SDK有15s的录音缓存。如设置为

(System.currentTimeMillis() - 1500),表示回溯1.5s的音频。

NLU String
本地语

义
高级

本地语义解析设置。必须设置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参数生效，

无论网络状况，都可以有本地语义结果。并且本地语义结果会覆盖在线语义结果。本参

数不控制在线语义输出，需要在线语义输出见PID参数

disable

（默

认）

高级 禁用

enable 高级 启用

enable-

all
不常用 在enable的基础上，临时结果也会做本地语义解析

ASROFFL

INE

ENGINE_

GRAMME

R

_FILE_PA

TH

String

：文件

路径

支持

assets

路径

本地语

义
高级

用于支持本地语义解析的bsg文件，离线和在线都可使用。NLU开启生效，其它说明见

NLU参数。注意bsg文件同时也用于ASR_KWS_LOAD_ENGINE离线命令词功能。

SLOT_DA

TA

String

（JSON

格式）

本地语

义
高级

与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参数一起使用后生效。 用于代码中动态

扩展本地语义bsg文件的词条部分（bsg文件下载页面的左侧表格部分），具体格式参见

代码示例或者demo

DISABLE
bool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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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PUNCT

UATION

boolea

n
在线 不常用 在选择1537开头的pid（输入法模式）的时候，是否禁用标点符号

true 禁用标点

false（

默认）
不禁用标点，无法使用本地语义

PUNCTU

ATION_M

ODE

int 在线 不常用
在选择1537开头的pid（输入法模式）的时候，标点处理模式。需要设置

DISABLE_PUNCTUATION为fasle生效

0 (默认) 在线 打开后处理标点

1 在线 关闭后处理标点

2 在线 删除句末标点

3 在线 将所有标点替换为空格

ACCEPT_

AUDIO

_DATA

boolea

n
全部 高级 是否需要语音音频数据回调，开启后有CALLBACK_EVENT_ASR_AUDIO事件

true 需要音频数据回调

false

（默

认）

不需要音频数据回调

ACCEPT_

AUDIO

_VOLUM

E

boolea

n
全部 高级 是否需要语音音量数据回调，开启后有CALLBACK_EVENT_ASR_VOLUME事件回调

true

（默

认）

需要音量数据回调

false 不需要音量数据回调

SOUND_

START

int：资

源ID
全部 不常用 说话开始的提示音

SOUND_

END

int：资

源ID
全部 不常用 说话结束的提示音

SOUND_

SUCCES

S

int：资

源ID
全部 不常用 识别成功的提示音

SOUND_

ERROR

int：资

源ID
全部 不常用 识别出错的提示音

SOUND_

CANCEL

int：资

源ID
全部 不常用 识别取消的提示音

SAMPLE

_RATE
int 全部

基本不

用
采样率 ，固定及默认值16000

16000

（默

认）

ASR_OFF

LINE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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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

_ENGINE

_LICENS

E

_FILE_PA

TH

：文件

路径 ，

支持

assets

路径

离线命

令词

基本不

用

临时授权文件路径。SDK在联网时会获取自动获取离线正式授权。有特殊原因可用在官

网创建应用时下载通用临时授权文件。临时授权文件测试期仅有15天，不推荐使用。

使用正式授权时请确认官网应用设置的包名与APP自身的包名相一致。目前离线命令词

和唤醒词功能需要使用正式授权。

ASR_KWS_LOAD_ENGINE 输入事件参数ASR_KWS_LOAD_ENGINE 输入事件参数

事件参事件参

数数
类型类型 值值 场景场景

常用程常用程

度度
描述描述

SLOT_D

ATA
String

JSON格

式

本地语

义
高级

与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参数一起使用后生效。 用于代

码中动态扩展离线命令词bsg文件的词条部分（bsg文件下载页面的左侧表格部

分），具体格式参见代码示例或者demo

DECODE

R
int 2 固定值：2，离在线的并行策略

ASROFF

LINE

ENGINE

_GRAM

MER

_FILE_P

ATH

String

文件路

径，

支持

assets

路径

用于支持离线命令词（同时也是本地语义）解析的bsg文件，离线断网时可以使

用。NLU开启生效，其它说明见NLU参数。注意bsg文件同时也用于

ASR_KWS_LOAD_ENGINE离线命令词功能。

语义解析设置，在线使用时，会在识别结果的文本基础上同时输出语义解析的

结果（该功能需要在官网的应用里设置“语义解析设置”）。

PID 参数PID 参数

在线参数， 请根据语言， 输入法模型及是否需要在线语义，来选择PID。

语言：目前支持中文普通话，四川话，粤语，和英语四个

输入法模型：适用于较长的句子输入。默认有标点，不支持在线语义; 开启标点后，不支持本地语义。

自训练平台模型： 在输入法模型的基础上，可以自行上传词库和句库，生成您自己的训练模型。

在线语义：在线语义只支持普通话（本地语义也是只支持普通话）。在线语义对识别结果的文字，再做结构化解析，找到语

句的“关键词”。在线语义详细说明请查看“语义理解协议”文档。

Unit 2.0 语义：功能类似在线语义，但是可以自定义解析。

语音识别pid语音识别p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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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DPID 语言语言 模型模型 是否有标点是否有标点 在线语义在线语义 备注备注

1537 普通话 语音近场识别模型 有标点（逗号） 不支持 默认PID

15372 普通话 语音近场识别模型 加强标点（逗号、句号、问号、感叹号） 不支持

15373 普通话 语音近场识别模型 加强标点（逗号、句号、问号、感叹号） 支持通用场景语义解析

1737 英语 无标点 不支持

17372 英语 加强标点（逗号、句号、问号） 不支持

1637 粤语 有标点（逗号） 不支持

16372 粤语 加强标点（逗号、句号、问号、感叹号） 不支持

1837 四川话 有标点（逗号） 不支持

1936 普通话 远场模型 有标点（逗号） 不支持

19362 普通话 远场模型 加强标点（逗号、句号、问号、感叹号） 不支持

19363 普通话 远场模型 加强标点（逗号、句号、问号、感叹号） 支持通用场景语义解析

外加Unit 2.0功能的 pid外加Unit 2.0功能的 pid

PIDPID 语言语言 模型模型 是否有标点是否有标点 在线语义在线语义

15374 普通话 输入法模型 加强标点（逗号、句号、问号、感叹号） 支持百度UNIT

15375 普通话 输入法模型 加强标点（逗号、句号、问号、感叹号） 支持百度UNIT正式环境

19364 普通话 远场模型 加强标点（逗号、句号、问号、感叹号） 支持百度UNIT

语音自训练平台语音自训练平台

语音自训练平台上，训练实时语音识别基础模型，可以在Android SDK上添加训练上线的模型ID。注意必须填写上线模型给出的

PID。示例 ， 可在SDK参数中填写 PID=1537；同时LM_ID 设置为1235。

具体功能及使用说明请参考文档 “自训练平台手册”

PIDPID 语言语言 模型模型 是否有标点是否有标点 在线语义在线语义

1537 普通话 输入法模型 逗号 不支持

15372 普通话 输入法模型 加强标点（逗号、句号、问号、感叹号） 不支持

具体功能参数具体功能参数

鉴权信息鉴权信息 描述:APP_ID, APP_KEY, SECRET3个鉴权信息决定是否拥有识别、唤醒、离线命令词等权限描述:APP_ID, APP_KEY, SECRET3个鉴权信息决定是否拥有识别、唤醒、离线命令词等权限

请求示例：设置APP_ID, APP_KEY, SECRET

设置语言、模型、自定义词库、语义设置语言、模型、自定义词库、语义

描述:PID参数决定调用哪个识别模型，即决定了语言，模型，及是否支持自定义词库和在线语义解析。描述:PID参数决定调用哪个识别模型，即决定了语言，模型，及是否支持自定义词库和在线语义解析。

1. 语言共有4种：中文普通话、英语、粤语及四川话。

2. 输入法模型/远场模型：分别适用于长句输入/短句输入/离麦克风较远的音频输入。

3. 在输入法模型下自定义词库生效。

获取专属模型参数pid:1537 modelid:1235获取专属模型参数pid:1537 modelid:1235

{{"appid""appid"::155905155905xxxx,,"secret""secret"::"y7S7hAI894BB3LF1yHYmvQEusxxxxxx ""y7S7hAI894BB3LF1yHYmvQEusxxxxxx ",,"key""key"::"q2uPyBe6LmWTZlvb0gxxxxxx""q2uPyBe6LmWTZlvb0gxxxxxx",,"accept-"accept-
audio-volume"audio-volume"::false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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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只有输入法或者远场模型，才可以开启在线语义解析。(下节描述)

5. 自训练平台 及 百度UNIT 需要使用特定的pid

DEMO中测试方法：(具体可参见识别安卓SDK测试文档)

demo测试：点击 在线识别=>设置=>PID,语种

请求示例： 英语 输入法模型

长语音长语音

描述:描述:开启长语音识别功能，此时VAD参数不能设为touch；长语音可以识别数小时的音频。注意选输入法模型。

BDS_ASR_ENABLE_LONG_SPEECH= trueBDS_ASR_ENABLE_LONG_SPEECH= true 或 VAD_ENDPOINT_TIMEOUT = 0 都可以开启长语音或 VAD_ENDPOINT_TIMEOUT = 0 都可以开启长语音

DEMO中测试方法：(具体可参见识别安卓SDK测试文档)

demo测试：点击 在线识别=>设置=>长语音及VAD时长设置

请求参数示例： 开启长语音，不能与VAD=touch联用

设置静音时长进行断句设置静音时长进行断句

描述：描述：普通识别的录音限制60s。连续xxxms静音后，SDK认为一句话结束。VAD_ENDPOINT_TIMEOUT=0VAD_ENDPOINT_TIMEOUT=0，作用是静音断句的

时长设置，使用长语音功能时不能使用这个参数。

VAD_ENDPOINT_TIMEOUT =0VAD_ENDPOINT_TIMEOUT =0

DEMO中测试方法：(具体可参见识别安卓SDK测试文档)

demo测试：点击 在线识别=>设置=>长语音及VAD时长设置

请求示例： 连续800ms静音，表示一句话结束

开启/关闭根据静音时长切分句子开启/关闭根据静音时长切分句子

描述：描述：默认开启根据静音时长切分句子。通过设置VAD参数的值，当设置VAD=dnnVAD=dnn时，表示开启VAD，此时通过设置的静音时

长进行断句；开启长语音功能时，VAD必然是开启的状态；当设置VAD=touchVAD=touch时，表示关闭VAD，不能使用长语音功能，限制录

音时长60s，在60s内的只能点击停止按钮通过发送停止事件才能停止识别。

DEMO中测试方法：(具体可参见识别安卓SDK测试文档)

demo测试：点击 在线识别=>设置=>VAD是否开启dnn或touch

请求示例： 开启VAD，根据静音时长切分句子

请求示例： 关闭VAD，60s内音频，SDK等待调用stop事件结束录音

{{"pid""pid"::17371737,,"accept-audio-volume""accept-audio-volume"::falsefalse}}

{{"enable.long.speech""enable.long.speech"::truetrue,,"accept-audio-volume""accept-audio-volume"::falsefalse}}
或或
{{"accept-audio-volume""accept-audio-volume"::falsefalse,,"vad.endpoint-timeout""vad.endpoint-timeout"::00}}

{{"accept-audio-volume""accept-audio-volume"::falsefalse,,"vad.endpoint-timeout""vad.endpoint-timeout"::800800}}

{{"accept-audio-volume""accept-audio-volume"::falsefalse,,"vad""vad"::"dnn""d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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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命令词离线命令词 设置纯在线功能和离在线融合识别设置纯在线功能和离在线融合识别

DECODER 参数DECODER 参数

DECODER = 0 ，表示禁用离线功能，只使用在线功能；

DECODER = 2 ，表示启用离线功能，但是SDK强制在线优先。

DEMO中测试方法：(具体可参见识别安卓SDK测试文档)

demo测试：点击 离线命令词功能=>开始

请求示例：DECODET=2，表示断网时，使用离线识别固定短语；

设定离线命令词文件路径设定离线命令词文件路径

离线命令词只能识别bsg文件中预定义的固定短语，其中bsg文件必须在项目中设定路径，参

数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作用就是定义离线命令词识别的bsg文件路径;该参数需要

在ASR_KWS_LOAD_ENGINEASR_KWS_LOAD_ENGINE加载离线资源输入事件中初始化；

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设置bsg文件路径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设置bsg文件路径

DEMO中测试方法：(具体可参见识别安卓SDK测试文档)

demo测试：点击 离线命令词功能

请求示例：定义assets目录下的离线命令词文件

扩展离线命令词的词条部分扩展离线命令词的词条部分

离线命令词bsg文件的左侧词条部分内容可通过SLOT_DATASLOT_DATA参数进行动态覆盖，覆盖后原先的bsg文件中的左侧词条部分失效。

和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一起使用。

SLOT_DATA扩展词条SLOT_DATA扩展词条

DEMO中测试方法：(具体可参见识别安卓SDK测试文档)

demo测试：点击全部识别=>设置=>纯在线或在线+离线命令词=>离线命令词及在线识别混合                                                 

     =>离线命令词及本地语义                                                       =>扩展词条

请求示例：动态修改离线命令词的词条部分

唤醒输入参数唤醒输入参数

以下参数均为SpeechConstant类的常量，如SpeechConstant.WAKEUP_START

{{"accept-audio-volume""accept-audio-volume"::falsefalse,,"vad""vad"::"touch""touch"}}

{{"accept-audio-volume""accept-audio-volume"::falsefalse,,”decoder””decoder”::22}}

{{"accept-audio-data""accept-audio-data"::falsefalse,,"grammar""grammar"::"assets:\/\/\/baidu_speech_grammar.bsg""assets:\/\/\/baidu_speech_grammar.bsg",,"decoder""decoder"::22}}

{{"accept-audio-data""accept-audio-data"::falsefalse,,"grammar""grammar"::"asset:\/\/\/baidu_speech_grammar.bsg""asset:\/\/\/baidu_speech_grammar.bsg",,"decoder""decoder"::22,,  "slot-"slot-
data"data"::{{"name""name"::\\[["妈妈""妈妈",,"老伍""老伍"\\]],,"appname""appname"::\\[["手百""手百",,"度秘”""度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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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名事件名 类型类型 值值 描述描述

WAKEUP_START json格式的字符串 json内的参数见下文“WAKEUP_START 参数” 开始识别唤醒词

WAKEUP_STOP 停止识别唤醒词

WAKEUP_START 输入事件参数WAKEUP_START 输入事件参数

事件参数事件参数 类型类型
常用程常用程

度度
描述描述

APP_ID String 推荐
开放平台创建应用后分配的鉴权信息，填写后会覆盖 AndroidManifest.xml中定义的。

AndroidManifest.xml填写方式仅供测试使用， 上线后请使用此参数填写鉴权信息。

APP_KEY String 推荐
开放平台创建应用后分配的鉴权信息，填写后会覆盖 AndroidManifest.xml中定义的。

AndroidManifest.xml填写方式仅供测试使用， 上线后请使用此参数填写鉴权信息。

SECRET String 推荐
开放平台创建应用后分配的鉴权信息，填写后会覆盖 AndroidManifest.xml中定义的。

AndroidManifest.xml填写方式仅供测试使用， 上线后请使用此参数填写鉴权信息。

WP_WOR

DS_FILE
String 常用 唤醒词bin文件路径，支持android asset目录（如assets:///wakeUp.bin)

IN_FILE

String

：文件

路径 

资源路

径或回

调方法

名

全部

该参数支持设置为：

a. pcm文件，系统路径，如：/sdcard/test/test.pcm；音频pcm文件不超过3分钟

b. pcm文件, JAVA资源路径，如：res:///com/baidu.test/16k_test.pcm；音频pcm文件不超过3

分钟

c. InputStream数据流，#方法全名的字符串，格式

如：”#com.test.Factory.create16KInputStream()”（解释：Factory类中存在一个返回InputStream

的方法create16kInputStream()），注意：必须以井号开始；方法原型必须为：public static

InputStream create16KInputStream()。 超过3分钟的录音文件，请在每次read中sleep，避免SDK

内部缓冲不够。

ACCEPT_

AUDIO

_DATA

boolea

n

基本不

用
默认关闭。开启后，会有音频回调（CALLBACK_EVENT_WAKEUP_AUDIO），很占资源

WP_ENGI

NE_LICE

NSE_FIL

E_PATH

string
基本不

用

不填写，在联网时会获取自动获取离线正式授权。有特殊原因可用在官网下载临时授权文件，配

置此参数，支持android asset目录（如assets:///mylicense.dat)

SAMPLE

_RATE
int

基本不

用
16000（默认值，且唤醒仅支持16k采样）

具体功能参数具体功能参数 设置唤醒词文件路径设置唤醒词文件路径

唤醒词功能是本地功能使用时无需联网，只能唤醒bin文件中预定义的关键词，bin文件需要使用WP_WORDS_FILEWP_WORDS_FILE设置路径，支

持android asset目录（如assets:///wakeUp.bin)；

WP_WORDS_FILE设置bin文件路径WP_WORDS_FILE设置bin文件路径

DEMO中测试方法：(具体可参见识别安卓SDK测试文档)

demo测试：精简版唤醒

请求示例：使用唤醒功能加载唤醒词bin文件；

{{"kws-file""kws-file"::"assets:\/\/\/WakeUp.bin""assets:\/\/\/WakeUp.bin",,"accept-audio-volume""accept-audio-volume"::false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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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输入参数语义输入参数

请求参数说明

字段字段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备注备注

bot_session

_list
是

string（

json）
至少有1个元素

bot_session

_list[].bot_id
是 string 当前账号在UNIT平台的创建的技能的ID

bot_session

_list[].bot_se

ssion_id

是 string

技能的session信息，由系统自动生成，client从上轮resonpse中取出并直接传递。如果为空，

则表示清空session（开发者判断用户意图已经切换且下一轮会话不需要继承上一轮会话中的

词槽信息时可以把bot_session_id置空，从而进行新一轮的会话）

具体功能参数具体功能参数

在线语义 百度UNIT在线语义 百度UNIT

UNIT是百度最专业的语义理解和对话管理平台，为开发者预置可一键式接入的语义理解和对话管理服务，方便快捷的满足语义

理解和对话管理需求。 如果需要更多的定制语义服务，可先在UNIT上进行语义解析的配置，配置说明点击这里智能对话定制与

服务平台 UNIT。

使用流程如下：1.登录UNIT；2.训练一个技能；3.拿到技能"bot_id":"xx"；4.通过语音SDK配置对应PID（15374，19364）及

参数进行调用。

UNIT支持单bot和多bot的接入，接入参数如下：

单bot接入就是发送一个bot_id，示例：

多bot接入就是发送多个bot_id,示例：

返回结果：

在线语义 通用场景语义解析在线语义 通用场景语义解析

PIDPID仅普通话并且选远场模型才可以开启在线语义；在线条件下，会将识别的文本进行解析，找出文本的意图

DEMO中测试方法：(具体可参见识别安卓SDK测试文档)

demo测试：点击 在线和本地语义=>设置=>PID,语种

{{"bot_session_list""bot_session_list"::"[{\"bot_id\":\"5\",\"bot_session_id\":\"\"}]}""[{\"bot_id\":\"5\",\"bot_session_id\":\"\"}]}"

{{"bot_session_list""bot_session_list"::"[{\"bot_id\":\"5\",\"bot_session_id\":\"\"},"[{\"bot_id\":\"5\",\"bot_session_id\":\"\"},
{\"bot_id\":\"6\",\"bot_session_id\":\"\"},\"bot_id\":\"1006\",\"bot_session_id\":\"\"}]}"{\"bot_id\":\"6\",\"bot_session_id\":\"\"},\"bot_id\":\"1006\",\"bot_session_id\":\"\"}]}"

{{
        "errno""errno"::"0""0",,
        "error_msg""error_msg"::"ok""ok",,
        "bot_session_list""bot_session_list"::"[{\"bot_id\":\"xx\",\"bot_session_id\":\"xxx\"},"[{\"bot_id\":\"xx\",\"bot_session_id\":\"xxx\"},
{\"bot_id\":\"xx\",\"bot_session_id\":\"xxx\"}"{\"bot_id\":\"xx\",\"bot_session_id\":\"xxx\"}"}}]]"",,
        "unit_response""unit_response"::[[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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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示例： 普通话 输入法模型

本地语义本地语义

必须设置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参数生效，无论网络状况，都可以有本地语义结果。并且本地语义结果

会覆盖在线语义结果。

NLU= enableNLU= enable表示开启本地语义

DEMO中测试方法：(具体可参见识别安卓SDK测试文档)

Demo测试：在线和本地语义=>设置=>本地语义解析enable && 本地语义文件 && 扩展词条

请求示例：设置本地语义的bsg文件路径，例如在asset目录下；

设置本地语义文件路径

使用本地语义需要设置bsg文件的路径，本地语义共用离线命令词的参数和文件。使用本地语义功能的时候，不需要作为

ASR_KWS_LOAD_ENGINE的输入参数。但是需要作为ASR_STARTASR_START事件的输入参数。

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参数设置bsg文件路径。

DEMO中测试方法：(具体可参见识别安卓SDK测试文档)

Demo测试：在线和本地语义=>设置=>本地语义文件

请求示例：设置本地语义的bsg文件路径，例如在asset目录下；

扩展本地语义文件的词条部分内容

bsg文件的左侧词条部分内容可通过SLOT_DATASLOT_DATA参数进行动态覆盖，覆盖后原先的bsg文件中的左侧词条部分失效。和

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一起使用。

SLOT_DATASLOT_DATA参数动态覆盖bsg文件词条内容

DEMO中测试方法：(具体可参见识别安卓SDK测试文档)

Demo测试：在线和本地语义设置本地语义文件, 扩展词条

请求示例：动态覆盖bsg文件左侧词条内容

更多UNIT问题可通过QQ群：805312106咨询沟通。

输出参数

识别输出参数识别输出参数

{{"pid""pid"::1537315373,,"accept-audio-volume""accept-audio-volume"::falsefalse}}

{{"accept-audio-data""accept-audio-data"::falsefalse,,"grammar""grammar"::"assets:\/\/\/baidu_speech_grammar.bsg""assets:\/\/\/baidu_speech_grammar.bsg",,”pid””pid”::””15371537””,,  "slot-"slot-
data"data"::{{"name""name"::\\[["妈妈""妈妈",,"老伍""老伍"\\]],,"appname""appname"::\\[["手百""手百",,"度秘”""度秘”"\\]]}},,"nlu""nlu"::"enable""enable"}}

{{"accept-audio-data""accept-audio-data"::falsefalse,,"grammar""grammar"::"assets:\/\/\/baidu_speech_grammar.bsg""assets:\/\/\/baidu_speech_grammar.bsg",,”pid””pid”::””15371537””,,”nlu””nlu”::”enable””enable”}}

{{"accept-audio-data""accept-audio-data"::falsefalse,,"grammar""grammar"::"assets:\/\/\/baidu_speech_grammar.bsg""assets:\/\/\/baidu_speech_grammar.bsg",,”pid””pid”::””15371537””,,  "slot-"slot-
data"data"::{{"name""name"::\\[["妈妈""妈妈",,"老伍""老伍"\\]],,"appname""appname"::\\[["手百""手百",,"度秘”""度秘”"\\]]}},,”nlu””nlu”::”enable””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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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回调事件统一由 public void onEvent(String name, String params, byte[] data, int offset, int length) 该方法回调。其中name

是回调事件， params是回调参数。（data，offset，length）缓存临时数据，三者一起，生效部分为 data[offset] 开始，长度为

length。

事件名事件名

（name）（name）
事件参数事件参数 类型类型 值值 描述描述

CALLBACK_

EVENT

_ASR_READ

Y

引擎准备就绪，可以开始说话

CALLBACK_

EVENT

_ASR_BEGI

N

检测到第一句话说话开始。SDK只有第一句话说话开始的回调，没有

长语音每句话说话结束的回调。

CALLBACK_

EVENT

_ASR_END

检测到第一句话说话结束。SDK只有第一句话说话结束的回调，没有

长语音每句话说话结束的回调。

CALLBACK_

EVENT

_ASR_PARTI

AL

params json 识别结果

params[results_re

cognition]
String[] 解析后的识别结果。如无特殊情况，请取第一个结果

params[result_typ

e]
String

partial_r

esult
临时识别结果临时识别结果

params[result_typ

e]
String

final_res

ult
最终结果最终结果，长语音每一句都有一个最终结果

params[result_typ

e]
String

nlu_resu

lt

语义结果，在final_result后回调。语义结果的内容在

(data，offset，length中）

(data，offset，len

gth）
String 语义结果的内容 ，当 params[result_type]=nlu_result时出现。

CALLBACK_

EVENT

_ASR_FINIS

H

params
String(json

格式）

一句话识别结束（可能含有错误信息） 。最终识别的文字结果在

ASR_PARTIAL事件中

params[error] int 错误领域

params[sub_error] int 错误码

params[desc] String 错误描述

CALLBACK_

EVENT

_ASR_LONG

_SPEECH

长语音额外的回调，表示长语音识别结束。使用infile参数无此回调，

请用ASR_EXIT 代替

CALLBACK_

EVENT

_ASR_EXIT

识别结束，资源释放

CALLBACK_

EVENT (data，offset，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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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

_ASR_AUDI

O

(data，offset，len

gth)
byte[] PCM音频片段 回调。必须输入ACCEPT_AUDIO_DATA 参数激活

CALLBACK_

EVENT

_ASR_VOLU

ME

params json 当前音量回调。必须输入ACCEPT_AUDIO_VOLUME参数激活

params[volume] float 当前音量

params[volume-

percent]
int 当前音量的相对值（0-100）

CALLBACK_

EVENT

_ASR_LOAD

ED

离线模型加载成功回调

CALLBACK_

EVENT

_ASR_UNLO

ADED

离线模型卸载成功回调

唤醒输出参数唤醒输出参数

语音回调事件统一由 public void onEvent(String name, String params, byte[] data, int offset, int length) 方法回调 其中name是

回调事件， params是回调参数。（data，offset，length）缓存临时数据，三者一起，生效部分为 data[offset] 开始，长度为

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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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名事件名 事件参数事件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CALLBACK_E

VENT

_WAKEUP_ST

ARTED

引擎开始运行

CALLBACK_E

VENT

_WAKEUP_AU

DIO

(data,offset,

length)
byte[]

PCM音频片段回调，需要输入ACCEPT_AUDIO_DATA参数激活 。保存的pcm文件的采

样率是16000，16bits，单声道，小端序。

CALLBACK_E

VENT

_WAKEUP_S

UCCESS

唤醒成功

errorCode
错误码,错误码为0表示唤醒成功，唤醒出错会在CALLBACK_EVENT_WAKEUP_ERROR

事件中

errorDesc 错误描述,此处固定为 success

word String 具体的唤醒词

CALLBACK_E

VENT

_WAKEUP_ER

ROR

params
String(jso

n格式)
错误描述的回调

params[des

c]
int 错误描述

CALLBACK_E

VENT

_WAKEUP_ST

OPED

唤醒已关闭

短语音识别-iOS-SDK

简介

本文档是百度语音开放平台iOS SDK的用户指南，描述了语音识别、长语音识别、语音唤醒语音识别、长语音识别、语音唤醒等相关接口的使用说明。 

版本更新版本更新

版本版本 日期日期 更新内容更新内容

3.0.10.0 2021-03-02 开启长语音模式代表使用实时语音识别接口，以实际调用接口时长计费

3.0.9.0 2020-01-07 修改默认的PID为1537

3.0.8.0 2019-10-23 增加了识别子错误状态

3.0.6.0 2019-05-05 增加对语音自训练平台的支持

3.0.5.7 2018-03-01 增加模拟器支持

3.0.5.6 2017-12-14 进入后台不打断识别和唤醒；错误修复；

/ 2017-12-08 语音在线识别模型升级，大幅度提升识别准确率！

兼容性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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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类别 兼容范围兼容范围

系统 支持iOS 8.0及以上系统

架构 armv7、arm64、i386、x86_64（模拟器架构暂不支持离线功能）

网络 支持移动网络、WIFI等网络环境

开发环境 工程内使用了LTO等优化选项，建议使用最新版本Xcode进行开发

资源占用描述资源占用描述

静态库占用:

SDK类型SDK类型 二进制增量二进制增量 __TEXT增量__TEXT增量

识别+唤醒 1.9M 1.0M~1.2M

资源占用：

资源名称资源名称 资源描述资源描述 备注备注

bds_easr_basic_model.dat 基础语言模型 必须引入

bds_easr_mfe_cmvn.dat, bds_easr_mfe_dnn.dat VAD(MFE)模型所需资源文件 需要MFE模式时引入

bds_easr_gramm.dat 离线语法资源文件 需要离线或唤醒功能时引入

bds_easr_wakeup_words.dat 唤醒词文件 需要唤醒时引入

bds_easr_input_model.dat 离线识别（输入法模式）资源文件 一般无需引入

SDK大小说明SDK大小说明

1. 由于 BITCODE 开启会导致二进制文件体积增大，这部分会在 APPStore 发布时进行进一步编译优化，并不会引起最终文件的

体积变化，故此处计算的是关闭 BITCODE 下的二进制增量。

2. .a中是多个架构做了合并，使用lipo可以看到细节。所以.a库文件本身很大，且打包出来的ipa也相对较大。但用户实际下载

到手机中会被AppStore优化，只下载用户设备需要的架构，所以实际在手机上占用的空间很小。

3. DemoApp（包括离线和唤醒）在iPhone6 10.2 中实际占用大小小于10M 

功能说明功能说明

BDSClientHeaders/ASR/Settings/BDSASRDefines.h 与 BDSASRParameters.h 头文件中包含了绝大多数SDK的可用配置参数及

说明。

语音识别音频数据源配置语音识别音频数据源配置

目前SDK支持三种音频数据源。说明如下：

音频数据源音频数据源 优先级优先级 说明说明

文件输入 高 16K采样率、单声道PCM格式音频文件

输入流 中 用以支持外接音源，如车载录音机

本地录音机 低 手机设备内置录音功能

1. 默认使用本地录音机，如设置过文件或输入流相关参数，将其置空即可恢复为默认设置；

2. 录音模块运行时，切换数据源不生效；

Architectures in the fat file:Architectures in the fat file:  

libBaiduSpeechSDK.a are: armv7 i386 x86_64 arm64libBaiduSpeechSDK.a are: armv7 i386 x86_64 arm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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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模块共享录音模块，重复设置会产生覆盖；

语音识别策略语音识别策略

目前SDK支持两种识别策略。说明如下：

识别策略识别策略 说明说明

在线识别 识别请求发至语音服务器进行解析

并行模式 离在线识别同时进行，取第一个返回的识别结果

引擎验证方法引擎验证方法

在线识别与唤醒都需要进行相关验证后方可使用：

引擎类型引擎类型 验证方法验证方法

在线识别
开放平台使用API/SECRET KEY + APPID进行验

证

离线识别 使用APPID进行验证

唤醒引擎 与离线识别验证方法一致

语音识别中的AudioSession语音识别中的AudioSession

语音识别SDK默认会将AudioSession的Category设置为AVAudioSessionCategoryPlayAndRecord，并在必要的时候调用setActive

接口对外部音频进行打断及恢复，如果开发者不希望SDK对AudioSession进行操作，可以通过参数配置接口，把

BDS_ASR_DISABLE_AUDIO_OPERATION对应的value设置为YES，即可屏蔽SDK内部的操作。

需要注意的是，SDK仍会对Category进行设置，只是屏蔽了setActive接口的调用，开发者可根据需求自行配置。

标点输出标点输出

如若需要输出标点，请先根据语言设置支持标点的PRODUCT_ID，同时关闭BDS_ASR_DISABLE_PUNCTUATION

PRODUCT_IDPRODUCT_ID

在线参数， 请根据语言， 输入法及是否需要在线语义，来选择PID。

语言：目前支持中文普通话，四川话，粤语，和英语四个

输入法模型：适用于较长的句子输入。默认有标点，不支持在线语义; 开启标点后，不支持本地语义。

在线语义：在线语义只支持普通话（本地语义也是只支持普通话）

// -- 开启标点输出 -----// -- 开启标点输出 -----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NO) forKey:BDS_ASR_DISABLE_PUNCTUATION];[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NO) forKey:BDS_ASR_DISABLE_PUNCTUATION];
// 普通话标点// 普通话标点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1537" forKey:BDS_ASR_PRODUCT_ID];[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1537" forKey:BDS_ASR_PRODUCT_ID];
// 英文标点// 英文标点
//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1737" forKey:BDS_ASR_PRODUCT_ID];//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1737" forKey:BDS_ASR_PRODUCT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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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DPID 语言语言 模型模型 是否有标点是否有标点 在线语义在线语义

1537 普通话 语音近场识别模型 有标点（逗号） 不支持

15372 普通话 语音近场识别模型 加强标点（逗号、句号、问号、感叹号） 不支持

15373 普通话 语音近场识别模型 加强标点（逗号、句号、问号、感叹号） 支持

1737 英语 无标点 不支持

17372 英语 加强标点（逗号、句号、问号） 不支持

1637 粤语 有标点（逗号） 不支持

16372 粤语 加强标点（逗号、句号、问号、感叹号） 不支持

1837 四川话 有标点（逗号） 不支持

1936 普通话 远场模型 有标点（逗号） 不支持

19362 普通话 远场模型 加强标点（逗号、句号、问号、感叹号） 不支持

19363 普通话 远场模型 加强标点（逗号、句号、问号、感叹号） 支持

原15361，15371，19361支持通用场景语义解析pid已全面升级为15363，15373，19363。语义理解协议升级，语义理

解准确率提升，覆盖更多语义场景。旧有pid（15361，15371，19361）将于2019年12月31日不再维护，请尽快切换升级

至对应新pid。

以上描述的“长句模型”与“长语音识别”是两个概念

PRODUCT_ID通过参数BDS_ASR_PRODUCT_ID来配置，如

注意：BDS_ASR_PRODUCT_ID参数会覆盖识别语言的设置 

语音自训练平台模型训练语音自训练平台模型训练

自训练平台可以认为是自定义词库的升级版本，可以更加直观地查看训练效果。同样使用您自定义的文本进行结果优化。

具体功能及使用说明请参考文档 “自训练平台手册”

如您需要在iOS SDK上添加模型训练的功能，可以在语音自训练平台上训练实时语音识别-中文普通话模型 

训练后的模型注意必须填写上线模型的模型参数，可在自训练平台的模型调用模块进行查看。

示例 ， 则调用websocket API时必须填写参数 dev_pid=1537或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1537" forKey:BDS_ASR_PRODUCT_ID];[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1537" forKey:BDS_ASR_PRODUCT_ID];

获取专属模型参数pid:1537或15372 modelid:1235获取专属模型参数pid:1537或15372 modelid: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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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72（PID功能见下表）；同时lm_id 设置为1235。

PIDPID 模型模型 是否有标点是否有标点

1537 中文普通话 无标点

15372 中文普通话 加强标点（逗号、句号、问号、感叹号）

自训练平台模型配置自训练平台模型配置

模型配置

标点配置

数字转换配置

Release NotesRelease Notes

20200107: release 3.0.9.020200107: release 3.0.9.0

修改默认pid为1537

20191223: release 3.0.8.020191223: release 3.0.8.0

增加了识别子错误状态

20190505: release 3.0.6.020190505: release 3.0.6.0

增加对语音自训练平台的支持

20180301: release 3.0.5.720180301: release 3.0.5.7

增加模拟器支持

20171214: release 3.0.5.620171214: release 3.0.5.6

进入后台不打断识别和唤醒；错误修复；

2017120820171208

语音在线识别模型升级，大幅度提升识别准确率！

调用流程

Demo工程Demo工程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1234) forKey:BDS_ASR_LM_ID];[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1234) forKey:BDS_ASR_LM_ID];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1537" forKey:BDS_ASR_PRODUCT_ID];[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1537" forKey:BDS_ASR_PRODUCT_ID];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EVR_PUNC_MODE_FULL) forKey:BDS_ASR_PUNCTUATION_EXT_MODE];  // 打开[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EVR_PUNC_MODE_FULL) forKey:BDS_ASR_PUNCTUATION_EXT_MODE];  // 打开
标点标点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EVR_PUNC_MODE_EMPTY) forKey:BDS_ASR_PUNCTUATION_EXT_MODE]; // 关闭[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EVR_PUNC_MODE_EMPTY) forKey:BDS_ASR_PUNCTUATION_EXT_MODE]; // 关闭
标点标点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EVR_PUNC_MODE_SIMPLE) forKey:BDS_ASR_PUNCTUATION_EXT_MODE]; // 删除[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EVR_PUNC_MODE_SIMPLE) forKey:BDS_ASR_PUNCTUATION_EXT_MODE]; // 删除
句末标点句末标点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EVR_PUNC_MODE_SIMPLEST) forKey:BDS_ASR_PUNCTUATION_EXT_MODE]; // 空[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EVR_PUNC_MODE_SIMPLEST) forKey:BDS_ASR_PUNCTUATION_EXT_MODE]; // 空
格替换全部标点格替换全部标点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NO) forKey:BDS_ASR_ENABLE_NUM_CONVERT_MODEL]; // 现在是二零零八年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NO) forKey:BDS_ASR_ENABLE_NUM_CONVERT_MODEL]; // 现在是二零零八年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YES) forKey:BDS_ASR_ENABLE_NUM_CONVERT_MODEL]; // 现在是2008年[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YES) forKey:BDS_ASR_ENABLE_NUM_CONVERT_MODEL]; // 现在是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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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建议在使用iOS SDK之前，运行并试用Demo工程相关功能，参考Demo工程的调用和配置的方式。强烈建议在使用iOS SDK之前，运行并试用Demo工程相关功能，参考Demo工程的调用和配置的方式。

1. 双击使用XCode打开 BDSClientSample/BDSClientSample.xcodeproj

2. 在控制台中新建应用，配置应用的BundleId为工程的BundleId，默认为com.baidu.speech.BDSClientSample

3. 修改 BDSClientSample/Modules/ASR/ASRViewController.m中的 API_KEY, SECRET_KEY, APP_ID

4. 确保网络通畅，运行工程

语音识别与唤醒语音识别与唤醒

添加Framework添加Framework

FrameworkFramework 描述描述

libc++.tbd 提供对C/C++特性支持

libz.1.2.5.tbd 提供gzip支持

libsqlite3.0.tbd 提供对本地数据库的支持

AudioToolbox 提供录音和播放支持

AVFoundation 提供录音和播放支持

CFNetwork 提供对网络访问的支持

CoreLocation 提供对获取设备地理位置的支持，以提高识别准确度

CoreTelephony 提供对移动网络类型判断的支持

SystemConfiguration 提供对网络状态检测的支持

GLKit 内置识别控件所需

添加头文件添加头文件

识别相关识别相关

如果只需要使用识别功能，只需要引入如下头文件：

唤醒相关唤醒相关

如果需要使用离线唤醒功能，需要引入如下头文件：

内置识别控件内置识别控件

如果需要使用内置识别控件，需要引入如下头文件：

###### import "BDSEventManager.h"###### import "BDSEventManager.h"
###### import "BDSASRDefines.h"###### import "BDSASRDefines.h"
###### import "BDSASRParameters.h"###### import "BDSASRParameters.h"

###### import "BDSWakeupDefines.h"###### import "BDSWakeupDefines.h"
###### import "BDSWakeupParameters.h"###### import "BDSWakeupParameters.h"

###### import "BDTheme.h"###### import "BDTheme.h"
###### import "BDRecognizerViewParamsObject.h"###### import "BDRecognizerViewParamsObject.h"
###### import "BDRecognizerViewController.h"###### import "BDRecognizerViewController.h"
###### import "BDRecognizerViewDelegate.h"###### import "BDRecognizerViewDelegat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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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静态库添加静态库

SDK提供的是静态库，开发者只需要将库文件拖入工程目录即可。对静态库有以下几点说明：

添加所需资源添加所需资源

提示音文件及识别控件所需主题文件提示音文件及识别控件所需主题文件

将开发包中BDSClientResource/ASR/BDSClientResources目录以“create folder references”方式添加到工程的资源Group中，注注

意使用"create groups"方式添加不能生效意使用"create groups"方式添加不能生效。

离线识别及唤醒所需资源文件离线识别及唤醒所需资源文件

将开发包中BDSClientResource/ASR/BDSClientEASRResources目录以"create groups"方式添加到工程目录下即可，资源文件

说明如下：

文件名文件名 说明说明

bds_easr_gramm.dat 离线识别引擎语法模式所需语法文件，在开放平台编辑自定义语法文件

bds_easr_basic_model.dat 基础资源文件，用于modelVAD、唤醒、离线语音识别语法模式

bds_easr_wakeup_words.dat 唤醒引擎所需唤醒词文件，在开放平台编辑自定义唤醒词

bds_easr_mfe_dnn.dat 基础资源文件，用于DNNMFE、唤醒、离线语音识别语法模式

bds_easr_mfe_cmvn.dat MFE CMVN文件,用于DNNMFE

bds_easr_dnn_wakeup_model.dat 用于DNNWakeup的模型文件

语音识别语音识别 语音识别包含数据上传接口和离在线识别接口，接口概述如下：

1. 在线语音识别支持识别任意词，离线语音识别仅支持命令词识别（语法模式）。

2. 单次短语音识别最长限制60秒。

在线识别在线识别

1. 静态库采用lipo命令将armv7，arm64的静态库合并成的一个通用的库文件，避免开发者在编译不同target时频繁替换的1. 静态库采用lipo命令将armv7，arm64的静态库合并成的一个通用的库文件，避免开发者在编译不同target时频繁替换的
问题；问题；
2. 模拟器版本只支持在线识别，不支持离线识别及唤醒功能;2. 模拟器版本只支持在线识别，不支持离线识别及唤醒功能;

1. 创建相关接口对象 (createEventManagerWithName:)1. 创建相关接口对象 (createEventManagerWithName:)
2. 设置代理对象 (setDelegate:)2. 设置代理对象 (setDelegate:)
3. 配置参数 (setParameter:forKey:)3. 配置参数 (setParameter:forKey:)
4. 发送预定义指令 (sendCommand:)4. 发送预定义指令 (sendCommand:)
5. 参数列表及相关预定义值可参考附录，或相关parameters头文件、defines头文件5. 参数列表及相关预定义值可参考附录，或相关parameters头文件、defines头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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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功能代理识别功能代理

语音识别状态、录音数据等回调均在此代理中发生，具体事件请参考Demo工程中对不同workStatus的处理流程。

离在线并行识别离在线并行识别

关于离线识别关于离线识别

注意

在线识别效果远优于离线识别，不推荐使用离线识别。

首次使用离线，SDK将会后台下载离线授权文件，成功后，授权文件有效期（三年）内无需联网。有效期即将结束后SDK

将自动多次尝试联网更新证书)。

使用离线识别必须正确配置BDS_ASR_OFFLINE_APP_CODE，并设置BDS_ASR_STRATEGY为离线在线并行。

离线识别 可识别自定义语法规则下的词，如“打电话给王五”，“打开微信”等。

// 创建语音识别对象// 创建语音识别对象
self.asrEventManager = [BDSEventManager createEventManagerWithName:BDS_ASR_NAME];self.asrEventManager = [BDSEventManager createEventManagerWithName:BDS_ASR_NAME];
// 设置语音识别代理// 设置语音识别代理
[self.asrEventManager setDelegate:self];[self.asrEventManager setDelegate:self];
// 参数配置：在线身份验证// 参数配置：在线身份验证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API_KEY, SECRET_KEY] forKey:BDS_ASR_API_SECRET_KEYS];[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API_KEY, SECRET_KEY] forKey:BDS_ASR_API_SECRET_KEYS];
//设置 APPID//设置 APPID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APP_ID forKey:BDS_ASR_OFFLINE_APP_CODE];[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APP_ID forKey:BDS_ASR_OFFLINE_APP_CODE];
// 发送指令：启动识别// 发送指令：启动识别
[self.asrEventManager sendCommand:BDS_ASR_CMD_START];[self.asrEventManager sendCommand:BDS_ASR_CMD_START];

@protocol BDSClientASRDelegate<NSObject>@protocol BDSClientASRDelegate<NSObject>
- (void)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tus:(int)workStatus obj:(id)aObj;- (void)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tus:(int)workStatus obj:(id)aObj;
@end@end

// 创建语音识别对象// 创建语音识别对象
self.asrEventManager = [BDSEventManager createEventManagerWithName:BDS_ASR_NAME];self.asrEventManager = [BDSEventManager createEventManagerWithName:BDS_ASR_NAME];
// 设置语音识别代理// 设置语音识别代理
[self.asrEventManager setDelegate:self];[self.asrEventManager setDelegate:self];
// 参数配置：在线身份验证// 参数配置：在线身份验证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API_KEY, SECRET_KEY] forKey:BDS_ASR_API_SECRET_KEYS];[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API_KEY, SECRET_KEY] forKey:BDS_ASR_API_SECRET_KEYS];
//设置 APPID//设置 APPID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APP_ID forKey:BDS_ASR_OFFLINE_APP_CODE];[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APP_ID forKey:BDS_ASR_OFFLINE_APP_CODE];
// 参数设置：识别策略为离在线并行// 参数设置：识别策略为离在线并行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EVR_STRATEGY_BOTH) forKey:BDS_ASR_STRATEGY];[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EVR_STRATEGY_BOTH) forKey:BDS_ASR_STRATEGY];
// 参数设置：离线识别引擎类型// 参数设置：离线识别引擎类型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EVR_OFFLINE_ENGINE_GRAMMER) forKey:BDS_ASR_OFFLINE_ENGINE_TYPE];[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EVR_OFFLINE_ENGINE_GRAMMER) forKey:BDS_ASR_OFFLINE_ENGINE_TYPE];
// 参数配置：命令词引擎语法文件路径。请从控制台的左侧功能栏进入“离线词&语义设置”模块，根据页面上的引导自行// 参数配置：命令词引擎语法文件路径。请从控制台的左侧功能栏进入“离线词&语义设置”模块，根据页面上的引导自行
定义词条和语法，并生成bsg文件。下载语法文件后，替换BDS_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参数定义词条和语法，并生成bsg文件。下载语法文件后，替换BDS_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参数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命令词引擎语法文件路径"[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命令词引擎语法文件路径"  
forKey:BDS_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forKey:BDS_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
// 参数配置：命令词引擎语言模型文件路径// 参数配置：命令词引擎语言模型文件路径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命令词引擎语言模型文件路径"[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命令词引擎语言模型文件路径"  
forKey:BDS_ASR_OFFLINE_ENGINE_DAT_FILE_PATH];forKey:BDS_ASR_OFFLINE_ENGINE_DAT_FILE_PATH];
// 发送指令：加载离线引擎// 发送指令：加载离线引擎
[self.asrEventManager sendCommand:BDS_ASR_CMD_LOAD_ENGINE];[self.asrEventManager sendCommand:BDS_ASR_CMD_LOAD_ENGINE];
// 发送指令：启动识别// 发送指令：启动识别
[self.asrEventManager sendCommand:BDS_ASR_CMD_START];[self.asrEventManager sendCommand:BDS_ASR_CMD_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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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语音控制台的左侧功能栏中，进入“离线词&语义设置”模块，根据页面上的引导自行定义词条和语法，并生成bsg文件。下

载语法文件后，设置BDS_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参数

具体示例如下：

长语音识别长语音识别

长语音识别对语音时长无限制，其本质是在本地进行VAD之后，由服务端逐句识别。

1. 使用长语音必须开启本地VAD: BDS_ASR_ENABLE_LOCAL_VAD

2. 使用长语音必须关闭提示音（Known issue）

VADVAD

端点检测，即自动检测音频输入的起始点和结束点。  如果需要自行控制识别

结束需关闭VAD，请同时关闭服务端VAD与端上VAD：

目前SDK支持两种本地端点检测方式。说明如下：

识别策略识别策略 说明说明

ModelVAD 检测更加精准，抗噪能力强，响应速度较慢

DNNMFE 提供基础检测功能，性能高，响应速度快

使用ModelVAD、DNN需通过参数配置开启该功能，并配置相应资源文件（基础资源文件）

ModelVADModelVAD

NSString* gramm_filepath = [[NSBundle mainBundle] pathForResource:@"bds_easr_gramm" ofType:@"dat"];;NSString* gramm_filepath = [[NSBundle mainBundle] pathForResource:@"bds_easr_gramm" ofType:@"dat"];;
NSString* lm_filepath = [[NSBundle mainBundle] pathForResource:@"bds_easr_basic_model" ofType:@"dat"];;NSString* lm_filepath = [[NSBundle mainBundle] pathForResource:@"bds_easr_basic_model" ofType:@"dat"];;
NSString* wakeup_words_filepath = [[NSBundle mainBundle] pathForResource:@"bds_easr_wakeup_words"NSString* wakeup_words_filepath = [[NSBundle mainBundle] pathForResource:@"bds_easr_wakeup_words"  
ofType:@"dat"];;ofType:@"dat"];;
[self.asrEventManager setDelegate:self];[self.asrEventManager setDelegate:self];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APP_ID forKey:BDS_ASR_OFFLINE_APP_CODE];[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APP_ID forKey:BDS_ASR_OFFLINE_APP_CODE];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lm_filepath forKey:BDS_ASR_OFFLINE_ENGINE_DAT_FILE_PATH];[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lm_filepath forKey:BDS_ASR_OFFLINE_ENGINE_DAT_FILE_PATH];
// 请在 (官网)[http://speech.baidu.com/asr] 参考模板定义语法，下载语法文件后，替换// 请在 (官网)[http://speech.baidu.com/asr] 参考模板定义语法，下载语法文件后，替换
BDS_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参数BDS_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参数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gramm_filepath forKey:BDS_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gramm_filepath forKey:BDS_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wakeup_words_filepath[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wakeup_words_filepath  
forKey:BDS_ASR_OFFLINE_ENGINE_WAKEUP_WORDS_FILE_PATH];forKey:BDS_ASR_OFFLINE_ENGINE_WAKEUP_WORDS_FILE_PATH];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NO) forKey:BDS_ASR_NEED_CACHE_AUDIO];[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NO) forKey:BDS_ASR_NEED_CACHE_AUDIO];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 forKey:BDS_ASR_OFFLINE_ENGINE_TRIGGERED_WAKEUP_WORD];[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 forKey:BDS_ASR_OFFLINE_ENGINE_TRIGGERED_WAKEUP_WORD];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YES) forKey:BDS_ASR_ENABLE_LONG_SPEECH];[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YES) forKey:BDS_ASR_ENABLE_LONG_SPEECH];
// 长语音请务必开启本地VAD// 长语音请务必开启本地VAD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YES) forKey:BDS_ASR_ENABLE_LOCAL_VAD];[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YES) forKey:BDS_ASR_ENABLE_LOCAL_VAD];

SDK默认开启VAD，检测到静音后自动停止识别。SDK默认开启VAD，检测到静音后自动停止识别。

// 关闭服务端VAD// 关闭服务端VAD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NO) forKey:BDS_ASR_ENABLE_EARLY_RETURN];[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NO) forKey:BDS_ASR_ENABLE_EARLY_RETURN];
// 关闭本地VAD// 关闭本地VAD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NO) forKey:BDS_ASR_ENABLE_LOCAL_VAD];[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NO) forKey:BDS_ASR_ENABLE_LOCAL_V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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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NMFEDNNMFE

DNNMFE 支持设置静音时长（需要同时关闭服务端VAD与端上VAD）。设置以下两个参数，单位为帧数，每帧10ms。如需设置

为 5s：

必须为浮点类型。

语义理解语义理解

语义解析可以识别用户的意图并提取用户表述中的关键内容，从而帮助开发者理解用户需求。如“北京天气”，“打电话给张

三”等。语义理解包括本地语义和在线语义。

目前仅中文普通话支持语义理解。

使用在线语义，必须设置BDS_ASR_PRODUCT_ID为15373，完整的PRODUCT_ID列表请参考章节PRODUCT_ID

为基础模型的product_id即可。

注意：BDS_ASR_PRODUCT_ID参数会覆盖识别语言的设置 如果默认的语义无法满足要求，建议开发者使用UNIT 2.0，拥有

完备的语义理解和交互功能。

语音唤醒语音唤醒

语音唤醒，需要配置所需语言模型文件(基础资源文件)语言模型文件(基础资源文件)及官网导出的自定义唤醒词文件唤醒词文件，配置后加载引擎，即可进行开始唤

醒。需要注意的是，唤醒引擎开启后会保持录音机为启动状态，用户说出正确的唤醒词后会触发唤醒，通过相关回调反馈给应

用程序。

语音唤醒为离线功能，需配置离线授权信息(APP_ID)，加载唤醒所需语言模型文件，接口与语音识别接口相同。

基于多种因素考虑，在App进入后台后，唤醒将会被打断。

//获取VAD模型的路径//获取VAD模型的路径
NSString *modelVAD_filepath = [[NSBundle mainBundle] pathForResource:@"bds_easr_basic_model" ofType:@"dat"];NSString *modelVAD_filepath = [[NSBundle mainBundle] pathForResource:@"bds_easr_basic_model" ofType:@"dat"];
//设置modelVAD的文件路径//设置modelVAD的文件路径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modelVAD_filepath forKey:BDS_ASR_MODEL_VAD_DAT_FILE];[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modelVAD_filepath forKey:BDS_ASR_MODEL_VAD_DAT_FILE];
//设置ModelVAD可用//设置ModelVAD可用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YES) forKey:BDS_ASR_ENABLE_MODEL_VAD];[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YES) forKey:BDS_ASR_ENABLE_MODEL_VAD];

NSString *mfe_dnn_filepath = [[NSBundle mainBundle] pathForResource:@"bds_easr_mfe_dnn" ofType:@"dat"];NSString *mfe_dnn_filepath = [[NSBundle mainBundle] pathForResource:@"bds_easr_mfe_dnn" ofType:@"dat"];
//设置MFE模型文件//设置MFE模型文件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mfe_dnn_filepath forKey:BDS_ASR_MFE_DNN_DAT_FILE];[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mfe_dnn_filepath forKey:BDS_ASR_MFE_DNN_DAT_FILE];
NSString *cmvn_dnn_filepath = [[NSBundle mainBundle] pathForResource:@"bds_easr_mfe_cmvn" ofType:@"dat"];NSString *cmvn_dnn_filepath = [[NSBundle mainBundle] pathForResource:@"bds_easr_mfe_cmvn" ofType:@"dat"];
//设置MFE CMVN文件路径//设置MFE CMVN文件路径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cmvn_dnn_filepath forKey:BDS_ASR_MFE_CMVN_DAT_FILE];[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cmvn_dnn_filepath forKey:BDS_ASR_MFE_CMVN_DAT_FILE];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501.f) forKey:BDS_ASR_MFE_MAX_SPEECH_PAUSE];[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501.f) forKey:BDS_ASR_MFE_MAX_SPEECH_PAUSE];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500.f) forKey:BDS_ASR_MFE_MAX_WAIT_DURATION];[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500.f) forKey:BDS_ASR_MFE_MAX_WAIT_DURATION];

// 开启离线语义(本地语义)// 开启离线语义(本地语义)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YES) forKey:BDS_ASR_ENABLE_NLU];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YES) forKey:BDS_ASR_ENABLE_NLU]; 
// 开启在线语义// 开启在线语义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1537~~~~3" forKey:BDS_ASR_PRODUCT_ID];[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1537~~~~3" forKey:BDS_ASR_PRODUCT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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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示例代码示例

唤醒功能回调接口唤醒功能回调接口

唤醒辅助识别唤醒辅助识别

使用唤醒的一种需求场景是唤醒后立刻识别，以唤醒词为百度以下百度以下举例，用户可能的输入为百度以下，北京天气怎么样？百度以下，北京天气怎么样？如果

开发者需要对该种场景进行支持，请按如下操作：

1. 正确配置唤醒引擎，语言模型文件及唤醒词文件，并加载引擎；

2. 开启唤醒，接收用户语音输入；

3. 在唤醒的唤醒词触发回调中，配置BDS_ASR_NEED_CACHE_AUDIO为YES到识别引擎，正常识别请将该值设为NO；

4. 调用识别引擎开启识别过程；

输入参数

语音识别语音识别

预定义命令预定义命令

语音识别目前支持的命令如下：

// 创建语音识别对象// 创建语音识别对象
self.wakeupEventManager = [BDSEventManager createEventManagerWithName:BDS_WAKEUP_NAME];self.wakeupEventManager = [BDSEventManager createEventManagerWithName:BDS_WAKEUP_NAME];
// 设置语音唤醒代理// 设置语音唤醒代理
[self.wakeupEventManager setDelegate:self];[self.wakeupEventManager setDelegate:self];
// 参数配置：离线授权APPID// 参数配置：离线授权APPID
[self.wakeup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APP_ID forKey:BDS_WAKEUP_APP_CODE];[self.wakeup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APP_ID forKey:BDS_WAKEUP_APP_CODE];
// 参数配置：唤醒语言模型文件路径, 默认文件名为 bds_easr_basic_model.dat// 参数配置：唤醒语言模型文件路径, 默认文件名为 bds_easr_basic_model.dat
[self.wakeup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唤醒语言模型文件路径" forKey:BDS_WAKEUP_DAT_FILE_PATH];[self.wakeup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唤醒语言模型文件路径" forKey:BDS_WAKEUP_DAT_FILE_PATH];
// 发送指令：加载语音唤醒引擎// 发送指令：加载语音唤醒引擎
[self.wakeupEventManager sendCommand:BDS_WP_CMD_LOAD_ENGINE];[self.wakeupEventManager sendCommand:BDS_WP_CMD_LOAD_ENGINE];
//设置唤醒词文件路径//设置唤醒词文件路径
// 默认的唤醒词文件为"bds_easr_wakeup_words.dat"，包含的唤醒词为"百度以下"// 默认的唤醒词文件为"bds_easr_wakeup_words.dat"，包含的唤醒词为"百度以下"
// 如需自定义唤醒词，请在 http://ai.baidu.com/tech/speech/wake 中评估并下载唤醒词文件，替换此参数// 如需自定义唤醒词，请在 http://ai.baidu.com/tech/speech/wake 中评估并下载唤醒词文件，替换此参数
 [self.wakeup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唤醒词文件路径”forKey:BDS_WAKEUP_WORDS_FILE_PATH] [self.wakeup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唤醒词文件路径”forKey:BDS_WAKEUP_WORDS_FILE_PATH]
// 发送指令：启动唤醒// 发送指令：启动唤醒
[self.wakeupEventManager sendCommand:BDS_WP_CMD_START];[self.wakeupEventManager sendCommand:BDS_WP_CMD_START];

@protocol BDSClientWakeupDelegate<NSObject>@protocol BDSClientWakeupDelegate<NSObject>
- (void)WakeupClientWorkStatus:(int)workStatus obj:(id)aObj;- (void)WakeupClientWorkStatus:(int)workStatus obj:(id)aObj;
@end@end

// 如需要唤醒后立刻进行识别，为保证不丢音，启动语音识别前请添加如下配置，获取录音缓存：// 如需要唤醒后立刻进行识别，为保证不丢音，启动语音识别前请添加如下配置，获取录音缓存：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YES) forKey:BDS_ASR_NEED_CACHE_AUDIO];[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YES) forKey:BDS_ASR_NEED_CACHE_A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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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命令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BDS_ASR_CMD_START 启动识别

BDS_ASR_CMD_STOP 结束语音输入，等待识别完成

BDS_ASR_CMD_CANCEL 取消本次识别

BDS_ASR_CMD_LOAD_ENGINE 加载离线引擎，如使用离线识别，在启动识别前需调用此命令

BDS_ASR_CMD_UNLOAD_ENGINE 卸载离线引擎，如改变离线配置参数，需重新加载离线引擎

参数说明参数说明

通过配置不同的参数，语音识别提供丰富的功能，说明如下：

在线引擎身份验证在线引擎身份验证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说明说明

BDS_ASR_API_SECRET_KEYS 开放平台设置API_KEY and SECRET_KEY

BDS_ASR_PRODUCT_ID 内部产品设置产品ID

离线引擎身份验证离线引擎身份验证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说明说明

BDS_ASR_OFFLINE_LICENSE_FILE_PATH 离线授权文件路径

BDS_ASR_OFFLINE_APP_CODE
离线授权所需APPCODE（APPID），

如使用该方式进行正式授权，请移除临时授权文件

识别器参数配置识别器参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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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说明说明

BDS_ASR_SAMPLE_RATE 设置录音采样率，自动模式根据当前网络情况自行调整

BDS_ASR_STRATEGY 语音识别策略

BDS_ASR_LANGUAGE 设置识别语言

BDS_ASR_ENABLE_NLU 开启语义解析，将返回包含语义的json串

BDS_ASR_DISABLE_PUNCTUATION 关闭输出标点

BDS_ASR_PUNCTUATION_EXT_MOD 扩展标点模式，使用请确保BDS_ASR_DISABLE_PUNCTUATION参数为NO

BDS_ASR_ENABLE_LOCAL_VAD 是否需要对录音数据进行端点检测，如果关闭，请同时关闭服务端提前返回

BDS_ASR_ENABLE_EARLY_RETURN
服务端开启提前返回，即允许服务端在未收到客户端发送的结束标志前提前结束识别过

程

BDS_ASR_ENABLE_MODEL_VAD 是否使用ModelVAD，打开需配置资源文件参数

BDS_ASR_MODEL_VAD_DAT_FILE ModelVAD所需资源文件路径

BDS_ASR_VAD_ENABLE_LONG_PRES

S
设置VAD模式为长按（特殊情况设置）

BDS_ASR_MFE_DNN_DAT_FILE 设置MFE模型文件

BDS_ASR_MFE_CMVN_DAT_FILE 设置MFE CMVN文件路径

BDS_ASR_MFE_MAX_WAIT_DURATIO

N
设置DNNMFE最大等待语音时间

BDS_ASR_MFE_MAX_SPEECH_PAUS

E
设置DNNMFE切分门限

BDS_ASR_ENABLE_LONG_SPEECH 是否启用长语音识别

音频相关音频相关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说明说明

BDS_ASR_AUDIO_FILE_PATH 设置音频文件路径（数据源）

BDS_ASR_AUDIO_INPUT_STREAM 设置音频输入流（数据源）

BDS_ASR_PLAY_TONE 识别提示音设置，需添加相应声音文件，可替换

BDS_ASR_DISABLE_AUDIO_OPERATION 屏蔽SDK内部设置AudioSession的Active状态

日志级别日志级别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说明说明

BDS_ASR_DEBUG_LOG_LEVEL 指定调试日志级别

离线识别相关离线识别相关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说明说明

BDS_ASR_OFFLINE_ENGINE_TYPE 离线识别引擎类型

BDS_ASR_OFFLINE_ENGINE_DAT_FILE_PATH 离线识别资源文件路径

BDS_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 离线识别语法文件路径

BDS_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SLOT 语法模式离线语法槽，使用该参数更新离线语法文件

唤醒后立刻识别相关唤醒后立刻识别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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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说明说明

BDS_ASR_OFFLINE_ENGINE_WAKEUP_WORDS

_FILE_PATH

唤醒词文件路径，使用了唤醒并使用离线语法识别的情况下需要设置，其他

情况请忽略该参数

BDS_ASR_OFFLINE_ENGINE_TRIGGERED_WAK

EUP_WORD

当前触发唤醒词，唤醒后立即调用识别的情况下配置，其他情况请忽略该参

数

BDS_ASR_NEED_CACHE_AUDIO 唤醒后立刻进行识别需开启该参数，其他情况请忽略该参数

服务端配置相关服务端配置相关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说明说明

BDS_ASR_SERVER_URL 设置服务器地址

BDS_ASR_BROWSER_USER_AGENT
设置浏览器标识(Http request header)，资源返回时会根据UA适

配

语音唤醒语音唤醒

预定义命令预定义命令

语音唤醒目前支持的命令如下：

命令命令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BDS_WP_CMD_START 启动唤醒

BDS_WP_CMD_STOP 关闭唤醒，释放内存需调用卸载命令

BDS_WP_CMD_LOAD_ENGINE 加载唤醒引擎

BDS_WP_CMD_UNLOAD_ENGINE 卸载唤醒引擎，如改变了引擎参数，请重新加载

参数说明参数说明

为使唤醒引擎正常工作，开发者需了解以下参数：

基本配置基本配置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说明说明

BDS_WAKEUP_WORDS_FILE_PATH 唤醒词文件路径，从开放平台获取该文件

BDS_WAKEUP_DAT_FILE_PATH 唤醒引擎模型文件路径

BDS_WAKEUP_APP_CODE 离线正式授权所需APPCODE，即APPID

BDS_WAKEUP_LICENSE_FILE_PATH 离线授权文件路径，正式授权需移除该文件

BDS_WAKEUP_WORK_QUEUE 指定SDK工作队列

音频相关音频相关

音频相关的参数与识别引擎共享，如同时使用，只需配置一次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说明说明

BDS_WAKEUP_AUDIO_FILE_PATH 设置音频文件路径（数据源）

BDS_WAKEUP_AUDIO_INPUT_STREAM 设置音频输入流（数据源）

BDS_WAKEUP_DISABLE_AUDIO_OPERATION 屏蔽SDK内部设置AudioSession的Active状态

输出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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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状态识别状态

语音识别回调状态如下：

识别状态识别状态 返回值说明返回值说明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E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tusStartWorkI

ng
nil 识别工作开始，开始采集及处理数据

E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tusStart nil 检测到用户开始说话

E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tusEnd nil
本地声音采集结束结束，等待识别结果返回并结束

录音

E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tusNewRecord

Data
NSData-原始音频数据 录音数据回调

E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tusFlushData NSDictionary-中间结果 连续上屏

E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tusFinish
NSDictionary-最终识别结

果
语音识别功能完成，服务器返回正确结果

E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tusMeterLevel NSNumber:int-当前音量 当前音量回调

E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tusCancel nil 用户取消

E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tusError NSError-错误信息 发生错误

E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tusLoaded nil 离线引擎加载完成

E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tusUnLoaded nil 离线引擎卸载完成

E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tusChunkThird

Data
NSData CHUNK: 识别结果中的第三方数据

E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tusChunkNlu NSData CHUNK: 识别结果中的语义结果

E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tusChunkEnd NSString CHUNK: 识别过程结束

E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tusFeedback NSString Feedback: 识别过程反馈的打点数据

E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tusRecorderEn

d
nil

录音机关闭，页面跳转需检测此时间，规避状态条

(iOS)

E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tusLongSpeec

hEnd
nil 长语音结束状态

唤醒状态唤醒状态

语音唤醒回调状态如下：

唤醒状态唤醒状态 返回值说明返回值说明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EWakeupEngineWorkStatusStarted nil 引擎开始工作

EWakeupEngineWorkStatusStopped nil 引擎关闭完成

EWakeupEngineWorkStatusLoaded nil 唤醒引擎加载完成

EWakeupEngineWorkStatusUnLoaded nil 唤醒引擎卸载完成

EWakeupEngineWorkStatusTriggered NSString-唤醒词 命中唤醒词

EWakeupEngineWorkStatusError NSError-错误信息 引擎发生错误

实时语音识别-Android-SDK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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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概述

本文档是百度语音开放平台Android SDK的用户指南，描述了短语音识别、实时语音识别、离线自定义命令词识别、远场语音短语音识别、实时语音识别、离线自定义命令词识别、远场语音

识别、语音唤醒、语义解析与对话管理识别、语音唤醒、语义解析与对话管理等相关接口的使用说明。SDK内部均为采用流式协议，即用户边说边处理。区别于

Restapi需要上传整个录音文件。

短语音识别和实时语音识别在Android SDK中，通过开关进行控制。打开实时语音开关即为实时语音识别服务；关闭实时语音

开关即为短语音识别服务，单次可识别60s时长。开关设置详情请查看输入参数 

版本更新版本更新

jar 文件名jar 文件名 日期日期 更新内容更新内容

bdasr_V3_20210521__0

ddfe93.jar

2021-

06-04
修复SDK中unit功能无法使用问题

bdasr_V3_20201116_93

b546d.jar

2021-

03-02

新增长语音参数BDS_ASR_ENABLE_LONG_SPEECH；开启长语音模式代表使用实时语音

识别接口，以实际调用接口时长计费

bdasr_V3_20191210_81

acdf5.jar

2020-

01-06
修改默认的PID为1537

bdasr_V3_20191017_81

d0afc.jar

2019-

10-30
不再依赖READ_PHONE_STATE权限 ；优化鉴权报错

bdasr_V3_20190515_c9

eed5d.jar

2019-

06-05
添加API LEVEL 28的编译支持

bdasr_V3_20180801_d6

f298a.jar

2018-

08-13
修复本地语义无法在线时使用；修复长语音回调

兼容性兼容性

类别类别 兼容范围兼容范围

系统 支持Android 4.0.3 以上版本 API LEVEL 15

机型 上市的android手机和平板。对其它android设备及订制系统不做官方支持对其它android设备及订制系统不做官方支持

硬件要求 要求设备上有麦克风

网络 支持移动网络（不包括2G）、WIFI等网络环境

开发环境 建议使用最新版本Android Studio 进行开发

功能简介功能简介 语音识别Android SDK 功能 主要分为语音识别 及 语义理解与对话管理

1. 语音识别： 将录音转为文字。目前在线识别支持普通话、英文、粤语和四川话。

2. 语义理解与对话管理： 提取语音识别出的文字的意图与关键信息，并做出回应。

音频格式要求:音频格式要求:

默认为麦克风输入，可以设置参数为pcmpcm格式16k16k采样率，16bit，小端序，单声道16bit，小端序，单声道的音频流输入。 语音识别语音识别

语音识别，可以分为在线识别，离线命令词，及唤醒词

1. 在线识别： 即联网使用的识别功能，支持自定义词库及自训练平台。目前在线识别支持普通话、英文、粤语和四川话，通

过在请求时配置不同的pid参数，选择对应模型。默认为麦克风输入，可以设置参数为pcm格式16k采样率，16bit，小端

序，单声道的音频流输入。

2. 离线命令词： 断网时识别固定的预定义短语（定义在bsg文件中），SDK强制优先使用在线识别。 断网时激活，只能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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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定义的短语。联网时，强制使用在线识别。固定短语的语法需要从控制台“离线词&本地语义”模块预定义并下载为

baidu_speech_grammar.bsg文件

3. 唤醒词：识别预定义的“关键词”， 这个“关键词”必须在一句话的开头。 本地功能，不需要网络。唤醒词即识别“关键词”，当

SDK的识别引擎“听到”录音中的关键词后，立即告知用户。与android系统的锁屏唤醒完全无关。关键词和离线命令词一样，

需要预定义并下载为WakeUp.bin文件

没有离线任意语句识别及声纹识别功能 目前没有公开版本的离线任意语句识别及声纹识别没有离线任意语句识别及声纹识别功能 目前没有公开版本的离线任意语句识别及声纹识别 在线识别在线识别

在线是指手机联网时(3G 4G 5G wifi)，

在线识别，可以分为：

1. 在线普通识别： 流式识别出识别用户输入的录音音频流，支持普通话、英文、粤语和四川话。限制60s时长。

2. 在线长语音识别： 在线普通识别的基础上，没有60s时长的限制。 在线识别可以测试DEMO中的第一个按钮“在线识别”。

在线识别的三种模型：

1. 输入法模型（推荐）：适合长句输入，模型及识别效果类似百度输入法。

2. 远场模型：针对离麦克风较远的音频输入。

自定义词库自定义词库

设置方法：

登录百度云-管理中心“管理应用”“选择应用”“语音识别词库设置”右侧“进行设置”；

设置效果：

1. 可以自定义识别词，提升准确率。

2. 仅在普通话输入法模型下生效。

3. 自定义词库适合短句，保证词库中一模一样的短句可以被识别出。

4. 词库中的分词优先级较高。

举例举例 词库定义了1个短句 :1 .“摆渡船来了”百度内部处理的可能的分词结果：摆渡船来 了。

以下录音的结果

1. 原始音频：摆渡船来了 =》识别结果： 摆渡船来了 【保证结果】

2. 原始音频：摆渡船来了么 =》识别结果： 百度传来了么 【可能结果，不保证】

3. 原始音频：摆渡船来 =》 识别结果： 百度传来 【可能结果，不保证】

4. 原始音频：百度传来了喜讯 =》 识别结果： 摆渡船来了喜讯 【不保证，词库内的分词优先级高】

最好在1万行以内。

副作用：如果用户的测试集中包含大量非自定义词表的query，整体上准确率下降。

语音自训练平台模型训练语音自训练平台模型训练

自训练平台可以认为是自定义词库的升级版本，可以更加直观地查看训练效果。同样使用您自定义的文本进行结果优化。

具体功能及使用说明请参考文档 “自训练平台手册”

离线命令词离线命令词

离线命令词，联网时，强制使用在线识别，在断网时或在线请求超时时，使用离线命令词功能。离线命令词功能不支持任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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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的识别，只能识别预定义的固定短语。

唤醒词唤醒词

唤醒词即识别预定义的“关键词”。与在线长语音识别不同，长语音识别会返回所有识别结果，唤醒词只会识别出您预先定义的

关键词。与android本身的锁屏唤醒没有任何关系。

唤醒词是本地功能，正常使用时无需联网。 在http://ai.baidu.com/tech/speech/wakehttp://ai.baidu.com/tech/speech/wake页面下方可以自行定义bin文件。百度语

音提供了近15个预定义唤醒词，效果有优化。也可以自定义唤醒词，效果不如预定义唤醒词。bin文件中最多可以有10个唤醒

词，其中自定义唤醒词不超过3个，并且2个字的预定义唤醒词不超过3个。进行唤醒词操作前必须要有相对静音进行唤醒词操作前必须要有相对静音。

语义语义

语义包括理解与对话管理，可用于提取语音识别出的文字的意图与关键信息，并做出回应。目前,百度语音识别技术已和百度

NLP实现了流程打通。NLP部分由百度语义理解与对话管理平台UNIT提供。语音识别Android SDK提供了3种对接语义的方式：

在线语义在线语义：

百度UNIT： 对话理解与交互技术平台，开发者可根据业务需要定制对话系统，也可以直接使用UNIT预置的对话能力。

通用场景语义解析： 基于百度UNIT搭建的常见场景的语义理解（不含对话管理能力）。

本地语义本地语义：

在任意网络下都可使用，android sdk内部根据设置的bsg文件的定义进行离线命令词语义解析

录音环境录音环境

百度短语音识别（含唤醒）要求安静的环境，真人的正常语速的日常用语，并且不能多个人同时发音。

以下场景讲会导致识别或者唤醒效果变差，错误，甚至没有结果：以下场景讲会导致识别或者唤醒效果变差，错误，甚至没有结果：

1. 吵杂的环境

2. 有背景音乐，包括扬声器在播放百度合成的语音。

3. 离麦克风较远的场景应该选择远场语音识别。

以下场景的录音可能没有正确的识别结果：以下场景的录音可能没有正确的识别结果：

1. 音频里有技术专业名称或者用语 （技术专业名称请到自训练平台改善）

2. 音频里是某个专业领域的对话，非日常用语。比如专业会议，动画片等

百度识别和合成sdk相互独立，没有类似“相互抵消“的功能。 建议先收集一定数量的真实环境测试集，按照测试集评估及反

馈。

DEMO压缩包说明DEMO压缩包说明

DEMO压缩包下载即可运行，其中DEMO内已经附带了SDK的库。

bdasr_V3_xxx_xxx.jar 位于 core/libs 目录下。

armeabi，armeabi-v7a，arm64-v8a，x86，x86_64 5个架构目录位于core/src/main/jniLibs 目录下

demo 根目录下有readme_README_IMPORTANT.txt，使用前请先读完。demo 根目录下有readme_README_IMPORTANT.txt，使用前请先读完。 demo 根目录下有doc_integration_DOCUMENT目录，demo 根目录下有doc_integration_DOCUMENT目录，

里面有demo的测试图文教程和集成图文教程。里面有demo的测试图文教程和集成图文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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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授权正式授权

唤醒词和离线命令词功能需要一个正式授权文件。正式授权由SDK内部管理，无对外接口。正式授权文件在第一次联网使用

SDK识别功能下载，比如第一次在线联网使用唤醒词功能或第一次在线识别后，SDK自动下载正式授权文件。正式授权文件有

效期为应用新建后的35个月。在最后一个月，SDK一旦发现正式授权文件失效或即将失效，会尝试更新授权文件

注意，appId appKey appSecret包名（applicationId）4个必须完全正确，才能自动下载正式授权文件。

通用录音设置通用录音设置

下面2个参数设置识别和唤醒都可以使用；

引入外部音频文件引入外部音频文件

SDK默认麦克风的音频输入，可以改为用户自定义的音频文件或者自定义的音频流。IN_FILEIN_FILE该参数可以引入音频文件或者

InputStream语音流进行识别，适用于对于音频输入有定制化的情况。音频格式为pcm，16000采样率，16bit，单声道，小端

序；

IN_FILE引入外部音频文件(识别和唤醒都可使用)IN_FILE引入外部音频文件(识别和唤醒都可使用)

DEMO中测试方法：(具体可参见识别安卓SDK测试文档)

demo测试：点击 在线识别=>设置=>外部音频=>16k_test.pcm,16k采样的测试音频

请求示例： 使用本地音频文件16k_test.pcm识别

外部音频流， 格式如：”#com.test.Factory.create16KInputStream()”，具体见

高级的使用说明见doc_integration_DOCUMENT/N_FILE-inputstream.md文档说明

保存录音文件保存录音文件

SDK在识别的同时，可以把识别的音频保存下来，比如用于复现。OUT_FILEOUT_FILE该参数可以保存录音文件。该参数需要设置

ACCEPT_AUDIO_DATA参数；反馈问题时，请先使用该参数保存音频文件，使用上面的IN_FILE参数复现。

OUT_FILE 保存录音文件OUT_FILE 保存录音文件

DEMO中测试方法：(具体可参见识别安卓SDK测试文档)

demo测试：点击 在线识别设置保存音频开启音频回调。

请求示例：保存音频到 /storage/emulated/0/baiduASR/outfile.pcm

其它更新请看DEMO中的changlog文件

SDK库文件SDK库文件

{{"accept-audio-volume""accept-audio-volume"::falsefalse,,"infile""infile"::"res:\/\/\/com\/baidu\/android\/voicedemo\/16k_test.pcm""res:\/\/\/com\/baidu\/android\/voicedemo\/16k_test.pcm"}}

{{"accept-audio-volume""accept-audio-volume"::falsefalse,,"infile""infile"::"#com.test.Factory.create16KInputStream()""#com.test.Factory.create16KInputStream()"}}

{{"accept-audio-data""accept-audio-data"::truetrue,,"accept-audio-volume""accept-audio-volume"::falsefalse,,"outfile""outfile"::"\/storage\/emulated\/0\/baiduASR\/outfile.pcm""\/storage\/emulated\/0\/baiduASR\/outfile.p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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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名称资源名称 资源大小资源大小 资源描述资源描述

bdasr_V3_xxx_xxx.jar 约130KB jar 库

NDK so库架构NDK so库架构

共计5个架构目录：armeabi，armeabi-v7a，arm64-v8a，x86，x86_64，每个架构下均有以下5个so库文件。

资源名称资源名称 资源大小资源大小

libBaiduSpeechSDK.so 约700K

libbd_easr_s1_merge_normal_20151216.dat.so 约2.2M

libbdEASRAndroid.so 约400K

libbdSpilWakeup.so 约1.3M

libvad.dnn.so 约40K

NDK so库精简NDK so库精简

如果为了节省安装包体积，可以只使用armeabi目录，性能损失微小。

如果只需要在线识别功能，仅需要libBaiduSpeechSDK.so libvad.dnn.so 这2个so文件。

调用流程

DEMO在SDK的基础上，封装了输入和输出格式，您可以直接使用SDK，或者使用DEMO封装好SDK接口的类。 使用SDK方式的

话，比较底层，需要自行实现一部分逻辑。可以参考DEMO中对SDK的调用封装。基于SDK集成和基于DEMO集成方式2选1即基于SDK集成和基于DEMO集成方式2选1即

可。可。

在线识别调用流程在线识别调用流程 调用流程调用流程 SDK 的调用过程可以参见DEMO中的ActivityMiniRecog类

DEMO的调用过程可以参考DEMO中的ActivityAbstractRecog类

11 初始化初始化

1.11.1 初始化EventManager对象初始化EventManager对象

SDK中，通过工厂创建语音识别的事件管理器。注意识别事件管理器只能维持一个，请勿同时使用多个实例。即创建一个新的

识别事件管理器后，之前的那个置为null，并不再使用。

详见ActivityMiniRecog类中”基于sdk集成1.1 初始化EventManager对象"

1.21.2 自定义输出事件类自定义输出事件类

SDK中，需要实现EventListener的输出事件回调接口。该类需要处理SDK在识别过程中的回调事件。可以参考DEMO中对SDK的

调用封装。

EventManagerEventManager asr  asr ==  EventManagerFactoryEventManagerFactory..createcreate((thisthis,,  "asr""asr"));;  
// this是Activity或其它Context类// this是Activity或其它Context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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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ActivityMiniRecog类中”基于sdk集成1.2 自定义输出事件类"

1.3 注册自己的输出事件类1.3 注册自己的输出事件类

详见ActivityMiniRecog类中”基于sdk集成1.3 注册自己的输出事件类”

DEMO中，以上两步合并为

详见ActivityAbstractRecog类中”基于DEMO集成第1.1, 1.2, 1.3 步骤 初始化EventManager类并注册自定义输出事件

22 开始识别开始识别

开始事件的参数可以参见"输入和输出参数"。

2.12.1 设置识别输入参数设置识别输入参数

SDK中，您需要根据文档或者demo确定您的输入参数。DEMO中有UI界面简化选择和测试过程。demo中，在点击“开始录音”按

钮后，您可以在界面或者日志中看见ASR_START事件的json格式的参数。

EventListenerEventListener yourListener  yourListener ==  newnew  EventListenerEventListener(())  {{
  @Override@Override
  publicpublic  voidvoid  onEventonEvent((StringString name name,,  StringString params params,,  bytebyte  [[]] data data,,  intint offset offset,,  intint length length))  {{
    ifif((namename..equalsequals((SpeechConstantSpeechConstant..CALLBACK_EVENT_ASR_READYCALLBACK_EVENT_ASR_READY)))){{
      // 引擎就绪，可以说话，一般在收到此事件后通过UI通知用户可以说话了// 引擎就绪，可以说话，一般在收到此事件后通过UI通知用户可以说话了
    }}
    ifif((namename..equalsequals((SpeechConstantSpeechConstant..CALLBACK_EVENT_ASR_PARTIALCALLBACK_EVENT_ASR_PARTIAL)))){{
      // 一句话的临时结果，最终结果及语义结果// 一句话的临时结果，最终结果及语义结果
    }}
      // ... 支持的输出事件和事件支持的事件参数见“输入和输出参数”一节// ... 支持的输出事件和事件支持的事件参数见“输入和输出参数”一节
  }}
}};;

asrasr..registerListenerregisterListener((yourListeneryourListener));;

IRecogListenerIRecogListener listener  listener ==  newnew  MessageStatusRecogListenerMessageStatusRecogListener((handlerhandler));;

// 可以传入IRecogListener的实现类，也可以如SDK，传入EventListener实现类// 可以传入IRecogListener的实现类，也可以如SDK，传入EventListener实现类

//如果传入IRecogListener类，在RecogEventAdapter为您做了大多数的json解析。//如果传入IRecogListener类，在RecogEventAdapter为您做了大多数的json解析。

MyRecognizerMyRecognizer myRecognizer  myRecognizer ==  newnew  MyRecognizerMyRecognizer((thisthis,, listener listener));;  
//this是Activity或其它Context类//this是Activity或其它Context类

// asr.params(反馈请带上此行日志):{"accept-audio-data":false,"disable-punctuation":false,"accept-audio-// asr.params(反馈请带上此行日志):{"accept-audio-data":false,"disable-punctuation":false,"accept-audio-
volume":true,"pid":1736}volume":true,"pid":1736}

//其中{"accept-audio-data":false,"disable-punctuation":false,"accept-audio-volume":true,"pid":1736}为ASR_START事件//其中{"accept-audio-data":false,"disable-punctuation":false,"accept-audio-volume":true,"pid":1736}为ASR_START事件
的参数的参数

StringString json  json =="{\"accept-audio-data\":false,\"disable-punctuation\":false,\"accept-audio-volume\":true,\"pid\":1736}""{\"accept-audio-data\":false,\"disable-punctuation\":false,\"accept-audio-volume\":true,\"pid\":1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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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ActivityMiniRecog类中”基于SDK集成2.1 设置识别参数‘’

2.22.2 发送start开始事件发送start开始事件

详见ActivityMiniRecog类中”基于SDK集成2.2 发送开始事件

DEMO中， 您需要传递Map<String,Object>的参数，会将Map自动序列化为json

详见ActivityAbstractRecog类中"基于DEMO集成2.1, 2.2 设置识别参数并发送开始事件"

3 收到回调事件3 收到回调事件

3.1开始回调事件3.1开始回调事件

回调事件在您实现的EventListener中获取。OnEvent方法中， name是输出事件名，params该事件的参数，(data,offset, length)

三者一起组成额外数据。如回调的音频数据，从data[offset]开始至data[offset + length] 结束，长度为length。

详见ActivityMiniRecog类中”基于SDK集成3.1 开始回调事件"

DEMO中， 回调事件在您实现的IRecogListener中获取。

详见RecogEventAdapter类中”基于DEMO集成3.1 开始回调事件"

4控制识别4控制识别

4.1 控制停止识别4.1 控制停止识别

详见ActivityMiniRecog类中”基于SDK集成4.1 发送停止事件"

4.2 控制取消识别4.2 控制取消识别

asrasr..sendsend((SpeechConstantSpeechConstant..ASR_STARTASR_START,, json json,,  nullnull,,  00,,  00));;

MapMap<<StringString,,  ObjectObject>> params params;;
......  // 设置识别参数// 设置识别参数
// params ="accept-audio-data":false,"disable-punctuation":false,"accept-audio-volume":true,"pid":1736// params ="accept-audio-data":false,"disable-punctuation":false,"accept-audio-volume":true,"pid":1736
myRecognizermyRecognizer..startstart((paramsparams));;

publicpublic  voidvoid  onEventonEvent((StringString name name,,  StringString params params,,  bytebyte  [[]] data data,,  intint offset offset,,  intint length length));;

asrasr..sendsend((SpeechConstantSpeechConstant..ASR_STOPASR_STOP,,  nullnull,,  nullnull,,  00,,  00));;  
//发送停止录音事件，提前结束录音等待识别结果//发送停止录音事件，提前结束录音等待识别结果

asrasr..sendsend((SpeechConstantSpeechConstant..ASR_CANCELASR_CANCEL,,  nullnull,,  nullnull,,  00,,  00));;
  //取消本次识别，取消后将立即停止不会返回识别结果//取消本次识别，取消后将立即停止不会返回识别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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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ActivityMiniRecog类中”基于SDK集成4.2 发送取消事件"

DEMO 中：

详见ActivityAbstractRecog类中”基于DEMO集成4.1 发送停止事件"

详见ActivityAbstractRecog类中”基于DEMO集成4.2 发送取消事件"

55 事件管理器退出事件管理器退出

5.1 在线不需要卸载离线命令词

先启动取消，避免有还在运行的识别。 之后需要将之前的listener卸载，不卸载的话，可能有内存溢出

asr.send(SpeechConstant.ASR_CANCEL, null, null, 0, 0); // 取消识别

5.25.2 释放资源释放资源

详见ActivityMiniRecog类中基于SDK集成5.2 退出事件管理器"

DEMO中，

详见ActivityAbstractRecog类中基于DEMO的5.2 退出事件管理器"

离线命令词调用流程离线命令词调用流程 离线命令词的bsg文件设置：离线命令词的bsg文件设置：

在语音控制台的左侧功能栏中，进入“离线词&语义设置”模块，根据页面上的引导自行定义词条和语法，并生成bsg文件。其中

右侧“说法”部分，为固定语法，下载后不可更改。左侧“词条”部分，代码中可以动态定义覆盖。 

myRecognizermyRecognizer..stopstop(());;  
// 发送停止录音事件，提前结束录音等待识别结果// 发送停止录音事件，提前结束录音等待识别结果

myRecognizermyRecognizer..cancelcancel(());;  
// 取消本次识别，取消后将立即停止不会返回识别结果// 取消本次识别，取消后将立即停止不会返回识别结果

asrasr..unregisterListenerunregisterListener((thisthis));;

myRecognizermyRecognizer..releaserelease(());;  
// 含有离线引擎卸载// 含有离线引擎卸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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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命令词功能可以测试DEMO中的第二个按钮“离线命令词识别”

调用流程：调用流程：

离线命令词功能需要首先实现之前的在线识别功能的代码。离线引擎加载需要在EventManager初始化之后，识别事件之前。

在SDK中，

// 下面这段可选，用于生成SLOT_DATA参数， 用于动态覆盖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文件的词条部分

1.1 到1.3同在线1.1 到1.3同在线

1.4 加载离线资源1.4 加载离线资源

//加载离线引擎，使用离线命令词时使用，请在整个离线识别任务结束之后卸载离线引擎

详见ActivityMiniRecog类中”基于SDK离线命令词1.4 加载离线资源(离线时使用)"

//离线引擎加载完毕事件后，开始你的识别流程，此处开始你的识别流程，注意离线必须断网生效或者SDK无法连接百度服务

器时生效，只能识别bsg文件里定义的短语。

2.1-4.2 步骤同在线2.1-4.2 步骤同在线

HashMapHashMap map  map ==  newnew  HashMapHashMap(());;
mapmap..putput((SpeechConstantSpeechConstant..DECODERDECODER,,  22));;  
// 0:在线 2.离在线融合(在线优先)// 0:在线 2.离在线融合(在线优先)
mapmap..putput((SpeechConstantSpeechConstant..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  
"/sdcard/yourpath/baidu_speech_grammar.bsg""/sdcard/yourpath/baidu_speech_grammar.bsg"));;
  //设置离线命令词文件路径//设置离线命令词文件路径

JSONObjectJSONObject json  json ==  newnew  JSONObjectJSONObject(());;
jsonjson..putput(("name""name",,  newnew  JSONArrayJSONArray(())..putput(("王自强""王自强"))..putput(("叶问""叶问"))))..putput(("appname""appname",,  newnew
JSONArrayJSONArray(())..putput(("手百""手百"))..putput(("度秘""度秘"))));;
mapmap..putput((SpeechConstantSpeechConstant..SLOT_DATASLOT_DATA,, json json..toStringtoString(())));;
// SLOT_DATA 参数添加完毕// SLOT_DATA 参数添加完毕

asrasr..sendsend((SpeechConstantSpeechConstant..ASR_KWS_LOAD_ENGINEASR_KWS_LOAD_ENGINE,,newnew
JSONObjectJSONObject((mapmap))..toStringto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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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卸载离线资源5.1 卸载离线资源

//不再需要识别功能后，卸载离线引擎。再次需要识别功能的话，可以重复以上步骤。即依旧需要EventManager初始化之后，

识别事件之前加载离线引擎。

详见ActivityMiniRecog类中”基于SDK集成5.1 卸载离线资源步骤(离线时使用)"

在demo中，

// 下面这段可选，用于生成SLOT_DATA参数， 用于动态覆盖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文件的词条部分

详见ActivityAbstractRecog类中”基于DEMO集成1.4 加载离线资源步骤(离线时使用)"

//离线引擎加载完毕事件后，开始你的识别流程，注意离线必须断网生效或者SDK无法连接百度服务器时生效，只能识别bsg

文件里定义的短语。

//不再需要识别功能后，卸载离线引擎。再次需要识别功能的话，可以重复以上步骤, 新建MyRecognizer类即可。

详见ActivityAbstractRecog类中”基于DEMO5.1 卸载离线资源(离线时使用)"

唤醒词调用流程唤醒词调用流程

SDK 的调用过程可以参见DEMO中的ActivityMiniWakeUp类

DEMO的调用过程可以参考DEMO中的ActivityWakeUp类

11 初始化初始化

1.11.1 初始化EventManager对象初始化EventManager对象

asrasr..sendsend((SpeechConstantSpeechConstant..ASR_KWS_UNLOAD_ENGINEASR_KWS_UNLOAD_ENGINE,,  nullnull,,  nullnull,,  00,,  00));;

HashMapHashMap&&ltlt;;StringString,,  ObjectObject&&gtgt;; map  map ==  newnew  HashMapHashMap&&ltlt;;StringString,,  ObjectObject&&gtgt;;(());;
mapmap..putput((SpeechConstantSpeechConstant..DECODERDECODER,,  22));;  
// 0:在线 2.离在线融合(在线优先)// 0:在线 2.离在线融合(在线优先)
mapmap..putput((SpeechConstantSpeechConstant..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  
"/sdcard/yourpath/baidu_speech_grammar.bsg""/sdcard/yourpath/baidu_speech_grammar.bsg"));;  
//设置离线命令词文件路径//设置离线命令词文件路径

JSONObjectJSONObject json  json ==  newnew  JSONObjectJSONObject(());;
jsonjson..putput(("name""name",,  newnew
JSONArrayJSONArray(())..putput(("王自强""王自强"))..putput(("叶问""叶问"))))..putput(("appname""appname",,  newnew
JSONArrayJSONArray(())..putput(("手百""手百"))..putput(("度秘""度秘"))));;
mapmap..putput((SpeechConstantSpeechConstant..SLOT_DATASLOT_DATA,, json json..toStringtoString(())));;
// SLOT_DATA 参数添加完毕// SLOT_DATA 参数添加完毕

myRecognizermyRecognizer..loadOfflineEngineloadOfflineEngine((mapmap));;
//加载离线引擎，使用离线命令词时使用，请在整个离线识别任务结束之后卸载离线引擎//加载离线引擎，使用离线命令词时使用，请在整个离线识别任务结束之后卸载离线引擎  

myRecognizermyRecognizer..release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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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K中，通过工厂创建语音唤醒词的事件管理器。注意唤醒词事件管理器同识别事件管理器一样只能维持一个，请勿同时使用

多个实例。即创建一个新的唤醒词事件管理器后，之前的那个设置为null。并不再使用。

详见ActivityMiniWakeUp类中”基于SDK唤醒词集成1.1 初始化EventManager"

1.21.2 自定义输出事件类自定义输出事件类

DEMO中，初始化过程合并到下一步。注意SDK和DEMO调用方式2选1即可。 注册用户自己实现的输出事件类

详见ActivityMiniWakeUp类中”基于SDK唤醒词集成1.2 自定义输出事件类"

1.31.3 注册自己的输出事件类注册自己的输出事件类

详见ActivityMiniWakeUp类中”基于SDK唤醒词集成1.3 注册输出事件"

DEMO中，以上两步合并为

详见ActivityWakeUp类中”基于DEMO唤醒词集成第1.1, 1.2, 1.3步骤"

EventManagerEventManager wp wp==  EventManagerFactoryEventManagerFactory..createcreate((thisthis,,"wp""wp"));;
  //this是Activity或其它Context类//this是Activity或其它Context类

EventListenerEventListener yourListener  yourListener ==  newnew  EventListenerEventListener(())  {{
@Override@Override
publicpublic  voidvoid  onEventonEvent((StringString name name,,  StringString params params,,  bytebyte  [[]] data data,,  intint
offsetoffset,,  intint length length))  {{
  LogLog..dd((TAGTAG,,  StringString..formatformat(("event: name=%s, params=%s""event: name=%s, params=%s",, name name,, params params))));;
  //唤醒事件//唤醒事件
  ifif((namename..equalsequals(("wp.data""wp.data")))){{
    trytry  {{
      JSONObjectJSONObject json  json ==  newnew  JSONObjectJSONObject((paramsparams));;
      intint errorCode  errorCode == json json..getIntgetInt(("errorCode""errorCode"));;
      ifif((errorCode errorCode ====  00)){{
              //唤醒成功//唤醒成功
      }}  elseelse  {{
              //唤醒失败//唤醒失败
      }}
      }}  catchcatch  ((JSONExceptionJSONException e e))  {{
       e       e..printStackTraceprintStackTrace(());;
          }}
    }}  elseelse  ifif(("wp.exit""wp.exit"..equalsequals((namename)))){{
    //唤醒已停止//唤醒已停止
    }}
    }}
}}；；

wpwp..registerListenerregisterListener((yourListeneryourListener));;

IWakeupListenerIWakeupListener listener  listener ==  newnew  SimpleWakeupListenerSimpleWakeupListener(());;
myWakeup myWakeup ==  newnew  MyWakeupMyWakeup((thisthis,,listenerlistener));;
// this是Activity或其它Context类// this是Activity或其它Context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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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开始唤醒开始唤醒

2.12.1 设置唤醒输入参数设置唤醒输入参数

SDK中，您需要根据文档或者demo确定您的输入参数。DEMO中有UI界面简化选择和测试过程。demo中，在点击“开始”按钮

后，您可以在界面或者日志中看见WAKEUP_START事件的json格式的参数。

wakeup.params(反馈请带上此行日志):{"kws-file":"assets:\/\/\/WakeUp.bin"} // 其中{"kws-

file":"assets:\/\/\/WakeUp.bin"}为WAKEUP_START事件的参数

详见ActivityMiniWakeUp类中”基于SDK唤醒词集成第2.1 设置唤醒的输入参数" 唤醒词文件请

去http://ai.baidu.com/tech/speech/wake\#tech-demo设置并下载

2.22.2 发送start开始事件发送start开始事件

详见ActivityMiniWakeUp类中”基于SDK唤醒词集成第2.2 发送开始事件开始唤醒"

DEMO中， 您需要传递Map 的参数，会将Map自动序列化为json

详见ActivityWakeUp类中”基于DEMO唤醒词集成第2.1, 2.2 发送开始事件开始唤醒"

33 收到回调事件收到回调事件

3.13.1 开始回调事件开始回调事件

SDK中，回调事件在您实现的EventListener中获取。OnEvent中， name是输出事件名，params该事件的参数，(data,offset,

length)三者一起组成额外数据。如回调的音频数据，从data[offset]开始至data[offset + length] 结束，长度为length。

详见ActivityMiniWakeUp类中”基于SDK唤醒3.1 开始回调事件"

DEMO中， 回调事件在您实现的IWakeupListener中获取。

详见WakeupEventAdapter类中”基于DEMO唤醒3.1 开始回调事件"

44 控制唤醒控制唤醒

HashMapHashMap map  map ==  newnew  HashMapHashMap(());;
mapmap..putput((SpeechConstantSpeechConstant..WP_WORDS_FILEWP_WORDS_FILE,,  "assets://WakeUp.bin""assets://WakeUp.bin"));;

wpwp..sendsend((SpeechConstantWAKEUP_STARTSpeechConstantWAKEUP_START,, json json,,  nullnull,,  00,,  00));;

HashMapHashMap<<StringString,,ObjectObject>> params  params ==  newnew
HashMapHashMap<<StringString,,ObjectObject>>(());;
paramsparams..putput((SpeechConstantSpeechConstant..WP_WORDS_FILEWP_WORDS_FILE,,  "assets://WakeUp.bin""assets://WakeUp.bin"));;
myWakeupmyWakeup..startstart((paramsparams));;

publicpublic  voidvoid  onEventonEvent((StringString name name,,  StringString params params,,  bytebyte  [[]] data data,,  intint offset offset,,  intint length 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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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K中，

4.14.1 控制停止唤醒控制停止唤醒

详见ActivityMiniWakeUp类中”基于SDK唤醒词集成第4.1 发送停止事件"

DEMO中，

详见ActivityWakeUp类中”基于DEMO唤醒词集成第4.1 发送停止事件"

55 事件管理器退出事件管理器退出

SDK中无需调用任何逻辑，但需要创建一个新的唤醒词事件管理器的话，之前的事件管理器请设置为null，并不再使用。

DEMO中，

详见ActivityWakeUp类中”基于DEMO唤醒词集成第5 退出事件管理器">

集成指南集成指南

1. DEMO 中已经集成了 SDK。您可以参考DEMO，集成SDK。

2. 集成前，请先测通DEMO，了解调用原理。

3. 如果您自己代码过于复杂，可以使用一个helloworld项目了解集成过程。

4. DEMO目录下的doc_integration_DOCUMENT的目录中有图文集成教程。

本文以Android Studio 作为示例

集成时请确认已经复制或者修改了以下文件，一共4步：

1. AndroidManifest.xml 和 AuthUtil.java

2. app/libs/bdasr_V3_xxxxx_xxxxx.jar

3. app/src/main/jniLibs 下armeabi等5个目录

4. 官网申请应用时的包名与build.gradle里一致，demo的包名是"com.baidu.speech.recognizerdemo"。这步没做会导致离线命

令词或者唤醒报“no licence” 错误

5. 运行时 getApplicationInfo().nativeLibraryDir 目录下查看是否有完整so文件。 特别是系统app系统app需要手动push so文件到这个目

录下。

AndroidManifest.xml 文件AndroidManifest.xml 文件

wpwp..sendsend((SpeechConstantSpeechConstant..WAKEUP_STOPWAKEUP_STOP,,  nullnull,,  nullnull,,  00,,  00));;

myWakeupmyWakeup..stopstop(());;

myWakeupmyWakeup..release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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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权限

AuthUtil.java 文件AuthUtil.java 文件

设置APP_ID, APP_KEY, SECRET_KEY

也可以作为识别和唤醒的参数填入这3个鉴权信息。 AuthUtil工具类填写方式仅供测试使用，上线后请使用APP_ID, APP_KEY,

SECRET填写鉴权信息，建议代码里直接传入APP_ID, APP_KEY, SECRET，请参考在线识别具体功能参数- 鉴权信息部分，填写

这3个鉴权信息。

android 6.0 以上版本权限申请android 6.0 以上版本权限申请

以下代码可以在demo中查找

<<uses-permissionuses-permission  namename==""android.permission.RECORD_AUDIOandroid.permission.RECORD_AUDIO""  />/>
<<uses-permissionuses-permission  namenam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NETWORK_STAT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NETWORK_STATE""  />/>
<<uses-permissionuses-permission  namename==""android.permission.INTERNETandroid.permission.INTERNET""  />/>
<<uses-permissionuses-permission  namename==""android.permission.WRITE_EXTERNAL_STORAGEandroid.permission.WRITE_EXTERNAL_STORAGE""  />/>

    public static   String getAppId(){    public static   String getAppId(){
        return  "请填入您的appId";        return  "请填入您的appId";
    }    }
    public static   String   getAk(){    public static   String   getAk(){
        return  "请填入您的apiKey";        return  "请填入您的apiKey";
    }    }
    public static   String   getSk(){    public static   String   getSk(){
        return  "请填入您的secretKey";        return  "请填入您的secretKey";
    }    }        

/**/**
 * android 6.0 以上需要动态申请权限 * android 6.0 以上需要动态申请权限
 */ */
privateprivate  voidvoid  initPermissioninitPermission(())  {{
        StringString permissions permissions[[]]  ==  {{ManifestManifest..permissionpermission..RECORD_AUDIORECORD_AUDIO,,
                        ManifestManifest..permissionpermission..ACCESS_NETWORK_STATEACCESS_NETWORK_STATE,,
                        ManifestManifest..permissionpermission..INTERNETINTERNET,,
                        ManifestManifest..permissionpermission..WRITE_EXTERNAL_STORAGEWRITE_EXTERNAL_STORAGE
        }};;

        ArrayListArrayList<<StringString>> toApplyList  toApplyList ==  newnew  ArrayListArrayList<<StringString>>(());;

        forfor  ((StringString perm  perm ::permissionspermissions)){{
                ifif  ((PackageManagerPackageManager..PERMISSION_GRANTED PERMISSION_GRANTED !=!=  ContextCompatContextCompat..checkSelfPermissioncheckSelfPermission((thisthis,, perm perm))))  {{
            toApplyList            toApplyList..addadd((permperm));;
                        //进入到这里代表没有权限.//进入到这里代表没有权限.

                }}
        }}
        StringString tmpList tmpList[[]]  ==  newnew  StringString[[toApplyListtoApplyList..sizesize(())]];;
        ifif  ((!!toApplyListtoApplyList..isEmptyisEmpty(()))){{
                ActivityCompatActivityCompat..requestPermissionsrequestPermissions((thisthis,, toApplyList toApplyList..toArraytoArray((tmpListtmpList)),,  123123));;
        }}

}}

@Override@Override
publicpublic  voidvoid  onRequestPermissionsResultonRequestPermissionsResult((intint requestCode requestCode,,  StringString[[]] permissions permissions,,  intint[[]] grantResults grantResults))  {{
        // 此处为android 6.0以上动态授权的回调，用户自行实现。// 此处为android 6.0以上动态授权的回调，用户自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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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asr_V3_xxxxxxxx_xxxx.jar 库bdasr_V3_xxxxxxxx_xxxx.jar 库

将core/libs/bdasr_V3_xxxxx_xxxxx.jar 复制到您的项目的同名目录中。

复制NDK 架构目录复制NDK 架构目录

1. 将 core/src/main/jniLibs 下armeabi等包含so文件的5个目录，复制合并到您的项目的同名或者存放so的目录中。如果

build.gradle中定义过jniLibs.srcDirs ，则复制合并到这个目录。

2. 如与第三方库集成，至少要保留armeabi目录。如第三方库有7个架构目录，比语音识别SDK多出2个目录 mips和mips64，

请将mips和mips64目录删除，剩下5个同名目录合并。

3. 如第三方库仅有armeabi这一个目录，请将语音识别SDK的额外4个目录如armeabi-v7a删除,合并armeabi目录下的so。 即目

录取交集，so文件不可随意更改所属目录。

4. 打包成apk文件，按照zip格式解压出libs目录可以验证。

5. 运行时 getApplicationInfo().nativeLibraryDir 目录下查看是否有完整so文件。 特别是系统app系统app需要手动push so文件到这个目

录下。

build.gradle 文件及包名确认build.gradle 文件及包名确认

1. 根目录下build.gradle确认下gradle的版本。

2. app/build.gradle 确认下 applicationId 包名是否与官网申请应用时相一致（离线功能需要）。 demo的包名

是"com.baidu.speech.recognizerdemo"。

3. 确认 compileSdkVersion buildToolsVersion 及 targetSdkVersion

proguard文件proguard文件

BEST PRACTICEBEST PRACTICE

请先测通DEMO，了解DEMO的功能，代码的运行原理代码的运行原理后再集成。DEMO有bug，请立即反馈。

对应任何第三方库，从一开始集成，边开发边测试，不要等所有功能都开发完再集成。否则一旦有问题，难以隔离排查。

有问题先与DEMO做对比。DEMO有bug，请查看错误码文档，如无法解决请立即反馈；DEMO无bug，自身代码有问题，请

设置同样的输入参数后，对比两边代码及日志，自行排查问题。

输入参数

识别输入参数识别输入参数

场景：

在线识别：百度语音服务器将录音识别出文字，包括长语音

离线命令词：离线识别出预定义的固定短语

在线语义：百度语音服务器将录音识别出文字，并将服务器端的语义解析结果一起返回

本地语义：在识别出文字的基础上（包括离线命令词识别）， 对文字做语义分析。任意网络状况。

使用网络状况：

在线 ： 涵盖在线识别，在线语义及在线识别后的本地语义解析。

离线 ： 涵盖离线命令词，及离线命令词识别后的本地语义解析。

-keep class com.baidu.speech.**{*;}-keep class com.baidu.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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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支持4个语种 ，语种请在 ASR_START输入事件中的PID参数中设置

中文普通话 （全部场景）

英语（离线命令词及语义不支持）

识别输入事件识别输入事件

,以下参数均为SpeechConstant类的常量，如SpeechConstant.ASR_START**, 实际的String字面值可以参见SpeechConstant类

或自行打印

事件名事件名 类型类型 值值 场景场景 描述描述

ASR_ST

ART

String

(JSON结构

的字符串）

json内的参数

见下文

“ASR_START 参

数”

全部
开始一次识别。 注意不要连续调用ASR_START参数。下次调用需要在

CALLBACK_EVENT_ASR_EXIT回调后，或者在ASR_CANCEL输入后。

ASR_ST

OP
全部 停止录音

ASR_CA

NCEL
全部 取消本次识别

ASRKWS

LOAD_E

NGINE

String 

(JSON结构

的字符串）

json内的参数

见下文

“ASR_KWS_LOAD

_ENGINE 参数”

离线命令词

ASRKWS

UNLOAD

_ENGINE

离线命

令词
高级

ASR_START 输入事件参数ASR_START 输入事件参数

事件参数事件参数
类型/类型/

值值
场景场景

常用程常用程

度度
描述描述

APP_ID String 全部 推荐
开放平台创建应用后分配的鉴权信息，在AuthUtilAuthUtil工具类中填入自己的鉴权信息，填写方

式仅供测试使用， 上线后请使用此参数填写鉴权信息。

APP_KEY String 全部 推荐
开放平台创建应用后分配的鉴权信息，在AuthUtilAuthUtil工具类中填入自己的鉴权信息，填写方

式仅供测试使用， 上线后请使用此参数填写鉴权信息。

SECRET String 全部 推荐
开放平台创建应用后分配的鉴权信息，在AuthUtilAuthUtil工具类中填入自己的鉴权信息，填写方

式仅供测试使用， 上线后请使用此参数填写鉴权信息。

PID int 在线 常用

根据识别语种，输入法模型及是否需要在线语义，来选择PID。默认1537，即中文输入

法模型，不带在线语义。PID具体值及说明见下一个表格。 其中输入法模型是指适用于

长句的输入法模型模型适用于短语。

LM_ID int 在线 常用 自训练平台上线后的模型Id，必须和自训练平台的PID连用。

DECODE

R
int 全部 常用 离在线的并行策略

0 （默

认）
在线 纯在线(默认)

2 离线 离在线融合(在线优先)，离线命令词功能需要开启这个选项。

VAD String 全部 高级
语音活动检测， 根据静音时长自动断句。注意不开启长语音的情况下，SDK只能录制

60s音频。长语音请设置BDS_ASR_ENABLE_LONG_SPEECH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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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D_D

NN（默

认）

高级 新一代VAD，各方面信息优秀，推荐使用。

VAD_TO

UCH
不常用

关闭语音活动检测。注意关闭后不要开启长语音。适合用户自行控制音频结束，如按住

说话松手停止的场景。功能等同于60s限制的长语音。需要手动调用ASR_STOP停止录音

BDS_AS

R_ENABL

E_LONG_

SPEECH

boolea

n
全部 常用

是否开启长语音。 即无静音超时断句，开启后需手动调用ASR_STOP停止录音。 请勿和

VAD=touch联用！优先级大于VAD_ENDPOINT_TIMEOUT 设置

true 开启长语音

false（

默认）
关闭长语音，无法识别超过60s的语音

VAD_EN

DPOINT_

TIMEOUT

int 全部 高级 静音超时断句及长语音

0 在线 常用
开启长语音。即无静音超时断句。手动调用ASR_STOP停止录音。 请勿和VAD=touch联

用！

800ms 全部 高级 不开启长语音。开启VAD尾点检测，即静音判断的毫秒数。

IN_FILE

String

：文件

路径 

资源路

径或回

调方法

名

全部 高级

该参数支持设置为：

a. pcm文件，系统路径，如：/sdcard/test/test.pcm；音频pcm文件不超过3分钟

b. pcm文件, JAVA资源路径，如：res:///com/baidu.test/16k_test.pcm；音频pcm文件

不超过3分钟

c. InputStream数据流，#方法全名的字符串，格式

如：”#com.test.Factory.create16KInputStream()”（解释：Factory类中存在一个返回

InputStream的方法create16kInputStream()），注意：必须以井号开始；方法原型必须

为：public static InputStream create16KInputStream()。 超过3分钟的录音文件，请在

每次read中sleep，避免SDK内部缓冲不够。

OUT_FILE

String

：文件

路径

全部 高级 保存识别过程产生的录音文件, 该参数需要开启ACCEPT_AUDIO_DATA后生效

AUDIO_M

ILLS

int：毫

秒
全部 高级

录音开始的时间点。用于唤醒+识别连续说。SDK有15s的录音缓存。如设置为

(System.currentTimeMillis() - 1500),表示回溯1.5s的音频。

NLU String
本地语

义
高级

本地语义解析设置。必须设置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参数生效，

无论网络状况，都可以有本地语义结果。并且本地语义结果会覆盖在线语义结果。本参

数不控制在线语义输出，需要在线语义输出见PID参数

disable

（默

认）

高级 禁用

enable 高级 启用

enable-

all
不常用 在enable的基础上，临时结果也会做本地语义解析

ASROFFL

INE

ENGINE_

GRAMME

R

_FILE_PA

String

：文件

路径

支持

assets

本地语

义
高级

用于支持本地语义解析的bsg文件，离线和在线都可使用。NLU开启生效，其它说明见

NLU参数。注意bsg文件同时也用于ASR_KWS_LOAD_ENGINE离线命令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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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FILE_PA

TH

assets

路径

SLOT_DA

TA

String

（JSON

格式）

本地语

义
高级

与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参数一起使用后生效。 用于代码中动态

扩展本地语义bsg文件的词条部分（bsg文件下载页面的左侧表格部分），具体格式参见

代码示例或者demo

DISABLE

_PUNCT

UATION

boolea

n
在线 不常用 在选择1537开头的pid（输入法模式）的时候，是否禁用标点符号

true 禁用标点

false（

默认）
不禁用标点，无法使用本地语义

PUNCTU

ATION_M

ODE

int 在线 不常用
在选择1537开头的pid（输入法模式）的时候，标点处理模式。需要设置

DISABLE_PUNCTUATION为fasle生效

0 (默认) 在线 打开后处理标点

1 在线 关闭后处理标点

2 在线 删除句末标点

3 在线 将所有标点替换为空格

ACCEPT_

AUDIO

_DATA

boolea

n
全部 高级 是否需要语音音频数据回调，开启后有CALLBACK_EVENT_ASR_AUDIO事件

true 需要音频数据回调

false

（默

认）

不需要音频数据回调

ACCEPT_

AUDIO

_VOLUM

E

boolea

n
全部 高级 是否需要语音音量数据回调，开启后有CALLBACK_EVENT_ASR_VOLUME事件回调

true

（默

认）

需要音量数据回调

false 不需要音量数据回调

SOUND_

START

int：资

源ID
全部 不常用 说话开始的提示音

SOUND_

END

int：资

源ID
全部 不常用 说话结束的提示音

SOUND_

SUCCES

S

int：资

源ID
全部 不常用 识别成功的提示音

SOUND_

ERROR

int：资

源ID
全部 不常用 识别出错的提示音

SOUND_

CANCEL

int：资

源ID
全部 不常用 识别取消的提示音

SAMPLE
int 全部

基本不
采样率 ，固定及默认值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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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RATE
int 全部

用
采样率 ，固定及默认值16000

16000

（默

认）

ASR_OFF

LINE

_ENGINE

_LICENS

E

_FILE_PA

TH

String

：文件

路径 ，

支持

assets

路径

离线命

令词

基本不

用

临时授权文件路径。SDK在联网时会获取自动获取离线正式授权。有特殊原因可用在官

网创建应用时下载通用临时授权文件。临时授权文件测试期仅有15天，不推荐使用。

使用正式授权时请确认官网应用设置的包名与APP自身的包名相一致。目前离线命令词

和唤醒词功能需要使用正式授权。

ASR_KWS_LOAD_ENGINE 输入事件参数ASR_KWS_LOAD_ENGINE 输入事件参数

事件参事件参

数数
类型类型 值值 场景场景

常用程常用程

度度
描述描述

SLOT_D

ATA
String

JSON格

式

本地语

义
高级

与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参数一起使用后生效。 用于代

码中动态扩展离线命令词bsg文件的词条部分（bsg文件下载页面的左侧表格部

分），具体格式参见代码示例或者demo

DECODE

R
int 2 固定值：2，离在线的并行策略

ASROFF

LINE

ENGINE

_GRAM

MER

_FILE_P

ATH

String

文件路

径，

支持

assets

路径

用于支持离线命令词（同时也是本地语义）解析的bsg文件，离线断网时可以使

用。NLU开启生效，其它说明见NLU参数。注意bsg文件同时也用于

ASR_KWS_LOAD_ENGINE离线命令词功能。

语义解析设置，在线使用时，会在识别结果的文本基础上同时输出语义解析的

结果（该功能需要在官网的应用里设置“语义解析设置”）。

PID 参数PID 参数

在线参数， 请根据语言， 输入法模型及是否需要在线语义，来选择PID。

语言：目前支持中文普通话和英语两个

输入法模型：适用于较长的句子输入。默认有标点，不支持在线语义; 开启标点后，不支持本地语义。

自训练平台模型： 在输入法模型的基础上，可以自行上传词库和句库，生成您自己的训练模型。

在线语义：在线语义只支持普通话（本地语义也是只支持普通话）。在线语义对识别结果的文字，再做结构化解析，找到语

句的“关键词”。在线语义详细说明请查看“语义理解协议”文档。

Unit 2.0 语义：功能类似在线语义，但是可以自定义解析。

语音识别pid语音识别p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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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DPID 语言语言 模型模型 是否有标点是否有标点 在线语义在线语义 备注备注

1537 普通话 语音近场识别模型 有标点（逗号） 不支持 默认PID

15372 普通话 语音近场识别模型 加强标点（逗号、句号、问号、感叹号） 不支持

15373 普通话 语音近场识别模型 加强标点（逗号、句号、问号、感叹号） 支持通用场景语义解析

1737 英语 无标点 不支持

17372 英语 加强标点（逗号、句号、问号） 不支持

1936 普通话 远场模型 有标点（逗号） 不支持

19362 普通话 远场模型 加强标点（逗号、句号、问号、感叹号） 不支持

19363 普通话 远场模型 加强标点（逗号、句号、问号、感叹号） 支持通用场景语义解析

外加Unit 2.0功能的 pid外加Unit 2.0功能的 pid

PIDPID 语言语言 模型模型 是否有标点是否有标点 在线语义在线语义

15374 普通话 输入法模型 加强标点（逗号、句号、问号、感叹号） 支持百度UNIT

15375 普通话 输入法模型 加强标点（逗号、句号、问号、感叹号） 支持百度UNIT正式环境

19364 普通话 远场模型 加强标点（逗号、句号、问号、感叹号） 支持百度UNIT

语音自训练平台语音自训练平台

语音自训练平台上，训练实时语音识别基础模型，可以在Android SDK上添加训练上线的模型ID。注意必须填写上线模型给出的

PID。示例 ， 可在SDK参数中填写 PID=8001；同时LM_ID 设置为1235。

具体功能及使用说明请参考文档 “自训练平台手册”

PIDPID 语言语言 模型模型 是否有标点是否有标点 在线语义在线语义

1537 普通话 输入法模型 逗号 不支持

15372 普通话 输入法模型 加强标点（逗号、句号、问号、感叹号） 不支持

具体功能参数具体功能参数

鉴权信息鉴权信息 描述:APP_ID, APP_KEY, SECRET3个鉴权信息决定是否拥有识别、唤醒、离线命令词等权限描述:APP_ID, APP_KEY, SECRET3个鉴权信息决定是否拥有识别、唤醒、离线命令词等权限

请求示例：设置APP_ID, APP_KEY, SECRET

设置语言、模型、自定义词库、语义设置语言、模型、自定义词库、语义

描述:PID参数决定调用哪个识别模型，即决定了语言，模型，及是否支持自定义词库和在线语义解析。描述:PID参数决定调用哪个识别模型，即决定了语言，模型，及是否支持自定义词库和在线语义解析。

1. 语言共有2种：中文普通话、英语。

2. 输入法模型/远场模型：分别适用于长句输入/短句输入/离麦克风较远的音频输入。

3. 在输入法模型下自定义词库生效。

4. 只有输入法或者远场模型，才可以开启在线语义解析。(下节描述)

5. 自训练平台 及 百度UNIT 需要使用特定的pid

DEMO中测试方法：(具体可参见识别安卓SDK测试文档)

获取专属模型参数pid:1537 modelid:1235获取专属模型参数pid:1537 modelid:1235

{{"appid""appid"::155905155905xxxx,,"secret""secret"::"y7S7hAI894BB3LF1yHYmvQEusxxxxxx ""y7S7hAI894BB3LF1yHYmvQEusxxxxxx ",,"key""key"::"q2uPyBe6LmWTZlvb0gxxxxxx""q2uPyBe6LmWTZlvb0gxxxxxx",,"accept-"accept-
audio-volume"audio-volume"::false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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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测试：点击 在线识别=>设置=>PID,语种

请求示例： 英语 输入法模型

长语音长语音

描述:描述:开启长语音识别功能，此时VAD参数不能设为touch；长语音可以识别数小时的音频。注意选输入法模型。

BDS_ASR_ENABLE_LONG_SPEECH= trueBDS_ASR_ENABLE_LONG_SPEECH= true 或 VAD_ENDPOINT_TIMEOUT = 0 都可以开启长语音或 VAD_ENDPOINT_TIMEOUT = 0 都可以开启长语音

DEMO中测试方法：(具体可参见识别安卓SDK测试文档)

demo测试：点击 在线识别=>设置=>长语音及VAD时长设置

请求参数示例： 开启长语音，不能与VAD=touch联用

设置静音时长进行断句设置静音时长进行断句

描述：描述：普通识别的录音限制60s。连续xxxms静音后，SDK认为一句话结束。VAD_ENDPOINT_TIMEOUT=800VAD_ENDPOINT_TIMEOUT=800，作用是静音断句

的时长设置。使用长语音功能时不能使用这个参数。

VAD_ENDPOINT_TIMEOUT =800VAD_ENDPOINT_TIMEOUT =800

DEMO中测试方法：(具体可参见识别安卓SDK测试文档)

demo测试：点击 在线识别=>设置=>长语音及VAD时长设置

请求示例： 连续800ms静音，表示一句话结束

开启/关闭根据静音时长切分句子开启/关闭根据静音时长切分句子

描述：描述：默认开启根据静音时长切分句子。通过设置VAD参数的值，当设置VAD=dnnVAD=dnn时，表示开启VAD，此时通过设置的静音时

长进行断句；开启长语音功能时，VAD必然是开启的状态；当设置VAD=touchVAD=touch时，表示关闭VAD，不能使用长语音功能，限制录

音时长60s，在60s内的只能点击停止按钮通过发送停止事件才能停止识别。

DEMO中测试方法：(具体可参见识别安卓SDK测试文档)

demo测试：点击 在线识别=>设置=>VAD是否开启dnn或touch

请求示例： 开启VAD，根据静音时长切分句子

请求示例： 关闭VAD，60s内音频，SDK等待调用stop事件结束录音

离线命令词离线命令词 设置纯在线功能和离在线融合识别设置纯在线功能和离在线融合识别

{{"pid""pid"::17371737,,"accept-audio-volume""accept-audio-volume"::falsefalse}}

{{"enable.long.speech""enable.long.speech"::truetrue,,"accept-audio-volume""accept-audio-volume"::falsefalse}}
或或
{{"accept-audio-volume""accept-audio-volume"::falsefalse,,"vad.endpoint-timeout""vad.endpoint-timeout"::00}}

{{"accept-audio-volume""accept-audio-volume"::falsefalse,,"vad.endpoint-timeout""vad.endpoint-timeout"::800800}}

{{"accept-audio-volume""accept-audio-volume"::falsefalse,,"vad""vad"::"dnn""dnn"}}

{{"accept-audio-volume""accept-audio-volume"::falsefalse,,"vad""vad"::"touch""to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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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ODER 参数DECODER 参数

DECODER = 0 ，表示禁用离线功能，只使用在线功能；

DECODER = 2 ，表示启用离线功能，但是SDK强制在线优先。

DEMO中测试方法：(具体可参见识别安卓SDK测试文档)

demo测试：点击 离线命令词功能=>开始

请求示例：DECODET=2，表示断网时，使用离线识别固定短语；

设定离线命令词文件路径设定离线命令词文件路径

离线命令词只能识别bsg文件中预定义的固定短语，其中bsg文件必须在项目中设定路径，参

数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作用就是定义离线命令词识别的bsg文件路径;该参数需要

在ASR_KWS_LOAD_ENGINEASR_KWS_LOAD_ENGINE加载离线资源输入事件中初始化；

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设置bsg文件路径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设置bsg文件路径

DEMO中测试方法：(具体可参见识别安卓SDK测试文档)

demo测试：点击 离线命令词功能

请求示例：定义assets目录下的离线命令词文件

扩展离线命令词的词条部分扩展离线命令词的词条部分

离线命令词bsg文件的左侧词条部分内容可通过SLOT_DATASLOT_DATA参数进行动态覆盖，覆盖后原先的bsg文件中的左侧词条部分失效。

和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一起使用。

SLOT_DATA扩展词条SLOT_DATA扩展词条

DEMO中测试方法：(具体可参见识别安卓SDK测试文档)

demo测试：点击全部识别=>设置=>纯在线或在线+离线命令词=>离线命令词及在线识别混合                                                 

     =>离线命令词及本地语义                                                       =>扩展词条

请求示例：动态修改离线命令词的词条部分

唤醒输入参数唤醒输入参数

以下参数均为SpeechConstant类的常量，如SpeechConstant.WAKEUP_START

事件名事件名 类型类型 值值 描述描述

WAKEUP_START json格式的字符串 json内的参数见下文“WAKEUP_START 参数” 开始识别唤醒词

WAKEUP_STOP 停止识别唤醒词

WAKEUP_START 输入事件参数WAKEUP_START 输入事件参数

{{"accept-audio-volume""accept-audio-volume"::falsefalse,,”decoder””decoder”::22}}

{{"accept-audio-data""accept-audio-data"::falsefalse,,"grammar""grammar"::"assets:\/\/\/baidu_speech_grammar.bsg""assets:\/\/\/baidu_speech_grammar.bsg",,"decoder""decoder"::22}}

{{"accept-audio-data""accept-audio-data"::falsefalse,,"grammar""grammar"::"asset:\/\/\/baidu_speech_grammar.bsg""asset:\/\/\/baidu_speech_grammar.bsg",,"decoder""decoder"::22,,  "slot-"slot-
data"data"::{{"name""name"::\\[["妈妈""妈妈",,"老伍""老伍"\\]],,"appname""appname"::\\[["手百""手百",,"度秘”""度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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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参数事件参数 类型类型
常用程常用程

度度
描述描述

APP_ID String 推荐
开放平台创建应用后分配的鉴权信息，填写后会覆盖 AndroidManifest.xml中定义的。

AndroidManifest.xml填写方式仅供测试使用， 上线后请使用此参数填写鉴权信息。

APP_KEY String 推荐
开放平台创建应用后分配的鉴权信息，填写后会覆盖 AndroidManifest.xml中定义的。

AndroidManifest.xml填写方式仅供测试使用， 上线后请使用此参数填写鉴权信息。

SECRET String 推荐
开放平台创建应用后分配的鉴权信息，填写后会覆盖 AndroidManifest.xml中定义的。

AndroidManifest.xml填写方式仅供测试使用， 上线后请使用此参数填写鉴权信息。

WP_WOR

DS_FILE
String 常用 唤醒词bin文件路径，支持android asset目录（如assets:///wakeUp.bin)

IN_FILE

String

：文件

路径 

资源路

径或回

调方法

名

全部

该参数支持设置为：

a. pcm文件，系统路径，如：/sdcard/test/test.pcm；音频pcm文件不超过3分钟

b. pcm文件, JAVA资源路径，如：res:///com/baidu.test/16k_test.pcm；音频pcm文件不超过3

分钟

c. InputStream数据流，#方法全名的字符串，格式

如：”#com.test.Factory.create16KInputStream()”（解释：Factory类中存在一个返回InputStream

的方法create16kInputStream()），注意：必须以井号开始；方法原型必须为：public static

InputStream create16KInputStream()。 超过3分钟的录音文件，请在每次read中sleep，避免SDK

内部缓冲不够。

ACCEPT_

AUDIO

_DATA

boolea

n

基本不

用
默认关闭。开启后，会有音频回调（CALLBACK_EVENT_WAKEUP_AUDIO），很占资源

WP_ENGI

NE_LICE

NSE_FIL

E_PATH

string
基本不

用

不填写，在联网时会获取自动获取离线正式授权。有特殊原因可用在官网下载临时授权文件，配

置此参数，支持android asset目录（如assets:///mylicense.dat)

SAMPLE

_RATE
int

基本不

用
16000（默认值，且唤醒仅支持16k采样）

具体功能参数具体功能参数 设置唤醒词文件路径设置唤醒词文件路径

唤醒词功能是本地功能使用时无需联网，只能唤醒bin文件中预定义的关键词，bin文件需要使用WP_WORDS_FILEWP_WORDS_FILE设置路径，支

持android asset目录（如assets:///wakeUp.bin)；

WP_WORDS_FILE设置bin文件路径WP_WORDS_FILE设置bin文件路径

DEMO中测试方法：(具体可参见识别安卓SDK测试文档)

demo测试：精简版唤醒

请求示例：使用唤醒功能加载唤醒词bin文件；

语义输入参数语义输入参数

请求参数说明

{{"kws-file""kws-file"::"assets:\/\/\/WakeUp.bin""assets:\/\/\/WakeUp.bin",,"accept-audio-volume""accept-audio-volume"::false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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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备注备注

bot_session

_list
是

string（

json）
至少有1个元素

bot_session

_list[].bot_id
是 string 当前账号在UNIT平台的创建的技能的ID

bot_session

_list[].bot_se

ssion_id

是 string

技能的session信息，由系统自动生成，client从上轮resonpse中取出并直接传递。如果为空，

则表示清空session（开发者判断用户意图已经切换且下一轮会话不需要继承上一轮会话中的

词槽信息时可以把bot_session_id置空，从而进行新一轮的会话）

具体功能参数具体功能参数

在线语义 百度UNIT在线语义 百度UNIT

UNIT是百度最专业的语义理解和对话管理平台，为开发者预置可一键式接入的语义理解和对话管理服务，方便快捷的满足语义

理解和对话管理需求。 如果需要更多的定制语义服务，可先在UNIT上进行语义解析的配置，配置说明点击这里智能对话定制与

服务平台 UNIT。

使用流程如下：1.登录UNIT；2.训练一个技能；3.拿到技能"bot_id":"xx"；4.通过语音SDK配置对应PID（15374，19364）及

参数进行调用。

UNIT支持单bot和多bot的接入，接入参数如下：

单bot接入就是发送一个bot_id，示例：

多bot接入就是发送多个bot_id,示例：

返回结果：

在线语义 通用场景语义解析在线语义 通用场景语义解析

PIDPID仅普通话并且选远场模型才可以开启在线语义；在线条件下，会将识别的文本进行解析，找出文本的意图

DEMO中测试方法：(具体可参见识别安卓SDK测试文档)

demo测试：点击 在线和本地语义=>设置=>PID,语种

请求示例： 普通话 输入法模型

{{"bot_session_list""bot_session_list"::"[{\"bot_id\":\"5\",\"bot_session_id\":\"\"}]}""[{\"bot_id\":\"5\",\"bot_session_id\":\"\"}]}"

{{"bot_session_list""bot_session_list"::"[{\"bot_id\":\"5\",\"bot_session_id\":\"\"},"[{\"bot_id\":\"5\",\"bot_session_id\":\"\"},
{\"bot_id\":\"6\",\"bot_session_id\":\"\"},\"bot_id\":\"1006\",\"bot_session_id\":\"\"}]}"{\"bot_id\":\"6\",\"bot_session_id\":\"\"},\"bot_id\":\"1006\",\"bot_session_id\":\"\"}]}"

{{
        "errno""errno"::"0""0",,
        "error_msg""error_msg"::"ok""ok",,
        "bot_session_list""bot_session_list"::"[{\"bot_id\":\"xx\",\"bot_session_id\":\"xxx\"},"[{\"bot_id\":\"xx\",\"bot_session_id\":\"xxx\"},
{\"bot_id\":\"xx\",\"bot_session_id\":\"xxx\"}"{\"bot_id\":\"xx\",\"bot_session_id\":\"xxx\"}"}}]]"",,
        "unit_response""unit_response"::[[
        ...        ...
        ]],,
}}

{{"pid""pid"::1537315373,,"accept-audio-volume""accept-audio-volume"::false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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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语义本地语义

必须设置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参数生效，无论网络状况，都可以有本地语义结果。并且本地语义结果

会覆盖在线语义结果。

NLU= enableNLU= enable表示开启本地语义

DEMO中测试方法：(具体可参见识别安卓SDK测试文档)

Demo测试：在线和本地语义=>设置=>本地语义解析enable && 本地语义文件 && 扩展词条

请求示例：设置本地语义的bsg文件路径，例如在asset目录下；

设置本地语义文件路径

使用本地语义需要设置bsg文件的路径，本地语义共用离线命令词的参数和文件。使用本地语义功能的时候，不需要作为

ASR_KWS_LOAD_ENGINE的输入参数。但是需要作为ASR_STARTASR_START事件的输入参数。

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参数设置bsg文件路径。

DEMO中测试方法：(具体可参见识别安卓SDK测试文档)

Demo测试：在线和本地语义=>设置=>本地语义文件

请求示例：设置本地语义的bsg文件路径，例如在asset目录下；

扩展本地语义文件的词条部分内容

bsg文件的左侧词条部分内容可通过SLOT_DATASLOT_DATA参数进行动态覆盖，覆盖后原先的bsg文件中的左侧词条部分失效。和

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一起使用。

SLOT_DATASLOT_DATA参数动态覆盖bsg文件词条内容

DEMO中测试方法：(具体可参见识别安卓SDK测试文档)

Demo测试：在线和本地语义设置本地语义文件, 扩展词条

请求示例：动态覆盖bsg文件左侧词条内容

更多UNIT问题可通过QQ群：805312106咨询沟通。

输出参数

识别输出参数识别输出参数

语音回调事件统一由 public void onEvent(String name, String params, byte[] data, int offset, int length) 该方法回调。其中name

是回调事件， params是回调参数。（data，offset，length）缓存临时数据，三者一起，生效部分为 data[offset] 开始，长度为

length。

事件名事件名
事件参数事件参数 类型类型 值值 描述描述

{{"accept-audio-data""accept-audio-data"::falsefalse,,"grammar""grammar"::"assets:\/\/\/baidu_speech_grammar.bsg""assets:\/\/\/baidu_speech_grammar.bsg",,”pid””pid”::””15371537””,,  "slot-"slot-
data"data"::{{"name""name"::\\[["妈妈""妈妈",,"老伍""老伍"\\]],,"appname""appname"::\\[["手百""手百",,"度秘”""度秘”"\\]]}},,"nlu""nlu"::"enable""enable"}}

{{"accept-audio-data""accept-audio-data"::falsefalse,,"grammar""grammar"::"assets:\/\/\/baidu_speech_grammar.bsg""assets:\/\/\/baidu_speech_grammar.bsg",,”pid””pid”::””15371537””,,”nlu””nlu”::”enable””enable”}}

{{"accept-audio-data""accept-audio-data"::falsefalse,,"grammar""grammar"::"assets:\/\/\/baidu_speech_grammar.bsg""assets:\/\/\/baidu_speech_grammar.bsg",,”pid””pid”::””15371537””,,  "slot-"slot-
data"data"::{{"name""name"::\\[["妈妈""妈妈",,"老伍""老伍"\\]],,"appname""appname"::\\[["手百""手百",,"度秘”""度秘”"\\]]}},,”nlu””nlu”::”enable””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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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name）
事件参数事件参数 类型类型 值值 描述描述

CALLBACK_

EVENT

_ASR_READ

Y

引擎准备就绪，可以开始说话

CALLBACK_

EVENT

_ASR_BEGI

N

检测到第一句话说话开始。SDK只有第一句话说话开始的回调，没有

长语音每句话说话结束的回调。

CALLBACK_

EVENT

_ASR_END

检测到第一句话说话结束。SDK只有第一句话说话结束的回调，没有

长语音每句话说话结束的回调。

CALLBACK_

EVENT

_ASR_PARTI

AL

params json 识别结果

params[results_re

cognition]
String[] 解析后的识别结果。如无特殊情况，请取第一个结果

params[result_typ

e]
String

partial_r

esult
临时识别结果临时识别结果

params[result_typ

e]
String

final_res

ult
最终结果最终结果，长语音每一句都有一个最终结果

params[result_typ

e]
String

nlu_resu

lt

语义结果，在final_result后回调。语义结果的内容在

(data，offset，length中）

(data，offset，len

gth）
String 语义结果的内容 ，当 params[result_type]=nlu_result时出现。

CALLBACK_

EVENT

_ASR_FINIS

H

params
String(json

格式）

一句话识别结束（可能含有错误信息） 。最终识别的文字结果在

ASR_PARTIAL事件中

params[error] int 错误领域

params[sub_error] int 错误码

params[desc] String 错误描述

CALLBACK_

EVENT

_ASR_LONG

_SPEECH

长语音额外的回调，表示长语音识别结束。使用infile参数无此回调，

请用ASR_EXIT 代替

CALLBACK_

EVENT

_ASR_EXIT

识别结束，资源释放

CALLBACK_

EVENT

_ASR_AUDI

O

(data，offset，len

gth)
byte[] PCM音频片段 回调。必须输入ACCEPT_AUDIO_DATA 参数激活

CALLBACK_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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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

_ASR_VOLU

ME

params json 当前音量回调。必须输入ACCEPT_AUDIO_VOLUME参数激活

params[volume] float 当前音量

params[volume-

percent]
int 当前音量的相对值（0-100）

CALLBACK_

EVENT

_ASR_LOAD

ED

离线模型加载成功回调

CALLBACK_

EVENT

_ASR_UNLO

ADED

离线模型卸载成功回调

唤醒输出参数唤醒输出参数

语音回调事件统一由 public void onEvent(String name, String params, byte[] data, int offset, int length) 方法回调 其中name是

回调事件， params是回调参数。（data，offset，length）缓存临时数据，三者一起，生效部分为 data[offset] 开始，长度为

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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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名事件名 事件参数事件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CALLBACK_E

VENT

_WAKEUP_ST

ARTED

引擎开始运行

CALLBACK_E

VENT

_WAKEUP_AU

DIO

(data,offset,

length)
byte[]

PCM音频片段回调，需要输入ACCEPT_AUDIO_DATA参数激活 。保存的pcm文件的采

样率是16000，16bits，单声道，小端序。

CALLBACK_E

VENT

_WAKEUP_S

UCCESS

唤醒成功

errorCode
错误码,错误码为0表示唤醒成功，唤醒出错会在CALLBACK_EVENT_WAKEUP_ERROR

事件中

errorDesc 错误描述,此处固定为 success

word String 具体的唤醒词

CALLBACK_E

VENT

_WAKEUP_ER

ROR

params
String(jso

n格式)
错误描述的回调

params[des

c]
int 错误描述

CALLBACK_E

VENT

_WAKEUP_ST

OPED

唤醒已关闭

实时语音识别-iOS-SDK

简介

本文档是百度语音开放平台iOS SDK的用户指南，描述了语音识别、长语音识别、语音唤醒语音识别、长语音识别、语音唤醒等相关接口的使用说明。

短语音识别和实时语音识别在iOS SDK中，通过开关进行控制。打开实时语音开关即为实时语音识别服务，单次识别不限时

长；关闭实时语音开关即为短语音识别服务，单次可识别60s时长。开关设置详情请查看输入参数

版本更新版本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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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版本 日期日期 更新内容更新内容

3.0.10.0 2021-03-02 开启长语音模式代表使用实时语音识别接口，以实际调用接口时长计费

3.0.9.0 2020-01-07 修改默认的PID为1537

3.0.8.0 2019-10-23 增加了识别子错误状态

3.0.6.0 2019-05-05 增加对语音自训练平台的支持

3.0.5.7 2018-03-01 增加模拟器支持

3.0.5.6 2017-12-14 进入后台不打断识别和唤醒；错误修复；

/ 2017-12-08 语音在线识别模型升级，大幅度提升识别准确率！

兼容性兼容性

类别类别 兼容范围兼容范围

系统 支持iOS 8.0及以上系统

架构 armv7、arm64、i386、x86_64（模拟器架构暂不支持离线功能）

网络 支持移动网络、WIFI等网络环境

开发环境 工程内使用了LTO等优化选项，建议使用最新版本Xcode进行开发

资源占用描述资源占用描述

静态库占用:

SDK类型SDK类型 二进制增量二进制增量 __TEXT增量__TEXT增量

识别+唤醒 1.9M 1.0M~1.2M

资源占用：

资源名称资源名称 资源描述资源描述 备注备注

bds_easr_basic_model.dat 基础语言模型 必须引入

bds_easr_mfe_cmvn.dat, bds_easr_mfe_dnn.dat VAD(MFE)模型所需资源文件 需要MFE模式时引入

bds_easr_gramm.dat 离线语法资源文件 需要离线或唤醒功能时引入

bds_easr_wakeup_words.dat 唤醒词文件 需要唤醒时引入

bds_easr_input_model.dat 离线识别（输入法模式）资源文件 一般无需引入

SDK大小说明SDK大小说明

1. 由于 BITCODE 开启会导致二进制文件体积增大，这部分会在 APPStore 发布时进行进一步编译优化，并不会引起最终文件的

体积变化，故此处计算的是关闭 BITCODE 下的二进制增量。

2. .a中是多个架构做了合并，使用lipo可以看到细节。所以.a库文件本身很大，且打包出来的ipa也相对较大。但用户实际下载

到手机中会被AppStore优化，只下载用户设备需要的架构，所以实际在手机上占用的空间很小。

3. DemoApp（包括离线和唤醒）在iPhone6 10.2 中实际占用大小小于10M

功能说明功能说明

BDSClientHeaders/ASR/Settings/BDSASRDefines.h 与 BDSASRParameters.h 头文件中包含了绝大多数SDK的可用配置参数及

Architectures in the fat file:Architectures in the fat file:  

libBaiduSpeechSDK.a are: armv7 i386 x86_64 arm64libBaiduSpeechSDK.a are: armv7 i386 x86_64 arm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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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语音识别音频数据源配置语音识别音频数据源配置

目前SDK支持三种音频数据源。说明如下：

音频数据源音频数据源 优先级优先级 说明说明

文件输入 高 16K采样率、单声道PCM格式音频文件

输入流 中 用以支持外接音源，如车载录音机

本地录音机 低 手机设备内置录音功能

1. 默认使用本地录音机，如设置过文件或输入流相关参数，将其置空即可恢复为默认设置；

2. 录音模块运行时，切换数据源不生效；

3. 多模块共享录音模块，重复设置会产生覆盖；

语音识别策略语音识别策略

目前SDK支持两种识别策略。说明如下：

识别策略识别策略 说明说明

在线识别 识别请求发至语音服务器进行解析

并行模式 离在线识别同时进行，取第一个返回的识别结果

引擎验证方法引擎验证方法

在线识别与唤醒都需要进行相关验证后方可使用：

引擎类型引擎类型 验证方法验证方法

在线识别
开放平台使用API/SECRET KEY + APPID进行验

证

离线识别 使用APPID进行验证

唤醒引擎 与离线识别验证方法一致

语音识别中的AudioSession语音识别中的AudioSession

语音识别SDK默认会将AudioSession的Category设置为AVAudioSessionCategoryPlayAndRecord，并在必要的时候调用setActive

接口对外部音频进行打断及恢复，如果开发者不希望SDK对AudioSession进行操作，可以通过参数配置接口，把

BDS_ASR_DISABLE_AUDIO_OPERATION对应的value设置为YES，即可屏蔽SDK内部的操作。

需要注意的是，SDK仍会对Category进行设置，只是屏蔽了setActive接口的调用，开发者可根据需求自行配置。

标点输出标点输出

如若需要输出标点，请先根据语言设置支持标点的PRODUCT_ID，同时关闭BDS_ASR_DISABLE_PUNCTUATION

// -- 开启标点输出 -----// -- 开启标点输出 -----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NO) forKey:BDS_ASR_DISABLE_PUNCTUATION];[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NO) forKey:BDS_ASR_DISABLE_PUNCTUATION];
// 普通话标点// 普通话标点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1537" forKey:BDS_ASR_PRODUCT_ID];[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1537" forKey:BDS_ASR_PRODUCT_ID];
// 英文标点// 英文标点
//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1737" forKey:BDS_ASR_PRODUCT_ID];//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1737" forKey:BDS_ASR_PRODUCT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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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_IDPRODUCT_ID

在线参数， 请根据语言， 输入法及是否需要在线语义，来选择PID。

语言：目前支持中文普通话和英语两个

输入法模型：适用于较长的句子输入。默认有标点，不支持在线语义; 开启标点后，不支持本地语义。

在线语义：在线语义只支持普通话（本地语义也是只支持普通话）

PIDPID 语言语言 模型模型 是否有标点是否有标点 在线语义在线语义 备注备注

1537 普通话 语音近场识别模型 有标点（逗号） 不支持 默认PID

15372 普通话 语音近场识别模型 加强标点（逗号、句号、问号、感叹号） 不支持

15373 普通话 语音近场识别模型 加强标点（逗号、句号、问号、感叹号） 支持

1737 英语 无标点 不支持

17372 英语 加强标点（逗号、句号、问号） 不支持

1936 普通话 远场模型 有标点（逗号） 不支持

19362 普通话 远场模型 加强标点（逗号、句号、问号、感叹号） 不支持

19363 普通话 远场模型 加强标点（逗号、句号、问号、感叹号） 支持

原15361，15371，19361支持通用场景语义解析pid已全面升级为15363，15373，19363。语义理解协议升级，语义理

解准确率提升，覆盖更多语义场景。旧有pid（15361，15371，19361）将于2019年12月31日不再维护，请尽快切换升级

至对应新pid。

以上描述的“长句模型”与“长语音识别”是两个概念

PRODUCT_ID通过参数BDS_ASR_PRODUCT_ID来配置，如

注意：BDS_ASR_PRODUCT_ID参数会覆盖识别语言的设置

语音自训练平台模型训练语音自训练平台模型训练

自训练平台可以认为是自定义词库的升级版本，可以更加直观地查看训练效果。同样使用您自定义的文本进行结果优化。

具体功能及使用说明请参考文档 “自训练平台手册”

如您需要在iOS SDK上添加模型训练的功能，可以在语音自训练平台上训练实时语音识别-中文普通话模型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1537" forKey:BDS_ASR_PRODUCT_ID];[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1537" forKey:BDS_ASR_PRODUCT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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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后的模型注意必须填写上线模型的模型参数，可在自训练平台的模型调用模块进行查看。

示例 ， 则调用websocket API时必须填写参数 dev_pid=1537或

15372（PID功能见下表）；同时lm_id 设置为1235。

PIDPID 模型模型 是否有标点是否有标点

1537 中文普通话 无标点

15372 中文普通话 加强标点（逗号、句号、问号、感叹号）

自训练平台模型配置自训练平台模型配置

模型配置

标点配置

数字转换配置

调用流程

Demo工程Demo工程

强烈建议在使用iOS SDK之前，运行并试用Demo工程相关功能，参考Demo工程的调用和配置的方式。强烈建议在使用iOS SDK之前，运行并试用Demo工程相关功能，参考Demo工程的调用和配置的方式。

1. 双击使用XCode打开 BDSClientSample/BDSClientSample.xcodeproj

2. 在控制台中新建应用，配置应用的BundleId为工程的BundleId，默认为com.baidu.speech.BDSClientSample

3. 修改 BDSClientSample/Modules/ASR/ASRViewController.m中的 API_KEY, SECRET_KEY, APP_ID

获取专属模型参数pid:1537或15372 modelid:1235获取专属模型参数pid:1537或15372 modelid:1235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1234) forKey:BDS_ASR_LM_ID];[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1234) forKey:BDS_ASR_LM_ID];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1537" forKey:BDS_ASR_PRODUCT_ID];[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1537" forKey:BDS_ASR_PRODUCT_ID];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EVR_PUNC_MODE_FULL) forKey:BDS_ASR_PUNCTUATION_EXT_MODE];  // 打开[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EVR_PUNC_MODE_FULL) forKey:BDS_ASR_PUNCTUATION_EXT_MODE];  // 打开
标点标点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EVR_PUNC_MODE_EMPTY) forKey:BDS_ASR_PUNCTUATION_EXT_MODE]; // 关闭[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EVR_PUNC_MODE_EMPTY) forKey:BDS_ASR_PUNCTUATION_EXT_MODE]; // 关闭
标点标点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EVR_PUNC_MODE_SIMPLE) forKey:BDS_ASR_PUNCTUATION_EXT_MODE]; // 删除[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EVR_PUNC_MODE_SIMPLE) forKey:BDS_ASR_PUNCTUATION_EXT_MODE]; // 删除
句末标点句末标点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EVR_PUNC_MODE_SIMPLEST) forKey:BDS_ASR_PUNCTUATION_EXT_MODE]; // 空[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EVR_PUNC_MODE_SIMPLEST) forKey:BDS_ASR_PUNCTUATION_EXT_MODE]; // 空
格替换全部标点格替换全部标点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NO) forKey:BDS_ASR_ENABLE_NUM_CONVERT_MODEL]; // 现在是二零零八年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NO) forKey:BDS_ASR_ENABLE_NUM_CONVERT_MODEL]; // 现在是二零零八年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YES) forKey:BDS_ASR_ENABLE_NUM_CONVERT_MODEL]; // 现在是2008年[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YES) forKey:BDS_ASR_ENABLE_NUM_CONVERT_MODEL]; // 现在是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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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确保网络通畅，运行工程

语音识别与唤醒语音识别与唤醒

添加Framework添加Framework

FrameworkFramework 描述描述

libc++.tbd 提供对C/C++特性支持

libz.1.2.5.tbd 提供gzip支持

libsqlite3.0.tbd 提供对本地数据库的支持

AudioToolbox 提供录音和播放支持

AVFoundation 提供录音和播放支持

CFNetwork 提供对网络访问的支持

CoreLocation 提供对获取设备地理位置的支持，以提高识别准确度

CoreTelephony 提供对移动网络类型判断的支持

SystemConfiguration 提供对网络状态检测的支持

GLKit 内置识别控件所需

添加头文件添加头文件

识别相关识别相关

如果只需要使用识别功能，只需要引入如下头文件：

唤醒相关唤醒相关

如果需要使用离线唤醒功能，需要引入如下头文件：

内置识别控件内置识别控件

如果需要使用内置识别控件，需要引入如下头文件：

添加静态库添加静态库

SDK提供的是静态库，开发者只需要将库文件拖入工程目录即可。对静态库有以下几点说明：

###### import "BDSEventManager.h"###### import "BDSEventManager.h"
###### import "BDSASRDefines.h"###### import "BDSASRDefines.h"
###### import "BDSASRParameters.h"###### import "BDSASRParameters.h"

###### import "BDSWakeupDefines.h"###### import "BDSWakeupDefines.h"
###### import "BDSWakeupParameters.h"###### import "BDSWakeupParameters.h"

###### import "BDTheme.h"###### import "BDTheme.h"
###### import "BDRecognizerViewParamsObject.h"###### import "BDRecognizerViewParamsObject.h"
###### import "BDRecognizerViewController.h"###### import "BDRecognizerViewController.h"
###### import "BDRecognizerViewDelegate.h"###### import "BDRecognizerViewDelegate.h"

1. 静态库采用lipo命令将armv7，arm64的静态库合并成的一个通用的库文件，避免开发者在编译不同target时频繁替换的1. 静态库采用lipo命令将armv7，arm64的静态库合并成的一个通用的库文件，避免开发者在编译不同target时频繁替换的
问题；问题；
2. 模拟器版本只支持在线识别，不支持离线识别及唤醒功能;2. 模拟器版本只支持在线识别，不支持离线识别及唤醒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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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所需资源添加所需资源

提示音文件及识别控件所需主题文件提示音文件及识别控件所需主题文件

将开发包中BDSClientResource/ASR/BDSClientResources目录以“create folder references”方式添加到工程的资源Group中，注注

意使用"create groups"方式添加不能生效意使用"create groups"方式添加不能生效。

离线识别及唤醒所需资源文件离线识别及唤醒所需资源文件

将开发包中BDSClientResource/ASR/BDSClientEASRResources目录以"create groups"方式添加到工程目录下即可，资源文件

说明如下：

文件名文件名 说明说明

bds_easr_gramm.dat 离线识别引擎语法模式所需语法文件，在开放平台编辑自定义语法文件

bds_easr_basic_model.dat 基础资源文件，用于modelVAD、唤醒、离线语音识别语法模式

bds_easr_wakeup_words.dat 唤醒引擎所需唤醒词文件，在开放平台编辑自定义唤醒词

bds_easr_mfe_dnn.dat 基础资源文件，用于DNNMFE、唤醒、离线语音识别语法模式

bds_easr_mfe_cmvn.dat MFE CMVN文件,用于DNNMFE

bds_easr_dnn_wakeup_model.dat 用于DNNWakeup的模型文件

语音识别语音识别 语音识别包含数据上传接口和离在线识别接口，接口概述如下：

1. 在线语音识别支持识别任意词，离线语音识别仅支持命令词识别（语法模式）。

2. 单次短语音识别最长限制60秒。

在线识别在线识别

识别功能代理识别功能代理

1. 创建相关接口对象 (createEventManagerWithName:)1. 创建相关接口对象 (createEventManagerWithName:)
2. 设置代理对象 (setDelegate:)2. 设置代理对象 (setDelegate:)
3. 配置参数 (setParameter:forKey:)3. 配置参数 (setParameter:forKey:)
4. 发送预定义指令 (sendCommand:)4. 发送预定义指令 (sendCommand:)
5. 参数列表及相关预定义值可参考附录，或相关parameters头文件、defines头文件5. 参数列表及相关预定义值可参考附录，或相关parameters头文件、defines头文件

// 创建语音识别对象// 创建语音识别对象
self.asrEventManager = [BDSEventManager createEventManagerWithName:BDS_ASR_NAME];self.asrEventManager = [BDSEventManager createEventManagerWithName:BDS_ASR_NAME];
// 设置语音识别代理// 设置语音识别代理
[self.asrEventManager setDelegate:self];[self.asrEventManager setDelegate:self];
// 参数配置：在线身份验证// 参数配置：在线身份验证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API_KEY, SECRET_KEY] forKey:BDS_ASR_API_SECRET_KEYS];[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API_KEY, SECRET_KEY] forKey:BDS_ASR_API_SECRET_KEYS];
//设置 APPID//设置 APPID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APP_ID forKey:BDS_ASR_OFFLINE_APP_CODE];[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APP_ID forKey:BDS_ASR_OFFLINE_APP_CODE];
// 发送指令：启动识别// 发送指令：启动识别
[self.asrEventManager sendCommand:BDS_ASR_CMD_START];[self.asrEventManager sendCommand:BDS_ASR_CMD_START];

@protocol BDSClientASRDelegate<NSObject>@protocol BDSClientASRDelegate<NSObject>
- (void)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tus:(int)workStatus obj:(id)aObj;- (void)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tus:(int)workStatus obj:(id)aObj;
@end@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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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识别状态、录音数据等回调均在此代理中发生，具体事件请参考Demo工程中对不同workStatus的处理流程。

离在线并行识别离在线并行识别

关于离线识别关于离线识别

注意

在线识别效果远优于离线识别，不推荐使用离线识别。

首次使用离线，SDK将会后台下载离线授权文件，成功后，授权文件有效期（三年）内无需联网。有效期即将结束后SDK

将自动多次尝试联网更新证书)。

使用离线识别必须正确配置BDS_ASR_OFFLINE_APP_CODE，并设置BDS_ASR_STRATEGY为离线在线并行。

离线识别 可识别自定义语法规则下的词，如“打电话给王五”，“打开微信”等。

请在语音控制台的左侧功能栏中，进入“离线词&语义设置”模块，根据页面上的引导自行定义词条和语法，并生成bsg文件。下

载语法文件后，设置BDS_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参数

具体示例如下：

// 创建语音识别对象// 创建语音识别对象
self.asrEventManager = [BDSEventManager createEventManagerWithName:BDS_ASR_NAME];self.asrEventManager = [BDSEventManager createEventManagerWithName:BDS_ASR_NAME];
// 设置语音识别代理// 设置语音识别代理
[self.asrEventManager setDelegate:self];[self.asrEventManager setDelegate:self];
// 参数配置：在线身份验证// 参数配置：在线身份验证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API_KEY, SECRET_KEY] forKey:BDS_ASR_API_SECRET_KEYS];[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API_KEY, SECRET_KEY] forKey:BDS_ASR_API_SECRET_KEYS];
//设置 APPID//设置 APPID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APP_ID forKey:BDS_ASR_OFFLINE_APP_CODE];[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APP_ID forKey:BDS_ASR_OFFLINE_APP_CODE];
// 参数设置：识别策略为离在线并行// 参数设置：识别策略为离在线并行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EVR_STRATEGY_BOTH) forKey:BDS_ASR_STRATEGY];[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EVR_STRATEGY_BOTH) forKey:BDS_ASR_STRATEGY];
// 参数设置：离线识别引擎类型// 参数设置：离线识别引擎类型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EVR_OFFLINE_ENGINE_GRAMMER) forKey:BDS_ASR_OFFLINE_ENGINE_TYPE];[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EVR_OFFLINE_ENGINE_GRAMMER) forKey:BDS_ASR_OFFLINE_ENGINE_TYPE];
// 参数配置：命令词引擎语法文件路径。请从控制台的左侧功能栏进入“离线词&语义设置”模块，根据页面上的引导自行// 参数配置：命令词引擎语法文件路径。请从控制台的左侧功能栏进入“离线词&语义设置”模块，根据页面上的引导自行
定义词条和语法，并生成bsg文件。下载语法文件后，替换BDS_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参数定义词条和语法，并生成bsg文件。下载语法文件后，替换BDS_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参数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命令词引擎语法文件路径"[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命令词引擎语法文件路径"  
forKey:BDS_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forKey:BDS_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
// 参数配置：命令词引擎语言模型文件路径// 参数配置：命令词引擎语言模型文件路径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命令词引擎语言模型文件路径"[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命令词引擎语言模型文件路径"  
forKey:BDS_ASR_OFFLINE_ENGINE_DAT_FILE_PATH];forKey:BDS_ASR_OFFLINE_ENGINE_DAT_FILE_PATH];
// 发送指令：加载离线引擎// 发送指令：加载离线引擎
[self.asrEventManager sendCommand:BDS_ASR_CMD_LOAD_ENGINE];[self.asrEventManager sendCommand:BDS_ASR_CMD_LOAD_ENGINE];
// 发送指令：启动识别// 发送指令：启动识别
[self.asrEventManager sendCommand:BDS_ASR_CMD_START];[self.asrEventManager sendCommand:BDS_ASR_CMD_START];

NSString* gramm_filepath = [[NSBundle mainBundle] pathForResource:@"bds_easr_gramm" ofType:@"dat"];;NSString* gramm_filepath = [[NSBundle mainBundle] pathForResource:@"bds_easr_gramm" ofType:@"dat"];;
NSString* lm_filepath = [[NSBundle mainBundle] pathForResource:@"bds_easr_basic_model" ofType:@"dat"];;NSString* lm_filepath = [[NSBundle mainBundle] pathForResource:@"bds_easr_basic_model" ofType:@"dat"];;
NSString* wakeup_words_filepath = [[NSBundle mainBundle] pathForResource:@"bds_easr_wakeup_words"NSString* wakeup_words_filepath = [[NSBundle mainBundle] pathForResource:@"bds_easr_wakeup_words"  
ofType:@"dat"];;ofType:@"dat"];;
[self.asrEventManager setDelegate:self];[self.asrEventManager setDelegate:self];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APP_ID forKey:BDS_ASR_OFFLINE_APP_CODE];[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APP_ID forKey:BDS_ASR_OFFLINE_APP_CODE];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lm_filepath forKey:BDS_ASR_OFFLINE_ENGINE_DAT_FILE_PATH];[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lm_filepath forKey:BDS_ASR_OFFLINE_ENGINE_DAT_FILE_PATH];
// 请在 (官网)[http://speech.baidu.com/asr] 参考模板定义语法，下载语法文件后，替换// 请在 (官网)[http://speech.baidu.com/asr] 参考模板定义语法，下载语法文件后，替换
BDS_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参数BDS_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参数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gramm_filepath forKey:BDS_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gramm_filepath forKey:BDS_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wakeup_words_filepath[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wakeup_words_filepath  
forKey:BDS_ASR_OFFLINE_ENGINE_WAKEUP_WORDS_FILE_PATH];forKey:BDS_ASR_OFFLINE_ENGINE_WAKEUP_WORDS_FILE_PATH];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语音识别技术

190



长语音识别长语音识别

长语音识别对语音时长无限制，其本质是在本地进行VAD之后，由服务端逐句识别。

1. 使用长语音必须开启本地VAD: BDS_ASR_ENABLE_LOCAL_VAD

2. 使用长语音必须关闭提示音（Known issue）

VADVAD

端点检测，即自动检测音频输入的起始点和结束点。  如果需要自行控制识别

结束需关闭VAD，请同时关闭服务端VAD与端上VAD：

目前SDK支持两种本地端点检测方式。说明如下：

识别策略识别策略 说明说明

ModelVAD 检测更加精准，抗噪能力强，响应速度较慢

DNNMFE 提供基础检测功能，性能高，响应速度快

使用ModelVAD、DNN需通过参数配置开启该功能，并配置相应资源文件（基础资源文件）

ModelVADModelVAD

DNNMFEDNNMFE

DNNMFE 支持设置静音时长（需要同时关闭服务端VAD与端上VAD）。设置以下两个参数，单位为帧数，每帧10ms。如需设置

为 5s：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NO) forKey:BDS_ASR_NEED_CACHE_AUDIO];[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NO) forKey:BDS_ASR_NEED_CACHE_AUDIO];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 forKey:BDS_ASR_OFFLINE_ENGINE_TRIGGERED_WAKEUP_WORD];[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 forKey:BDS_ASR_OFFLINE_ENGINE_TRIGGERED_WAKEUP_WORD];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YES) forKey:BDS_ASR_ENABLE_LONG_SPEECH];[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YES) forKey:BDS_ASR_ENABLE_LONG_SPEECH];
// 长语音请务必开启本地VAD// 长语音请务必开启本地VAD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YES) forKey:BDS_ASR_ENABLE_LOCAL_VAD];[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YES) forKey:BDS_ASR_ENABLE_LOCAL_VAD];

SDK默认开启VAD，检测到静音后自动停止识别。SDK默认开启VAD，检测到静音后自动停止识别。

// 关闭服务端VAD// 关闭服务端VAD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NO) forKey:BDS_ASR_ENABLE_EARLY_RETURN];[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NO) forKey:BDS_ASR_ENABLE_EARLY_RETURN];
// 关闭本地VAD// 关闭本地VAD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NO) forKey:BDS_ASR_ENABLE_LOCAL_VAD];[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NO) forKey:BDS_ASR_ENABLE_LOCAL_VAD];

//获取VAD模型的路径//获取VAD模型的路径
NSString *modelVAD_filepath = [[NSBundle mainBundle] pathForResource:@"bds_easr_basic_model" ofType:@"dat"];NSString *modelVAD_filepath = [[NSBundle mainBundle] pathForResource:@"bds_easr_basic_model" ofType:@"dat"];
//设置modelVAD的文件路径//设置modelVAD的文件路径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modelVAD_filepath forKey:BDS_ASR_MODEL_VAD_DAT_FILE];[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modelVAD_filepath forKey:BDS_ASR_MODEL_VAD_DAT_FILE];
//设置ModelVAD可用//设置ModelVAD可用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YES) forKey:BDS_ASR_ENABLE_MODEL_VAD];[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YES) forKey:BDS_ASR_ENABLE_MODEL_VAD];

NSString *mfe_dnn_filepath = [[NSBundle mainBundle] pathForResource:@"bds_easr_mfe_dnn" ofType:@"dat"];NSString *mfe_dnn_filepath = [[NSBundle mainBundle] pathForResource:@"bds_easr_mfe_dnn" ofType:@"dat"];
//设置MFE模型文件//设置MFE模型文件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mfe_dnn_filepath forKey:BDS_ASR_MFE_DNN_DAT_FILE];[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mfe_dnn_filepath forKey:BDS_ASR_MFE_DNN_DAT_FILE];
NSString *cmvn_dnn_filepath = [[NSBundle mainBundle] pathForResource:@"bds_easr_mfe_cmvn" ofType:@"dat"];NSString *cmvn_dnn_filepath = [[NSBundle mainBundle] pathForResource:@"bds_easr_mfe_cmvn" ofType:@"dat"];
//设置MFE CMVN文件路径//设置MFE CMVN文件路径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cmvn_dnn_filepath forKey:BDS_ASR_MFE_CMVN_DAT_FILE];[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cmvn_dnn_filepath forKey:BDS_ASR_MFE_CMVN_DAT_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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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为浮点类型。

语义理解语义理解

语义解析可以识别用户的意图并提取用户表述中的关键内容，从而帮助开发者理解用户需求。如“北京天气”，“打电话给张

三”等。语义理解包括本地语义和在线语义。

目前仅中文普通话支持语义理解。

使用在线语义，必须设置BDS_ASR_PRODUCT_ID为15373，完整的PRODUCT_ID列表请参考章节PRODUCT_ID

为基础模型的product_id即可。

注意：BDS_ASR_PRODUCT_ID参数会覆盖识别语言的设置 如果默认的语义无法满足要求，建议开发者使用UNIT 2.0，拥有

完备的语义理解和交互功能。

语音唤醒语音唤醒

语音唤醒，需要配置所需语言模型文件(基础资源文件)语言模型文件(基础资源文件)及官网导出的自定义唤醒词文件唤醒词文件，配置后加载引擎，即可进行开始唤

醒。需要注意的是，唤醒引擎开启后会保持录音机为启动状态，用户说出正确的唤醒词后会触发唤醒，通过相关回调反馈给应

用程序。

语音唤醒为离线功能，需配置离线授权信息(APP_ID)，加载唤醒所需语言模型文件，接口与语音识别接口相同。

基于多种因素考虑，在App进入后台后，唤醒将会被打断。

代码示例代码示例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501.f) forKey:BDS_ASR_MFE_MAX_SPEECH_PAUSE];[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501.f) forKey:BDS_ASR_MFE_MAX_SPEECH_PAUSE];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500.f) forKey:BDS_ASR_MFE_MAX_WAIT_DURATION];[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500.f) forKey:BDS_ASR_MFE_MAX_WAIT_DURATION];

// 开启离线语义(本地语义)// 开启离线语义(本地语义)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YES) forKey:BDS_ASR_ENABLE_NLU];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YES) forKey:BDS_ASR_ENABLE_NLU]; 
// 开启在线语义// 开启在线语义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1537~~~~3" forKey:BDS_ASR_PRODUCT_ID];[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1537~~~~3" forKey:BDS_ASR_PRODUCT_ID];

// 创建语音识别对象// 创建语音识别对象
self.wakeupEventManager = [BDSEventManager createEventManagerWithName:BDS_WAKEUP_NAME];self.wakeupEventManager = [BDSEventManager createEventManagerWithName:BDS_WAKEUP_NAME];
// 设置语音唤醒代理// 设置语音唤醒代理
[self.wakeupEventManager setDelegate:self];[self.wakeupEventManager setDelegate:self];
// 参数配置：离线授权APPID// 参数配置：离线授权APPID
[self.wakeup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APP_ID forKey:BDS_WAKEUP_APP_CODE];[self.wakeup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APP_ID forKey:BDS_WAKEUP_APP_CODE];
// 参数配置：唤醒语言模型文件路径, 默认文件名为 bds_easr_basic_model.dat// 参数配置：唤醒语言模型文件路径, 默认文件名为 bds_easr_basic_model.dat
[self.wakeup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唤醒语言模型文件路径" forKey:BDS_WAKEUP_DAT_FILE_PATH];[self.wakeup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唤醒语言模型文件路径" forKey:BDS_WAKEUP_DAT_FILE_PATH];
// 发送指令：加载语音唤醒引擎// 发送指令：加载语音唤醒引擎
[self.wakeupEventManager sendCommand:BDS_WP_CMD_LOAD_ENGINE];[self.wakeupEventManager sendCommand:BDS_WP_CMD_LOAD_ENGINE];
//设置唤醒词文件路径//设置唤醒词文件路径
// 默认的唤醒词文件为"bds_easr_wakeup_words.dat"，包含的唤醒词为"百度以下"// 默认的唤醒词文件为"bds_easr_wakeup_words.dat"，包含的唤醒词为"百度以下"
// 如需自定义唤醒词，请在 http://ai.baidu.com/tech/speech/wake 中评估并下载唤醒词文件，替换此参数// 如需自定义唤醒词，请在 http://ai.baidu.com/tech/speech/wake 中评估并下载唤醒词文件，替换此参数
 [self.wakeup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唤醒词文件路径”forKey:BDS_WAKEUP_WORDS_FILE_PATH] [self.wakeup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唤醒词文件路径”forKey:BDS_WAKEUP_WORDS_FILE_PATH]
// 发送指令：启动唤醒// 发送指令：启动唤醒
[self.wakeupEventManager sendCommand:BDS_WP_CMD_START];[self.wakeupEventManager sendCommand:BDS_WP_CMD_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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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功能回调接口唤醒功能回调接口

唤醒辅助识别唤醒辅助识别

使用唤醒的一种需求场景是唤醒后立刻识别，以唤醒词为百度以下百度以下举例，用户可能的输入为百度以下，北京天气怎么样？百度以下，北京天气怎么样？如果

开发者需要对该种场景进行支持，请按如下操作：

1. 正确配置唤醒引擎，语言模型文件及唤醒词文件，并加载引擎；

2. 开启唤醒，接收用户语音输入；

3. 在唤醒的唤醒词触发回调中，配置BDS_ASR_NEED_CACHE_AUDIO为YES到识别引擎，正常识别请将该值设为NO；

4. 调用识别引擎开启识别过程；

输入参数

语音识别语音识别

预定义命令预定义命令

语音识别目前支持的命令如下：

命令命令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BDS_ASR_CMD_START 启动识别

BDS_ASR_CMD_STOP 结束语音输入，等待识别完成

BDS_ASR_CMD_CANCEL 取消本次识别

BDS_ASR_CMD_LOAD_ENGINE 加载离线引擎，如使用离线识别，在启动识别前需调用此命令

BDS_ASR_CMD_UNLOAD_ENGINE 卸载离线引擎，如改变离线配置参数，需重新加载离线引擎

参数说明参数说明

通过配置不同的参数，语音识别提供丰富的功能，说明如下：

在线引擎身份验证在线引擎身份验证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说明说明

BDS_ASR_API_SECRET_KEYS 开放平台设置API_KEY and SECRET_KEY

BDS_ASR_PRODUCT_ID 内部产品设置产品ID

离线引擎身份验证离线引擎身份验证

@protocol BDSClientWakeupDelegate<NSObject>@protocol BDSClientWakeupDelegate<NSObject>

- (void)WakeupClientWorkStatus:(int)workStatus obj:(id)aObj;- (void)WakeupClientWorkStatus:(int)workStatus obj:(id)aObj;
@end@end

// 如需要唤醒后立刻进行识别，为保证不丢音，启动语音识别前请添加如下配置，获取录音缓存：// 如需要唤醒后立刻进行识别，为保证不丢音，启动语音识别前请添加如下配置，获取录音缓存：

[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YES) forKey:BDS_ASR_NEED_CACHE_AUDIO];[self.asrEventManager setParameter:@(YES) forKey:BDS_ASR_NEED_CACHE_A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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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说明说明

BDS_ASR_OFFLINE_LICENSE_FILE_PATH 离线授权文件路径

BDS_ASR_OFFLINE_APP_CODE
离线授权所需APPCODE（APPID），

如使用该方式进行正式授权，请移除临时授权文件

识别器参数配置识别器参数配置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说明说明

BDS_ASR_SAMPLE_RATE 设置录音采样率，自动模式根据当前网络情况自行调整

BDS_ASR_STRATEGY 语音识别策略

BDS_ASR_LANGUAGE 设置识别语言

BDS_ASR_ENABLE_NLU 开启语义解析，将返回包含语义的json串

BDS_ASR_DISABLE_PUNCTUATION 关闭输出标点

BDS_ASR_PUNCTUATION_EXT_MOD 扩展标点模式，使用请确保BDS_ASR_DISABLE_PUNCTUATION参数为NO

BDS_ASR_ENABLE_LOCAL_VAD 是否需要对录音数据进行端点检测，如果关闭，请同时关闭服务端提前返回

BDS_ASR_ENABLE_EARLY_RETURN
服务端开启提前返回，即允许服务端在未收到客户端发送的结束标志前提前结束识别过

程

BDS_ASR_ENABLE_MODEL_VAD 是否使用ModelVAD，打开需配置资源文件参数

BDS_ASR_MODEL_VAD_DAT_FILE ModelVAD所需资源文件路径

BDS_ASR_VAD_ENABLE_LONG_PRES

S
设置VAD模式为长按（特殊情况设置）

BDS_ASR_MFE_DNN_DAT_FILE 设置MFE模型文件

BDS_ASR_MFE_CMVN_DAT_FILE 设置MFE CMVN文件路径

BDS_ASR_MFE_MAX_WAIT_DURATIO

N
设置DNNMFE最大等待语音时间

BDS_ASR_MFE_MAX_SPEECH_PAUS

E
设置DNNMFE切分门限

BDS_ASR_ENABLE_LONG_SPEECH 是否启用长语音识别

音频相关音频相关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说明说明

BDS_ASR_AUDIO_FILE_PATH 设置音频文件路径（数据源）

BDS_ASR_AUDIO_INPUT_STREAM 设置音频输入流（数据源）

BDS_ASR_PLAY_TONE 识别提示音设置，需添加相应声音文件，可替换

BDS_ASR_DISABLE_AUDIO_OPERATION 屏蔽SDK内部设置AudioSession的Active状态

日志级别日志级别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说明说明

BDS_ASR_DEBUG_LOG_LEVEL 指定调试日志级别

离线识别相关离线识别相关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语音识别技术

194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说明说明

BDS_ASR_OFFLINE_ENGINE_TYPE 离线识别引擎类型

BDS_ASR_OFFLINE_ENGINE_DAT_FILE_PATH 离线识别资源文件路径

BDS_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 离线识别语法文件路径

BDS_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SLOT 语法模式离线语法槽，使用该参数更新离线语法文件

唤醒后立刻识别相关唤醒后立刻识别相关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说明说明

BDS_ASR_OFFLINE_ENGINE_WAKEUP_WORDS

_FILE_PATH

唤醒词文件路径，使用了唤醒并使用离线语法识别的情况下需要设置，其他

情况请忽略该参数

BDS_ASR_OFFLINE_ENGINE_TRIGGERED_WAK

EUP_WORD

当前触发唤醒词，唤醒后立即调用识别的情况下配置，其他情况请忽略该参

数

BDS_ASR_NEED_CACHE_AUDIO 唤醒后立刻进行识别需开启该参数，其他情况请忽略该参数

服务端配置相关服务端配置相关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说明说明

BDS_ASR_SERVER_URL 设置服务器地址

BDS_ASR_BROWSER_USER_AGENT
设置浏览器标识(Http request header)，资源返回时会根据UA适

配

语音唤醒语音唤醒

预定义命令预定义命令

语音唤醒目前支持的命令如下：

命令命令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BDS_WP_CMD_START 启动唤醒

BDS_WP_CMD_STOP 关闭唤醒，释放内存需调用卸载命令

BDS_WP_CMD_LOAD_ENGINE 加载唤醒引擎

BDS_WP_CMD_UNLOAD_ENGINE 卸载唤醒引擎，如改变了引擎参数，请重新加载

参数说明参数说明

为使唤醒引擎正常工作，开发者需了解以下参数：

基本配置基本配置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说明说明

BDS_WAKEUP_WORDS_FILE_PATH 唤醒词文件路径，从开放平台获取该文件

BDS_WAKEUP_DAT_FILE_PATH 唤醒引擎模型文件路径

BDS_WAKEUP_APP_CODE 离线正式授权所需APPCODE，即APPID

BDS_WAKEUP_LICENSE_FILE_PATH 离线授权文件路径，正式授权需移除该文件

BDS_WAKEUP_WORK_QUEUE 指定SDK工作队列

音频相关音频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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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相关的参数与识别引擎共享，如同时使用，只需配置一次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说明说明

BDS_WAKEUP_AUDIO_FILE_PATH 设置音频文件路径（数据源）

BDS_WAKEUP_AUDIO_INPUT_STREAM 设置音频输入流（数据源）

BDS_WAKEUP_DISABLE_AUDIO_OPERATION 屏蔽SDK内部设置AudioSession的Active状态

输出参数

识别状态识别状态

语音识别回调状态如下：

识别状态识别状态 返回值说明返回值说明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E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tusStartWorkI

ng
nil 识别工作开始，开始采集及处理数据

E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tusStart nil 检测到用户开始说话

E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tusEnd nil
本地声音采集结束结束，等待识别结果返回并结束

录音

E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tusNewRecord

Data
NSData-原始音频数据 录音数据回调

E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tusFlushData NSDictionary-中间结果 连续上屏

E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tusFinish
NSDictionary-最终识别结

果
语音识别功能完成，服务器返回正确结果

E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tusMeterLevel NSNumber:int-当前音量 当前音量回调

E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tusCancel nil 用户取消

E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tusError NSError-错误信息 发生错误

E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tusLoaded nil 离线引擎加载完成

E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tusUnLoaded nil 离线引擎卸载完成

E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tusChunkThird

Data
NSData CHUNK: 识别结果中的第三方数据

E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tusChunkNlu NSData CHUNK: 识别结果中的语义结果

E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tusChunkEnd NSString CHUNK: 识别过程结束

E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tusFeedback NSString Feedback: 识别过程反馈的打点数据

E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tusRecorderEn

d
nil

录音机关闭，页面跳转需检测此时间，规避状态条

(iOS)

E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tusLongSpeec

hEnd
nil 长语音结束状态

唤醒状态唤醒状态

语音唤醒回调状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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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状态唤醒状态 返回值说明返回值说明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EWakeupEngineWorkStatusStarted nil 引擎开始工作

EWakeupEngineWorkStatusStopped nil 引擎关闭完成

EWakeupEngineWorkStatusLoaded nil 唤醒引擎加载完成

EWakeupEngineWorkStatusUnLoaded nil 唤醒引擎卸载完成

EWakeupEngineWorkStatusTriggered NSString-唤醒词 命中唤醒词

EWakeupEngineWorkStatusError NSError-错误信息 引擎发生错误

实时语音识别-Linux-SDK

简介

概述概述

本文档是百度AI开放平台Linux SDK （C++）BDSpeechSDK 3.x 的用户指南。描述了在线语音识别相关接口的使用说明

ASR 自动语音识别技术（Automatic Speech Recognition）， 将人的语音转换为文本。

LinuxSDK 仅支持在线语音识别，固定长语音模式。

LinuxSDK内部采用流式接口，即边读取语音流边处理。 该流式方式同Android iOS SDK， 区别于Rest Api需要上传完整录音

文件。

再次提醒： BDSpeechSDK的功能只有不限音频流时长的在线识别功能，并可以返回服务器端语义。没有任何离线功能，没有

离线识别及唤醒词功能。

SDK 支持 普通话，英语，四川话和粤语

版本历史版本历史

版本,sdk->get_sdk_version()版本,sdk->get_sdk_version() 发布时间发布时间 libBDSpeechSDK.a md5值libBDSpeechSDK.a md5值 更新内容更新内容

3.0.0.30628d440 2019-05-16 160ce32bb19c1f132f81e9e3096ab742 添加自训练平台LMID支持

3.0.0.9a7b48a3a 2018-04-28 3974ca4d43dedff8d56b8830f2b17983

编译运行环境编译运行环境 目前仅支持 X64（x86-64） CPU架构的 Linux 操作系统，通常是服务器或者台式机，及安装在上面的Linux 较新

操作系统。 不支持其它CPU架构如x86，arm等， 即不支持32位系统，树莓派，arm开发板, arm 手机等。

目前支持运行centos 4-7 版本，及Ubuntu 14.04， 使用g++ 4.8.2版本。 其它Linux及g++版本暂时未做测试，请自行尝试编

译，如果有报错请反馈。

如果使用g++ 5.x以上版本编译，需要开启-D_GLIBCXX_USE_CX11ABI=0，SDK可以正常使用，但可能导致您自己的部分新特性如果使用g++ 5.x以上版本编译，需要开启-D_GLIBCXX_USE_CX11ABI=0，SDK可以正常使用，但可能导致您自己的部分新特性

的代码不能编译。的代码不能编译。

线程限制线程限制 SDK限制为10个识别线程，但可以跑多个进程。 注意申请应用默认的并发 一般是10，即不管跑多少个进程，全部进

程的线程数之和不能超过10，否则会有鉴权错误。

输入音频流输入音频流

输入音频流的音频格式为pcm， 单声道，16bits， 小端序。采样率1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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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传输的一个16k采样率的音频流需要32kb/s的网速，10个并发音频流需要320K/s ,请确保与百度服务器之间的网络稳定。

开启压缩传输后会降低传输的数据量，但是音频质量会有损失。

开启EVR_AUDIO_COMPRESSION_BV32有损压缩，压缩为原始大小的1/8；（默认，不推荐）

开启EVR_AUDIO_COMPRESSION_AMR有损压缩，压缩为原始大小的1/16；

输出输出

SDK 输出的结果为识别音频的文字。如果开始语义理解后，进一步在识别音频的文字的基础上可以获取简单的语义解析结果。

复杂的语义解析及智能问答可以参见ai.baidu.com上文本处理类的接口。

耗时耗时

如果您用的是实时音频，没有影响。如果您用的是录音文件，请sleep与原始音频相同的时间，否则结果无法预期。即从音频开即从音频开

始进行计算到获取最终结果，识别整体耗时都是略多于原始音频的时长。始进行计算到获取最终结果，识别整体耗时都是略多于原始音频的时长。

测试SDK测试SDK 如果您需要测试SDK，请至sample目录。

sample/asr 目录下main.cpp 直接展示如何使用SDK， 运行build.sh 执行

sample/asrDemo2， 对SDK做了进一步封装，简化调用。运行run/build.sh 执行。asrDemo2 同时也是Clion的项目，可以直

接导入运行。

sample/asrDemo-srt， 在asrDemo2，一个完整的添加视频文件字幕的程序，请读sample/asrDemo-srt/Readme.md文件

后，再进行测试。

目录结构目录结构

BDSpeechSDK中包含extern, include, lib, sample, resources五个目录。 如果您需要测试SDK，请至sample目录。

extern包含需要的第三方库和头文件

include包含需要引入的头文件

BDSpeechSDK.hpp包含sdk可用接口

BDSSDKMessage.hpp 包含给sdk发送的消息的结构定义

ASR/bds_ASRDefines.hpp 包含sdk相关参数取值的定义，错误分类，对应错误码

ASR/bds_asr_key_definitions.hpp 包含sdk相关参数的定义

lib 包含需要引入的SDK库文件

resources 包含sdk VAD 算法需要的模型文件

sample 目录下有3个示例

g++ 安装g++ 安装 Centos 5 或 6 上如果没有g++程序，请按以下代码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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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是 4.4.7 版本

升级至4.8.2升级至4.8.2

如果网速过慢的话，可以手动下载 下面的rpm文件本地安装

成功后：

功能简介功能简介

功能基本等同于Android iOS SDK的在线部分。BDSpeechSDK没有任何离线功能。

按步骤主要分为语音识别 及 语义理解。

在线语音识别： 将录音转为文字。目前在线识别支持普通话，英语，四川话及粤语

在线语义理解： 将语音识别出的文字，进行分词及找出意图。仅支持普通话

识别模型及语言识别模型及语言

百度语音提供1种识别模型

输入法模型：效果同百度输入法的语音输入。适合于长句识别。

SDK 支持 普通话，英语，四川话及粤语

yum install gcc-c++yum install gcc-c++
g++ --versiong++ --version

wget http://people.centos.org/tru/devtools-2/devtools-2.repo -O /etc/yum.repos.d/devtools-2.repowget http://people.centos.org/tru/devtools-2/devtools-2.repo -O /etc/yum.repos.d/devtools-2.repo

yum install devtoolset-2-gcc-c++  devtoolset-2-binutils devtoolset-2-build devtoolset-2-gdb devtoolset-2-libstdc++-develyum install devtoolset-2-gcc-c++  devtoolset-2-binutils devtoolset-2-build devtoolset-2-gdb devtoolset-2-libstdc++-devel  
devtoolset-2-runtimedevtoolset-2-runtime

devtoolset-2-binutils-2.23.52.0.1-10.el6.x86_64.rpmdevtoolset-2-binutils-2.23.52.0.1-10.el6.x86_64.rpm
devtoolset-2-build-2.1-4.el6.noarch.rpmdevtoolset-2-build-2.1-4.el6.noarch.rpm
devtoolset-2-gcc-4.8.2-15.el6.x86_64.rpmdevtoolset-2-gcc-4.8.2-15.el6.x86_64.rpm
devtoolset-2-gcc-c++-4.8.2-15.el6.x86_64.rpmdevtoolset-2-gcc-c++-4.8.2-15.el6.x86_64.rpm
devtoolset-2-gdb-7.6.1-47.el6.x86_64.rpmdevtoolset-2-gdb-7.6.1-47.el6.x86_64.rpm
devtoolset-2-libstdc++-devel-4.8.2-15.el6.x86_64.rpmdevtoolset-2-libstdc++-devel-4.8.2-15.el6.x86_64.rpm
devtoolset-2-runtime-2.1-4.el6.noarch.rpmdevtoolset-2-runtime-2.1-4.el6.noarch.rpm

###### 如果网速过慢的话，可以手动下载上述rpm文件###### 如果网速过慢的话，可以手动下载上述rpm文件
######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Zk6wVy 密码：zjew######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Zk6wVy 密码：zjew
###### yum localinstall *.rpm###### yum localinstall *.rpm

mv /usr/bin/gcc /usr/bin/gcc-4.4.7mv /usr/bin/gcc /usr/bin/gcc-4.4.7
mv /usr/bin/g++ /usr/bin/g++-4.4.7mv /usr/bin/g++ /usr/bin/g++-4.4.7
mv /usr/bin/c++ /usr/bin/c++-4.4.7mv /usr/bin/c++ /usr/bin/c++-4.4.7
ln -s /opt/rh/devtoolset-2/root/usr/bin/gcc /usr/bin/gccln -s /opt/rh/devtoolset-2/root/usr/bin/gcc /usr/bin/gcc
ln -s /opt/rh/devtoolset-2/root/usr/bin/c++ /usr/bin/c++ln -s /opt/rh/devtoolset-2/root/usr/bin/c++ /usr/bin/c++
ln -s /opt/rh/devtoolset-2/root/usr/bin/g++ /usr/bin/g++ln -s /opt/rh/devtoolset-2/root/usr/bin/g++ /usr/bin/g++

[root@instance-ah3bznc6 root]# g++ --version[root@instance-ah3bznc6 root]# g++ --version
g++ (GCC) 4.8.2 20140120 (Red Hat 4.8.2-15)g++ (GCC) 4.8.2 20140120 (Red Hat 4.8.2-15)
Copyright (C) 2013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Copyright (C) 2013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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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模型和输入法模型及语言由ASR_PARAM_KEY_PRODUCT_ID控制

静音断句及时长设置静音断句及时长设置

SDK根据静音时长判断一句话有没有结束。SDK检测到静音时长超过这个时间后，就认为一句话结束，句子该切分了。

静音时长可以单独设置，建议值 200ms - 3000ms。参见ASR_PARAM_KEY_MAX_SPEECH_PAUSE参数

自定义词库自定义词库

自定义词库适合短句，保证词库中一模一样的短句可以被识别出，词库中的分词优先级较高。 自定义词库仅对输入法模型生

效。最好在1万行以内。

副作用：如果用户的测试集中包含大量非自定义词表的query，整体上准确率下降。

举例：举例：

词库定义了1个短句： 1 . 摆渡船来了 百度内部处理的可能的分词结果： 摆渡船 来 了

以下录音的结果

1. 原始音频：摆渡船来了 =>识别结果： 摆渡船来了 【保证结果】

2. 原始音频：摆渡船来了么 =>识别结果： 百度传来了么 【可能结果，不保证】

3. 原始音频：摆渡船来 => 识别结果： 百度传来 【可能结果，不保证】

4. 原始音频：百度传来了喜讯 => 识别结果： 摆渡船来了喜讯 【不保证，词库内的分词优先级高】

自训练平台模型自训练平台模型 自训练平台可以认为是自定义词库的升级版本，可以更加直观地查看训练效果。同样使用您自定义的文本进行

结果优化。 自训练平台只支持android ios 及linux C++ SDK， 不支持restapi及restapi相关sdk。

具体功能及使用说明请查看 “自训练平台手册”

自训练平台的模型（pid = 8001 8002），目前不支持在线语义功能。

自训练平台模型上线后，您会看见 ，按照这个信息填写

PID=8001，LM_ID=1234

调用流程

BDSSDKMessageBDSSDKMessage

BDSSDKMessage 包可以认为是命令的参数，由一个标明意向的name，及其它参数组成，然后通过post函数传递命令。

namename 说明说明

ASR_CMD_CONFIG 设置配置参数

ASR_CMD_START 设置启动参数

ASR_CMD_PUSH_AUDIO 传递音频数据

ASR_CMD_STOP 停止当前当前音频流输入

ASR_CMD_CANCEL 取消当前的整个识别过程

识别调用流程识别调用流程 获取实例获取实例

每次识别一个音频流，都需要从获取实例到释放实例完整地执行一遍。即get_instance每个音频流获取一次，不要复用。

get_instance最多可以保持10个实例，即最多同时识别10个音频。

第二步：获取专属模型参数pid:8001，modelid:1234”第二步：获取专属模型参数pid:8001，modelid: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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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回调监听器设置回调监听器

设置结果的回调函数。注意回调产生在SDK内部的线程中。

设置SDK配置参数设置SDK配置参数

cfg_params.set_parameter中可以设置的参数列表请见“参数列表:输入配置参数”一节

设置SDK 启动参数设置SDK 启动参数 这里只需要填写ASR_PARAM_KEY_APP参数，填写您自定义的应用名称即可，方便百度服务端联调及统计。

cfg_params.set_parameter中可以的参数列表说明请见“参数列表:输入启动参数”一节

传递音频数据传递音频数据 音频流的音频格式为raw，或者是pcm文件输入流。单声道，16bits， 小端序。

每次传递音频的大小可以根据需要来，建议320字节 。

两次音频数据调用请在10s内完成。否则有异常出现。

停止或者暂停流程停止或者暂停流程

停止音频流输入停止音频流输入

告诉SDK 音频流已经输入完毕，不再有后续音频。 需要调用以下2行代码：

1. push_params.set_parameter(bds::DATA_CHUNK, audio_buf, 0)

stdstd::::string err_msgstring err_msg;;
bdsbds::::BDSpeechSDKBDSpeechSDK** sdk  sdk == bds bds::::BDSpeechSDKBDSpeechSDK::::get_instanceget_instance((bdsbds::::SDK_TYPE_ASRSDK_TYPE_ASR,, err_msg err_msg));;

voidvoid  asr_output_callbackasr_output_callback((bdsbds::::BDSSDKMessageBDSSDKMessage&& message message,,  voidvoid** user_arg user_arg));;
sdksdk->->set_event_listenerset_event_listener((&&asr_output_callbackasr_output_callback,,  ((voidvoid**))&& thread_seq thread_seq));;
// 此例中 thread_seq会作为user_arg参数，传入asr_output_callback回调。// 此例中 thread_seq会作为user_arg参数，传入asr_output_callback回调。

bdsbds::::BDSSDKMessage cfg_paramsBDSSDKMessage cfg_params;;
cfg_paramscfg_params..name name == bds bds::::ASR_CMD_CONFIGASR_CMD_CONFIG;;
cfg_paramscfg_params..set_parameterset_parameter((bdsbds::::COMMON_PARAM_KEY_DEBUG_LOG_LEVELCOMMON_PARAM_KEY_DEBUG_LOG_LEVEL,, sdk_log_level sdk_log_level));;
........
boolbool is_success  is_success ==sdksdk->->postpost((cfg_paramscfg_params,, err_msg err_msg));;
// is_success表示设置是否成功，具体错误见err_msg// is_success表示设置是否成功，具体错误见err_msg

bdsbds::::BDSSDKMessage start_paramsBDSSDKMessage start_params;;
start_paramsstart_params..name name == bds bds::::ASR_CMD_STARTASR_CMD_START;;
start_paramsstart_params..set_parameterset_parameter((bdsbds::::ASR_PARAM_KEY_APPASR_PARAM_KEY_APP,,  "AIPtest""AIPtest"));;
........
boolbool is_success  is_success ==sdksdk->->postpost((start_paramsstart_params,, err_msg err_msg));;
// is_success表示设置是否成功，具体错误见err_msg// is_success表示设置是否成功，具体错误见err_msg

bdsbds::::BDSSDKMessage push_paramsBDSSDKMessage push_params;;
push_paramspush_params..name name == bds bds::::ASR_CMD_PUSH_AUDIOASR_CMD_PUSH_AUDIO;;
push_paramspush_params..set_parameterset_parameter((bdsbds::::DATA_CHUNKDATA_CHUNK,, audio_buf audio_buf,,  ((intint))read_cntread_cnt));;  // read_cnt=320// read_cnt=320
//如果实时音频，此处不需要sleep。如果是文件流，此处需要 sleep ， sleep的时长为音频时长。//如果实时音频，此处不需要sleep。如果是文件流，此处需要 sleep ， sleep的时长为音频时长。
//即服务端处理一段音频需要等同于音频原始时长的耗时，不能上传过快，否则服务端行为不能预期。//即服务端处理一段音频需要等同于音频原始时长的耗时，不能上传过快，否则服务端行为不能预期。
........
boolbool is_success  is_success ==sdksdk->->postpost((push_paramspush_params,, err_msg err_msg));;
// is_success表示设置是否成功，具体错误见err_msg// is_success表示设置是否成功，具体错误见err_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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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dk->post(stop_params, err_msg));

取消识别取消识别

告诉SDK 本次识别取消，即用户不再需要识别结果。

在设置的event_listener输出回调中，SDK返回E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tusCancel事件

释放资源释放资源

与get_instance 对应 SDK不是处于空闲状态（见下面的空闲状态定义），调用 bds::BDSpeechSDK::release_instance可能引起

程序出core。 清理所有线程池清理所有线程池

所有识别结束，不需要发起新的识别。

SDK空闲时才能执行

其它其它

SDK空闲状态定义SDK空闲状态定义

SDK空闲是指 没有开始识别或者实例产生了以下3个回调后：

E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tusLongSpeechEnd // 长语音识别过程正常结束

E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tusError // 发生错误

E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tusCancel // 用户手动取消当前识别

本次识别的最后一点数据发完之后，并且post了长度为0的数据，并且post了stop命令后，最长(通常都不会超过)12s，sdk就会

产生上述3个回调。

不建议用户发送ASR_CMD_CANCEL命令来强制结束识别，如果有需要，也可以这样做；但在没收到上述三个回调状态时，即不不

是空闲状态调用 bds::BDSpeechSDK::release_instance可能引起程序出core是空闲状态调用 bds::BDSpeechSDK::release_instance可能引起程序出core。

设置日志设置日志

默认日志根据您设置的日志级别输出到stderr中，可以自行指定日志文件。 注意需要在引擎空闲的时候，如一开始执行。 日志

需要设置 COMMON_PARAM_KEY_DEBUG_LOG_LEVEL = EVRDebugLogLevelTrace 开启

 push_params push_params..set_parameterset_parameter((bdsbds::::DATA_CHUNKDATA_CHUNK,, audio_buf audio_buf,,  00));;

bdsbds::::BDSSDKMessage stop_paramsBDSSDKMessage stop_params;;
stop_paramsstop_params..name name == bds bds::::ASR_CMD_STOPASR_CMD_STOP;;
boolbool is_success  is_success == sdk sdk->->postpost((stop_paramsstop_params,, err_msg err_msg))));;
// is_success表示设置是否成功，具体错误见err_msg// is_success表示设置是否成功，具体错误见err_msg

bdsbds::::BDSSDKMessage cancel_paramsBDSSDKMessage cancel_params;;
cancel_paramscancel_params..name name == bds bds::::ASR_CMD_CANCELASR_CMD_CANCEL;;
boolbool is_success  is_success == sdk sdk->->postpost((cancel_paramscancel_params,, err_msg err_msg))));;
// is_success表示设置是否成功，具体错误见err_msg// is_success表示设置是否成功，具体错误见err_msg

  bds  bds::::BDSpeechSDKBDSpeechSDK::::release_instancerelease_instance((sdksdk));;

bdsbds::::BDSpeechSDKBDSpeechSDK::::do_cleanupdo_clean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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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FileName 日志的路径

fileSize 日志文件的最大size， 实际size为 fileSize *512k

如果日志文件大于size， SDK会自动将当前日志文件重名名为xxx.bak文件（并删除历史xxx.bak），并新建一个日志文件

xxx。所以这样只能最多同时保留两个日志文件。

您可以根据fileSize参数定期运行一个cron任务，备份xxx.bak文件

close_log_file函数与open_log_file配对使用。在引擎空闲的时候，如全部结束后执行。

统计日志格式统计日志格式 开启日志并且日志级别在EVRDebugLogLevelInformation以上。 Sdk日志里带有统计信息，以Statistics开头(s大

写)，如下示例：

其中, 一个sn代表一句话的识别标志logId

audio_len： 该句话的音频长度

sn_cost ：产生这个sn到这个sn对应的语音识别结束耗时， 可近似当作sdk识别该句话的总耗时；

recv_interval ：为sdk从用户侧接收这句话总的间隔时间, 即recv_first_pack_time和recv_last_pack_time之差

response_cost：响应时间，为sdk收到用户post来的该句话的第一个包到第一次给出用户识别结果(可能是部分结果)的耗

时；

hard_delay ：硬延时，类似response_cost，但是是计算最后一个包的。sdk收到用户post来的该句话的最后一个包到给出用

户最终识别结果(可能报错信息)的耗时；

recv_first_pack_time和recv_last_pack_time：sdk用户post来的该句话的第一包和最后一包的时间点，实际用户每次传递多

少数据可能有所不同，且传来时还未分句，但不影响，sdk会回做标记，并计算出每句话的首尾包是哪次传来的，以及传过

来的时间点。 通常sn_cost 应该略大于recv_interval，而recv_interval应该近似等于audio_len（时间上），即一句的识别时间

和该句话的音频长度相当(略长出几十到几百ms)，如果觉得sdk识别慢，请先关注这几个时间，以排查问题在大概哪一侧。

输入参数

输入参数列表输入参数列表 PRODUCT_IDPRODUCT_ID

根据您需要的识别语言和模型选择PRODUCT_ID参数

输入法模型：效果同百度输入法的语音输入。适合于长句识别。

语义解析： 自然语言文本是用户意图的表述，语义解析的目的就是将文本分词并解析成意图表示。语义解析仅支持普通话输入

法模型。 在线语义详细说明请查看“语义理解协议”文档

BDSpeechSDKBDSpeechSDK::::open_log_fileopen_log_file((constconst  charchar  **logFileNamelogFileName,,  intint fileSize  fileSize ==  00));;

BDSpeechSDKBDSpeechSDK::::close_log_fileclose_log_file(());;

[INFO]-[2017-12-08 15:08:28.598][bds_EventManagerAsr.cpp:307]Statistics info, sn[e89f9705-2ca9-43bb-9790-[INFO]-[2017-12-08 15:08:28.598][bds_EventManagerAsr.cpp:307]Statistics info, sn[e89f9705-2ca9-43bb-9790-
0328a69ab1f4], sn_cost[11245]ms, response_cost[1085]ms, hard_delay[16]ms, recv_interval:[11229]ms, now:0328a69ab1f4], sn_cost[11245]ms, response_cost[1085]ms, hard_delay[16]ms, recv_interval:[11229]ms, now:
[1512716908598612], recv_first_pack_time:[1512716897352635], recv_last_pack_time:[1512716908582388],[1512716908598612], recv_first_pack_time:[1512716897352635], recv_last_pack_time:[1512716908582388],  
audio_len[10.620000]saudio_len[10.6200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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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DPID 语言语言 模型模型 是否有标点是否有标点 在线语义在线语义

1537 普通话 语音近场识别模型 有标点（逗号） 不支持

15372 普通话 语音近场识别模型 加强标点（逗号、句号、问号、感叹号） 不支持

15373 普通话 语音近场识别模型 加强标点（逗号、句号、问号、感叹号） 支持

1737 英语 有标点（逗号） 不支持

1637 粤语 有标点（逗号） 不支持

16372 粤语 加强标点（逗号、句号、问号、感叹号） 不支持

1837 四川话 有标点（逗号） 不支持

1936 普通话 远场模型 有标点（逗号） 不支持

19362 普通话 远场模型 加强标点（逗号、句号、问号、感叹号） 不支持

19363 普通话 远场模型 加强标点（逗号、句号、问号、感叹号） 支持

自训练平台模型的pid自训练平台模型的pid | PID | 语言 | 模型 | 是否有标点 | 在线语义 | | ----- | ------ | ---------- | ---------- | -------- | | 8001| 普通话 | 输入法

模型 | 逗号 | 不支持 |

BDSSDKMessageBDSSDKMessage

BDSSDKMessage 包可以认为是用户向SDK发送命令。由一个标明意向的name，及该name相关的参数组成，然后通过post函

数传递命令。

namename 说明说明 参数参数

ASR_CMD_CONFIG 设置配置参数 见本节的“ASR_CMD_CONFIG 输入参数”

ASR_CMD_START 设置启动参数 见本节的“ASR_CMD_START” 输入参数”

ASR_CMD_PUSH_AUDIO 传递音频数据 见本节的“ASR_CMD_PUSH_AUDIO” 输入参数”

ASR_CMD_STOP 停止当前音频流输入 无

ASR_CMD_CANCEL 取消当前的整个识别过程 无

ASR_CMD_CONFIG ASR_CMD_CONFIG 参数参数

bool 表示 int =0 （关闭）和 =1 (开启) 的值

参数名参数名
参数类型参数类型

/ 值/ 值

必填选必填选

填填

常用程常用程

度度
说明说明

ASR_PARAM_KE

Y_APP_ID
string 必填 常用 您在网站上申请的应用appId

ASR_PARAM_KE

Y_API_KEY
string 必填 常用 您在网站上申请的应用appKey

ASR_PARAM_KE

Y_PRODUCT_ID
int 必填 常用

根据需要识别的语言，及模型选择一个PID值，中文输入法模型是1537。具体

值见上一个表格，PRODUCT_ID。

ASR_PARAM_KE

Y_LMID
int 选填 常用 自训练平台上线后的模型Id，必须和自训练平台的PID连用。

ASR_PARAM_KE

Y
float 选填 常用

默认值70帧（=700ms）。VAD检测xxx帧 静音后认为一句话结束。 一帧 =

   BDSSDKMessage params   BDSSDKMessage params;;
   params   params..namename==ASR_CMD_CONFIGASR_CMD_CONFIG;;  // 这里设置name// 这里设置name
   params   params..set_parameterset_parameter((xxxxxxxx,, yyyyy yyyyy));;// 根据文档或者demo，设置参数// 根据文档或者demo，设置参数
      boolbool is_success  is_success ==sdksdk->->postpost((paramsparams,, err_msg err_msg))));;  // 发送这个命令// 发送这个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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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_MAX_SPEECH_

PAUSE

float 选填 常用
默认值70帧（=700ms）。VAD检测xxx帧 静音后认为一句话结束。 一帧 =

10ms

ASR_PARAM_KE

Y_SAVE_AUDIO_

ENABLE

bool 选填 常用 默认关闭，用于保存识别过程中的音频数据

ASR_PARAM_KE

Y_SAVE_AUDIO_

PATH

string 选填 常用

保存音频文件路径，ASR_PARAM_KEY_SAVE_AUDIO_ENABLE开启后生效，默

认路径为程序启动目录下的sdk_save_audio.d里。音频文件以单次识别为分

割，文件以日期命名，精确到微秒，后缀为.pcm

COMMON_PARA

M

_KEY_DEBUG_L

OG_LEVEL

TBDVoice

Recogniti

on

DebugLog

Level

选填 常用 设置日志级别，日志可以使用open_log_file保存到文件中

EVRDebu

gLogLevel

Off

默认 不常用 关闭日志，仅测试是使用

EVRDebu

gLogLevel

Trace

常用 开启所有日志， 反馈请开启这个级别日志

ASR_PARAM_KE

Y

_COMPRESSION

_TYPE

TBDVoice

Recogniti

on

AudioCom

pressionT

ype

选填 不常用

SDK内部传输到百度服务端的音频流压缩格式，仅仅在与百度服务端通讯带宽

不够的情况下设置。注意此处不是输入格式。输入格式见

ASR_PARAM_KEY_SAMPLE_RATE。

EVR_AUDI

O

_COMPRE

SSION_P

CM

推荐 常用 不压缩，以原始音频pcm格式上传。

EVR_AUDI

O

_COMPRE

SSION_B

V32

默认 不常用 BV有损压缩格式传输，8倍压缩

EVR_AUDI

O

_COMPRE

SSION_A

MR

不常用 AMR有损压缩格式传输，16倍压缩

ASR_PARAM_KE

Y_SAMPLE_RATE

BDVoiceR

ecognitio

n

RecordSa

mpleRate

Flags

选填 固定值
原始音频的采样率。输入音频流的音频格式为raw，或者是pcm文件输入流。

单声道，16bits， 小端序

EVoiceRe

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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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on

RecordSa

mpleRate

16K

默认 常用 16000的采样率，推荐

ASR_PARAM_KE

Y

_DISABLE_PUNC

TUATION

bool 选填 固定值 固定值1，仅当不需要标点时将其设置为0

ASR_PARAM_KE

Y

_ENABLE_LONG_

SPEECH

bool 选填 固定值 固定值1，长语音参数，识别可以超过60s

ASR_PARAM_KE

Y

_CHUNK_ENABL

E

bool 必填 固定值 固定值1

ASR_PARAM_KE

Y

_MFE_DNN_DAT

_FILE

string 必填 固定值 固定值为bds_easr_mfe_dnn.dat文件的路径

ASR_PARAM_KE

Y

_MFE_CMVN_DA

T_FILE

string 必填 固定值 固定值为bds_easr_mfe_cmvn.dat文件的路径

ASR_CMD_START 参数ASR_CMD_START 参数 | 参数名 | 参数类型 / 值 | 必填 | 说明 | | ------------------------- | -------- | ---- | ------------------------------ | |

ASR_PARAM_KEY_APP | string | 必填 | 您自己应用的名称， 英文字母数字及下划线 | | ASR_PARAM_KEY_PLATFORM | string |

必填 | 固定值 "Linux" | | ASR_PARAM_KEY_SDK_VERSION | string | 必填 | 固定值 "sdk3.0"， 该值随版本而定，具体参见demo

|

ASR_CMD_PUSH_AUDIO参数ASR_CMD_PUSH_AUDIO参数

传输方式见：”接口使用及调用流程：传递音频数据“一节

参数名参数名 参数类型 / 值参数类型 / 值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DATA_CHUNK 二进制 及其长度 是 传入音频流二进制数组及长度，长度为0表示音频流结束

输出参数

识别结果回调识别结果回调

设置结果的回调函数设置结果的回调函数

BDSSDKMessage 参数BDSSDKMessage 参数 asr_output_callback 中的BDSSDKMessage message参数解析如下： message.name 必定为

bds::asr_callback_name message.get_parameter(bds::CALLBACK_ASR_STATUS, status) 获取status，根据status值有如下表格

voidvoid  asr_output_callbackasr_output_callback((bdsbds::::BDSSDKMessageBDSSDKMessage&& message message,,  voidvoid** user_arg user_arg));;
sdksdk->->set_event_listenerset_event_listener((&&asr_output_callbackasr_output_callback,,  ((voidvoid**))&& thread_seq thread_seq));;
// 此例中 thread_seq会作为user_arg参数，传入asr_output_callback回调。// 此例中 thread_seq会作为user_arg参数，传入asr_output_callback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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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status 含义含义 参数参数

E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

tusStartWorkIng
引擎准备完毕 无

E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

tusFlushData
临时结果

CALLBACK_ASR_RESULT, 具体见下

面表格

E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

tusFinish
最终结果

CALLBACK_ASR_RESULT, 具体见下

面表格

E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

tusLongSpeechEnd

开启长语音模式时（默认开启），整个音频流识别结

束。该事件表示音频流识别结束。
无

E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

tusChunkNlu
语义理解结果 DATA_CHUNK, 具体见下面表格

E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

tusError
识别出错

具体见下面

E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tus

Error表格

E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

tusCancel
用户手动取消的回调 无

CALLBACK_ASR_RESULT 参数CALLBACK_ASR_RESULT 参数 用于E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tusFlushData 及 E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tusFinish

json_result 为json字符串，解析后有如下参数：

keykey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results_recognition string array 识别结果数组，可能有多个，请取第一个为识别结果

origin_result["sn"] string 代表一句话识别的logId

origin_result["sn_start_time"] string 该识别结果对应的音频开始时间

origin_result["sn_end_time"] string 该识别结果对应的音频结束时间

E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tusChunkNlu 参数E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tusChunkNlu 参数

具体解析的json解析结果请参见”语义理解协议“ 文档

E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tusError 参数EVoiceRecognitionClientWorkStatusError 参数

keykey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CALLBACK_ERROR_CODE int 错误码

CALLBACK_ERROR_DOMAIN int 错误领域

CALLBACK_ERROR_DESC string 错误描述

CALLBACK_ERROR_SERIAL_NUM string 代表一句话识别的logId

如果初步反馈，请将这4个值一起反馈。具体bug反馈请开启EVRDebugLogLevelTrace， 给出完整日志。

stdstd::::string json_resultstring json_result;;
messagemessage..get_parameterget_parameter((bdsbds::::CALLBACK_ASR_RESULTCALLBACK_ASR_RESULT,,json_resultjson_result));;

constconst  charchar** buf buf;;
intint len  len ==  00;;
messagemessage..get_parameterget_parameter((bdsbds::::DATA_CHUNKDATA_CHUNK,, buf buf,, len len));;
  // std::string result(buf, len); // 转为string// std::string result(buf, len); // 转为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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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汇总

HTTP识别错误码说明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_codeerror_code：错误码。

error_msg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4 Open api request limit reached 集群超限额

6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data 对控制台内app进行编辑，添加语音权限

14 IAM Certification failed
IAM鉴权失败，建议用户参照文档自查生成sign的方式是否正确，或换用控制台中

ak sk的方式调用

17
Open api daily request limit

reached
每天流量超限额

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并发超限额

19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请求总量超限额

100 Invalid parameter 无效参数

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Access Token失效

111 Access token expired Access token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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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用户输用户输

入/服入/服

务端务端

含义含义 一般解决方法一般解决方法

3300
用户输

入错误

输入参数不

正确
请仔细核对文档及参照demo，核对输入参数

3301
用户输

入错误

音频质量过

差
请上传清晰的音频

3302
用户输

入错误
鉴权失败

token字段校验失败。请使用正确的API_KEY 和 SECRET_KEY生成。或并发、调用量超出限

额。或音频采样率不正确（可尝试更换为16k采样率）。

3303
服务端

问题

语音服务器

后端问题
请将api返回结果反馈至论坛或者QQ群

3304
用户请

求超限

用户的请求

并发超限
请降低识别并发请求频率 （并发以appId计算，移动端如果共用则累计）

3305
用户请

求超限

用户的日

pv（日请求

量）超限

请“申请提高配额”，如果暂未通过，请降低日请求量

3307
服务端

问题

语音服务器

后端识别出

错问题

目前请确保16000的采样率音频时长低于30s。如果仍有问题，请将api返回结果反馈至论坛

或者QQ群

3308
用户输

入错误
音频过长 音频时长不超过60s，请将音频时长截取为60s以下

3309
用户输

入错误

音频数据问

题

服务端无法将音频转为pcm格式，可能是长度问题，音频格式问题等。 请将输入的音频时长

截取为60s以下，并核对下音频的编码，是否是16K或8k， 16bits，单声道。

3310
用户输

入错误

输入的音频

文件过大

语音文件共有3种输入方式： json 里的speech 参数（base64后）； 直接post 二进制数据，

及callback参数里url。 分别对应三种情况：json超过10M；直接post的语音文件超过10M；

callback里回调url的音频文件超过10M

3311
用户输

入错误

采样率rate

参数不在选

项里

目前rate参数支持16000、8000，填写4000即会有此错误

3312
用户输

入错误

音频格式

format参数

不在选项里

目前格式仅仅支持pcm，wav或amr，如填写mp3即会有此错误

Android识别错误码说明

错误码分为两类错误，错误领域和错误码，其中错误领域的值可以用于交互，错误码仅用于调试，可能会有修改。 错误码仅提

示错误，缩小排查的范围， 不能确认具体出错原因不能确认具体出错原因。开发时请对照集成指南文档及demo。

错误领错误领

域域
描述描述 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描述及可能原因错误描述及可能原因

1
网络超

时
出现原因可能为网络已经连接但质量比较差，建议检测网络状态

1000 DNS连接超时

1001 网络连接超时

1002 网络读取超时

1003 上行网络连接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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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 上行网络连接超时

1004 上行网络读取超时

1005 下行网络连接超时

1006 下行网络读取超时

2
网络连

接失败
出现原因可能是网络权限被禁用，或网络确实未连接，需要开启网络或检测无法联网的原因

2000 网络连接失败

2001 网络读取失败

2002 上行网络连接失败

2003 上行网络读取失败

2004 下行网络连接失败

2005 下行网络读取失败

2006 下行数据异常

2100 本地网络不可用

3
音频错

误

出现原因可能为：未声明录音权限，或 被安全软件限制，或 录音设备被占用，需要开发者检测权

限声明。

3001 录音机打开失败

3002 录音机参数错误

3003 录音机不可用

3006 录音机读取失败

3007 录音机关闭失败

3008 文件打开失败

3009 文件读取失败

3010 文件关闭失败

3100 VAD异常，通常是VAD资源设置不正确

3101 长时间未检测到人说话，请重新识别

3102 检测到人说话，但语音过短

4
协议错

误
出现原因可能是appid和appkey的鉴权失败

4001 协议出错

4002 协议出错

4003 识别出错

4004 鉴权错误 ，一般情况是pid appkey secretkey不正确权限 。见下表”4004"鉴权子错误码

5

客户端

调用错

误

一般是开发阶段的调用错误，需要开发者检测调用逻辑或对照文档和demo进行修复。

5001 无法加载so库

5002 识别参数有误

5003 获取token失败

5004 客户端DNS解析失败

5005

6 超时 语音过长，请配合语音识别的使用场景，如避开嘈杂的环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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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超时 语音过长，请配合语音识别的使用场景，如避开嘈杂的环境等

6001 未开启长语音时，当输入语音超过60s时，会报此错误

7
没有识

别结果
信噪比差，请配合语音识别的使用场景，如避开嘈杂的环境等

7001
没有匹配的识别结果。当检测到语音结束，或手动结束时，服务端收到的音频数据质量有问题，导

致没有识别结果

8 引擎忙
一般是开发阶段的调用错误，出现原因是上一个会话尚未结束，就让SDK开始下一次识别。SDK目

前只支持单任务运行，即便创建多个实例，也只能有一个实例处于工作状态

8001 识别引擎繁忙 。当识别正在进行时，再次启动识别，会报busy。

9
缺少权

限
参见demo中的权限设置

9001 没有录音权限 通常是没有配置录音权限：android.permission.RECORD_AUDIO

10
其它错

误

出现原因如：使用离线识别但未将EASR.so集成到程序中；离线授权的参数填写不正确；参数设置

错误等。

10001 离线引擎异常

10002 没有授权文件

10003 授权文件不可用

10004 离线参数设置错误

10005 引擎没有被初始化

10006 模型文件不可用

10007 语法文件不可用

10008 引擎重置失败

10009 引擎初始化失败

10010 引擎释放失败

10011 引擎不支持

10012

离线引擎识别失败 。离线识别引擎只能识别grammar文件中约定好的固定的话术，即使支持的话

术，识别率也不如在线。请确保说的话清晰，是grammar中文件定义的，测试成功一次后，可以保

存录音，便于测试。

"4004"鉴权子错误码"4004"鉴权子错误码

4004的子错误值 4004的子错误值 错误码描述错误码描述 原因原因

4 pv超限 配额使用完毕，请购买或者申请

6 没勾权限 应用不存或者应用没有语音识别的权限

13 并发超限 并发超过限额，请购买或者申请

101
API key错

误
API Key 填错

唤醒错误码唤醒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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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领域错误领域 描述描述 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描述错误描述

10 录音设备出错

1 录音设备异常

2 无录音权限

3 录音设备不可用

4 录音中断

11 唤醒相关错误

没有授权文件 11002

授权文件不可用 11003

唤醒异常, 通常是唤醒词异常 11004

模型文件不可用 11005

引擎初始化失败 11006

内存分配失败 11007

引擎重置失败 11008

引擎释放失败 11009

引擎不支持该架构 11010

38 引擎出错

1 唤醒引擎异常

2 无授权文件

3 授权文件异常

4 唤醒异常

5 模型文件异常

6 引擎初始化失败

7 内存分配失败

8 引擎重置失败

9 引擎释放失败

10 引擎不支持该架构

11 无识别数据

UNIT错误码UNIT错误码 点击查看

ios识别错误码说明

识别过程中服务器返回错误状态:识别过程中服务器返回错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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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说明说明

-3001 协议参数错误

-3002 识别过程出错

-3003 没有找到匹配结果

-3004 PID设置错误

-3005 声音质量不符合要求

-3006 语音录入过长，请勿超过60s

离线引擎错误状态:离线引擎错误状态:

错误码错误码 说明说明

2228230 dat模型文件不可用，请设置 BDS_ASR_OFFLINE_ENGINE_DAT_FILE_PATH

2228231 grammar文件无效 ，请设置 BDS_ASR_OFFLINE_ENGINE_GRAMMER_FILE_PATH

2228236 识别失败，无法识别。(语法模式下，可能为语音不在自定义的语法规则之下)

2228226
[KWS] no license. 首次使用离线引擎请联网，并配置正确的app_id BDS_ASR_OFFLINE_APP_CODE, 绑定

BundleId

2225219 server speech quality problem。音频质量过低，无法识别。

录音设备错误状态录音设备错误状态

错误码错误码 说明说明

655361 录音设备异常

655362 无录音权限

655363 录音设备不可用

655364 录音中断

网络错误状态网络错误状态

错误码错误码 说明说明

1966081 网络意外出错

1966082 网络不可用

2031617 网络请求超时

2225213 日志中有字样 err_no is: -3011. Server unknown error. 一般是网络有代理导致。联网请不要走代理。

Linux识别错误码说明

注意把日志开启（EVRDebugLogLevelTrace级别）

EVRClientErrorCodeServerSpeechQualityProblem错误会被sdk吞掉，： 音频质量有问题。因为即使后端检测到音频质量问题，

识别仍可继续，所以用户回调中看不到，只能在日志中能看到。

语音识别错误会被分类，具体见TVoiceRecognitionClientErrorDomain的定义。 

加粗为用户侧发生的常见错误

DOMAINDOMAIN CODECODE 值值
主要来主要来

源源
描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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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RClientErr

orDomainRe

cord

10 SDK 未知错误

EVRClientErr

orDomainVA

D

20 SDK 语音数据处理VAD过程出错

EVRClientErrorCo

deVADException
1 SDK 前端库VAD异常

EVRClientErrorCo

deNoSpeech
2

用户音

频流
用户未说话

EVRClientErrorCo

deShort
3

用户音

频流
用户说话声音太短

EVRClientErrEVRClientErr

orDomainOnorDomainOn

lineline

30
用户/

服务端
在线识别引擎出错

EVRClientErrorCo

deOnlineExceptioi

n

1
用户/

服务端
在线识别引擎异常

EVRClientErrorCo

deOnlineNetwork

Unavailable

2
用户音

频流
网络不可用

EVRClientErrorCo

deOnlineTokenFai

led

3 用户 获取token失败 ，请检测appId appKey appSecret是否填写正确

EVRClientErrorCo

deOnlineResolve

UrlFailed

4 用户 解析url失败,请检测网络状态

EVRClientErrEVRClientErr

orDomainLoorDomainLo

calNetworkcalNetwork

31 用户 连接百度服务端的网络问题，先确认联网是否正常

EVRClientErrorCoEVRClientErrorCo

deLocalTimeoutdeLocalTimeout
1 用户 请检测网络状态，请求百度服务器连接超时

EVRClientErrEVRClientErr

orDomainHTorDomainHT

TPTP

32
用户/

服务端

HTTP协议错误。或日志中出现http status不等于200而出错，这与通常的

http访问一样，先检查网络状况，如果网络状况正常，可反馈

EVRClientErrEVRClientErr

orDomainSeorDomainSe

rverrver

33
用户/

服务端

服务器返回错误 。或日志中出现-300X，均是后端返回的错误，除了-3005

外可尝试重试。

EVRClientErrorDo

mainServer
-3001 服务端 后端从SDK读数据失败，可能是sdk检测到后端超时，断开了连接，重试

EVRClientErrorCo

deServerRecognE

rror

-3002 服务端 识别过程出错

EVRClientErrorCo

deServerNoFindR

esult

-3003 服务端 协议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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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RClientErrorCo

deServerAppNam

eUnknownError

-3004 用户 appId appKey appSecret填写错误 或流量超过限制

EVRClientErrorCoEVRClientErrorCo

deServerSpeechQdeServerSpeechQ

ualityProblemualityProblem

-3005 用户

声音不符合识别要求，通常是语音质量问题或采样率设的不对 。如果确认

那块(报错的句子所处的音频位置段)音频没问题，可再检查采样率和别的识

别参数有误问题。 音频质量问题，自查对应位置的音频，通常忽略该问题

EVRClientErrorCoEVRClientErrorCo

deServerSpeechTdeServerSpeechT

ooLongooLong

-3006 用户 语音过长，确认是否开启了本地vad，以及vad门限是否过大

-3007
SDK/服

务端
后端检测到sdk传递的数据类型不对，通常不会出现，出现则重试

EVRClientErrorCo

deServerSpeechP

aramsUnknow

-3008 服务端
上行参数未知,(可能是gzip解压失败) 后端检测到sdk传递的json参数不对，

通常不会出现，出现则重试

EVRClientErrorCo

deServerSpeechN

oUploadLink

-3011
用户网

络
上行流建立失败，可能跟网络状况或后端有关，重试

-3012
用户网

络
下行流建立失败，可能跟网络状况或后端有关，重试

-3013 服务端 后端错误

-3014 用户 用户自己取消，忽略之

EVRClientErr

orDomainOff

line

34 服务端 未知错误

EVRClientErrorCo

deRecoderExcepti

on

1 SDK 未知错误

EVRClientErrorCo

deRecoderNoPer

mission

2 SDK 未知错误

EVRClientErrorCo

deRecoderUnAvail

able

3 SDK 未知错误

EVRClientErrorCo

deInterruption
4 SDK 未知错误

EVRClientErr

orDomainCo

mmon

40 其它错误

EVRClientErrorCo

deServerSpeechN

oUploadLink

4095 SDK 识别器忙

EVRClientErrorCo

deCommonProper

tyListInvalid

2 用户 垂类设置有误

EVRClientErrorCo

deCommonEnque 3 用户 语音数据enqueue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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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ommonEnque

ueError

3 用户 语音数据enqueue失败

常见问题

demo 及 SDK反馈

1. SDK及DEMO BUG反馈格式：

2. 现象描述 调用我们的xxx方法之后，报错。

3. 输入参数：（DEMO中含有“反馈”两个字的日志）

4. 输出结果：

5. 音频文件: 通过OUT_FILE参数获取录音音频；

6. 用户日志:先清空日志,之后调用我们的某个方法结束。请提供给我们之中的完整日志。

7. 手机信息： 手机型号， android、ios版本号等信息

FAQ

1.3300错误码怎么办？1.3300错误码怎么办？

语音识别api使用的是HTTP POST方法， BODY里直接放置json， Content-Type头部为 application/json。 并非常见的浏览器

表单请求（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或者multipart/x-www-form-urlencoded）。

必填字段：format rate channel cuid token cuid token cuid token cuid token，请勿漏填。此外 (speech, len) 及 (url, callback)

这两组参数必须二选一，如果都填，默认处理第一组。

必填字段如format rate channel cuid token，请勿漏填。此外 (speech, len) 及 (url, callback) 这两组参数必须二选一，如果都

填，默认处理第一种，并确认音频时长截取为60s以下。

2.3309错误码怎么办？2.3309错误码怎么办？

wav和amr的音频，服务端会自动转为pcm，这个过程中导致转码出错。请确认下format及rate参数与音频一致，并确认音频

时长截取为60s以下。

3.3301错误码怎么办？3.3301错误码怎么办？

识别结果实际为空。可能是音频质量过差，不清晰，或者是空白音频。

有时也可能是pcm填错采样率。如16K采样率的pcm文件，填写的rate参数为8000。

4.行业与场景限制4.行业与场景限制

根据工信部《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动方案》、《关于推进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动的工作方案》，相关能力不得用于

商业营销类、恶意骚扰类和违法犯罪类骚扰电话类场景，也不支持在贷款、理财、信用卡、股票、基金、债券、保险、售房

租房、医疗机构、保健食品、人力资源服务、旅游等场景的骚扰电话营销行为。

5. 商务合作的流程是怎样的？5. 商务合作的流程是怎样的？

请在Speech官网底部点击“商务合作”，详细描述您的需求。或者在百度云提交工单申请合作。

6. 一句话说完后，如何控制不自动停止识别？/ 为何我静音一段时间后，自动停止了识别？6. 一句话说完后，如何控制不自动停止识别？/ 为何我静音一段时间后，自动停止了识别？

关闭VAD即可。

7. 离线可以支持识别任意词识别(听写识别)吗？7. 离线可以支持识别任意词识别(听写识别)吗？

我们推荐使用在线识别，离线识别仅支持命令词识别。如果您有强烈、明确的离线任意词识别的场景，请详细描述您的需

求，在官网底部点击“商务合作”，我们会有专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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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觉得识别不准确怎么办？8. 觉得识别不准确怎么办？

请对类似的语音做多次尝试，并整理录音文件、识别的日志（带sn）、期望的识别结果以及实际的识别结果文件，在QQ群

或通过百度云工单提交给我们。

9. 为何我的App进入后台后，自动停止了识别/唤醒？9. 为何我的App进入后台后，自动停止了识别/唤醒？

3.0.5.6 版本进入后台后不再打断唤醒/识别3.0.5.6 版本进入后台后不再打断唤醒/识别

iOS后台唤醒会出现很多问题导致产品可用性不能满足上线要求，同时为了规避各程序间的冲突，sdk会主动停止唤醒。

具体问题如：

与siri冲突，长按home键会被siri把录音能力夺取

顶部出现红条

无法唤起任何应用，即使程序自己都无法唤起

程序被系统杀死的问题无解，即便通过类似hack（比如某些程序后台播放音频）的方式保证存活率，也会导致播放和录音冲

突

鉴于以上考虑，程序切到后台会自动停止唤醒功能。

10.如何同时集成语音识别和语音合成？两个.a名字是一样的，内容一样么？10.如何同时集成语音识别和语音合成？两个.a名字是一样的，内容一样么？

内容不一样，同时集成只需将.a换个名字重新导入即可。同名的资源文件内容是一样的。

11.集成到自身工程之后，启动报错“vad: start error”11.集成到自身工程之后，启动报错“vad: start error”

一般是因为资源文件没有正确引入。请参考demo工程资源文件的引入办法，并且在代码中检查获得资源文件的指针不为

nil。

12. 识别时报错：“Server app name unknown”12. 识别时报错：“Server app name unknown”

请确认填写了正确的 api_key, secret_key, app_id，且在官网正确绑定了包名。

请确认您的应用的并发和日配额没有超限。

语音唤醒

概述

概述概述

语音唤醒是打包在语音识别离在线融合SDK（Android/iOS）中的子功能。

名词解释名词解释

唤醒词： 唤醒词即识别“关键词”。唤醒词是本地功能，正常使用时无需联网。唤醒词共分为2大类，预定义唤醒词和自定义唤

醒词

预定义唤醒词预定义唤醒词 预定义唤醒词是指已经确认语音唤醒效果的词汇，在唤醒词评估工具中均可导出，目前，已经支持的唤醒词有：

1. 相机类：拍照、茄子

2. 音乐类：增大音量、减小音量、播放、停止、暂停、上一首、下一首

3. 电灯类：打开电灯、关闭电灯、增大亮度、减小亮度

4. 手电筒类：打开手电筒、关闭手电筒

自定义唤醒词自定义唤醒词 在 http://ai.baidu.com/tech/speech/wake 页面进行唤醒词评估，自定义唤醒词可支持导出4星、5星的唤醒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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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步骤使用步骤 唤醒使用步骤如下：

1. SDK下载：选择下载语音识别 [离在线融合SDK（Android/iOS）]，测试DEMO中的唤醒词功能

2. 唤醒词导出：在 [语音唤醒]页面下载唤醒词WakeUp.bin文件，详见下方唤醒词下载

3. 唤醒词使用：替换DEMO中的同名文件，详见下方唤醒词在SDK中的使用

SDK下载

SDK下载SDK下载

语音唤醒是打包在语音识别离在线融合SDK（Android/iOS）中的子功能。

SDK下载地址：http://ai.baidu.com/sdk

唤醒词导出

唤醒词导出唤醒词导出

预定义唤醒词和自定义唤醒词，均需通过唤醒词评估工具进行导出使用。 

注：支持设置10个唤醒词，包含指令唤醒词和自定义唤醒词，指令唤醒词不支持自定义；10个唤醒词中，最多可以设置3个自

定义唤醒词，最多可以包含3个两字指令唤醒词（如播放、暂停、拍照等）默认导出文件后缀是bin,可自行更改文件后缀名为

dat在ios sdk使用

唤醒词在SDK中的使用

唤醒词在SDK中的使用唤醒词在SDK中的使用

语音唤醒功能，需要配合语音识别离在线融合SDK一起使用。

安卓SDK请参考https://ai.baidu.com/ai-doc/SPEECH/dk38lxg4d

iOSSDK请参考https://ai.baidu.com/ai-doc/SPEECH/hkh4g7r1g

EasyDL语音自训练平台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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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您好，欢迎使用EasyDL语音识别EasyDL语音识别。

原语音自训练平台即日已结束公测正式上线，品牌升级更名为“EasyDL语音识别”，平台和语音识别通用接口全面打通，语音技

术下任一接口开通付费即可免费训练语音识别模型，无需额外费用。

——————————————————————

如果您在调用通用语音识别模型时遇到如下困难：

1、在垂直业务领域下通用语音识别模型准确率不满足需求，语音识别应用的场景专业词汇较集中，如医疗词汇、金融词汇、

教育用语、交通地名、人名等，识别结果存在“同音不同字”的情况。例如“虹桥机场”识别为“红桥机场”；“债券”识别为“在劝”。

2、语音识别结果不准带来更高的后处理成本，并且语音识别模型针对性优化训练存在技术门槛、成本高、训练周期长。

欢迎使用EasyDL语音识别，可以通过自助训练语言模型的方式有效提升您业务场景下的识别准确率。欢迎使用EasyDL语音识别，可以通过自助训练语言模型的方式有效提升您业务场景下的识别准确率。

使用流程概述

平台使用的基本流程如下图所示，全程可视化简易操作，在数据已经准备好的情况下，最快一天内即可获得专属模型。平台使用的基本流程如下图所示，全程可视化简易操作，在数据已经准备好的情况下，最快一天内即可获得专属模型。

1、创建模型创建模型：选择您需要训练的语音识别接口，目前支持训练短语音识别-中文普通话、短语音识别极速版、实时语音识别-中短语音识别-中文普通话、短语音识别极速版、实时语音识别-中

文、呼叫中心语音解决方案文、呼叫中心语音解决方案接口。填写基础信息为您的模型进行命名和功能描述，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以便于我们和您联系。

2、系统评估系统评估：上传您业务场景中的真实音频和对应的正确标注文本真实音频和对应的正确标注文本（尽可能覆盖全部的场景），客观科学地评估基础模型的客观科学地评估基础模型的

识别率。识别率。根据评估结果，系统自动推荐最佳的基础模型，您可以选择任一基础模型进行训练。

3、训练模型训练模型：上传您业务场景中出现的高频词汇或者是长句文本业务场景中出现的高频词汇或者是长句文本，可以有效提升业务用语的识别率；并可以迭代训练，持续

优化。

5、上线模型上线模型：得到满意的训练模型即可申请上线，审批通过自动上线模型。模型上线后，在语音识别的接口中配置模型参数

即可使用训练后的效果。

开始使用平台前，先了解一下您需要提前准备的物料及准备建议：开始使用平台前，先了解一下您需要提前准备的物料及准备建议：

进入EasyDL语音识别

输入用户名及密码，点击“登录”，进入EasyDL语音识别。可以看到整体训练流程，点击创建模型可以直接进行模型创建，点击

模型中心可以进入到模型列表页面。

1、【测试集（包括业务音频+准确100%的标注文本）】，用于评估基础模型识别率和训练后模型识别率，相当于准备一1、【测试集（包括业务音频+准确100%的标注文本）】，用于评估基础模型识别率和训练后模型识别率，相当于准备一
份“标准答案”。如果模型使用业务范围较广（例如某行业领域模型），建议测试集在1000-3000条左右评估会相对客观；份“标准答案”。如果模型使用业务范围较广（例如某行业领域模型），建议测试集在1000-3000条左右评估会相对客观；
如果是针对某些特定场景训练，可只提供该场景的音频测试集几十条-几百条均可，包含希望评估的业务内容即可。如果是针对某些特定场景训练，可只提供该场景的音频测试集几十条-几百条均可，包含希望评估的业务内容即可。

2、【训练集（投入平台进行训练的文本）】，用于语言模型训练，建议文本要和测试集的内容强相关。训练文本可以放2、【训练集（投入平台进行训练的文本）】，用于语言模型训练，建议文本要和测试集的内容强相关。训练文本可以放
置希望提升识别效果的词汇，如业务上的固定搭配和业务关键词等，或者可以将某个词汇放在不同句式的句子中，高频出置希望提升识别效果的词汇，如业务上的固定搭配和业务关键词等，或者可以将某个词汇放在不同句式的句子中，高频出
现。**影响训练效果的关键因素为“文本出现的频率”和“上下文的句意理解”等**。无需重复提交大量文本，少量关键文本现。**影响训练效果的关键因素为“文本出现的频率”和“上下文的句意理解”等**。无需重复提交大量文本，少量关键文本
即可有训练效果。即可有训练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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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训练流程将按照目录栏的顺序依次操作即可。

下面将详细介绍每一步的操作方式和注意事项。若遇到的问题在此文档没有找到答案，可以加入官方QQ群（群号:

686267521）咨询群管。

STEP1创建模型

在导航栏【模型中心】-【我的模型】页中可以点击【创建模型】按钮；也可以直接点击左侧导航菜单中的【创建模型】进入创

建模型步骤。目前一个账号下支持创建10个模型，模型可删除。目前一个账号下支持创建10个模型，模型可删除。

在创建模型步骤中，需要进行“基础信息填写”“上传测试集”“选择基础模型”“基础信息填写”“上传测试集”“选择基础模型”三个环节完成创建。

测试集测试集的作用为通过上传音频和正确的标注文本评估基础模型的识别率上传音频和正确的标注文本评估基础模型的识别率，根据基础模型识别率选择最合适的基础模型进行训

练。等模型训练后系统自动使用该测试集评估得到训练后模型的识别率模型训练后系统自动使用该测试集评估得到训练后模型的识别率，可以直观的查看训练提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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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础信息基础信息：包括场景类型、模型名称、公司/个人、所属行业、应用场景、应用设备、功能描述、邮箱地址、联系方式

A、 产品类型产品类型：包括短语音识别（支持16K采样率音频）、实时语音识别（支持16K采样率音频）和呼叫中心场景（支持8K采

样率音频）3种，用户可以基于应用场景和音频采样率来进行选择。 

B、 模型名称模型名称：用户可自行填写模型名称，可支持中文、英文、数字、下划线.+#*()^-

C、 公司/个人公司/个人：模型归属企业则需要填写企业名称，归属个人则不需填写

D、 所属行业所属行业：企业业务或个人应用所属的行业信息

E、 应用场景应用场景：语音识别模型应用落地的业务场景

F、 应用设备应用设备：业务中使用语音技术的录音设备终端

G、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描述模型应用的场景，有助于上线审核哦

H、 邮箱地址邮箱地址：填写联系人的邮箱地址，用于模型上线等信息的通知

I、 联系方式联系方式：第一个模型需要用户填写联系方式，后面的模型系统自动复制第一个模型的联系方式（可修改） 其中，公司/个

人、所属行业、应用场景、应用设备、功能描述、邮箱地址、联系方式在第一个模型中的填写信息会重复使用，后面创建的模

型不用重复填写，但可修改信息

填写完毕后点击【下一步】，会在导航栏【我的模型】列表中生成一条记录保存信息，并跳转至“2、上传测试集”

2、上传测试集上传测试集：包括填写测试集名称、上传音频文件、上传标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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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上传测试集上传测试集：用户可自行填写测试集名称，可支持中文、英文、数字、下划线.+#*()^-

B、 上传语音文件上传语音文件：上传音频压缩zip文件（请将所有音频文件直接压缩，请勿将音频存放在文件夹内再压缩请将所有音频文件直接压缩，请勿将音频存放在文件夹内再压缩），格式要求：

16k 16bit单声道pcm/wav文件 8k 16bit 单声道pcm/wav文件（客服场景）； 音频文件名请不要包含中文、特殊符号、空格等

字符； 所有音频需直接打包压缩为zip文件格式后上传，zip大小不超过100M，解压后单个音频大小不超过150M

C、 上传标注文件上传标注文件：上传音频的标注文本txt文件，格式要求：

标注文件内容应与音频文件相对应的内容一致(单条音频对应文本长度不超过5000字)； 标注文件格式应为txt格式，GBK编码GBK编码；

标注txt文本中，由音频名称、标注内容两部分构成，用"tab"区隔，带后缀或不带后缀均可，以下为格式示例：

01.pcm（tab换列）今天天气真不错。

上传完语音文件及标注文件，点击【开始评估】，后台进入评估状态，此时弹窗提示评估完毕时间，并自动跳转回【我的模

型】。一个账号只能同时评估一个模型一个账号只能同时评估一个模型。待模型评估完毕后通过【我的模型】可以点击进入“选择基础模型”

3、 选择基础模型选择基础模型：系统根据基础模型的识别率自动推荐适合训练的基础模型，基础模型识别率超过50%才可选择进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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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基础模型识别率未达到50%，请检查语音文件和标注文件内容是否匹配，若不匹配，训练结果无意义。若检查标注文件无误

后识别率仍旧过低，可以加入官方QQ群进行咨询：686267521

短语音识别产品类型中目前支持对短语音识别极速版进行训练；

实时语音识别产品类型中目前支持对实时语音识别的中文普通话模型进行训练

呼叫中心产品类型中目前支持对呼叫中心语音解决方案进行训练。

选择基础模型后点击【开始训练】即可在该模型上进行模型训练。

点击“查看评估详情”可以查看测试集在基础模型上的具体识别结果，评估详情包括：字准率，句准率，插入错误，删除错误，

替换错误5个指标，以及在该测试集上的具体识别结果与标注结果的对比，根据识别错误信息可以更加精准地准备训练文本。

在“查看评估详情”页点击“返回上一步”或“创建模型”可返回选择基础模型

STEP2训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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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创建模型】-“选择基础模型“页点击【开始训练】按钮进入【训练模型】

也可以在【我的模型】列表页选择已创建完成的模型点击操作栏中的“开始训练”进入【训练模型】；

也可以直接在左侧导航栏中点击【训练模型】，进入【训练模型】

在训练模型步骤中，选择需要训练的模型，并上传训练文本。目前有两种训练方式可以选择，可以上传热词，或者是长段文

本，也可以两种均上传进行训练。

热词文本格式要求热词文本格式要求：热词训练支持上传热词txt文件进行训练，每个词之间需要换行，txt格式要求gbk编码，大小不超过5M

句篇文本格式要求句篇文本格式要求：句篇训练支持上传多行单句或一整段篇章（一段文字且需要符号）txt文件进行训练，txt格式要求gbk编

码，大小不超过5M

建议您上传与您所需模型内容相关度较高的文本或关键词， 以便最大程度提高您的模型识别率

上传训练文本成功之后点击【开始训练】，后台进入模型训练状态，此时弹窗提示评估完毕时间，并自动跳转回【我的模

型】。一个账号下同时只能训练一个模型。一个账号下同时只能训练一个模型。待模型训练完毕后生成新的模型版本，在【我的模型】列表页可以查看模型训练结

果。

在【我的模型】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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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查看基础模型的识别率，和当前版本的识别率，了解训练提升效果

1、训练结果详情训练结果详情：可以查看训练后模型在测试集上的识别详情，包括：字准率，句准率，插入错误，删除错误，替换错误5个

指标，以及在测试集上的具体识别详情。

可以进行操作

2、历史版本历史版本：可以查看历史训练的所有记录并进行操作

3、申请上线申请上线：对当前模型训练结果较为满意，可以点击申请上线，跳转至上线模型步骤

4、迭代训练迭代训练：当前模型训练结果不满意，可以在当前版本基础上或者基础模型上继续添加新的训练语料，进行迭代训练获得

新的模型版本

5、下载下载：可以下载评估模型上传的测试集和训练模型的训练集

6、删除删除：可以删除整个模型（包括所有历史版本），删除后不能恢复

STEP3上线模型

可以在【我的模型】选择要上线的模型，在操作栏点击“申请上线”

或者在左侧导航栏中点击【上线模型】，选择要上线的模型和版本进行上线（只有模型训练成功生成版本号才可上线）

一个账号下最多只能上线3个模型。一个账号下最多只能上线3个模型。申请上线后需要后台管理员进行审核，1-3天内会有审核结果，可在【我的模型】中查看审

核状态。若对审核过程有任何问题可以加入官方QQ群（群号: 686267521）咨询群管。

审核中审核中：可以查看历史版本训练情况；可以取消申请，取消后方可继续训练

审核失败审核失败：问号可查看审核失败原因；可以查看历史版本训练情况；可以迭代训练或重新训练；可以重新申请上线

审核通过审核通过：审核通过则后台自动上线，上线时间需要1-3天，上线过程中模型不可以做任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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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线完成上线完成：上线完成的模型可以正式调用

STEP4模型使用

上线通过的模型，在【我的模型】可以点击“模型调用”，查看如何使用模型

也可以在左侧导航栏中点击【模型调用】

选择您需要上线的模型（训练完成的模型才可申请上线）

——如果您选择的产品类型为短语音识别短语音识别，则按如下操作

第一步：创建语音技术应用语音技术应用(若已创建可直接使用)，获取鉴权参数AppID，API Key，Secret Key。立即创建

第二步：获取专属模型参数 模型ID: xxxx 基础模型pid: xxxx

第三步：配置鉴权参数鉴权参数和专属模型参数专属模型参数即可使用

短语音识别极速版短语音识别极速版支持API方式调用 具体使用方法详见技术文档

——如果您选择的产品类型为实时语音识别实时语音识别，则按如下操作

第一步：创建语音技术应用语音技术应用(若已创建可直接使用)，获取鉴权参数AppID，API Key，Secret Key。立即创建

第二步：获取专属模型参数 模型ID: xxxx 基础模型pid: xxxx

第三步：根据业务情况，选择合适的调用方式，配置鉴权参数鉴权参数和专属模型参数专属模型参数即可使用

实时语音识别实时语音识别支持Websocket API，Android、iOS、Linux SDK方式调用 该接口目前处于邀测阶段，权限开通请点击合作咨询或

者加入官方QQ群：588369236 获取技术文档和demo下载地址。

——如果您选择的产品类型为呼叫中心**呼叫中心**呼叫中心模型-V1**，则按如下操作

第一步：创建智能呼叫中心应用智能呼叫中心应用(若已创建可直接使用)，获取鉴权参数AppID，API Key，Secret Key。立即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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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获取专属模型参数 模型ID: xxxx

第三步：下载SDK，配置鉴权参数鉴权参数和专属模型参数专属模型参数即可使用

呼叫中心模型-V1呼叫中心模型-V1支持C++ SDK、JAVA SDK、MRCP server三种调用方式，下载百度智能呼叫中心SDK即可使用。 立即下载 具

体使用方法详见技术文档

——如果您选择的基础模型为呼叫中心模型-V2呼叫中心模型-V2，则按如下操作

第一步：创建语音技术应用语音技术应用(若已创建可直接使用)，获取鉴权参数AppID，API Key，Secret Key。立即创建

第二步：获取专属模型参数 模型ID: xxxx

第三步：下载SDK，配置鉴权参数鉴权参数和专属模型参数专属模型参数即可使用

呼叫中心模型-V2呼叫中心模型-V2支持MRCP server调用方式，具体使用方法详见技术文档

语音自训练平台公测期间语音自训练平台公测期间，为了帮助客户验证线上效果，每个账号支持上线3个模型，每个账号累计有50000次免费调用量。

正式商用后，免费资源可能会有所调整。 公测期QPS限额：个人未认证账户2QPS；个人认证账户3QPS；企业认证账户5QPS。

公测期间如需更多资源，欢迎商务合作咨询。

开发工具
音频文件转码

简介

本文描述如何从其它格式的音频转成符合语音识别输入要求格式的音频文件。即4种格式的音频文件：

1. pcm（不压缩），也称为raw格式。音频输入最原始的格式，不用再解码。

2. wav（不压缩，pcm编码）：在pcm文件的开头出上加上一个描述采样率，编码等信息的字节。

3. amr（有损压缩格式），对音频数据进行有损压缩，类似mp3文件。

4. m4a（有损压缩格式，AAC编码），对音频数据进行有损压缩，通常仅供微信小程序使用的格式。自行转换比较复杂。

由于底层识别使用的是pcm，因此推荐直接上传pcm文件。如果上传其它格式，会在服务器端转码成pcm，调用接口的耗时会

增加。

音频参数概念

采样率： 百度语音识别一般仅支持16000的采样率。即1秒采样16000次。

位深： 无损音频格式pcm和wav可以设置，百度语音识别使用16bits 小端序 ，即2个字节记录1/16000 s的音频数据。

声道： 百度语音识别仅支持单声道。

以16000采样率 16bits 编码的pcm文件为例，每个16bits(=2bytes)记录了 1/16000s的音频数据。即1s的音频数据为 2bytes *

16000 = 32000B

以下表格的的格式要求仅供参考，具体以调用的api或sdk的文档为准。

api或sdkapi或sdk 大类大类 采样率采样率 文件格式文件格式 声道声道 pcm 及wav 编码pcm 及wav 编码

restapi 语音识别 16000 pcm，wav，amr，m4a 单声道 16bits 小端序

android ios linux C++

SDK
语音识别 16000 pcm 单声道 16bits 小端序

SDK mrcp server等 呼叫中心 8000 pcm 单声道 16bits 小端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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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音频文件下载

音频播放

pcm 播放 ，使用AudioAudition ，选择 16000采样率 ；16位PCM；Little-Endian（即默认字节序）

wav, m4a 播放， 使用AudioAudition 或 完美解码

amr 播放, 使用完美解码

转换命令示例

wav 文件转 16k 16bits 位深的单声道pcm文件

44100 采样率 单声道 16bts pcm 文件转 16000采样率 16bits 位深的单声道pcm文件

mp3 文件转 16K 16bits 位深的单声道 pcm文件

正常输出如下：

ffmpeg 使用说明

简介简介

ffmpeg 的一个功能是转换不同的音频格式，其它简介请至http://ffmpeg.org/

linux 版本：http://www.ffmpeg.org/download.html#build-linux linux 静态编译版本：https://www.johnvansickle.com/ffmpeg/

windows 版本 ：http://ffmpeg.org/download.html#build-windows

ffmpeg官方文档地址：http://ffmpeg.org/ffmpeg.html

编译参数与支持格式编译参数与支持格式

ffmpeg -y  -i 16k.wav  -acodec pcm_s16le -f s16le -ac 1 -ar 16000 16k.pcmffmpeg -y  -i 16k.wav  -acodec pcm_s16le -f s16le -ac 1 -ar 16000 16k.pcm

ffmpeg -y -f s16le -ac 1 -ar 44100 -i test44.pcm  -acodec pcm_s16le -f s16le -ac 1 -ar 16000 16k.pcmffmpeg -y -f s16le -ac 1 -ar 44100 -i test44.pcm  -acodec pcm_s16le -f s16le -ac 1 -ar 16000 16k.pcm

ffmpeg -y  -i aidemo.mp3  -acodec pcm_s16le -f s16le -ac 1 -ar 16000 16k.pcmffmpeg -y  -i aidemo.mp3  -acodec pcm_s16le -f s16le -ac 1 -ar 16000 16k.pcm

// -acodec pcm_s16le pcm_s16le 16bits 编码器// -acodec pcm_s16le pcm_s16le 16bits 编码器
// -f s16le 保存为16bits pcm格式// -f s16le 保存为16bits pcm格式
// -ac 1 单声道// -ac 1 单声道
//  -ar 16000  16000采样率//  -ar 16000  16000采样率

Input #0, mp3, from 'aaa.mp3':Input #0, mp3, from 'aaa.mp3':
  Metadata:  Metadata:
    encoded_by      : Lavf52.24.1    encoded_by      : Lavf52.24.1
  Duration: 00:02:33.05, start: 0.000000, bitrate: 128 kb/s  Duration: 00:02:33.05, start: 0.000000, bitrate: 128 kb/s
    Stream #0:0: Audio: mp3, 44100 Hz, stereo, s16p, 128 kb/s    Stream #0:0: Audio: mp3, 44100 Hz, stereo, s16p, 128 kb/s
// 输入音频， MP3格式， 44100采样率，stereo-双声道， 16bits 编码// 输入音频， MP3格式， 44100采样率，stereo-双声道， 16bits 编码

Output #0, s16le, to '16k.pcm':Output #0, s16le, to '16k.pcm':
  Metadata:  Metadata:
    encoded_by      : Lavf52.24.1    encoded_by      : Lavf52.24.1
    encoder         : Lavf57.71.100    encoder         : Lavf57.71.100
    Stream #0:0: Audio: pcm_s16le, 16000 Hz, mono, s16, 256 kb/s    Stream #0:0: Audio: pcm_s16le, 16000 Hz, mono, s16, 256 kb/s

// 输入音频， MP3格式， 16000采样率，mono-单声道， 16bits// 输入音频， MP3格式， 16000采样率，mono-单声道， 16bits
// 256 kb/s = 32KB/s = 32B/ms// 256 kb/s = 32KB/s = 32B/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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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mpeg默认支持pcm与wav（pcm编码）格式，额外的编译参数如下：

--enable-libopencore-amrnb 支持amr-nb(8000 采样率) 读写

--enable-libopencore-amrwb 支持amr-wb(16000 采样率) 读取

--enable-libvo-amrwbenc 支持amr-wb(16000 采样率) 写入

--enable-libmp3lame 支持mp3 写入

--enable-libfdk-aac 使用libfdk作为aac的编码和解码格式

ffmpeg -codecs 可以查看所有的格式：

ffmpeg命令

示例： 输入是 32000HZ的单声道 16bits pcm文件。查询下文的输入参数为 “ -f s16le -ac 1 -ar 32000 -i test32.pcm” 输出是

16000HZ的单声道 16bits pcm文件。查询下文的输出参数为 “-f s16le -ac 1 -ar 16000 16k.pcm” 常用参数选择 -y

合并如下：

输入音频参数输入音频参数

wav、amr、 mp3及m4a格式都自带头部， 含有采样率 编码 多声道等信息。而pcm为原始音频信息，没有类似头部。

wav（pcm编码）格式，仅仅在同样参数的pcm文件加了个几个字节的文件头。

输入 wav、amr、mp3及m4a 等格式：输入 wav、amr、mp3及m4a 等格式：

输入 pcm格式： pcm需要额外告知编码格式，采样率，单声道信息输入 pcm格式： pcm需要额外告知编码格式，采样率，单声道信息

 D..... = Decoding supported  # 读取 D..... = Decoding supported  # 读取
 .E.... = Encoding supported  # 写入 .E.... = Encoding supported  # 写入
 ..A... = Audio codec      # 音频编码 ..A... = Audio codec      # 音频编码
 ....L. = Lossy compression # 有损 ....L. = Lossy compression # 有损
 .....S = Lossless compression # 无损 .....S = Lossless compression # 无损
 DEA..S pcm_s16le            PCM signed 16-bit little-endian DEA..S pcm_s16le            PCM signed 16-bit little-endian
 DEA.LS wavpack              WavPack DEA.LS wavpack              WavPack
 DEA.L. mp3  MP3 (MPEG audio layer 3) DEA.L. mp3  MP3 (MPEG audio layer 3)
 DEA.L. amr_nb       AMR-NB (Adaptive Multi-Rate NarrowBand) DEA.L. amr_nb       AMR-NB (Adaptive Multi-Rate NarrowBand)
 DEA.L. amr_wb       AMR-WB (Adaptive Multi-Rate WideBand) DEA.L. amr_wb       AMR-WB (Adaptive Multi-Rate WideBand)
 DEA.L. aac          AAC (Advanced Audio Coding) (decoders: aac aac_fixed ) DEA.L. aac          AAC (Advanced Audio Coding) (decoders: aac aac_fixed )
 或 或
 DEA.L. aac          AAC (Advanced Audio Coding) (decoders: aac aac_fixed libfdk_aac ) (encoders: aac libfdk_aac ) DEA.L. aac          AAC (Advanced Audio Coding) (decoders: aac aac_fixed libfdk_aac ) (encoders: aac libfdk_aac )

  

ffmpeg {通用参数} {输入音频参数}  {输出音频参数}ffmpeg {通用参数} {输入音频参数}  {输出音频参数}

ffmpeg -y  -i aidemo.mp3  -acodec pcm_s16le -f s16le -ac 1 -ar 16000 16k.pcmffmpeg -y  -i aidemo.mp3  -acodec pcm_s16le -f s16le -ac 1 -ar 16000 16k.pcm

通用参数： -y通用参数： -y
输入音频mp3文件参数： -i aidemo.mp3输入音频mp3文件参数： -i aidemo.mp3
输出音频 16000采样率 单声道 pcm 格式：  -acodec pcm_s16le -f s16le -ac 1 -ar 16000 16k.pcm输出音频 16000采样率 单声道 pcm 格式：  -acodec pcm_s16le -f s16le -ac 1 -ar 16000 16k.pcm

ffmpeg  -y  -f s16le -ac 1 -ar 32000  -i test32.pcm -f s16le -ac 1 -ar 16000 16k.pcmffmpeg  -y  -f s16le -ac 1 -ar 32000  -i test32.pcm -f s16le -ac 1 -ar 16000 16k.pcm

-i  test.wav # 或test.mp3 或者 test.amr-i  test.wav # 或test.mp3 或者 test.a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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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音频参数输出音频参数

在原始采样率 大于或者接近16000的时候，推荐使用16000的采样率。 8000的采样率会降低识别效果。 输出wav和amr格式

时，如果不指定输出编码器，ffmpeg会选取默认编码器。

输出pcm音频输出pcm音频：

输出wav 音频：输出wav 音频：

输出amr-nb 音频 ：输出amr-nb 音频 ：

全称是：Adaptive Multi-Rate，自适应多速率，是一种音频编码文件格式，专用于有效地压缩语音频率。在带宽不是瓶颈的情在带宽不是瓶颈的情

况下，不建议选择这种格式，解压需要百度服务器额外的耗时况下，不建议选择这种格式，解压需要百度服务器额外的耗时 amr-nb格式只能选 8000采样率。bit rates越高音质越好，但是

文件越大。 bit rates 4.75k, 5.15k, 5.9k, 6.7k, 7.4k, 7.95k, 10.2k or 12.2k

8000的采样率及有损压缩会降低识别效果。如果原始采样率大于16000，请使用 amr-wb格式。

输出 amr-wb 格式，采样率 16000。 bit rates越高音质越好，但是文件越大。 6600 8850 12650 14250 15850 18250

19850 23050 23850

输出m4a文件输出m4a文件

m4a文件一般来源于微信小程序录音（见restapi文档中微信录音小程序的参数说明）。不建议其它格式转为m4a；推荐转为

amr有损压缩格式调用restapi。

如果您一定要转为百度支持的m4a格式，见后文的m4a文件转码

常用参数常用参数

-y 覆盖同名文件

-v 日志输出基本 如 -v ERROR -v quiet 等

查看音频格式ffprobe使用

查看语音合成生成的MP3格式信息：

-acodec pcm_s16le -f s16le -ac 1 -ar 16000 -i 8k.pcm-acodec pcm_s16le -f s16le -ac 1 -ar 16000 -i 8k.pcm
// 单声道 16000 采样率  16bits编码 pcm文件// 单声道 16000 采样率  16bits编码 pcm文件

// s16le  s(signied)16(16bits)le(Little-Endian)// s16le  s(signied)16(16bits)le(Little-Endian)
-acodec pcm_s16le：使用s16le进行编码-acodec pcm_s16le：使用s16le进行编码
-f s16le 文件格式是s16le的pcm-f s16le 文件格式是s16le的pcm
-ac 1 ：单声道-ac 1 ：单声道
-ar 16000 ： 16000采样率-ar 16000 ： 16000采样率

-f s16le -ac 1 -ar 16000 16k.pcm-f s16le -ac 1 -ar 16000 16k.pcm
// 单声道 16000 采样率 16bits编码 pcm文件// 单声道 16000 采样率 16bits编码 pcm文件

-ac 1 -ar 16000 16k.wav-ac 1 -ar 16000 16k.wav
// 单声道 16000 采样率 16bits编码 pcm编码的wav文件// 单声道 16000 采样率 16bits编码 pcm编码的wav文件

-ac 1 -ar 8000 -ab 12.2k 8k-122.amr-ac 1 -ar 8000 -ab 12.2k 8k-122.amr

// 8000 采样率 12.2 bitRates// 8000 采样率 12.2 bitRates

-acodec amr_wb -ac 1 -ar 16000 -ab 23850 16k-23850.amr-acodec amr_wb -ac 1 -ar 16000 -ab 23850 16k-23850.a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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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如下

pcm文件音频时长计算

同图像bmp文件一样，pcm文件保存的是未压缩的音频信息。 16bits 编码是指，每次采样的音频信息用2个字节保存。可以对

比下bmp文件用分别用2个字节保存RGB颜色的信息。 16000采样率 是指 1秒钟采样 16000次。常见的音频是44100HZ，即一

秒采样44100次。 单声道： 只有一个声道。

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可以计算： 1秒的16000采样率音频文件大小是 2*16000 = 32000字节 ，约为32K 1秒的8000采样率音

频文件大小是 2*8000 = 16000字节 ，约为 16K

如果已知录音时长，可以根据文件的大小计算采样率是否正常。如果已知录音时长，可以根据文件的大小计算采样率是否正常。

转换为m4a格式（AAC编码）

推荐使用amr有损压缩格式，m4a格式用于微信小程序的录音。

ffprobe -v quiet -print_format json -show_streams  aidemo.mp3ffprobe -v quiet -print_format json -show_streams  aidemo.mp3

  {{
        "streams""streams"::  [[
                {{
                        "index""index"::  00,,
                        "codec_name""codec_name"::  "mp3""mp3",,  // mp3 格式// mp3 格式
                        "codec_long_name""codec_long_name"::  "MP3 (MPEG audio layer 3)""MP3 (MPEG audio layer 3)",,
                        "codec_type""codec_type"::  "audio""audio",,
                        "codec_time_base""codec_time_base"::  "1/16000""1/16000",,
                        "codec_tag_string""codec_tag_string"::  "[0][0][0][0]""[0][0][0][0]",,
                        "codec_tag""codec_tag"::  "0x0000""0x0000",,
                        "sample_fmt""sample_fmt"::  "s16p""s16p",,
                        "sample_rate""sample_rate"::  "16000""16000",,  // 16000采样率// 16000采样率
                        "channels""channels"::  11,,  // 单声道// 单声道
                        "channel_layout""channel_layout"::  "mono""mono",,
                        "bits_per_sample""bits_per_sample"::  00,,
                        "r_frame_rate""r_frame_rate"::  "0/0""0/0",,
                        "avg_frame_rate""avg_frame_rate"::  "0/0""0/0",,
                        "time_base""time_base"::  "1/14112000""1/14112000",,
                        "start_pts""start_pts"::  00,,
                        "start_time""start_time"::  "0.000000""0.000000",,
                        "duration_ts""duration_ts"::  259096320259096320,,
                        "duration""duration"::  "18.360000""18.360000",,
                        "bit_rate""bit_rate"::  "16000""16000",,
                        "disposition""disposition"::  {{
                                "default""default"::  00,,
                                "dub""dub"::  00,,
                                "original""original"::  00,,
                                "comment""comment"::  00,,
                                "lyrics""lyrics"::  00,,
                                "karaoke""karaoke"::  00,,
                                "forced""forced"::  00,,
                                "hearing_impaired""hearing_impaired"::  00,,
                                "visual_impaired""visual_impaired"::  00,,
                                "clean_effects""clean_effects"::  00,,
                                "attached_pic""attached_pic"::  00,,
                                "timed_thumbnails""timed_thumbnails"::  0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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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下载MP4BoxMP4Box，用于转换brand 为mp42:0, mini Version 0 。 restapi不支持brand M4A。点此下载，选Current release里的

下载链接。

ffmpeg 官方推荐使用libfdk_aac 库，但这个库需要按照官方文档自行编译。如果使用静态版本的话，也可以使用ffmpeg自带的

aac库。

编译过libfdk_aac ffmpeg 示例

静态版本自带的aac库示例

输出参数输出参数

-c 选编码库 libfdk_aac或者aac

-profile:a profile固定选aac_low（AAC-LC），restapi不支持 例如HE-AAC ，LD，ELD等

-b:a bitrates ， 16000采样率对应的bitrates CBR 范围为 24000-96000。越大的话，失真越小，但是文件越大

-ar 采样率，一般固定16000

-ac 固定1，单声道

查看 m4a 格式查看 m4a 格式

下面结果中重要的字段加粗

Metadata: major_brand : mp42mp42 minor_version : 00 compatible_brands: isomiso2M4A mp42 encoder : Lavf58.20.100 Duration:

00:00:56.26, start: 0.000000, bitrate: 32 kb/s Stream #0:0(und): Audio: aac (LCLC) (mp4a / 0x6134706D), 16000 Hz, mono16000 Hz, mono,

fltp, 32 kb/s (default)

拼音相似度比较

简介

本java demo能将中文转换为拼音，并比较拼音相似度；进而可以在一组候选词中，找到读音与搜索词最为接近的词组。

该工具能够有效解决同音词、相似发音词、发音不标准等特殊情况下的语音识别。 例如，在通讯录场景下，如果用户需要识别

的正确联系人是“张三”，但语音识别接口返回的结果可能是“张山”；此时则可以将用户的联系人列表和“张山”作为输入，通过本

工具查找出与“张山”最匹配的结果，有效提高结果的准确率。具体可参考下方的示例。

示例说明

本工具的输入包括一组候选词和一个搜索词，输出是每个候选词与搜索词的距离（差异值）。注意：距离越短，相似度越高。

示例 输入1： 一组候选词，如："张三", "张散", "张丹", "张成", "李四", "李奎" 输入2： 一个搜索词, 如：“张山” 输出：每个

候选词与搜索词的距离（如下）

ffmpeg -y -f s16le -ac 1 -ar 16000 -i 16k_57test.pcm -c libfdk_aac  -profile:a aac_low -b:a 48000 -ar 16000 -ac 1ffmpeg -y -f s16le -ac 1 -ar 16000 -i 16k_57test.pcm -c libfdk_aac  -profile:a aac_low -b:a 48000 -ar 16000 -ac 1  
16k.m4a16k.m4a
MP4Box -brand mp42:0 16k.m4a #这步不能忽略MP4Box -brand mp42:0 16k.m4a #这步不能忽略

ffmpeg -y -f s16le -ac 1 -ar 16000 -i 16k_57test.pcm -c aac  -profile:a aac_low -b:a 48000 -ar 16000 -ac 1 16k.m4a ffmpeg -y -f s16le -ac 1 -ar 16000 -i 16k_57test.pcm -c aac  -profile:a aac_low -b:a 48000 -ar 16000 -ac 1 16k.m4a 
MP4Box -brand mp42:0 16k.m4a #这步不能忽略MP4Box -brand mp42:0 16k.m4a #这步不能忽略

ffprobe 16k.m4affprobe 16k.m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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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结果表示 “张山”与“张三” 发音最为相近，则“张三”是最有可能的正确词汇。

局限性举例

以下case将不能很好地适用于本算法，请使用的时候先行评估。

1.区分s和sh，可能相似

输入1输入1 输入2输入2 输出输出

sao3 shao3 2

sao3 pao3 2

sao3 dao3 2

sao3 hao3 2

输入1输入1 输入2输入2 输出输出

shi1 zhi1 2

shi1 chi1 2

shi1 si1 2

shi1 sha1 2

2.区分en和eng

输入1输入1 输入2输入2 输出输出

shen1 sheng1 2

shen1 zhen1 2

shen1 she1 2

输入1输入1 输入2输入2 输出输出

meng2 men2 2

meng2 ming2 2

meng2 mang2 2

3.区分i和ie

输入1输入1 输入2输入2 输出输出

xi1 pi1 2

xi1 mi1 2

xi1 xia1 2

xi1 xie1 2

4.区分yue和yu、ye、yun

输入1输入1 输入2输入2 输出输出

yue4 ye4 2

yue4 yun4 2

yue4 yu4 2

[[{{word=张三word=张三,, score= score=22}},,  {{word=张散word=张散,, score= score=33}},,  {{word=张丹word=张丹,, score= score=44}},,  {{word=张成word=张成,, score= score=77}},,  {{word=李四word=李四,, score= score=1818}},,  
{{word=李奎word=李奎,, score= score=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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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类似xi’an词语

输入1输入1 输入2输入2 输出输出

xi1,an1 xian1 3

xi1,an1 xie4,an1 3

xi1,an1 xin4,an1 3

重要代码

计算2个拼音的相似度，

使用方法如 getEditDistance("zhang1,san1", "zhang1,shan1");

完整示例代码下载（JAVA）

publicpublic  staticstatic  intint  getEditDistancegetEditDistance((StringString s s,,  StringString t t))  {{
                intint d d[[]][[]];;  // matrix// matrix
                intint n n;;  // length of s// length of s
                intint m m;;  // length of t// length of t
                intint i i;;  // iterates through s// iterates through s
                intint j j;;  // iterates through t// iterates through t
                charchar s_i s_i;;  // ith character of s// ith character of s
                charchar t_j t_j;;  // jth character of t// jth character of t
                intint cost cost;;  // cost// cost
                // Step 1// Step 1
        n         n == s s..lengthlength(());;
        m         m == t t..lengthlength(());;
                ifif  ((n n ====  00))  {{
                        returnreturn m m;;
                }}
                ifif  ((m m ====  00))  {{
                        returnreturn n n;;
                }}
        d         d ==  newnew  intint[[n n ++  11]][[m m ++  11]];;

                // Step 2// Step 2
                forfor  ((i i ==  00;; i  i <=<= n n;; i i++++))  {{
            d            d[[ii]][[00]]  == i i;;
                }}
                forfor  ((j j ==  00;; j  j <=<= m m;; j j++++))  {{
            d            d[[00]][[jj]]  == j j;;
                }}

                // Step 3// Step 3
                forfor  ((i i ==  11;; i  i <=<= n n;; i i++++))  {{
            s_i             s_i == s s..charAtcharAt((i i --  11));;
                        // Step 4// Step 4
                        forfor  ((j j ==  11;; j  j <=<= m m;; j j++++))  {{
                t_j                 t_j == t t..charAtcharAt((j j --  11));;
                                // Step 5// Step 5
                cost                 cost ==  ((s_i s_i ==== t_j t_j))  ??  00  ::  11;;
                                // Step 6// Step 6
                d                d[[ii]][[jj]]  ==  MinimumMinimum((dd[[i i --  11]][[jj]]  ++  11,, d d[[ii]][[j j --  11]]  ++  11,,
                        d                        d[[i i --  11]][[j j --  11]]  ++ cost cost));;
                        }}
                }}
                // Step 7// Step 7
                returnreturn d d[[nn]][[m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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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VAD音频切分工具

简介

由于百度rest api接口有60s的音频时长限制，使用此demo可以粗略地按照静音切分音频。

项目地址： https://github.com/Baidu-AIP/speech-vad-demo

集成 webrtc 开源项目，vad模块，具体算法GMM(Gaussian Mixture Model)。 注意这个是开源项目，效果远不如与百度语音

LInux C++ SDK ，Android及iOS SDK自带的VAD功能，切割的文件需为pcm(16000采样率 小端序 16bits)的格式，其他格式需

要提前转换，切割后也是pcm文件

原理原理

一个FRAME时长默认10s，通过webrtc的vad计算这个FRAME是否是活动（ACTIVE: 有声音， INACTIVE：静音）。

这样可以获得音频的所有FRAME的活动值（ACTIVE或者INACTIVE）。从而在静音（INACTIVE）的音频段上的切分音频。

运行环境运行环境

g++ 4.8以上,

cmake 2.8 及 make 3.8 编译需要，可以跳过或者尝试使用低版本

任意操作系统

如果没有g++ 4.8的版本，centos可以参考“Linux C++ SDK”的文档，进行g++ 4.8的安装。

由于webrtc项目vad模块依赖于rtc_base模块 进行运行时的参数检查，因此需要可以编译rtc_base的。 如果您无法升级到g++

4.8 或者是只能编译C项目，可以自行修改源代码，删除rtc_bas目录，及其它文件对rtc_base中宏的依赖,，剩余文件均为C代

码。去除后请详细测试。

运行及结果

运行命令运行命令 `bash # 确认g++ 和cmake 版本 sh build_and_run.sh

结果结果 如果不修改代码的话，结果保存在 output_pcm内。 文件名如下

参数设置

common.hcommon.h `c // MULTI = 1 2 3 webrtc vad可以设置分别为以10ms 20ms 30ms作为包 #define MULTI 1

# 或# 或
cmake . && makecmake . && make
``````

16k_1.pcm_0-12989_A.pcm         // 第0-12989毫秒的音频，16k_1.pcm_0-12989_A.pcm         // 第0-12989毫秒的音频，
16k_1.pcm_33730-47389_A.pcm     // 第33730-47389毫秒的音频16k_1.pcm_33730-47389_A.pcm     // 第33730-47389毫秒的音频
16k_1.pcm_0-4049_A.pcm         // A 表示此段有声音，不是完全的静音16k_1.pcm_0-4049_A.pcm         // A 表示此段有声音，不是完全的静音
······
16k_1.pcm_114060-121689_I.pcm  // I 表示此段都是静音16k_1.pcm_114060-121689_I.pcm  // I 表示此段都是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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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逻辑修改切割逻辑修改

demo因为考虑到流式，采用了尽快切割的方法。如果您对这个切割算法不满意的话，可以对照periods_print的结果, 自行修改

file_cut.c内的代码逻辑

语义理解协议
前言

语义理解是通过一系列的AI算法，将语音识别输出的文本结果解析为结构化的、机器可读的意图与词槽信息，便于互联网开发

者在语音交互场景下更好的理解并满足用户需求。 百度AI开放平台面向互联网开发者提供对自然语言文本的语义理解服务。语

义理解基于百度最专业的语义理解平台——UNIT2.0，为开发者预置可一键式接入的语义理解服务，方便快捷的满足语义理解

需求。

在语音识别Android，iOS，Linux SDK中，设置PID为15373，19363（查看设置方法文档），即可开启通用场景语义理解，在

返回语音识别结果的同时返回语义结果。

领域、意图与词槽

领域：domain，是包含一系列的相关的意图和词槽组成的语义理解场景。 意图：intent，是用户通过交互输入所要表达的目

的。 词槽：slot，是意图下用户附带的一些限制条件，由一个tag-value对组成，tag即词槽标签，表示这个限制条件的类型；

value即词槽值，表示这个限制条件的具体内容。

// VAD 模式 Aggressiveness mode (0, 1, 2, or 3). 数值越大，判断越是粗略，连着的静音或者响声增多// VAD 模式 Aggressiveness mode (0, 1, 2, or 3). 数值越大，判断越是粗略，连着的静音或者响声增多
#define WEBRTC_VAD_MODE 3#define WEBRTC_VAD_MODE 3

// 有声音的音频段，xxx 毫秒后，认为该音频段结束，不能为0// 有声音的音频段，xxx 毫秒后，认为该音频段结束，不能为0
#define FILE_CUT_SILENCE_AFTER_ACTIVE_MS 500#define FILE_CUT_SILENCE_AFTER_ACTIVE_MS 500

// 静音的音频段，切分xxx毫秒给之后有声音的音频段// 静音的音频段，切分xxx毫秒给之后有声音的音频段
#define FILE_CUT_SILENCE_BEFORE_ACTIVE_MS 300#define FILE_CUT_SILENCE_BEFORE_ACTIVE_MS 300

// 最小的音频切分长度，即每个切分后音频文件不少于这个时长，最后一个除外// 最小的音频切分长度，即每个切分后音频文件不少于这个时长，最后一个除外
#define FILE_CUT_MIN_MS  (10 * 1000)#define FILE_CUT_MIN_MS  (10 * 1000)

// 最大的音频切分长度，即每个切分后音频文件不多于这个时长// 最大的音频切分长度，即每个切分后音频文件不多于这个时长
#define FILE_CUT_MAX_MS  (60 * 1000)#define FILE_CUT_MAX_MS  (60 * 1000)

/** 上述示例中音频文件尽可能依次满足如下条件/** 上述示例中音频文件尽可能依次满足如下条件
1. 最短10s，最长 60s。1. 最短10s，最长 60s。
2. 每个音频文件的最后的静音500ms，2. 每个音频文件的最后的静音500ms，
2. 每个音频文件的开始的静300ms。2. 每个音频文件的开始的静300ms。
 */ */
``````

// [5150, 5220) [5230, 6380) [6520, 6970) [7000, 8040) [8080, 8670)// [5150, 5220) [5230, 6380) [6520, 6970) [7000, 8040) [8080, 8670)
// 表示 [5150, 5220) 等区间内是有声音的，其它区间均为静音，// 表示 [5150, 5220) 等区间内是有声音的，其它区间均为静音，
// 如果需要切割的话，应该在静音区间选择合适的位置切割// 如果需要切割的话，应该在静音区间选择合适的位置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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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表所示，前三个query都是电影相关的表达，因此属于电影领域，但具体的意图和限制条件（词槽）各有不同。后两个音乐

领域的query也是如此。 领域、意图与词槽通常是在语义理解系统中预先定义好的，我们为开发者提供了一系列常用的语义理

解领域（见『领域取值』），每个领域下有一系列对应的意图与词槽组合（见『各领域语义表示协议』）。

语义理解输入和输出

语义理解协议描述语言

语义理解的结果通过语义理解协议向开发者返回，为了易于人阅读，同时也方便机器解析和生成，采用 json 语言进行描

述，utf-8 编码。json 语言的基本概念：

属性名/属性值属性名/属性值

即键值对（key-value）

数组数组

在 json 中是“[]”括起来的内容，数据结构为["value1","value2",...]，取值方式和所有语言中一样，使用索引获取，属性值的类型

可以是数字、字符串、数组、对象。

对象对象

在 json 中表示为“{}”括起来的内容，数据结构为 {key1:value1,key2:value2,...}的键值对的结构。在面向对象的语言中，key 为对

象的属性，value 为对应的属性值，所以很容易理解，取值方法为对象.key 获取属性值，这个属性值的类型可以是数字、字符

串、数组、对象几种。

意图表示协议说明

语义表示协议由以下字段组成：

results是数组，由若干object构成(少数情况下，语义解析结果不一定唯一， query 可能属于多个领域或存在歧义等)。一个

object 对应一个解析结果，若有 多个按 score 排序，每个 object 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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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理解示例：语义理解示例：

query：我要看名侦探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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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取值

本表格详细描述了领域（domain）的取值。

领域名称领域名称 描述描述 示例 query示例 query

weather 天气 北京明天天气

train 列车 北京西站到上海的高铁

flight 航班 明天从北京到上海的东航机票

telephone 电话 打电话给妈妈北京移动的号码

coffee 订咖啡 给我来杯拿铁

movie 电影播放 我想看阿甘正传

screen_control
页面屏幕控

制
往上翻两页；按时间排序

tv 电视剧 我要看娘道第三集；最近有什么好看的电影

takeaway 外卖 来一份麦当劳的香辣鸡腿堡

robot 机器人控制 往右走5米；给我拍个照吧

constell 星座 金牛座的人是什么样的呢；金牛座的人生日是在几月

zodiac 属相 牛年出生是哪年；属虎的人本命佛是什么

{{
        "appid""appid"::  597597,,
        "encoding""encoding"::  "UTF-8""UTF-8",,
        "results""results"::  [[
                {{
                        "domain""domain"::  "movie""movie",,
                        "intent""intent"::  "MOVIE_INFO""MOVIE_INFO",,
                        "score""score"::  100100,,
                        "slots""slots"::  {{
                                "user_movie_name""user_movie_name"::  [[
                                        {{
                                                "word""word"::  "名侦探柯南""名侦探柯南",,
                                                "norm""norm"::  """"
                                        }}
                                ]]
                        }}
                }}，，
                {{
                        "domain""domain"::  "animation""animation",,
                        "intent""intent"::  "ANIMATION_INFO""ANIMATION_INFO",,
                        "score""score"::  100100,,
                        "slots""slots"::  {{
                                "user_ani_name""user_ani_name"::  [[
                                        {{
                                                "word""word"::  "名侦探柯南""名侦探柯南",,
                                                "norm""norm"::  """"
                                        }}
                                ]]
                        }}
                }}
        ]],,
        "parsed_text""parsed_text"::  "我 要 看 名 侦探 柯南""我 要 看 名 侦探 柯南",,
        "raw_text""raw_text"::  "我要看名侦探柯南""我要看名侦探柯南",,
        "err_no""err_no"::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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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ohao 摇号 北京汽车摇号申请

hexcalc 进制转换 怎样将十进制110转换成十六进制的

time_zone 时区查询 美国与北京的时区差多少；美国的夏威夷在哪个时区

vehichle 限行查询 请问成都今天限号是多少；查一下天津周三限行到几点

animation 卡通 我要看西游记的动画片；现在有什么好看的动画片

qv 数值计算 零和负二谁大

groupbuy 团购 附近有哪些人均100左右的酒店团购

cate 美食 帮我找一家能停车有包间的火锅店

nba NBA 有科比的图片吗；看下马刺的比赛

calendar 日历 明天是农历几号；3月1日到7月1日有多少天

music 音乐 下载周杰伦的七里香；播放天龙八部片尾曲

sns 社交网络 刷新一下新浪微博；发新浪微博今天天气不错，然后@小度

website 网站 打开百度；用QQ浏览器打开百度

vehicle_instructio

n
车载指令 打开蓝牙；看看胎压

setting 手机设置 打开声音设置；关闭蓝牙

recipe 菜谱 推荐一道春节吃的川菜；帮我找个做宫保鸡丁的视频

stock 股票 看下今天的a股走势；201000这支股的股价

tv_instruction 电视指令 把音量调到50；换到上一个台

hotel 酒店 搜一下上地的酒店；上地的七天有哪些房型

map 地图 搜一下百度大厦；搜一下上地附近的麦当劳

tv_show 综艺 播放一个适合老人看的综艺节目；湖南卫视晚上8点有什么综艺节目

account 记账 今天公司给我发了5000块钱工资；记一下从西二旗打车用了50

navigate_instructi

on
导航指令 把后厂村路添加到收藏；放大地图

film_news 影讯
北京星美国际影城最近有什么英文恐怖电影上映；北京星美国际影城张艺谋导演的影粤语版

的票价是多少

phone_charges 话费查询 15512345678这个月流量剩余量多少；这个月移动号余额多少

travel 旅游 北京有哪些好玩的景点；十月份度蜜月适合去哪里

person 人物 刘德华；演员刘德华身高多少

app 手机应用 卸载微信；用应用宝搜索微信

search 搜索 搜索一下李彦宏的资料；百度一下明天天气

instruction 通用设置 返回首页；还剩多少电

novel 小说 下载个适合学生看的南派三叔写的恐怖小说；在线阅读鬼吹灯

joke 笑话 讲个有趣的笑话；搜索个适合睡前听的笑话

player 音乐播放 从2分钟开始播放；播放下一首

contact 通讯录 添加工作电话13820306899；编辑第三个联系人

translation 翻译 把你好翻译成英文

alarm 提醒 每天早上八点半提醒我起床，大声点；查看明天早上的提醒

radio 收音机 播放北京地区音乐频道；关闭收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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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短信 发短信给张三说对不起；查看张三的第三条未读短信

story 故事 播放一个张震的恐怖故事；查询个适合婴儿听的故事

意图取值

意图和领域相关，每个领域下，均有若干个该领域专属的意图，详见各领域语义表示协议。

词槽取值

某些比较复杂的query仅使用意图无法完整的表示其语义信息，因此需要加入词槽信息，即该意图下的附加信息或限制条件，如

query=我要买明天去北京的机票，意图是买机票，另外还有限制条件是明天和北京，因此语义解析会得到以下词槽信息：：

表示语义解析得到2个词槽，分别为user_time（时间）和user_arrival_city（到达地）。而每个词槽对应的值有2种，一种是原

始值（word），另一种是归一化值（norm）：原始值是指query中出现的词槽值的原文，即"明天"和"北京"；而归一化值是对某

些词槽，系统会在原始值的基础上进行规范化处理，得到的统一格式的词槽值，开发者可根据自身业务情况灵活决定使用原始

值还是归一值。

词槽值类型

所有词槽的原始值和归一化值类型均为string型。

各领域语义表示协议

各领域语义表示协议

天气

天气（weather）能支持对天气、温度、风速等属性的查询的解析。天气意图及词槽表示如下： 注："/"表示多个示例值分

割；"{}"表示词槽的归一值取值范围是封闭集合，在示例中全部列举。以下各领域皆同。

    "slots": {    "slots": {
            "user_time": [            "user_time": [
         {         {
           "word": "明天",           "word": "明天",
              "norm": "2019-01-22"              "norm": "2019-01-22"
          }          }
         ],         ],
                 "user_arrival_city": [                 "user_arrival_city": [
         {         {
           "word": "北京",           "word": "北京",
           "norm": "北京市"           "norm": "北京市"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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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示例：

query：北京明天天气

    {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weather",            "domain": "weather",
            "intent": "USER_WEATHER ",            "intent": "USER_WEATHER ",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loc": [                "user_loc": [
                    {                    {
                        "word": "北京",                        "word": "北京",
                        "norm": "北京市"                        "norm": "北京市"
                    }                    }
                ],                ],
                "user_time ": [                "user_time ": [
                    {                    {
                        "word": "明天",                        "word": "明天",
                        "norm": "2019-01-22"                        "norm": "2019-01-22"
                    }                    }
                ]                ]
            }            }
        }        }
    ],    ],
    "parsed_text": "北京 明天 天气",    "parsed_text": "北京 明天 天气",
    "raw_text": "北京明天天气",    "raw_text": "北京明天天气",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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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y：明天几度

列车

列车（train）能够支持通用列车信息的查询解析，也可以解析对坐席、列车类别、票价等特殊查询请求的解析。列车意图及词

槽表示如下：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weather",            "domain": "weather",
            "intent": "USER_TEMP",            "intent": "USER_TEMP",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time ": [                "user_time ": [
                    {                    {
                        "word": "明天",                        "word": "明天",
                        "norm": "2019-01-22"                        "norm": "2019-01-22"
                    }                    }
                ]                ]
            }            }
        }        }
    ],    ],
    "parsed_text": "明天 几 度",    "parsed_text": "明天 几 度",
    "raw_text": "明天几度",    "raw_text": "明天几度",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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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示例：

query：北京西站到上海的高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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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y：北京西到无锡的动车几点发车

{{
        "appid""appid"::  597597,,
        "encoding""encoding"::  "UTF-8""UTF-8",,
        "results""results"::  [[
                {{
                        "domain""domain"::  "train""train",,
                        "intent""intent"::  "BOOK_TICKET""BOOK_TICKET",,
                        "score""score"::  100100,,
                        "slots""slots"::  {{
                                "user_start_station""user_start_station"::  [[
                                        {{
                                                "word""word"::  "北京西站""北京西站",,
                                                "norm""norm"::  "北京西站""北京西站"
                                        }}
                                ]],,
                                    "user_arrival_city""user_arrival_city"::  [[
                                        {{
                                                "word""word"::  "上海""上海",,
                                                "norm""norm"::  "上海市""上海市"
                                        }}
                                ]]
                        }}
                }}
        ]],,
        "parsed_text""parsed_text"::  "北京 西站 到 上海 的 高铁""北京 西站 到 上海 的 高铁",,
        "raw_text""raw_text"::  "北京西站到上海的高铁""北京西站到上海的高铁",,
        "err_no""err_no"::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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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

航班（flight）支持基于航班类型、出发日期、航空公司、城市等的航班信息、机票信息的语义解析。航班意图及词槽表示如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train",            "domain": "train",
            "intent": "START_TIME",            "intent": "START_TIME",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start_station": [                "user_start_station": [
                    {                    {
                        "word": "北京西站",                        "word": "北京西站",
                        "norm": "北京西站"                        "norm": "北京西站"
                    }                    }
                ],                ],
                  "user_arrival_city": [                  "user_arrival_city": [
                    {                    {
                        "word": "上海",                        "word": "上海",
                        "norm": "上海市"                        "norm": "上海市"
                    }                    }
                ],                ],
                  "user_train_type": [                  "user_train_type": [
                    {                    {
                        "word": "动车",                        "word": "动车",
                        "norm": "动车"                        "norm": "动车"
                    }                    }
                ]                   ]   
            }            }
        }        }
    ],    ],
    "parsed_text": "北京 西 到 无锡 的 动车 几 点 发车",    "parsed_text": "北京 西 到 无锡 的 动车 几 点 发车",
    "raw_text": "北京西到无锡的动车几点发车",    "raw_text": "北京西到无锡的动车几点发车",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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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示例：示例：

query：明天从北京到上海的东航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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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电话（telephone）提供常用的拨打电话、通话记录查看等操作的语义解析。电话意图及词槽表示如下：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flight",            "domain": "flight",
            "intent": "BOOK_TICKET",            "intent": "BOOK_TICKET",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start_time": [                "user_start_time": [
                    {                    {
                        "word": "明天",                        "word": "明天",
                        "norm": "2019-01-22"                        "norm": "2019-01-22"
                    }                    }
                ]，                ]，
                 "user_start_city": [                 "user_start_city": [
                    {                    {
                        "word": "北京",                        "word": "北京",
                        "norm": "北京市"                        "norm": "北京市"
                    }                    }
                ],                ],
                  "user_arrival_city": [                  "user_arrival_city": [
                    {                    {
                        "word": "上海",                        "word": "上海",
                        "norm": "上海市"                        "norm": "上海市"
                    }                    }
                ],                ],
                  "user_company": [                  "user_company": [
                    {                    {
                        "word": "东航",                        "word": "东航",
                        "norm": "东航"                        "norm": "东航"
                    }                    }
                ]                   ]   
            }            }
        }        }
    ],    ],
    "parsed_text": "明天 从 北京 到 上海 的 东航 机票",    "parsed_text": "明天 从 北京 到 上海 的 东航 机票",
    "raw_text": "明天从北京到上海的东航机票",    "raw_text": "明天从北京到上海的东航机票",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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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示例：

query：打电话给妈妈北京移动的号码

query：打开未接来电

订咖啡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 telephone ",            "domain": " telephone ",
            "intent": "PHONE_CALL",            "intent": "PHONE_CALL",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call_target": [                "user_call_target": [
                    {                    {
                        "word": "妈妈",                        "word": "妈妈",
                        "norm": "妈妈"                        "norm": "妈妈"
                    }                    }
                ]，                ]，
                 "user_phone_loc": [                 "user_phone_loc": [
                    {                    {
                        "word": "北京",                        "word": "北京",
                        "norm": "北京市"                        "norm": "北京市"
                    }                    }
                ],                ],
                  "user_card_type": [                  "user_card_type": [
                    {                    {
                        "word": "移动",                        "word": "移动",
                        "norm": "移动"                        "norm": "移动"
                    }                    }
                ]                ]
            }            }
        }        }
    ],    ],
    "parsed_text": "打电话 给 妈妈 北京 移动 的 号码",    "parsed_text": "打电话 给 妈妈 北京 移动 的 号码",
    "raw_text": "打电话给妈妈北京移动的号码",    "raw_text": "打电话给妈妈北京移动的号码",
    "err_no": 0    "err_no": 0
}}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 telephone",            "domain": " telephone",
            "intent": "VIEW_MISS_CALL",            "intent": "VIEW_MISS_CALL",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            }
        }        }
    ],    ],
    "parsed_text": "打开 未 接 来电",    "parsed_text": "打开 未 接 来电",
    "raw_text": "打开未接来电",    "raw_text": "打开未接来电",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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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咖啡（coffee）提供咖啡预定等操作的语义解析。订咖啡意图及词槽表示如下： 

示例：示例：

query：给我来杯拿铁

query：要两杯不加糖的摩卡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 coffee",            "domain": " coffee",
            "intent": "ORDERCOFFEE",            "intent": "ORDERCOFFEE",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coffee_type": [                "user_coffee_type": [
                    {                    {
                        "word": "拿铁",                        "word": "拿铁",
                        "norm": "拿铁"                        "norm": "拿铁"
                    }                    }
                ]                ]
            }            }
        }        }
    ],    ],
    "parsed_text": "给 我 来 杯 拿铁",    "parsed_text": "给 我 来 杯 拿铁",
    "raw_text": "给我来杯拿铁",    "raw_text": "给我来杯拿铁",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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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播放

电影播放（movie）提供电影播放控制、电影信息查询、电影播放、搜索记录等的语义解析。电影播放意图及词槽表示如下：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 coffee",            "domain": " coffee",
            "intent": "ORDERCOFFEE",            "intent": "ORDERCOFFEE",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coffee_type": [                "user_coffee_type": [
                    {                    {
                        "word": "摩卡",                        "word": "摩卡",
                        "norm": "摩卡"                        "norm": "摩卡"
                    }                    }
                ],                ],
                 "user_coffee_type": [                 "user_coffee_type": [
                    {                    {
                        "word": "两杯",                        "word": "两杯",
                        "norm": "2.000000|杯"                        "norm": "2.000000|杯"
                    }                    }
                ],                ],
                 " user_coffee_descript": [                 " user_coffee_descript": [
                    {                    {
                        "word": "不加糖",                        "word": "不加糖",
                        "norm": "不加糖"                        "norm": "不加糖"
                    }                    }
                ]                ]
            }            }
        }        }
    ],    ],
    "parsed_text": "要 两杯 不 加糖 的 摩卡",    "parsed_text": "要 两杯 不 加糖 的 摩卡",
    "raw_text": "要两杯不加糖的摩卡",    "raw_text": "要两杯不加糖的摩卡",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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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示例：

query：我想看阿甘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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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y：播放刘德华的电影

页面屏幕控制

页面屏幕控制（screen_control）提供屏幕滚动、页面跳转、列表排序、列表选择操作的等语义解析。页面屏幕控制意图及词槽

表示如下：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 movie",            "domain": " movie",
            "intent": "MOVIE_INFO",            "intent": "MOVIE_INFO",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movie_name": [                "user_movie_name": [
                    {                    {
                        "word": "阿甘正传",                        "word": "阿甘正传",
                        "norm": "阿甘正传"                        "norm": "阿甘正传"
                    }                    }
                ]                ]
            }            }
        }        }
    ],    ],
    "parsed_text": "我 想 看 阿甘 正 传",    "parsed_text": "我 想 看 阿甘 正 传",
    "raw_text": "我想看阿甘正传",    "raw_text": "我想看阿甘正传",
    "err_no": 0    "err_no": 0
}}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 movie",            "domain": " movie",
            "intent": "MOVIE_INFO",            "intent": "MOVIE_INFO",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actor": [                "user_actor": [
                    {                    {
                        "word": "刘德华",                        "word": "刘德华",
                        "norm": "刘德华"                        "norm": "刘德华"
                    }                    }
                ]                ]
            }            }
        }        }
    ],    ],
    "parsed_text": "播放 刘德华 的 电影",    "parsed_text": "播放 刘德华 的 电影",
    "raw_text": "播放刘德华的电影",    "raw_text": "播放刘德华的电影",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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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示例：

query：往上翻两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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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y：按时间排序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 screen_control",            "domain": " screen_control",
            "intent": " SCROLL_CTRL",            "intent": " SCROLL_CTRL",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scroll_direction": [                "user_scroll_direction": [
                    {                    {
                        "word": "上",                        "word": "上",
                        "norm": "上"                        "norm": "上"
                    }                    }
                ],                ],
                 "user_scroll_index": [                 "user_scroll_index": [
                    {                    {
                        "word": "两",                        "word": "两",
                        "norm": "2"                        "norm": "2"
                    }                    }
                ],                ],
                 "user_scroll_unit": [                 "user_scroll_unit": [
                    {                    {
                        "word": "页",                        "word": "页",
                        "norm": "页"                        "norm": "页"
                    }                    }
                ],                ],

            }            }
        }        }
    ],    ],
    "parsed_text": "往上 翻 两 页",    "parsed_text": "往上 翻 两 页",
    "raw_text": "往上翻两页",    "raw_text": "往上翻两页",
    "err_no": 0    "err_no": 0
}}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 screen_control",            "domain": " screen_control",
            "intent": "LIST_SORT_CON",            "intent": "LIST_SORT_CON",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sort_condition": [                "user_sort_condition": [
                    {                    {
                        "word": "时间",                        "word": "时间",
                        "norm": "时间"                        "norm": "时间"
                    }                    }
                ]                ]
            }            }
        }        }
    ],    ],
    "parsed_text": "按 时间 排序",    "parsed_text": "按 时间 排序",
    "raw_text": "按时间排序",    "raw_text": "按时间排序",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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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

电视剧（tv）提供基于电视剧属性的查询和泛查询的语义解析。电视剧意图及词槽表示如下： 

示例：示例：

query：我要看娘道第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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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y：最近有什么好看的电视剧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tv",            "domain": "tv",
            "intent": "TVINFO",            "intent": "TVINFO",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tv_name": [                "user_tv_name": [
                    {                    {
                        "word": "娘道",                        "word": "娘道",
                        "norm": "娘道"                        "norm": "娘道"
                    }                    }
                ],                ],
                  "user_tv_episode": [                  "user_tv_episode": [
                    {                    {
                        "word": "第三集",                        "word": "第三集",
                        "norm": "第3集"                        "norm": "第3集"
                    }                    }
                ]                ]
            }            }
        }        }
    ],    ],
    "parsed_text": "我要看娘道第三集",    "parsed_text": "我要看娘道第三集",
    "raw_text": "我 要 看 娘道 第 三 集",    "raw_text": "我 要 看 娘道 第 三 集",
    "err_no": 0    "err_no": 0
}}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tv",            "domain": "tv",
            "intent": "TVRANK",            "intent": "TVRANK",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sortby": [                "user_sortby": [
                    {                    {
                        "word": "好看",                        "word": "好看",
                        "norm": "好看的"                        "norm": "好看的"
                    }                    }
                ],                ],
                  "user_tv_time": [                  "user_tv_time": [
                    {                    {
                        "word": "最近",                        "word": "最近",
                        "norm": "新"                        "norm": "新"
                    }                    }
                ]                ]
            }            }
        }        }
    ],    ],
    "parsed_text": "最近 有 什么 好看 的 电视剧",    "parsed_text": "最近 有 什么 好看 的 电视剧",
    "raw_text": "最近有什么好看的电视剧",    "raw_text": "最近有什么好看的电视剧",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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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

外卖（takeaway）提供外卖购买、退订和基于店名、菜名、数量的点外卖等操作的语义解析。外卖意图及词槽表示如下： 

示例：示例：

query：来一份麦当劳的香辣鸡腿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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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y：下单吧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 takeaway ",            "domain": " takeaway ",
            "intent": " BOOK_TAKEOUT",            "intent": " BOOK_TAKEOUT",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food": [                "user_food": [
                    {                    {
                        "word": "香辣鸡腿堡",                        "word": "香辣鸡腿堡",
                        "norm": "香辣鸡腿堡"                        "norm": "香辣鸡腿堡"
                    }                    }
                ],                ],
                  "user_num": [                  "user_num": [
                    {                    {
                        "word": "一",                        "word": "一",
                        "norm": "1.000000"                        "norm": "1.000000"
                    }                    }
                ],                ],
                  "user_unit": [                  "user_unit": [
                    {                    {
                        "word": "份",                        "word": "份",
                        "norm": "份"                        "norm": "份"
                    }                    }
                ],                ],
                  "user_shop": [                  "user_shop": [
                    {                    {
                        "word": "麦当劳",                        "word": "麦当劳",
                        "norm": "麦当劳"                        "norm": "麦当劳"
                    }                    }
                ]                ]
            }            }
        }        }
    ],    ],
    "parsed_text": "来 一 份 麦当劳 的 香辣 鸡腿 堡",    "parsed_text": "来 一 份 麦当劳 的 香辣 鸡腿 堡",
    "raw_text": "来一份麦当劳的香辣鸡腿堡",    "raw_text": "来一份麦当劳的香辣鸡腿堡",
    "err_no": 0    "err_no": 0
}}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takeaway",            "domain": "takeaway",
            "intent": "BUY",            "intent": "BUY",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            }
        }        }
    ],    ],
    "parsed_text": "下单 吧",    "parsed_text": "下单 吧",
    "raw_text": "下单吧",    "raw_text": "下单吧",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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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控制

机器人控制（robot）提供机器人的行走、转动、动作、表情、拍照、音量控制、APP打开等操作的语义解析。百度机器人意图

及词槽表示如下： 

示例：示例：

query：给我拍张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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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座

星座（constell）提供星座时间、星座信息等的语义解析。星座意图及词槽表示如下： 

示例：示例：

query：金牛座的人是什么样的呢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robot",            "domain": "robot",
            "intent": "ROBOT_TAKE_PHOTO",            "intent": "ROBOT_TAKE_PHOTO",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take_photo": [                "user_take_photo": [
                    {                    {
                        "word": "拍张照",                        "word": "拍张照",
                        "norm": "take_photo"                        "norm": "take_photo"
                    }                    }
                ]                ]
            }            }
        }        }
    ]    ]
}}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constell",            "domain": "constell",
            "intent": "CONSTELL_INFO",            "intent": "CONSTELL_INFO",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constell_name": [                "user_constell_name": [
                    {                    {
                        "word": "金牛座",                        "word": "金牛座",
                        "norm": "金牛"                        "norm": "金牛"
                    }                    }
                ]                ]
            }            }
        }        }
    ],    ],
    "parsed_text": "金牛座 的 人 是 什么样 的 呢",    "parsed_text": "金牛座 的 人 是 什么样 的 呢",
    "raw_text": "金牛座的人是什么样的呢",    "raw_text": "金牛座的人是什么样的呢",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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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y：金牛座的人生日是在几月

属相

属相（zodiac）提供查询属相出生时间、运势、年龄等相关问题的语义解析。属相意图及词槽表示如下： 

示例：示例：

query：牛年出生是哪年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constell",            "domain": "constell",

            "intent": "CONSTELL_TIME",            "intent": "CONSTELL_TIME",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constell_name": [                "user_constell_name": [

                    {                    {

                        "word": "金牛座",                        "word": "金牛座",
                        "norm": "金牛"                        "norm": "金牛"

                    }                    }

                ]                ]
            }            }

        }        }
    ],    ],

    "parsed_text":"金牛座 的 人 生日 是 在 几月",    "parsed_text":"金牛座 的 人 生日 是 在 几月",

    "raw_text":"金牛座的人生日是在几月",    "raw_text":"金牛座的人生日是在几月",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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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y：属虎的人本命佛是什么

摇号

摇号（yaohao）提供摇号申请、查询等操作的语音解析。摇号意图及词槽表示如下： 

示例：示例：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 zodiac",            "domain": " zodiac",
            "intent": " BORN_TIME",            "intent": " BORN_TIME",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zodiac_name": [                "user_zodiac_name": [
                    {                    {
                        "word": "牛年",                        "word": "牛年",
                        "norm": "牛年"                        "norm": "牛年"
                    }                    }
                ]                ]
            }            }
        }        }
    ],    ],
    "parsed_text":"牛 年 出生 是 哪 年",    "parsed_text":"牛 年 出生 是 哪 年",
    "raw_text":"牛年出生是哪年",    "raw_text":"牛年出生是哪年",
    "err_no": 0    "err_no": 0
}}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 zodiac",            "domain": " zodiac",
            "intent": " FATE",            "intent": " FATE",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zodiac_name": [                "user_zodiac_name": [
                    {                    {
                        "word": "属虎",                        "word": "属虎",
                        "norm": "属虎"                        "norm": "属虎"
                    }                    }
                ]                ]
            }            }
        }        }
    ],    ],
    "parsed_text":"属 虎 的 人 本命佛 是 什么",    "parsed_text":"属 虎 的 人 本命佛 是 什么",
    "raw_text":"属虎的人本命佛是什么",    "raw_text":"属虎的人本命佛是什么",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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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y：北京汽车摇号申请

进制转换

进制转换（hexcalc）提供某一数字的二进制、八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之间的转换的语义解析。进制转换意图及词槽表示如

下： 

示例：示例：

query：怎样将十进制110转换成十六进制的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yaohao",            "domain": "yaohao",

            "intent": "PLATE_APPLY",            "intent": "PLATE_APPLY",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city": [                "user_city": [

                    {                    {
                        "word": "北京",                        "word": "北京",

                        "norm": "北京市"                        "norm": "北京市"
                    }                    }

                ],                ],

                  "user_car_type": [                  "user_car_type": [
                    {                    {

                        "word": "汽车",                        "word": "汽车",

                        "norm": "汽车"                        "norm": "汽车"
                    }                    }

                ]                ]
            }            }

        }        }

    ],    ],
    "parsed_text":"北京 汽车 摇号 申请",    "parsed_text":"北京 汽车 摇号 申请",

    "raw_text":"北京汽车摇号申请",    "raw_text":"北京汽车摇号申请",

    "err_no": 0    "err_no": 0
}}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语音识别技术

264



时区查询

时区查询（time_zone）提供时区查询、时区差查询的语义解析。时区查询意图及词槽表示如下： 

示例：示例：

query：美国与北京的时区差多少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hexcalc",            "domain": "hexcalc",
            "intent": "HEX_CONVERT",            "intent": "HEX_CONVERT",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number": [                "user_number": [
                    {                    {
                        "word": "110",                        "word": "110",
                        "norm": "110"                        "norm": "110"
                    }                    }
                ],                ],
                  "user_original_hex": [                  "user_original_hex": [
                    {                    {
                        "word": "十进制",                        "word": "十进制",
                        "norm": "10"                        "norm": "10"
                    }                    }
                ],                ],
                 "user_target_hex": [                 "user_target_hex": [
                    {                    {
                        "word": "十六进制",                        "word": "十六进制",
                        "norm": "16"                        "norm": "16"
                    }                    }
                ]                ]
            }            }
        }        }
    ],    ],
    "parsed_text":"怎样 将 十 进制 110 转换 成 十六 进制 的",    "parsed_text":"怎样 将 十 进制 110 转换 成 十六 进制 的",
    "raw_text":"怎样将十进制110转换成十六进制的",    "raw_text":"怎样将十进制110转换成十六进制的",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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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y：美国的夏威夷在哪个时区

限行查询

限行查询（vehichle）提供各城市的限行号码及限行时间查询的语义解析。限行查询意图及词槽表示如下：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time_zone",            "domain": "time_zone",
            "intent": "TIMEZONE_DIFF",            "intent": "TIMEZONE_DIFF",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loc": [                "user_loc": [
                    {                    {
                        "word": "北京",                        "word": "北京",
                        "norm": "北京市"                        "norm": "北京市"
                    }                    }
                ],                ],
                  "user_loc": [                  "user_loc": [
                    {                    {
                        "word": "美国",                        "word": "美国",
                        "norm": "美国"                        "norm": "美国"
                    }                    }
                ]                ]
            }            }
        }        }
    ],    ],
    "parsed_text":"美国 与 北京 的 时区 差 多少",    "parsed_text":"美国 与 北京 的 时区 差 多少",
    "raw_text":"美国与北京的时区差多少",    "raw_text":"美国与北京的时区差多少",
    "err_no": 0    "err_no": 0
}}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time_zone",            "domain": "time_zone",
            "intent": "TIMEZONE_SEARCH",            "intent": "TIMEZONE_SEARCH",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loc": [                  "user_loc": [
                    {                    {
                        "word": "美国夏威夷",                        "word": "美国夏威夷",
                        "norm": "美国夏威夷"                        "norm": "美国夏威夷"
                    }                    }
                ]                ]
            }            }
        }        }
    ],    ],
    "parsed_text":"美国 的 夏威夷 在 哪个 时区",    "parsed_text":"美国 的 夏威夷 在 哪个 时区",
    "raw_text":"美国的夏威夷在哪个时区",    "raw_text":"美国的夏威夷在哪个时区",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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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示例：

query：请问成都今天限号是多少

query：查一下天津周三限行到几点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vehichle",            "domain": "vehichle",
            "intent": "LIMIT_NUM",            "intent": "LIMIT_NUM",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city": [                  "user_city": [
                    {                    {
                        "word": "成都",                        "word": "成都",
                        "norm": "成都市"                        "norm": "成都市"
                    }                    }
                ]                ]
            }            }
        }        }
    ],    ],
    "parsed_text":"请问成都今天限号是多少",    "parsed_text":"请问成都今天限号是多少",
    "raw_text":"请问 成都 今天 限号 是 多少",    "raw_text":"请问 成都 今天 限号 是 多少",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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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通

卡通（animation）提供基于角色、导演、地区、动画片名称等属性的精确需求搜索和泛需求搜索。卡通意图及词槽表示如下：

示例：示例：

query：我要看西游记的动画片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vehichle",            "domain": "vehichle",
            "intent": "LIMIT_TIME",            "intent": "LIMIT_TIME",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city": [                  "user_city": [
                    {                    {
                        "word": "天津",                        "word": "天津",
                        "norm": "天津市"                        "norm": "天津市"
                    }                    }
                ]，                ]，
                  "user_time": [                  "user_time": [
                    {                    {
                        "word": "周三",                        "word": "周三",
                        "norm": "2019-01-23"                        "norm": "2019-01-23"
                    }                    }
                ]                ]
            }            }
        }        }
    ],    ],
    "parsed_text":"查一下天津周三限行到几点",    "parsed_text":"查一下天津周三限行到几点",
    "raw_text":"查一下 天津 周三 限行 到 几点",    "raw_text":"查一下 天津 周三 限行 到 几点",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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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y：现在有什么好看的动画片

数值计算

数值计算（qv）提供数字计算和数字比较大小的语义解析。数值计算意图及词槽表示如下：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animation",            "domain": "animation",
            "intent": "ANIMATION_INFO",            "intent": "ANIMATION_INFO",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ani_name": [                  "user_ani_name": [
                    {                    {
                        "word": "西游记",                        "word": "西游记",
                        "norm": "西游记"                        "norm": "西游记"
                    }                    }
                ]                ]
            }            }
        }        }
    ],    ],
    "parsed_text":"我 要 看 西游记 的动画片",    "parsed_text":"我 要 看 西游记 的动画片",
    "raw_text":"我要看西游记的动画片",    "raw_text":"我要看西游记的动画片",
    "err_no": 0    "err_no": 0
}}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animation",            "domain": "animation",
            "intent": "ANIMATION_RANK",            "intent": "ANIMATION_RANK",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time": [                  "user_time": [
                    {                    {
                        "word": "现在",                        "word": "现在",
                        "norm": "2019-01-21|15:43:05"                        "norm": "2019-01-21|15:43:05"
                    }                    }
                ],                ],
                  "user_ani_tag": [                  "user_ani_tag": [
                    {                    {
                        "word": "好看",                        "word": "好看",
                        "norm": "好看"                        "norm": "好看"
                    }                    }
                ]                ]
            }            }
        }        }
    ],    ],
    "parsed_text":"现在 有 什么 好看 的 动画片",    "parsed_text":"现在 有 什么 好看 的 动画片",
    "raw_text":"现在有什么好看的动画片",    "raw_text":"现在有什么好看的动画片",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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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示例：

query：零和负二谁大

团购

团购（groupbuy）提供具体到某个城市、区域、区县的指定货品类型、时间、价格、距离的团购需求语义解析。团购意图及词

槽表示如下： 

示例：示例：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qv",            "domain": "qv",
            "intent": "NUM_COMPARE",            "intent": "NUM_COMPARE",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num": [                  "user_num": [
                    {                    {
                        "word": "零",                        "word": "零",
                        "norm": "0"                        "norm": "0"
                    }                    }
                ],                ],
                  "user_num": [                  "user_num": [
                    {                    {
                        "word": "负二",                        "word": "负二",
                        "norm": "-2"                        "norm": "-2"
                    }                    }
                ],                ],
                  "user_compare_type": [                  "user_compare_type": [
                    {                    {
                        "word": "大",                        "word": "大",
                        "norm": "大"                        "norm": "大"
                    }                    }
                ]                ]
            }            }
        }        }
    ],    ],
    "parsed_text":"零 和 负二 谁 大",    "parsed_text":"零 和 负二 谁 大",
    "raw_text":"零和负二谁大",    "raw_text":"零和负二谁大",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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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y：附近有哪些人均100左右的酒店团购

美食

美食（cate）提供具体到某个城市、区域、区县的指定美食种类或菜名的美食查询的语义解析。美食意图及词槽表示如下： 

示例：示例：

query：帮我找一家能停车有包间的火锅店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groupbuy",            "domain": "groupbuy",
            "intent": "GROUPBUY",            "intent": "GROUPBUY",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goods": [                  "user_goods": [
                    {                    {
                        "word": "酒店",                        "word": "酒店",
                        "norm": "酒店"                        "norm": "酒店"
                    }                    }
                ]                ]
            }            }
        }        }
    ],    ],
    "parsed_text":"过 江 龙 火锅 有没有 团购",    "parsed_text":"过 江 龙 火锅 有没有 团购",
    "raw_text":"过江龙火锅有没有团购",    "raw_text":"过江龙火锅有没有团购",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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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

NBA（nba）提供NBA相关的球队、球员、教练等的图片、视频、新闻及比赛信息查找的语音解析。NBA意图及词槽表示如下： 

示例：示例：

query：有科比的图片吗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cate",            "domain": "cate",
            "intent": "CATE",            "intent": "CATE",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parking": [                  "user_parking": [
                    {                    {
                        "word": "能停车",                        "word": "能停车",
                        "norm": "是"                        "norm": "是"
                    }                    }
                ],                ],
                  "user_sep_room": [                  "user_sep_room": [
                    {                    {
                        "word": "有包间",                        "word": "有包间",
                        "norm": "是"                        "norm": "是"
                    }                    }
                ]                ]
            }            }
        }        }
    ],    ],
    "parsed_text":"帮 我 找 一家 能 停车 有 包间 的 火锅 店",    "parsed_text":"帮 我 找 一家 能 停车 有 包间 的 火锅 店",
    "raw_text":"帮我找一家能停车有包间的火锅店",    "raw_text":"帮我找一家能停车有包间的火锅店",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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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y：看下马刺的比赛

日历

日历（calendar）能支持对星座、日期、天数、节日以及生肖年份查询的解析。日历意图及词槽表示如下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nba",            "domain": "nba",
            "intent": "PICTURE_SEARCH",            "intent": "PICTURE_SEARCH",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basketball_player": [                  "user_basketball_player": [
                    {                    {
                        "word": "科比",                        "word": "科比",
                        "norm": "科比"                        "norm": "科比"
                    }                    }
                ]                ]
            }            }
        }        }
    ],    ],
    "parsed_text":"有 科比 的图片 吗",    "parsed_text":"有 科比 的图片 吗",
    "raw_text":"有科比的图片吗",    "raw_text":"有科比的图片吗",
    "err_no": 0    "err_no": 0
}}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nba",            "domain": "nba",
            "intent": "GAME_SEARCH",            "intent": "GAME_SEARCH",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basketball_team": [                  "user_basketball_team": [
                    {                    {
                        "word": "马刺",                        "word": "马刺",
                        "norm": "马刺"                        "norm": "马刺"
                    }                    }
                ]                ]
            }            }
        }        }
    ],    ],
    "parsed_text":"看下马刺的比赛",    "parsed_text":"看下马刺的比赛",
    "raw_text":"看 下 马刺 的 比赛",    "raw_text":"看 下 马刺 的 比赛",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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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示例：

query：1992年7月1日出生的人是什么星座

query：明天是农历几号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calendar",            "domain": "calendar",
            "intent": "CONSTELLATION",            "intent": "CONSTELLATION",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date": [                "user_date": [
                    {                    {
                        "word": "1992年7月1日",                        "word": "1992年7月1日",
                        "norm": "1992-07-01"                        "norm": "1992-07-01"
                    }                    }
                ]                ]
            }            }
        }        }
    ],    ],
    "parsed_text": "1992年7月1日 出生 的 人 是 什么 星座",    "parsed_text": "1992年7月1日 出生 的 人 是 什么 星座",
    "raw_text": "1992年7月1日出生的人是什么星座",    "raw_text": "1992年7月1日出生的人是什么星座",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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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

音乐（music）能支持下载、播放、推荐、搜索音乐的解析，并不局限于指定的歌名，还包括歌手、专辑、歌曲类型、不同地

域、适合人群、影视作品、不同语言、不同乐器的相关音乐。音乐意图及词槽表示如下： 

示例：示例：

query：下载周杰伦的七里香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calendar",            "domain": "calendar",

            "intent": "DATE",            "intent": "DATE",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date": [                "user_date": [
                    {                    {

                        "word": "明天",                        "word": "明天",

                        "norm": "2019-01-09"                        "norm": "2019-01-09"
                    }                    }

                ],                ],

                "user_calendar": [                "user_calendar": [
                    {                    {

                        "word": "农历",                        "word": "农历",
                        "norm": "农历"                        "norm": "农历"

                    }                    }

                ]                ]
            }            }

        }        }

    ],    ],
    "parsed_text": "明天 是 农历 几 号",    "parsed_text": "明天 是 农历 几 号",

    "raw_text": "明天是农历几号",    "raw_text": "明天是农历几号",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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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y：推荐适合小孩的音乐

社交网络

社交网络（sns）能支持发送、刷新、分享、查看微博的解析，其中发送微博还支持编辑内容、at其他人。社交网络意图及词槽

表示如下：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music",            "domain": "music",
            "intent": "DOWNLOAD_MUSIC",            "intent": "DOWNLOAD_MUSIC",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music_name": [                "user_music_name": [
                    {                    {
                        "word": "七里香",                        "word": "七里香",
                        "norm": "七里香"                        "norm": "七里香"
                    }                    }
                ],                ],
     "user_singer_name": [     "user_singer_name": [
                    {                    {
                        "word": "周杰伦",                        "word": "周杰伦",
                        "norm": "周杰伦"                        "norm": "周杰伦"
                    }                    }
                ]                ]
            }            }
        }        }
],],
"parsed_text": "下载 周杰伦 的 七里香","parsed_text": "下载 周杰伦 的 七里香",
"raw_text": "下载周杰伦的七里香","raw_text": "下载周杰伦的七里香",
    "err_no": 0    "err_no": 0
}}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music",            "domain": "music",
            "intent": "RECOMMEND_MUSIC",            "intent": "RECOMMEND_MUSIC",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audience": [                "user_audience": [
                    {                    {
                        "word": "小孩",                        "word": "小孩",
                        "norm": "小孩"                        "norm": "小孩"
                    }                    }
                ]                ]
            }            }
        }        }
    ],    ],
    "parsed_text": "推荐 适合 小孩 的 音乐",    "parsed_text": "推荐 适合 小孩 的 音乐",
    "raw_text": "推荐适合小孩的音乐",    "raw_text": "推荐适合小孩的音乐",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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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示例：

query：发新浪微博今天天气不错，然后@小度

query：刷新一下新浪微博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sns",            "domain": "sns",

            "intent": "SEND_SNS",            "intent": "SEND_SNS",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channel": [                "user_channel": [

                    {                    {

                        "word": "新浪微博",                        "word": "新浪微博",
                        "norm": "新浪微博"                        "norm": "新浪微博"

                    }                    }

                ],                ],
     "user_wild_content": [     "user_wild_content": [

                    {                    {
                        "word": "今天天气不错",                        "word": "今天天气不错",

                        "norm": "今天天气不错"                        "norm": "今天天气不错"

                    }                    }
                ],                ],

     "user_wild_target": [     "user_wild_target": [

                    {                    {
                        "word": "小度",                        "word": "小度",

                        "norm": "小度"                        "norm": "小度"
                    }                    }

                ]                ]

            }            }
        }        }

],],

"parsed_text": "发 新浪 微博 今天 天气 不 错 ， 然后 @ 小度","parsed_text": "发 新浪 微博 今天 天气 不 错 ， 然后 @ 小度",
"raw_text": "发新浪微博今天天气不错，然后@小度","raw_text": "发新浪微博今天天气不错，然后@小度",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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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

网站（website）能支持打开网站、打开网址的解析，也支持用不同浏览器打开网站网址的解析。网站意图及词槽表示如下： 

示例：示例：

query：用QQ浏览器打开百度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sns",            "domain": "sns",
            "intent": "REFRESH_SNS",            "intent": "REFRESH_SNS",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channel": [                "user_channel": [
                    {                    {
                        "word": "新浪微博",                        "word": "新浪微博",
                        "norm": "新浪微博"                        "norm": "新浪微博"
                    }                    }
                ]                ]
            }            }
        }        }
    ],    ],
    "parsed_text": "刷新 一 下 新浪 微博",    "parsed_text": "刷新 一 下 新浪 微博",
    "raw_text": "刷新一下新浪微博",    "raw_text": "刷新一下新浪微博",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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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y：打开百度

车载指令

车载指令（vehicle_instruction）能支持打开关闭车载设备、查看车辆的数据、设置空调的温度、拨打接听挂断蓝牙电话的解

析。车载指令意图及词槽表示如下：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website",            "domain": "website",
            "intent": " OPEN_WEBSITE",            "intent": " OPEN_WEBSITE",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brower": [                "user_brower": [
                    {                    {
                        "word": "QQ浏览器",                        "word": "QQ浏览器",
                        "norm": "QQ浏览器"                        "norm": "QQ浏览器"
                    }                    }
                ],                ],
     "user_site": [     "user_site": [
                    {                    {
                        "word": "百度",                        "word": "百度",
                        "norm": "百度"                        "norm": "百度"
                    }                    }
                ]                ]
            }            }
        }        }
],],
"parsed_text": "用 QQ 浏览 器 打开 百度","parsed_text": "用 QQ 浏览 器 打开 百度",
"raw_text": "用QQ浏览器打开百度","raw_text": "用QQ浏览器打开百度",
    "err_no": 0    "err_no": 0
}}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website",            "domain": "website",
            "intent": " OPEN_WEBSITE",            "intent": " OPEN_WEBSITE",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site": [                "user_site": [
                    {                    {
                        "word": "百度",                        "word": "百度",
                        "norm": "百度"                        "norm": "百度"
                    }                    }
                ]                ]
            }            }
        }        }
    ],    ],
    "parsed_text": "打开 百度",    "parsed_text": "打开 百度",
    "raw_text": "打开百度",    "raw_text": "打开百度",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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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示例：

query：关闭蓝牙

query：打蓝牙电话13820306899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vehicle_instruction",            "domain": "vehicle_instruction",
            "intent": "CLOSE_DEVICE",            "intent": "CLOSE_DEVICE",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device": [     "user_device": [
                    {                    {
                        "word": "蓝牙",                        "word": "蓝牙",
                        "norm": "蓝牙"                        "norm": "蓝牙"
                    }                    }
                ]                ]
            }            }
        }        }
],],
"parsed_text": "关闭 蓝牙","parsed_text": "关闭 蓝牙",
"raw_text": "关闭蓝牙","raw_text": "关闭蓝牙",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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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设置

手机设置（setting）能支持打开关闭系统声音设置、屏幕旋转、系统显示设置、安全设置、日期设置、震动模式、静音模式、

正常模式、wifi、wifi设置、gps、移动数据连接、蓝牙、蓝牙设置、飞行模式、屏幕显示、移动网络、自动锁屏、账户同步的解

析。手机设置意图及词槽表示如下: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vehicle_instruction",            "domain": "vehicle_instruction",
            "intent": "CALL",            "intent": "CALL",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phone_num": [                "user_phone_num": [
                    {                    {
                        "word": "13820306899",                        "word": "13820306899",
                        "norm": "13820306899"                        "norm": "13820306899"
                    }                    }
                ]                ]
            }            }
        }        }
    ],    ],
    "parsed_text": "打 蓝牙 电话 13820306899",    "parsed_text": "打 蓝牙 电话 13820306899",
    "raw_text": "打蓝牙电话13820306899",    "raw_text": "打蓝牙电话13820306899",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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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示例：

query：打开声音设置

query：震动模式关了

菜谱

菜谱（recipe）能支持菜谱的查询（包含菜名）及推荐（不含菜名）的解析，同时也支持美食种类、适合人群、适合场景、各

种食材、各种炊具、各种烹饪方法、各种口味的菜谱推荐，并且可以选择以不同的形式展示出来。菜谱意图及词槽表示如下: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setting",            "domain": "setting",
            "intent": "SOUND_SETTING",            "intent": "SOUND_SETTING",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on": [     "user_on": [
                    {                    {
                        "word": "打开",                        "word": "打开",
                        "norm": "打开"                        "norm": "打开"
                    }                    }
                ]                ]
            }            }
        }        }
],],
"parsed_text": "打开 声音 设置","parsed_text": "打开 声音 设置",
"raw_text": "打开声音设置","raw_text": "打开声音设置",
    "err_no": 0    "err_no": 0
}}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setting",            "domain": "setting",
            "intent": "SHAKE_MODE",            "intent": "SHAKE_MODE",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off": [                "user_off": [
                    {                    {
                        "word": "关了",                        "word": "关了",
                        "norm": "关闭"                        "norm": "关闭"
                    }                    }
                ]                ]
            }            }
        }        }
    ],    ],
    "parsed_text": "震动 模式 关了",    "parsed_text": "震动 模式 关了",
    "raw_text": "震动模式关了",    "raw_text": "震动模式关了",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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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示例：

query：有哪些煎锅就可以做的酸甜口的菜

query：帮我找个做宫保鸡丁的视频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recipe",            "domain": "recipe",
            "intent": "RECOMMEND_RECIPE",            "intent": "RECOMMEND_RECIPE",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tool": [     "user_tool": [
                    {                    {
                        "word": "煎锅",                        "word": "煎锅",
                        "norm": "煎锅"                        "norm": "煎锅"
                    },                    },
"user_taste": ["user_taste": [
                    {                    {
                        "word": "酸甜口",                        "word": "酸甜口",
                        "norm": "酸甜"                        "norm": "酸甜"
                    }                    }
                ]                ]
            }            }
        }        }
],],
"parsed_text": "有 哪些 煎锅 就 可以 做 的 酸甜 口 的 菜","parsed_text": "有 哪些 煎锅 就 可以 做 的 酸甜 口 的 菜",
"raw_text": "有哪些煎锅就可以做的酸甜口的菜","raw_text": "有哪些煎锅就可以做的酸甜口的菜",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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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

股票（stock）能支持股市整体（不含个股名称）以及个股（包含个股名称）的股价、行情、k线、日k、周k、月k、涨跌情况的

解析。股票意图及词槽表示如下: 

示例：示例：

query：看下今天的a股走势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recipe",            "domain": "recipe",
            "intent": "SEARCH_RECIPE",            "intent": "SEARCH_RECIPE",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dish": [                "user_dish": [
                    {                    {
                        "word": "宫保鸡丁",                        "word": "宫保鸡丁",
                        "norm": "宫保鸡丁"                        "norm": "宫保鸡丁"
                    },                    },
     "user_media": [     "user_media": [
                    {                    {
                        "word": "视频",                        "word": "视频",
                        "norm": "视频"                        "norm": "视频"
                    }                    }
                ]                ]
            }            }
        }        }
    ],    ],
    "parsed_text": "帮 我 找 个 做 宫 保 鸡丁 的 视频",    "parsed_text": "帮 我 找 个 做 宫 保 鸡丁 的 视频",
    "raw_text": "帮我找个做宫保鸡丁的视频",    "raw_text": "帮我找个做宫保鸡丁的视频",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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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y：201000这支股的股价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stock",            "domain": "stock",
            "intent": "QUOTATION",            "intent": "QUOTATION",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time": [     "user_time": [
                    {                    {
                        "word": "今天",                        "word": "今天",
                        "norm": " 2019-01-14"                        "norm": " 2019-01-14"
                    },                    },
     "user_stock_market": [     "user_stock_market": [
                    {                    {
                        "word": " a股",                        "word": " a股",
                        "norm": " A股"                        "norm": " A股"
                    },                    },
"user_focus": ["user_focus": [
                    {                    {
                        "word": "走势",                        "word": "走势",
                        "norm": "行情"                        "norm": "行情"
                    }                    }
                ]                ]
            }            }
        }        }
],],
"parsed_text": "看 下 今天 的 a股 走势","parsed_text": "看 下 今天 的 a股 走势",
"raw_text": "看下今天的a股走势","raw_text": "看下今天的a股走势",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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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指令

电视指令（tv_instruction）能支持调整音量、更换频道、更换信号源、打开关闭主界面、打开关闭静音、打开关闭系统设置、

开关电视、切换上一个下一个频道和信号源的解析。电视指令意图及词槽表示如下: 

示例：示例：

query：把音量调到50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stock",            "domain": "stock",
            "intent": "STOCK",            "intent": "STOCK",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stock_code": [                "user_stock_code": [
                    {                    {
                        "word": "201000",                        "word": "201000",
                        "norm": "201000"                        "norm": "201000"
                    },                    },
     "user_focus": [     "user_focus": [
                    {                    {
                        "word": "股价",                        "word": "股价",
                        "norm": "股价"                        "norm": "股价"
                    }                    }
                ]                ]
            }            }
        }        }
    ],    ],
    "parsed_text": "201000 这 支 股 的 股价",    "parsed_text": "201000 这 支 股 的 股价",
    "raw_text": "201000这支股的股价",    "raw_text": "201000这支股的股价",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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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y：调到湖南卫视

酒店

酒店（hotel）能支持搜索酒店、搜索酒店房间的解析，还支持查询酒店房价、星级、房型的解析。酒店意图及词槽表示如下: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tv_instruction",            "domain": "tv_instruction",
            "intent": "CHANGE_VOLUME",            "intent": "CHANGE_VOLUME",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vol": [     "user_vol": [
                    {                    {
                        "word": "50",                        "word": "50",
                        "norm": "50"                        "norm": "50"
                    }                    }
                ]                ]
            }            }
        }        }
],],
"parsed_text": "把 音量 调到 50","parsed_text": "把 音量 调到 50",
"raw_text": "把音量调到50","raw_text": "把音量调到50",
    "err_no": 0    "err_no": 0
}}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tv_instruction",            "domain": "tv_instruction",
            "intent": "CHANGE_CHANNEL",            "intent": "CHANGE_CHANNEL",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channel": [                "user_channel": [
                    {                    {
                        "word": "湖南卫视",                        "word": "湖南卫视",
                        "norm": "湖南卫视"                        "norm": "湖南卫视"
                    }                    }
                ]                ]
            }            }
        }        }
    ],    ],
    "parsed_text": "调到 湖南 卫视",    "parsed_text": "调到 湖南 卫视",
    "raw_text": "调到湖南卫视",    "raw_text": "调到湖南卫视",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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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示例：

query：附近离店时间随意的酒店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hotel",            "domain": "hotel",
            "intent": "HOTEL_SEARCH",            "intent": "HOTEL_SEARCH",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loc": [     "user_loc": [
                    {                    {
                        "word": "附近",                        "word": "附近",
                        "norm": "附近"                        "norm": "附近"
                    }                    }
                ],                ],
     "user_checkout_time": [     "user_checkout_time": [
                    {                    {
                        "word": "随意",                        "word": "随意",
                        "norm": "随时"                        "norm": "随时"
                    }                    }
                ]                ]
            }            }
        }        }
],],
"parsed_text": "附近 离 店 时间 随意 的 酒店","parsed_text": "附近 离 店 时间 随意 的 酒店",
"raw_text": "附近离店时间随意的酒店","raw_text": "附近离店时间随意的酒店",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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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y：七天连锁酒店提供接机服务的房间价格

地图

地图（map）能支持查询poi、查询路线、导航以及搜索附近的解析。地图意图及词槽表示如下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hotel",            "domain": "hotel",
            "intent": "HOTEL_INFO",            "intent": "HOTEL_INFO",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hotel_name": [                "user_hotel_name": [
                    {                    {
                        "word": "七天连锁酒店",                        "word": "七天连锁酒店",
                        "norm": "七天连锁酒店"                        "norm": "七天连锁酒店"
                    }                    }
                ],                ],
     "user_facility": [     "user_facility": [
                    {                    {
                        "word": "提供接机服务",                        "word": "提供接机服务",
                        "norm": "接机服务"                        "norm": "接机服务"
                    }                    }
                ],                ],
     "user_focus": [     "user_focus": [
                    {                    {
                        "word": "价格",                        "word": "价格",
                        "norm": "价格"                        "norm": "价格"
                    }                    }
                ]                ]
            }            }
        }        }
    ],    ],
    "parsed_text": "七天 连锁 酒店 提供 接机 服务 的 房间 价格",    "parsed_text": "七天 连锁 酒店 提供 接机 服务 的 房间 价格",
    "raw_text": "七天连锁酒店提供接机服务的房间价格",    "raw_text": "七天连锁酒店提供接机服务的房间价格",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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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示例：

query：搜一下上地附近的麦当劳

query：坐公交从上地出发到西二旗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map",            "domain": "map",
            "intent": "NEARBY",            "intent": "NEARBY",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center": [     "user_center": [

                    {                    {
                        "word": "上地",                        "word": "上地",

                        "norm": "上地"                        "norm": "上地"

                    }                    }
                ],                ],

     "user_target": [     "user_target": [
                    {                    {

                        "word": "麦当劳",                        "word": "麦当劳",

                        "norm": "麦当劳"                        "norm": "麦当劳"
                    }                    }

                ]                ]

            }            }
        }        }

],],
"parsed_text": "搜 一 下 上地 附近 的 麦当劳","parsed_text": "搜 一 下 上地 附近 的 麦当劳",

"raw_text": "搜一下上地附近的麦当劳","raw_text": "搜一下上地附近的麦当劳",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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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艺

综艺（tv_show）能支持对综艺节目的查询、推荐、下载、播放的解析。综艺意图及词槽表示如下: 

示例：示例：

query：湖南卫视晚上8点有什么综艺节目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map",            "domain": "map",
            "intent": "ROUTE",            "intent": "ROUTE",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route_arrival": [                "user_route_arrival": [
                    {                    {
                        "word": "西二旗",                        "word": "西二旗",
                        "norm": "(北京市)>(海淀区)>西二旗"                        "norm": "(北京市)>(海淀区)>西二旗"
                    }                    }
                ],                ],
     "user_route_start": [     "user_route_start": [
                    {                    {
                        "word": "上地",                        "word": "上地",
                        "norm": "上地"                        "norm": "上地"
                    }                    }
                ],                ],
     "user_travel_type": [     "user_travel_type": [
                    {                    {
                        "word": "坐公交",                        "word": "坐公交",
                        "norm": "公交"                        "norm": "公交"
                    }                    }
                ]                ]
            }            }
        }        }
    ],    ],
    "parsed_text": "坐 公交 从 上地 出发 到 西二旗",    "parsed_text": "坐 公交 从 上地 出发 到 西二旗",
    "raw_text": "坐公交从上地出发到西二旗",    "raw_text": "坐公交从上地出发到西二旗",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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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y：下载快乐大本营第5季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tv_show",            "domain": "tv_show",

            "intent": "SEARCH_TVSHOW",            "intent": "SEARCH_TVSHOW",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time": [     "user_time": [

                    {                    {

                        "word": "晚上8点",                        "word": "晚上8点",
                        "norm": "20:00:00"                        "norm": "20:00:00"

                    }                    }

                ],                ],
     "user_tv_station": [     "user_tv_station": [

                    {                    {
                        "word": "湖南卫视",                        "word": "湖南卫视",

                        "norm": "湖南卫视"                        "norm": "湖南卫视"

                    }                    }
                ]                ]

            }            }

        }        }
],],

"parsed_text": "湖南 卫视 晚上 8 点 有 什么 综艺 节目","parsed_text": "湖南 卫视 晚上 8 点 有 什么 综艺 节目",
"raw_text": "湖南卫视晚上8点有什么综艺节目","raw_text": "湖南卫视晚上8点有什么综艺节目",

    "err_no": 0    "err_no": 0

}}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tv_show",            "domain": "tv_show",

            "intent": "DOWNLOAD_TVSHOW",            "intent": "DOWNLOAD_TVSHOW",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period": [                "user_period": [
                    {                    {

                        "word": "第5季",                        "word": "第5季",
                        "norm": "5.000000|部"                        "norm": "5.000000|部"

                    }                    }

                ],                ],
     "user_tvshow_name": [     "user_tvshow_name": [

                    {                    {

                        "word": "快乐大本营",                        "word": "快乐大本营",
                        "norm": "快乐大本营"                        "norm": "快乐大本营"

                    }                    }
                ]                ]

            }            }

        }        }
    ],    ],

    "parsed_text": "下载 快乐 大本营 第 5 季",    "parsed_text": "下载 快乐 大本营 第 5 季",

    "raw_text": "下载快乐大本营第5季",    "raw_text": "下载快乐大本营第5季",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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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账

记账（account）能支持记录收入支出的解析，还支持查询收入支出的解析。记账意图及词槽表示如下： 

示例：示例：

query：昨天晚上看电影花了100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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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y：今年理财挣了多少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account",            "domain": "account",
            "intent": "RECORD_EXPENSE",            "intent": "RECORD_EXPENSE",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amount": [     "user_amount": [
                    {                    {
                        "word": "100块钱",                        "word": "100块钱",
                        "norm": "100.000000|元"                        "norm": "100.000000|元"
                    }                    }
                ],                ],
     "user_expensed_on": [     "user_expensed_on": [
                    {                    {
                        "word": "看电影",                        "word": "看电影",
                        "norm": "看电影"                        "norm": "看电影"
                    }                    }
                ],                ],
     "user_time": [     "user_time": [
                    {                    {
                        "word": "昨天晚上",                        "word": "昨天晚上",
                        "norm": "2019-01-15|18:00:00"                        "norm": "2019-01-15|18:00:00"
                    }                    }
                ]                ]
            }            }
        }        }
],],
"parsed_text": "昨天 晚上 看 电影 花 了100 块 钱","parsed_text": "昨天 晚上 看 电影 花 了100 块 钱",
"raw_text": "昨天晚上看电影花了100块钱","raw_text": "昨天晚上看电影花了100块钱",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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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指令

导航指令（navigate_instruction）能实现基本的如导航、设置等工具的打开和关闭功能、对地图工具的放大和缩小以及查看功

能、添加收藏地点、切换路线类型、避开xx路、查询限速、查询剩余距离、查询剩余时间等导航常用的功能的解析。导航指令

意图及词槽表示如下：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account",            "domain": "account",
            "intent": "INQUIRY_INCOME",            "intent": "INQUIRY_INCOME",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time": [                "user_time": [
                    {                    {
                        "word": "今年",                        "word": "今年",
                        "norm": "2019-00-00"                        "norm": "2019-00-00"
                    }                    }
                ],                ],
     "user_income_src": [     "user_income_src": [
                    {                    {
                        "word": "理财",                        "word": "理财",
                        "norm": "理财"                        "norm": "理财"
                    }                    }
                ]                ]
            }            }
        }        }
    ],    ],
    "parsed_text": "今年 理财 挣 了 多少",    "parsed_text": "今年 理财 挣 了 多少",
    "raw_text": "今年理财挣了多少",    "raw_text": "今年理财挣了多少",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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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示例：

query：把后厂村路添加到收藏

query：我想走不堵的路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navigate_instruction ",            "domain": "navigate_instruction ",
            "intent": "ADD_FAVORITE",            "intent": "ADD_FAVORITE",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favorite_poi": [                "user_favorite_poi": [
                    {                    {
                        "word": "后厂村路",                        "word": "后厂村路",
                        "norm": "后厂村路"                        "norm": "后厂村路"
                    }                    }
                ]                ]
            }            }
        }        }
    ],    ],
    "parsed_text": "把 后 厂 村 路 添加 到 收藏",    "parsed_text": "把 后 厂 村 路 添加 到 收藏",
    "raw_text": "把后厂村路添加到收藏",    "raw_text": "把后厂村路添加到收藏",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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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讯

影讯（film_news）能实现某地或电影院影讯查询功能和查询影片属性的解析。影讯意图及词槽表示如下： 

示例：示例：

query：这周末有没有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上映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navigate_instruction ",            "domain": "navigate_instruction ",
            "intent": "CHANGE_ROUTE_TYPE",            "intent": "CHANGE_ROUTE_TYPE",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route_type": [                "user_route_type": [
                    {                    {
                        "word": "不堵的",                        "word": "不堵的",
                        "norm": "躲避拥堵"                        "norm": "躲避拥堵"
                    }                    }
                ]                ]
            }            }
        }        }
    ],    ],
    "parsed_text": "我 想 走 不 堵 的 路",    "parsed_text": "我 想 走 不 堵 的 路",
    "raw_text": "我想走不堵的路",    "raw_text": "我想走不堵的路",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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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y：楚门的世界上映时间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film_news",            "domain": "film_news",
            "intent": "MOVIE_SCHEDULE",            "intent": "MOVIE_SCHEDULE",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director": [                "user_director": [
                    {                    {
                        "word": "张艺谋",                        "word": "张艺谋",
                        "norm": "张艺谋"                        "norm": "张艺谋"
                    }                    }
                ],                ],
                "user_time": [                "user_time": [
                    {                    {
                        "word": "周末",                        "word": "周末",
                        "norm": "2019-01-12"                        "norm": "2019-01-12"
                    }                    }
                ]                ]

            }            }
        }        }
    ],    ],
    "parsed_text": "这 周末 有 没 有 张艺谋 导演 的 电影 上映",    "parsed_text": "这 周末 有 没 有 张艺谋 导演 的 电影 上映",
    "raw_text": "这周末有没有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上映",    "raw_text": "这周末有没有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上映",
    "err_no": 0    "err_no": 0
}}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film_news",            "domain": "film_news",
            "intent": "MOVIE_PROP",            "intent": "MOVIE_PROP",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movie_name": [                "user_movie_name": [
                    {                    {
                        "word": "楚门的世界",                        "word": "楚门的世界",
                        "norm": "楚门的世界"                        "norm": "楚门的世界"
                    }                    }
                ]                ]
                "user_movie_prop": [                "user_movie_prop": [
                    {                    {
                        "word": "上映时间",                        "word": "上映时间",
                        "norm": "上映时间"                        "norm": "上映时间"
                    }                    }
                ]                ]
            }            }
        }        }
    ],    ],
    "parsed_text": "楚门 的 世界 上映 时间",    "parsed_text": "楚门 的 世界 上映 时间",
    "raw_text": "楚门的世界上映时间",    "raw_text": "楚门的世界上映时间",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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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费查询

话费查询（phone_charges）能实现对话费流量的查询的解析。话费查询的意图及词槽表示如下： 

示例：示例：

query：我这个月移动号余额多少

query：15512345678流量剩余量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phone_charges",            "domain": "phone_charges",
            "intent": "PHONE_CHARGE",            "intent": "PHONE_CHARGE",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date": [                "user_date": [
                    {                    {
                        "word": "这个月",                        "word": "这个月",
                        "norm": "2019-01-00"                        "norm": "2019-01-00"
                    }                    }
                ]                ]
                "user_item": [                "user_item": [
                    {                    {
                        "word": "余额",                        "word": "余额",
                        "norm": "账户余额"                        "norm": "账户余额"
                    }                    }
                ]                ]
                "user_operator": [                "user_operator": [
                    {                    {
                        "word": "移动",                        "word": "移动",
                        "norm": "移动"                        "norm": "移动"
                    }                    }
                ]                ]
            }            }
        }        }
    ],    ],
    "parsed_text": "我 这个 月 移动 号 余额 多少",    "parsed_text": "我 这个 月 移动 号 余额 多少",
    "raw_text": "我这个月移动号余额多少",    "raw_text": "我这个月移动号余额多少",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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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

旅游（travel）能实现景点查询、门票价格查询、景点开放时间查询等指令的解析。旅游的意图及词槽表示如下： 

示例：示例：

query：故宫的开门时间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phone_charges",            "domain": "phone_charges",
            "intent": "PHONE_CHARGE",            "intent": "PHONE_CHARGE",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number": [                "user_number": [
                    {                    {
                        "word": "15512345678",                        "word": "15512345678",
                        "norm": "15512345678"                        "norm": "15512345678"
                    }                    }
                ]                ]
                "user_item": [                "user_item": [
                    {                    {
                        "word": "流量",                        "word": "流量",
                        "norm": "流量"                        "norm": "流量"
                    }                    }
                ]                ]
                "user_topic": [                "user_topic": [
                    {                    {
                        "word": "剩余量",                        "word": "剩余量",
                        "norm": "剩余量"                        "norm": "剩余量"
                    }                    }
                ]                ]
            }            }
        }        }
    ],    ],
    "parsed_text": "15512345678 流量 剩余 量",    "parsed_text": "15512345678 流量 剩余 量",
    "raw_text": "15512345678流量剩余量",    "raw_text": "15512345678流量剩余量",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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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y：北京有哪些好玩的景点

人物

人物（person）能实现人物查询和人物属性查询指令的解析。 人物的意图及词槽表示如下：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travel",            "domain": "travel",
            "intent": "SPOT_OPEN_TIME",            "intent": "SPOT_OPEN_TIME",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destination": [                "user_destination": [
                    {                    {
                        "word": "故宫",                        "word": "故宫",
                        "norm": "故宫"                        "norm": "故宫"
                    }                    }
                ]                ]
            }            }
        }        }
    ],    ],
    "parsed_text": "故宫 的 开门 时间",    "parsed_text": "故宫 的 开门 时间",
    "raw_text": "故宫的开门时间",    "raw_text": "故宫的开门时间",
    "err_no": 0    "err_no": 0
}}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travel",            "domain": "travel",
            "intent": "SPOT_SEARCH",            "intent": "SPOT_SEARCH",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destination": [                "user_destination": [
                    {                    {
                        "word": "北京",                        "word": "北京",
                        "norm": "北京市"                        "norm": "北京市"
                    }                    }
                ]                ]
            }            }
        }        }
    ],    ],
    "parsed_text": "北京 有 哪些 好玩 的 景点",    "parsed_text": "北京 有 哪些 好玩 的 景点",
    "raw_text": "北京有哪些好玩的景点",    "raw_text": "北京有哪些好玩的景点",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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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示例：

query：演员刘德华

query：刘德华身高多少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person",            "domain": "person",
            "intent": "PERSON",            "intent": "PERSON",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title": [                "user_title": [
                    {                    {
                        "word": "演员",                        "word": "演员",
                        "norm": "演员"                        "norm": "演员"
                    }                    }
                ],                ],
                 "user_person_name": [                 "user_person_name": [
                    {                    {
                        "word": "刘德华",                        "word": "刘德华",
                        "norm": "刘德华"                        "norm": "刘德华"
                    }                    }
                ]                ]
    }    }
        }        }
    ],    ],
    "parsed_text": "演员 刘德华",    "parsed_text": "演员 刘德华",
    "raw_text": "演员刘德华",    "raw_text": "演员刘德华",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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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应用

手机应用（app）能实现对手机应用的打开、卸载、更新、下载、搜索、推荐指令的解析。手机应用的意图及词槽表示如下： 

示例：示例：

query：打开微信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person",            "domain": "person",

            "intent": "PERSON_ATTR",            "intent": "PERSON_ATTR",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focus": [                "user_focus": [
                    {                    {

                        "word": "身高",                        "word": "身高",

                        "norm": "身高"                        "norm": "身高"
                    }                    }

                ],                ],

                 "user_person_name": [                 "user_person_name": [
                    {                    {

                        "word": "刘德华",                        "word": "刘德华",
                        "norm": "刘德华"                        "norm": "刘德华"

                    }                    }

                ]                ]
 } }

        }        }

    ],    ],
    "parsed_text": "刘德华 身高 多少",    "parsed_text": "刘德华 身高 多少",

    "raw_text": "刘德华身高多少",    "raw_text": "刘德华身高多少",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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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y：用百度下载一个音乐类型的软件

搜索

搜索（search）能实现一般搜索指令的解析。搜索的意图及词槽表示如下：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app",            "domain": "app",
            "intent": "OPEN_APP",            "intent": "OPEN_APP",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app_name": [                "user_app_name": [
                    {                    {
                        "word": "微信",                        "word": "微信",
                        "norm": "微信"                        "norm": "微信"
}}
    ]    ]
}}
        }        }
    ],    ],
    "parsed_text": "打开 微信",    "parsed_text": "打开 微信",
    "raw_text": "打开微信",    "raw_text": "打开微信",
    "err_no": 0    "err_no": 0
}}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app",            "domain": "app",
            "intent": "DOWNLOAD_APP",            "intent": "DOWNLOAD_APP",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channel": [                "user_channel": [
                    {                    {
                        "word": "百度",                        "word": "百度",
                        "norm": "百度手机助手"                        "norm": "百度手机助手"
}}
    ],    ],
                "user_game_category ": [                "user_game_category ": [
                    {                    {
                        "word": "音乐",                        "word": "音乐",
                        "norm": "音乐"                        "norm": "音乐"
}}
    ]    ]
}}
        }        }
    ],    ],
    "parsed_text": "用 百度 下载 一 个 音乐 类型 的 软件",    "parsed_text": "用 百度 下载 一 个 音乐 类型 的 软件",
    "raw_text": "用百度下载一个音乐类型的软件",    "raw_text": "用百度下载一个音乐类型的软件",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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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示例：

query：搜索一下李彦宏的资料

query：百度一下明天天气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search",            "domain": "search",

            "intent": "SEARCH",            "intent": "SEARCH",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wild_content": [                "user_wild_content": [
                    {                    {

                        "word": "李彦宏的资料",                        "word": "李彦宏的资料",

                        "norm": "李彦宏的资料"                        "norm": "李彦宏的资料"
                    }                    }

                ]                ]

     }     }
        }        }

    ],    ],
    "parsed_text": "搜索 一 下 李彦宏 的 资料",    "parsed_text": "搜索 一 下 李彦宏 的 资料",

    "raw_text": "搜索一下李彦宏的资料",    "raw_text": "搜索一下李彦宏的资料",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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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设置

通用设置（instruction）能实现基本的静音、调低调高音量、查看电量、打开、关闭、退出等基本通用指令的解析。通用设置

的意图及词槽表示如下： 

示例：示例：

query：还剩多少电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search",            "domain": "search",
            "intent": "SEARCH",            "intent": "SEARCH",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source ": [                "user_source ": [
                    {                    {
                        "word": "百度",                        "word": "百度",
                        "norm": "百度"                        "norm": "百度"
                    }                    }
                ],                ],
                "user_wild_content": [                "user_wild_content": [
                    {                    {
                        "word": "明天天气",                        "word": "明天天气",
                        "norm": "明天天气"                        "norm": "明天天气"
                    }                    }
                ]                ]
 } }
        }        }
    ],    ],
    "parsed_text": "百度 一 下 明天 天气",    "parsed_text": "百度 一 下 明天 天气",
    "raw_text": "百度一下明天天气",    "raw_text": "百度一下明天天气",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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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y：跳到倒数第5个

小说

小说（novel）能实现下载小说、在线阅读小说、搜索小说、推荐小说等指令的解析。小说意图及词槽表示如下：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instruction",            "domain": "instruction",
            "intent": "BATTERY_LEVEL",            "intent": "BATTERY_LEVEL",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
        }        }
    ],    ],
    "parsed_text": "还剩 多少 电",    "parsed_text": "还剩 多少 电",
    "raw_text": "还剩多少电",    "raw_text": "还剩多少电",
    "err_no": 0    "err_no": 0
}}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instruction",            "domain": "instruction",
            "intent": "SELECT",            "intent": "SELECT",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index": [                "user_index": [
                    {                    {
                        "word": "倒数第5个",                        "word": "倒数第5个",
                        "norm": "-5.000000|个"                        "norm": "-5.000000|个"
                    }                    }
                ]                ]
}}
        }        }
    ],    ],
    "parsed_text": "跳 到 倒数 第 5 个",    "parsed_text": "跳 到 倒数 第 5 个",
    "raw_text": "跳到倒数第5个",    "raw_text": "跳到倒数第5个",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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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示例：

query：我想在线看一个适合学生看的小说

query：下载鬼吹灯第五章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novel",            "domain": "novel",
            "intent": "READ_NOVEL",            "intent": "READ_NOVEL",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 audience": [                "user_ audience": [
                    {                    {
                        "word": "适合学生看",                        "word": "适合学生看",
                        "norm": "学生"                        "norm": "学生"
                    }                    }
                ]                ]
}}
        }        }
    ],    ],
    "parsed_text": "我 想 在线 看 一 个 适合 学生 看 的 小说",    "parsed_text": "我 想 在线 看 一 个 适合 学生 看 的 小说",
    "raw_text": "我想在线看一个适合学生看的小说",    "raw_text": "我想在线看一个适合学生看的小说",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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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话

笑话（joke）能实现播放笑话、搜索笑话的指令的解析。笑话的意图及词槽表示如下： 

示例：示例：

query：讲个适合小孩的笑话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novel",            "domain": "novel",
            "intent": "DOWNLOAD_NOVEL",            "intent": "DOWNLOAD_NOVEL",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novel_name": [                "user_novel_name": [
                    {                    {
                        "word": "鬼吹灯",                        "word": "鬼吹灯",
                        "norm": "鬼吹灯"                        "norm": "鬼吹灯"
                    }                    }
                ],                ],
                "user_novel_chapter": [                "user_novel_chapter": [
                    {                    {
                        "word": "第五章",                        "word": "第五章",
                        "norm": " 5.000000|章"                        "norm": " 5.000000|章"
                    }                    }
                ]                ]
}}
        }        }
    ],    ],
    "parsed_text": "下载 鬼吹灯 第 五 章",    "parsed_text": "下载 鬼吹灯 第 五 章",
    "raw_text": "下载鬼吹灯第五章",    "raw_text": "下载鬼吹灯第五章",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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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y：搜索个适合睡前听的笑话

音乐播放

音乐播放（player）能实现对音乐播放器基本的退出、播放、定位、暂停、播放上一首下一首、打开设置等指令的解析。音乐

播放的意图及词槽表示如下：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joke",            "domain": "joke",
            "intent": "TELL_JOKE",            "intent": "TELL_JOKE",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audience": [                "user_audience": [
                    {                    {
                        "word": "适合小孩的",                        "word": "适合小孩的",
                        "norm": "儿童"                        "norm": "儿童"
                    }                    }
                ]                ]
}}
        }        }
    ],    ],
    "parsed_text": "讲 个 适合 小孩 的 笑话",    "parsed_text": "讲 个 适合 小孩 的 笑话",
    "raw_text": "讲个适合小孩的笑话",    "raw_text": "讲个适合小孩的笑话",
    "err_no": 0    "err_no": 0
}}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joke",            "domain": "joke",
            "intent": "SEARCH_JOKE",            "intent": "SEARCH_JOKE",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scene": [                "user_scene": [
                    {                    {
                        "word": "适合睡前听的",                        "word": "适合睡前听的",
                        "norm": "睡前"                        "norm": "睡前"
                    }                    }
                ]                ]
}}
        }        }
    ],    ],
    "parsed_text": "搜索 个 适合 睡前 听 的 笑话",    "parsed_text": "搜索 个 适合 睡前 听 的 笑话",
    "raw_text": "搜索个适合睡前听的笑话",    "raw_text": "搜索个适合睡前听的笑话",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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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示例：

query：播放上一首

query：从2分钟开始播放

通讯录

通讯录（contact）能实现添加、编辑联系人，查找、控制联系人，通讯录操作，保存等指令的解析。通讯录意图及词槽表示如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player",            "domain": "player",
            "intent": "PLAY_PREVIOUS",            "intent": "PLAY_PREVIOUS",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
        }        }
    ],    ],
    "parsed_text": "播放 上 一 首",    "parsed_text": "播放 上 一 首",
    "raw_text": "播放上一首",    "raw_text": "播放上一首",
    "err_no": 0    "err_no": 0
}}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player",            "domain": "player",
            "intent": "SEEK",            "intent": "SEEK",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time": [                "user_time": [
                    {                    {
                        "word": "2分钟",                        "word": "2分钟",
                        "norm": "120.000000|秒"                        "norm": "120.000000|秒"
                    }                    }
                ]                ]
}}
        }        }
    ],    ],
    "parsed_text": "从 2 分钟 开始 播放",    "parsed_text": "从 2 分钟 开始 播放",
    "raw_text": "从2分钟开始播放",    "raw_text": "从2分钟开始播放",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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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示例：示例：

query：添加工作电话13820306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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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y：添加张三

翻译

翻译（translation）能实现查询翻译指令的解析。翻译的意图及词槽表示如下：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contact",            "domain": "contact",
            "intent": "ADD_TEL_NUM",            "intent": "ADD_TEL_NUM",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edit_tag": [                "user_edit_tag": [
                    {                    {
                        "word": "工作电话",                        "word": "工作电话",
                        "norm": "工作电话"                        "norm": "工作电话"
                    }                    }
                ],                ],
                "user_wild_content": [                "user_wild_content": [
                    {                    {
                        "word": "13820306899",                        "word": "13820306899",
                        "norm": "13820306899"                        "norm": "13820306899"
                    }                    }
                ]                ]
}}
        }        }
    ],    ],
    "parsed_text": "添加 工作 电话 13820306899",    "parsed_text": "添加 工作 电话 13820306899",
    "raw_text": "添加工作电话13820306899",    "raw_text": "添加工作电话13820306899",
    "err_no": 0    "err_no": 0
}}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contact",            "domain": "contact",
            "intent": "ADD_CONTACT",            "intent": "ADD_CONTACT",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contact": [                "user_contact": [
                    {                    {
                        "word": "张三",                        "word": "张三",
                        "norm": "张三"                        "norm": "张三"
                    }                    }
                ]                ]
}}
        }        }
    ],    ],
    "parsed_text": "添加 张 三",    "parsed_text": "添加 张 三",
    "raw_text": "添加张三",    "raw_text": "添加张三",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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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示例：

query：翻译今天天气不错

query：把你好翻译成英文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translation",            "domain": "translation",
            "intent": "TRANSLATE",            "intent": "TRANSLATE",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wild_target": [                "user_wild_target": [
                    {                    {
                        "word": "今天天气不错",                        "word": "今天天气不错",
                        "norm": "今天天气不错"                        "norm": "今天天气不错"
                    }                    }
                ]                ]
}}
        }        }
    ],    ],
    "parsed_text": "翻译 今天 天气 不 错",    "parsed_text": "翻译 今天 天气 不 错",
    "raw_text": "翻译今天天气不错",    "raw_text": "翻译今天天气不错",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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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提醒（alarm）能实现设置提醒、删除提醒、查看提醒等指令的解析。提醒意图及词槽表示如下： 

示例：示例：

query：重要，每天早上八点半提醒我起床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translation",            "domain": "translation",
            "intent": "TRANSLATE",            "intent": "TRANSLATE",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wild_target": [                "user_wild_target": [
                    {                    {
                        "word": "你好",                        "word": "你好",
                        "norm": "你好"                        "norm": "你好"
                    }                    }
                ],                ],
                "user_trans_des ": [                "user_trans_des ": [
                    {                    {
                        "word": "英文",                        "word": "英文",
                        "norm": "英语"                        "norm": "英语"
                    }                    }
                ]                ]
}}
        }        }
    ],    ],
    "parsed_text": "把 你好 翻译 成 英文",    "parsed_text": "把 你好 翻译 成 英文",
    "raw_text": "把你好翻译成英文",    "raw_text": "把你好翻译成英文",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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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y：取消明天早上的提醒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alarm",            "domain": "alarm",
            "intent": "USER_SET_REMIND",            "intent": "USER_SET_REMIND",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remind_type": [                "user_remind_type": [
                    {                    {
                        "word": "每天",                        "word": "每天",
                        "norm": "repeat"                        "norm": "repeat"
                    }                    }
                ],                ],
                "user_remind_time": [                "user_remind_time": [
                    {                    {
                        "word": "早上八点半",                        "word": "早上八点半",
                        "norm": "08:30:00"                        "norm": "08:30:00"
                    }                    }
                ],                ],
                "user_wild_content": [                "user_wild_content": [
                    {                    {
                        "word": "起床",                        "word": "起床",
                        "norm": "起床"                        "norm": "起床"
                    }                    }
                ],                ],
                "user_remind_importance": [                "user_remind_importance": [
                    {                    {
                        "word": "重要",                        "word": "重要",
                        "norm": "重要"                        "norm": "重要"
                    }                    }
                ]                ]
}}
        }        }
    ],    ],
    "parsed_text": "重要 ， 每天 早上 八 点 半 提醒 我 起床",    "parsed_text": "重要 ， 每天 早上 八 点 半 提醒 我 起床",
    "raw_text": "重要，每天早上八点半提醒我起床",    "raw_text": "重要，每天早上八点半提醒我起床",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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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音机

收音机（radio）能实现播放收音机，打开收音机，关闭收音机等指令的解析。收音机意图及词槽表示如下： 

示例：示例：

query：播放音乐之声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alarm",            "domain": "alarm",
            "intent": "USER_DELETE_REMIND",            "intent": "USER_DELETE_REMIND",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remind_time": [                "user_remind_time": [
                    {                    {
                        "word": "明天早上",                        "word": "明天早上",
                        "norm": "2019-01-18|07:00:00"                        "norm": "2019-01-18|07:00:00"
                    }                    }
                ]                ]
}}
        }        }
    ],    ],
    "parsed_text": "取消 明天 早上 的 提醒",    "parsed_text": "取消 明天 早上 的 提醒",
    "raw_text": "取消明天早上的提醒",    "raw_text": "取消明天早上的提醒",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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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y：播放北京地区音乐频道

短信

短信（message）能实现发短信、启动短信应用、退出短信应用、删除短信、查看短信、返回、取消发送等指令的解析。短信

意图及词槽表示如下：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radio",            "domain": "radio",

            "intent": "PLAY_RADIO",            "intent": "PLAY_RADIO",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radio_name": [                "user_radio_name": [

                    {                    {
                        "word": "音乐之声",                        "word": "音乐之声",

                        "norm": "音乐之声"                        "norm": "音乐之声"
                    }                    }

                ]                ]

}}
        }        }

    ],    ],

    "parsed_text": "播放 音乐 之 声",    "parsed_text": "播放 音乐 之 声",
    "raw_text": "播放音乐之声",    "raw_text": "播放音乐之声",

    "err_no": 0    "err_no": 0
}}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 radio ",            "domain": " radio ",

            "intent": "PLAY_RADIO",            "intent": "PLAY_RADIO",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radio_area": [                "user_radio_area": [

                    {                    {

                        "word": "北京地区",                        "word": "北京地区",
                        "norm": "北京市"                        "norm": "北京市"

                    }                    }

                ],                ],
                "user_radio_type": [                "user_radio_type": [

                    {                    {
                        "word": "音乐",                        "word": "音乐",

                        "norm": "音乐"                        "norm": "音乐"

                    }                    }
                ]                ]

}}

        }        }
    ],    ],

    "parsed_text": "播放 北京 地区 音乐 频道",    "parsed_text": "播放 北京 地区 音乐 频道",
    "raw_text": "播放北京地区音乐频道",    "raw_text": "播放北京地区音乐频道",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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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示例：

query：发短信给张三说对不起

query：查看张三的第三条未读短信

{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message",            "domain": "message",
            "intent": "SEND_SMS",            "intent": "SEND_SMS",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receiver": [                "user_receiver": [
                    {                    {
                        "word": "张三",                        "word": "张三",
                        "norm": "张三"                        "norm": "张三"
                    }                    }
                ],                ],
                "user_wild_content": [                "user_wild_content": [
                    {                    {
                        "word": "对不起",                        "word": "对不起",
                        "norm": "对不起"                        "norm": "对不起"
                    }                    }
                ]                ]
}}
        }        }
    ],    ],
    "parsed_text": "发 短信 给 张 三 说 对不起",    "parsed_text": "发 短信 给 张 三 说 对不起",
    "raw_text": "发短信给张三说对不起",    "raw_text": "发短信给张三说对不起",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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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故事（story）能实现播放故事、查询搜索故事等指令的解析。故事意图及词槽表示如下： 

示例：示例：

query：播放一个张震的恐怖故事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message",            "domain": "message",
            "intent": "VIEW_SMS",            "intent": "VIEW_SMS",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sender": [                "user_sender": [

                    {                    {

                        "word": "张三",                        "word": "张三",
                        "norm": "张三"                        "norm": "张三"

                    }                    }
                ],                ],

                "user_index": [                "user_index": [

                    {                    {
                        "word": "第三条",                        "word": "第三条",

                        "norm": " 3.000000|个"                        "norm": " 3.000000|个"

                    }                    }
                ],                ],

                "user_sms_type": [                "user_sms_type": [
                    {                    {

                        "word": "未读",                        "word": "未读",

                        "norm": "未读"                        "norm": "未读"
                    }                    }

                ]                ]

}}
        }        }

    ],    ],
    "parsed_text": "查看 张 三 的 第 三 条 未 读 短信",    "parsed_text": "查看 张 三 的 第 三 条 未 读 短信",

    "raw_text": "查看张三的第三条未读短信",    "raw_text": "查看张三的第三条未读短信",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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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y：搜索一个适合婴儿听的故事

语音合成技术

API文档
简介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story",            "domain": "story",
            "intent": "PLAY_STORY",            "intent": "PLAY_STORY",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author": [                "user_author": [
                    {                    {
                        "word": "张震",                        "word": "张震",
                        "norm": "张震"                        "norm": "张震"
                    }                    }
                ],                ],
                "user_story_genre ": [                "user_story_genre ": [
                    {                    {
                        "word": "恐怖",                        "word": "恐怖",
                        "norm": "恐怖"                        "norm": "恐怖"
                    }                    }
                ]                ]
}}
        }        }
    ],    ],
    "parsed_text": "播放 一 个 张震 的 恐怖 故事",    "parsed_text": "播放 一 个 张震 的 恐怖 故事",
    "raw_text": "播放一个张震的恐怖故事",    "raw_text": "播放一个张震的恐怖故事",
    "err_no": 0    "err_no": 0
}}

{{
    "appid": 597,     "appid": 597, 
    "encoding": "UTF-8",    "encoding": "UTF-8",
    "results": [    "results": [
        {        {
            "domain": " story",            "domain": " story",
            "intent": "SEARCH_STORY",            "intent": "SEARCH_STORY",
            "score": 100,            "score": 100,
            "slots": {            "slots": {
                "user_audience ": [                "user_audience ": [
                    {                    {
                        "word": "适合婴儿听的",                        "word": "适合婴儿听的",
                        "norm": "婴儿"                        "norm": "婴儿"
                    }                    }
                ]                ]
}}
        }        }
    ],    ],
    "parsed_text": "搜索 一 个 适合 婴儿 听 的 故事",    "parsed_text": "搜索 一 个 适合 婴儿 听 的 故事",
    "raw_text": "搜索一个适合婴儿听的故事",    "raw_text": "搜索一个适合婴儿听的故事",
    "err_no": 0    "err_no":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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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文本在线合成

百度短文本在线合成服务，基于HTTP请求的REST API接口，将文本文本转换为可以播放的音频文件音频文件。

最长可支持1024GBK1024GBK字节，如需更长文本转换可使用长文本在线合成。

合成的文件格式为 mp3，pcm（8k及16k），wav（16k），具体见aue参数。 若您需要其它格式，音频文件的转换方法请参

考“语音识别工具”=>“音频文件转码”一节

本文档描述了使用语音合成服务REST API的方法。

多音字可以通过标注自行定义发音。格式如：重(chong2)报集团。

目前只有中英文混合这一种语言，优先中文发音。示例： " I bought 3 books” 发音 “three”; “ 3 books are bought” 发音

“three”; “我们买了 3 books” 发音“三”

接口更新说明接口更新说明 |日期|更新内容|更新前的历史状态| |----|----|----| |2021-06-10| POST 方式提交文本不超过120 GBK字节，即约60

个汉字或者字母数字记为1次请求。每超过120个GBK字节则多记1次计费调用。

请注意文本长度必须小于1024GBK字节。|POST 方式提交文本小于2048个中文字或者英文数字（5003、5118发音人需小于

512个中文字或者英文数字）| |2020-07-21| 新增2个精品音库，在线合成音库总数扩充到11个，满足更多应用场景|在线合成

音库总数为11个| |2019-07-12| 增加精品音库per接口，在线合成音库总数扩充到9个，满足更多应用场景|只有基础音库per接

口| |2018-07-14| 添加 aue 参数，可以下载wav和pcm格式 

|只能下载mp3格式| |2018-07-14| tex参数兼容一次urlencode， 推荐两次urlencode 

|tex参数 urlencode一次，会出现如“+”等特殊字符不能正确发音 | |2018-07-14|使用POST方式提交，合成限制2048个汉字。使

用GET方式提交（不推荐），

拼接的url长度不超过1000个字符。注意：过长的文本将需要更多的请求耗时。

如果对时间敏感，请请自行按照标点切割，可以采用多次请求的方式。

|tex参数限制512个汉字| 浏览器跨域浏览器跨域 目前合成接口支持浏览器跨域。 跨域demo示例： https://github.com/Baidu-

AIP/SPEECH-TTS-CORS 由于获取token的接口不支持浏览器跨域。因此需要您从服务端获取或者每隔30天手动输入更新。

长文本在线合成

长文本在线合成接口可以将10万字以内文本一次性合成，异步返回音频。支持多种优质音库，将超长文本快速转换成稳定流

畅、饱满真实的音频。适用于阅读听书、新闻播报等客户。 应用场景应用场景 阅读听书：阅读听书：万字小说一次性合成，可反复播放，给用户

带来更流畅、更稳定的听书体验

新闻播报：新闻播报：长篇稿件批量快速合成，释放播音员人力，保障新闻生产时效性 产品优势产品优势

一次性合成：一次性合成：支持一次性合成10万字，无需拆分文本和拼接音频，并支持下载到本地，大幅节省开发成本

优质音库：优质音库：为您提供极致拟人、情感饱满的语音合成效果

合成速度快：合成速度快：5万字最快仅需5分钟，合成速度业界领先水平

产品功能产品功能

1. 支持中文普通话、简单中英文混读

2. 支持 mp3-16k、mp3-48k、wav、pcm-8k、pcm-16k 等多种音频格式和采样率

3. 支持自定义语速、语调、音量调节

4. 支持多音字标注发音，格式如：重(chong2)报集团。

5. 支持文本分段，段落间增加1s停顿

6. 支持主动查询、自动回调两种方式获取结果

短文本在线合成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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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调试

您可以在 您可以在 示例代码中心示例代码中心 中调试该接口 中调试该接口，可进行签名验证、查看在线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示例代码的自动生成。

Demo

语音合成示例代码： https://github.com/Baidu-AIP/speech-demo/tree/master/rest-api-tts

请求方式及参数基本说明

语音合成接口支持 POST 和 GET两种方式， 推荐POST方式请求。 正式地址：http://tsn.baidu.com/text2audio 或

https://tsn.baidu.com/text2audio

POST 方式（推荐）， 建议文本不超过120 GBK字节，即60个汉字或者字母数字。最长1024GBK字节，文字越长耗时越

长。

GET 方式，拼接后的url总长度不多于1000个字符。

文本不超过120 GBK字节，即约60个汉字或者字母数字记为1次请求。每超过120个GBK字节则多记1次计费调用。

如需合成更长文本，推荐使用长文本在线合成。长文本在线合成可将10万字以内文本一次性合成，异步返回音频。支持多种优

质音库，将超长文本快速转换 成稳定流畅、饱满真实的音频。适用于阅读听书、新闻播报等客户。

请求方式和参数请求方式和参数

上传参数上传参数

参数参数 可需可需 描述描述

tex 必填

合成的文本，文本长度必须小于1024GBK字节。建议每次请求文本不超过120字节，约为60个汉字或者字

母数字。

请注意计费统计依据：120个GBK字节以内（含120个）记为1次计费调用；每超过120个GBK字节则多记1

次计费调用。

如需合成更长文本，推荐使用长文本在线合成

tok 必填 开放平台获取到的开发者[access_token]获取 Access Token "access_token")

cuid 必填 用户唯一标识，用来计算UV值。建议填写能区分用户的机器 MAC 地址或 IMEI 码，长度为60字符以内

ctp 必填 客户端类型选择，web端填写固定值1

lan 必填 固定值zh。语言选择,目前只有中英文混合模式，填写固定值zh

spd 选填 语速，取值0-15，默认为5中语速

pit 选填 音调，取值0-15，默认为5中语调

vol 选填 音量，基础音库取值0-9，精品音库取值0-15，默认为5中音量（取值为0时为音量最小值，并非为无声）

per（基

础音库）
选填 度小宇=1，度小美=0，度逍遥（基础）=3，度丫丫=4

per（精

品音库）
选填

度逍遥（精品）=5003，度小鹿=5118，度博文=106，度小童=110，度小萌=111，度米朵=103，度小

娇=5

aue 选填
3为mp3格式(默认)； 4为pcm-16k；5为pcm-8k；6为wav（内容同pcm-16k）; 注意aue=4或者6是语音识

别要求的格式，但是音频内容不是语音识别要求的自然人发音，所以识别效果会受影响。

tex字段2次urlencodetex字段2次urlencode 由于urlencode有两个标准 RFC 1738和RFC 3986. 百度为了更好地兼容，支持1次及2次urlencode， 其中

2次urlencode可以覆盖全部的特殊字符。因而推荐传递tex 参数时做2次urlencode编码。

测试用例：“1+1=2”。 一次urlencode时，“+”可能会没有合成。

POST调用方式（推荐）POST调用方式（推荐）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语音合成技术

323

https://console.bce.baidu.com/tools/?_=1668482508529#/api?product=AI&project=%25E8%25AF%25AD%25E9%259F%25B3%25E6%258A%2580%25E6%259C%25AF&parent=%25E8%25AF%25AD%25E9%259F%25B3%25E5%2590%2588%25E6%2588%2590&api=text2audio&method=post
https://github.com/Baidu-AIP/speech-demo/tree/master/rest-api-tts
http://tsn.baidu.com/text2audio
https://tsn.baidu.com/text2audio
https://ai.baidu.com/tech/speech/long_tts
https://ai.baidu.com/tech/speech/long_tts
https://ai.baidu.com/ai-doc/REFERENCE/Ck3dwjhhu


将文本以及其他参数写入到body里面，利用html表单的方式将参数传递到服务端。 所有的参数都在body中。body里面的数据

为：

GET调用方式GET调用方式

将所有的参数都填写到URL地址中，可以通过浏览器可以播放合成的语音结果。

返回返回

需要根据 Content-Type的头部来确定是否服务端合成成功。需要根据 Content-Type的头部来确定是否服务端合成成功。

如果合成成功，返回的Content-Type以“audio”开头

aue =3 ，返回为二进制mp3文件，具体header信息 Content-Type: audio/mp3Content-Type: audio/mp3；

aue =4 ，返回为二进制pcm文件，具体header信息 Content-Type:audio/basic;codec=pcm;rate=16000;channel=1Content-Type:audio/basic;codec=pcm;rate=16000;channel=1

aue =5 ，返回为二进制pcm文件，具体header信息 Content-Type:audio/basic;codec=pcm;rate=8000;channel=1Content-Type:audio/basic;codec=pcm;rate=8000;channel=1

aue =6 ，返回为二进制wav文件，具体header信息 Content-Type: audio/wavContent-Type: audio/wav；

如果合成出现错误，则会返回json文本，具体header信息为：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其中sn字段主要用于DEBUG追查

问题，如果出现问题，可以提供sn帮助确认问题。

错误示例：

长文本在线合成API

在线调试

您可以在 您可以在 示例代码中心示例代码中心 中调试该接口 中调试该接口，可进行签名验证、查看在线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示例代码的自动生成。

Demo

Python Demo 点击下载 （文件为.zip压缩包，若无法打开时，可尝试在文件后上增加".zip"后缀）

创建长文本在线合成任务

接口描述：根据文本内容、音频格式、音库等参数创建语音合成任务

请求接口：https://aip.baidubce.com/rpc/2.0/tts/v1/create

HTTP 方法：POST

URL参数：

tex=***&lan=zh&cuid=***&ctp=1&aue=3&tok=***tex=***&lan=zh&cuid=***&ctp=1&aue=3&tok=***

tex 原始参数是"百度你好“tex 原始参数是"百度你好“
第一次urlencode后 tex=%e7%99%be%e5%ba%a6%e4%bd%a0%e5%a5%bd第一次urlencode后 tex=%e7%99%be%e5%ba%a6%e4%bd%a0%e5%a5%bd
第二次urlencode后 tex=%25e7%2599%25be%25e5%25ba%25a6%25e4%25bd%25a0%25e5%25a5%25bd第二次urlencode后 tex=%25e7%2599%25be%25e5%25ba%25a6%25e4%25bd%25a0%25e5%25a5%25bd

https://tsn.baidu.com/text2audio?tex=***&lan=zh&cuid=***&ctp=1&tok=***https://tsn.baidu.com/text2audio?tex=***&lan=zh&cuid=***&ctp=1&tok=***
        
// 注意tex参数需要按照url参数标准使用url_encode UTF8编码，如合成文字为“百度你好”，url为// 注意tex参数需要按照url参数标准使用url_encode UTF8编码，如合成文字为“百度你好”，url为  
http://tsn.baidu.com/text2audio?http://tsn.baidu.com/text2audio?
tex=%e7%99%be%e5%ba%a6%e4%bd%a0%e5%a5%bd&lan=zh&cuid=***&ctp=1&tok=***tex=%e7%99%be%e5%ba%a6%e4%bd%a0%e5%a5%bd&lan=zh&cuid=***&ctp=1&tok=***

{{"err_no""err_no"::500500,,"err_msg""err_msg"::"notsupport.""notsupport.",,"sn""sn"::"abcdefgh""abcdefgh",,"idx""idx"::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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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取值取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Body中按JSON格式放置请求参数，参数如下：

参数名参数名 类型类型
是否必是否必

需需
描述描述 取值范围取值范围

text list 是

待合成的文本，需要为UTF-8编码；

输入多段文本时，文本间会插入1s长

度的空白间隔

总字数不超过10万个字符，1个中文字、英文字母、数字或

符号均算作1个字符

format string 否 音频格式
"mp3-16k"，"mp3-48k"，"wav"，"pcm-8k"，"pcm-16k"，

默认为mp3-16k

voice int 否 音库

基础音库：度小宇=1，度小美=0，度逍遥（基础）=3，度

丫丫=4；

精品音库：度逍遥（精品）=5003，度小鹿=5118，度博文

=106，度小童=110，度小萌=111，度米朵=103，度小娇

=5。默认为度小美

lang string 是 语言
固定值zh。语言选择,目前只有中英文混合模式，填写固定值

zh

speed int 否 语速 取值0-15，默认为5中语速

pitch int 否 音调 取值0-15，默认为5中语调

volume int 否 音量
音量，基础音库取值0-9，精品音库取值0-15，默认为5中音

量（取值为0时为音量最小值，并非为无声）

enable_

subtitle
int 否 是否开启字幕

取值范围0, 1, 2，默认为0。0表示不开启字幕，1表示开启

句级别字幕，2表示开启词级别字幕

Body请求示例：

返回参数

参数名参数名 类型类型 是否必需是否必需 对外状态对外状态

log_id int 是 log id

task_id str 否 任务id。注意保存该id，用于后续请求结果注意保存该id，用于后续请求结果

task_status str 否 任务状态

error_code int 否 错误码

error_msg str 否 错误信息

Body返回示例：

{{
    "text": [    "text": [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经济面临的内外部环境还是比较严峻复杂的"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经济面临的内外部环境还是比较严峻复杂的"
    ],    ],
    "format": "mp3-16k",    "format": "mp3-16k",
    "voice": 3,    "voice": 3,
    "lang": "zh",    "lang": "zh",
    "speed": 5,    "speed": 5,
    "enable_subtitle": 2    "enable_subtitle":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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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查询结果时，需要该步骤返回的task_id来进行请求。请注意保存task_id列表。注意：查询结果时，需要该步骤返回的task_id来进行请求。请注意保存task_id列表。

查询长文本在线合成任务结果

接口描述：根据task_id的数组批量查询语音合成任务结果

请求接口：https://aip.baidubce.com/rpc/2.0/tts/v1/query

HTTP 方法：POST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取值取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如下：

参数名参数名 类型类型 是否必需是否必需 描述描述 取值范围取值范围

task_ids list 是 任务id 推荐一次查询多个任务id，单次最多可查询200个

例：

Body返回示例：

创建成功创建成功
{{
    "log_id": 1234567890,    "log_id": 1234567890,
    "task_id":  "234acb234acb234acb234acb",  #注意保存该id，用于后续请求结果    "task_id":  "234acb234acb234acb234acb",  #注意保存该id，用于后续请求结果
    "task_status": "Running"    "task_status": "Running"
}}
创建失败，缺少参数创建失败，缺少参数
{{
    "error_code": 100000,    "error_code": 100000,
    "error_msg": "missing param: xxx",    "error_msg": "missing param: xxx",
    "log_id": 5414433131138366128    "log_id": 5414433131138366128
}}

{{
    "task_ids":  ["234acb234acb234acb234acb", "234acb234acb234acb234acd", "234acb234acb234acb234acbe"]    "task_ids":  ["234acb234acb234acb234acb", "234acb234acb234acb234acd", "234acb234acb234acb234acb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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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参数名 类型类型 是否必需是否必需 描述描述

log_id int 是 log id

tasks_info list 否 任务信息

+task_id str 是 任务id

+task_status str 是 任务状态

+task_result dict 否 任务结果

++speech_url str 否 音频下载链接，任务完成后储存72小时

++speech_timestamp dict 否 字幕时间戳信息

+++sentences list 否 句子列表

++++sentence_texts str 否 句子文本信息

++++begin_time int 否 句子文本在合成音频的开始时间戳

++++end_time int 否 句子文本在合成音频的结束时间戳

++++characters list 否 句子中各个词的信息

+++++character_text str 否 句子中的词文本

+++++begin_time int 否 句子中的词在合成音频的开始时间戳

+++++end_time int 否 句子中的词在合成音频的结束时间戳

++err_no int 否 错误码

++err_msg str 否 错误信息

++sn str 否

error_code int 否 错误码

error_msg str 否 错误信息

error_info list 否 错误的或查询不存在taskId数组

例：

{{
    "log_id": 16739423288701914,    "log_id": 16739423288701914,
    "tasks_info": [    "tasks_info": [
        {        {
            "task_status": "Success",            "task_status": "Success",
            "task_result": {            "task_result": {
                "speech_url": "http://bj.bcebos.com/aipe-speech/text_to_speech/2023-01-                "speech_url": "http://bj.bcebos.com/aipe-speech/text_to_speech/2023-01-
17/63c6550e52064d000104da0d/speech/0.mp3?authorization=bce-auth-17/63c6550e52064d000104da0d/speech/0.mp3?authorization=bce-auth-
v1%2F8a6ca9b78c124d89bb6bca18c6fc5944%2F2023-01-v1%2F8a6ca9b78c124d89bb6bca18c6fc5944%2F2023-01-
17T07%3A58%3A12Z%2F259200%2F%2Fbb3f38b53425ced397a107aebe21d2e951ed0e27a964f39c2a350249ba07b47c"17T07%3A58%3A12Z%2F259200%2F%2Fbb3f38b53425ced397a107aebe21d2e951ed0e27a964f39c2a350249ba07b47c"
,,
                "speech_timestamp": {                "speech_timestamp": {
                    "sentences": [                    "sentences": [
                        {                        {
                            "sentence_texts":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经济面临的内外部环境还是比较严峻复杂的",                            "sentence_texts":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经济面临的内外部环境还是比较严峻复杂的",
                            "begin_time": 104,                            "begin_time": 104,
                            "end_time": 5970,                            "end_time": 5970,
                            "characters": [                            "characters": [
                                {                                {
                                    "character_text": "今",                                    "character_text": "今",
                                    "begin_time": 106,                                    "begin_time": 106,
                                    "end_time": 313                                    "end_time": 313
                                },                                },
                                {                                {
                                    "character_text": "年",                                    "character_text":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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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acter_text": "年",                                    "character_text": "年",
                                    "begin_time": 316,                                    "begin_time": 316,
                                    "end_time": 522                                    "end_time": 522
                                },                                },
                                {                                {
                                    "character_text": "上",                                    "character_text": "上",
                                    "begin_time": 525,                                    "begin_time": 525,
                                    "end_time": 732                                    "end_time": 732
                                },                                },
                                {                                {
                                    "character_text": "半",                                    "character_text": "半",
                                    "begin_time": 735,                                    "begin_time": 735,
                                    "end_time": 941                                    "end_time": 941
                                },                                },
                                {                                {
                                    "character_text": "年",                                    "character_text": "年",
                                    "begin_time": 944,                                    "begin_time": 944,
                                    "end_time": 1151                                    "end_time": 1151
                                },                                },
                                {                                {
                                    "character_text": "我",                                    "character_text": "我",
                                    "begin_time": 1154,                                    "begin_time": 1154,
                                    "end_time": 1360                                    "end_time": 1360
                                },                                },
                                {                                {
                                    "character_text": "国",                                    "character_text": "国",
                                    "begin_time": 1363,                                    "begin_time": 1363,
                                    "end_time": 1570                                    "end_time": 1570
                                },                                },
                                {                                {
                                    "character_text": "工",                                    "character_text": "工",
                                    "begin_time": 1573,                                    "begin_time": 1573,
                                    "end_time": 1779                                    "end_time": 1779
                                },                                },
                                {                                {
                                    "character_text": "业",                                    "character_text": "业",
                                    "begin_time": 1782,                                    "begin_time": 1782,
                                    "end_time": 1989                                    "end_time": 1989
                                },                                },
                                {                                {
                                    "character_text": "经",                                    "character_text": "经",
                                    "begin_time": 1992,                                    "begin_time": 1992,
                                    "end_time": 2198                                    "end_time": 2198
                                },                                },
                                {                                {
                                    "character_text": "济",                                    "character_text": "济",
                                    "begin_time": 2201,                                    "begin_time": 2201,
                                    "end_time": 2408                                    "end_time": 2408
                                },                                },
                                {                                {
                                    "character_text": "面",                                    "character_text": "面",
                                    "begin_time": 2411,                                    "begin_time": 2411,
                                    "end_time": 2617                                    "end_time": 2617
                                },                                },
                                {                                {
                                    "character_text": "临",                                    "character_text": "临",
                                    "begin_time": 2620,                                    "begin_time": 2620,
                                    "end_time": 2827                                    "end_time": 2827
                                },                                },
                                {                                {
                                    "character_text": "的",                                    "character_text": "的",
                                    "begin_time": 2830,                                    "begin_time": 2830,
                                    "end_time": 3036                                    "end_time": 3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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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_time": 3036                                    "end_time": 3036
                                },                                },
                                {                                {
                                    "character_text": "内",                                    "character_text": "内",
                                    "begin_time": 3039,                                    "begin_time": 3039,
                                    "end_time": 3246                                    "end_time": 3246
                                },                                },
                                {                                {
                                    "character_text": "外",                                    "character_text": "外",
                                    "begin_time": 3249,                                    "begin_time": 3249,
                                    "end_time": 3455                                    "end_time": 3455
                                },                                },
                                {                                {
                                    "character_text": "部",                                    "character_text": "部",
                                    "begin_time": 3458,                                    "begin_time": 3458,
                                    "end_time": 3664                                    "end_time": 3664
                                },                                },
                                {                                {
                                    "character_text": "环",                                    "character_text": "环",
                                    "begin_time": 3667,                                    "begin_time": 3667,
                                    "end_time": 3874                                    "end_time": 3874
                                },                                },
                                {                                {
                                    "character_text": "境",                                    "character_text": "境",
                                    "begin_time": 3877,                                    "begin_time": 3877,
                                    "end_time": 4083                                    "end_time": 4083
                                },                                },
                                {                                {
                                    "character_text": "还",                                    "character_text": "还",
                                    "begin_time": 4086,                                    "begin_time": 4086,
                                    "end_time": 4293                                    "end_time": 4293
                                },                                },
                                {                                {
                                    "character_text": "是",                                    "character_text": "是",
                                    "begin_time": 4296,                                    "begin_time": 4296,
                                    "end_time": 4502                                    "end_time": 4502
                                },                                },
                                {                                {
                                    "character_text": "比",                                    "character_text": "比",
                                    "begin_time": 4505,                                    "begin_time": 4505,
                                    "end_time": 4712                                    "end_time": 4712
                                },                                },
                                {                                {
                                    "character_text": "较",                                    "character_text": "较",
                                    "begin_time": 4715,                                    "begin_time": 4715,
                                    "end_time": 4921                                    "end_time": 4921
                                },                                },
                                {                                {
                                    "character_text": "严",                                    "character_text": "严",
                                    "begin_time": 4924,                                    "begin_time": 4924,
                                    "end_time": 5131                                    "end_time": 5131
                                },                                },
                                {                                {
                                    "character_text": "峻",                                    "character_text": "峻",
                                    "begin_time": 5134,                                    "begin_time": 5134,
                                    "end_time": 5340                                    "end_time": 5340
                                },                                },
                                {                                {
                                    "character_text": "复",                                    "character_text": "复",
                                    "begin_time": 5343,                                    "begin_time": 5343,
                                    "end_time": 5550                                    "end_time": 5550
                                },                                },
                                {                                {
                                    "character_text": "杂",                                    "character_text": "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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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汇总及反馈

短文本合成错误码

常见错误码自查及解决建议常见错误码自查及解决建议

错误码错误码 含义含义 可能问题可能问题 自查方案自查方案 解决办法解决办法

500
不支持

输入
请求超时 1. 确认是否设置请求超时；2. 网络是否正常

如果设置超时时间，可以设置更长，切换网

络好的环境

501

输入参

数不正

确

输出参数错误

或类型不对
检查输入参数，以及参数类型 根据参数类型正确填写参数

502
token验

证失败

鉴权信息过

期，鉴权额度

用尽

1. 重新请求；2. 确认控制台应用额度，主要

需区分普通发音人、精品发音人、臻品发音人
开通对应接口的额度

503
合成后

端错误

合成文本中包

含非gbk编码
文本是否是gbk编码

1. 替换文本；2. 如仍无法解决，向百度侧

提供包含sn的报错信息，以及请求的时间戳

513
文本错

误

合成文本涉及

到特殊符号
文本是否有特殊符号

1. 替换文本；2. 如仍无法解决，向百度侧

提供包含sn的报错信息，以及请求的时间戳

其他错误码

                                {                                {
                                    "character_text": "杂",                                    "character_text": "杂",
                                    "begin_time": 5553,                                    "begin_time": 5553,
                                    "end_time": 5759                                    "end_time": 5759
                                },                                },
                                {                                {
                                    "character_text": "的",                                    "character_text": "的",
                                    "begin_time": 5762,                                    "begin_time": 5762,
                                    "end_time": 5969                                    "end_time": 5969
                                }                                }
                            ]                            ]
                        }                        }
                    ]                    ]
                }                }
            },            },
            "task_id": "63c6550e52064d000104da0d"            "task_id": "63c6550e52064d000104da0d"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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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含义含义 解决方法解决方法

6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data" 无权限 对控制台内app进行编辑，添加语音合成权限

13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超

限
降低QPS用量或在控制台内购买QPS扩容

15
"Open api concurrency limit reached"并发超

限
降低并发用量或在控制台内购买QPS扩容

16 "Open api characters limit reached" 字数超限 检查对应接口额度,区分普通发音人和精品发音人

18
"Open api cluster limit reached" 集群并发超

限
提交工单联系百度工作人员

330 " invalid user_id or type for limiter" 提交工单联系百度工作人员

999 "nginx forwarding failed" 提交工单联系百度工作人员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请严格按照文档里描述的参数进行开发。请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 过长的文本将需要更多的请求耗时。如果对时间敏感，请请自行按照标点切割，可以采用多次请求的方式。

2. 语音合成 rest api请求并发有限制配额，具体限额见网页里您的应用详情。如果默认配额不能满足需求，可直接通过控制台

进行购买。

3. 必填字段中，严格按照文档描述中内容填写。 

长文本合成错误码

查询任务状态task_status查询任务状态task_status

取值取值 对应状态对应状态

Running 音频合成中

Success 音频合成成功

Failure 音频合成失败

接口错误码接口错误码

error_codeerror_code error_msgerror_msg 对应接口对应接口 描述描述

336200 internal error 创建、查询 内部错误

336201 unknown task id 查询 未知task id

336202 invalid param: task_ids 创建、查询 无效参数值

336203 missing param: 'param_name' 创建、查询 缺少必要参数

336204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创建、查询 请开通付费，购买调用字符数资源

336212 invalid json 创建、查询 请求数据为非法json

336213 missing header: 'header_name' 创建、查询 缺少必要header

长文本合成结果错误码长文本合成结果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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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_noerr_no err_msgerr_msg 描述描述

100000 Inner error 内部错误

100001 Format is not supported 不支持的音频格式

100002 Failed to query texts from uri 获取文本内容失败

100003 Failed to upload results to BOS 上传音频文件失败

100010 Inner error: TTS failed 合成音频服务失败

100020 Authentication and Rate Limit Failed 鉴权流控不通过，请检查额度

100022
A http exception occurred during Authentication and Rate

Limitation
HTTP网络交互失败

问题反馈说明

如有使用问题，可通过提交工单进行反馈。

您也可以反馈至官方论坛。

QQ群快速沟通： AI开放平台官网首页底部“QQ支持群”中，查找“百度语音”。

1. 如果是接口问题，请给出请求的url和返回的json。

2. 如果是合成的发音错误，可以在 http://ai.baidu.com/tech/speech/tts#tts-demo 上测试。请按照以下格式反馈

反馈两个badcase示例

SDK文档
HTTP SDK

简介

简介

Hi，您好，欢迎使用百度语音合成服务。

本文档主要针对开发者，描述百度语音合成接口服务的相关技术内容。如果您对文档内容有任何疑问，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

联系我们：

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咨询问题类型请选择人工智能服务人工智能服务；

QQ群快速沟通： AI开放平台官网首页底部“QQ支持群”中，查找“百度语音”。

接口能力接口能力

【restapi】【发音人】【在线】【错误类型】【restapi】【发音人】【在线】【错误类型】
 错误类型 分类：多音字、韵律、儿化音、TN（数字及特殊符号转换错误）、英文badcase、其他 错误类型 分类：多音字、韵律、儿化音、TN（数字及特殊符号转换错误）、英文badcase、其他

【restapi】【标准女声】【在线】【多音字“行”】【restapi】【标准女声】【在线】【多音字“行”】
 文本：一行白鹭上青天 文本：一行白鹭上青天
 描述：行念成（xing） 描述：行念成（xing）
 期望：一行（hang）白鹭上青天 期望：一行（hang）白鹭上青天

【restapi】【标准女声】【在线】【其他，“人”发音不准确】【restapi】【标准女声】【在线】【其他，“人”发音不准确】
 文本：小主人 文本：小主人
 描述：“人”发音类似“任” 描述：“人”发音类似“任”
 期望：小主人（ren2） 期望：小主人（re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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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名称接口名称 接口能力简要描述接口能力简要描述

语音合成 将计算机自己产生的、或外部输入的文字信息转变为可以听得懂的、流利的口语输出的技术。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目前本SDK的功能同REST API，需要联网调用http接口 。REST API 仅支持最多512字（1024 字节)的音频合成，合成的文件格

式为mp3。没有其他额外功能。没有其他额外功能。 如果需要使用离线合成等其它功能，请使用Android或者iOS 合成 SDK

请严格按照文档里描述的参数进行开发。请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 合成文本长度必须小于1024字节，如果本文长度较长，可以采用多次请求的方式。切忌文本长度超过限制。

2. 新创建语音合成应用可以在控制台领取免费额度。

3. 必填字段中，严格按照文档描述中内容填写。

版本更新记录版本更新记录

PHPPHP

上线日期上线日期 版本号版本号 更新内容更新内容

2021.2.26 4.15.4 接口统一升级

2017.5.11 1.0.0 语音合成服务上线

JavaJava | 上线日期 | 版本号 | 更新内容 | | --------- | ---- | -------------------------------- | | 2022.2.26 | 4.15.4 | 接口统一升级 | | 2018.1.26 |

4.1.1 | 语音合成修复服务端不返回Content-Type的情况；新增日志记录| | 2017.12.12 | 3.4.1 | 语音合成问题修复 | |

2017.11.10 | 3.3.1 | 语音合成返回无sn问题修复 | | 2017.10.18 | 3.2.1 | 使用proxy问题修复 | | 2017.8.25 | 3.0.0 | 更新sdk

打包方式：所有AI服务集成一个SDK | | 2017.7.14 | 1.0.1 | 更新sdk打包方式 | | 2017.6.30 | 1.0.0 | 新增语音合成服务接口 |

PythonPython

上线日期上线日期 版本号版本号 更新内容更新内容

2022.2.26 4.15.4 接口统一升级

2017.5.11 1.0.0 语音合成服务上线

C++C++

上线日期上线日期 版本号版本号 更新内容更新内容

2022.2.26 4.15.4 接口统一升级

2017.12.21 0.4.0 更新了语音合成返回数据逻辑

2017.11.24 0.3.2 修复windows平台VC环境的编译错误

2017.11.9 0.3.0 初始化参数修改

2017.10.31 0.1.0 在线语音合成第一版

C#C# | 上线日期 | 版本号 | 更新内容 | | --------- | ----- | ---- | | 2022.2.26 | 4.15.4 | 接口统一升级 | | 2018.4.2 | 3.4.0 | 新增.Net

Core支持；新增超时参数 | | 2017.9.12 | 3.0.0 | 更新SDK打包方式：所有AI服务集成一个SDK | | 2017.6.30 | 1.0.0 | 新增语音

合成服务接口 |

Node.jsNode.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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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线日期上线日期 版本号版本号 更新内容更新内容

2022.2.26 4.15.4 接口统一升级

2017.12.21 2.0.0 实现代码重构，接口返回标准promise对象

2017.7.13 1.2.1 修复模块加载在linux下失败的问题

2017.6.30 1.2.0 新增语音合成服务接口

在线合成REST-API-Python-SDK

快速入门快速入门

安装语音合成 Python SDK安装语音合成 Python SDK

语音合成 Python SDK目录结构语音合成 Python SDK目录结构

支持Python版本：2.7.+ ,3.+支持Python版本：2.7.+ ,3.+

安装使用Python SDK有如下方式安装使用Python SDK有如下方式：

如果已安装pip，执行 即可。

如果已安装setuptools，执行 即可。

新建AipSpeech新建AipSpeech

AipSpeech是语音合成的Python SDK客户端，为使用语音合成的开发人员提供了一系列的交互方法。

参考如下代码新建一个AipSpeech：

在上面代码中，常量 在百度云控制台中创建，常量 与 是在创建完毕应用后，系统分配给用户的，

均为字符串，用于标识用户，为访问做签名验证，可在AI服务控制台中的应用列表应用列表中查看。

配置AipSpeech配置AipSpeech

如果用户需要配置AipSpeech的网络请求参数(一般不需要配置)，可以在构造AipSpeech之后调用接口设置参数，目前只支持以

下参数：

接口接口 说明说明

setConnectionTimeoutInMillis 建立连接的超时时间（单位：毫秒

setSocketTimeoutInMillis 通过打开的连接传输数据的超时时间（单位：毫秒）

├── README.md├── README.md
├── aip                   //SDK目录├── aip                   //SDK目录
│   ├── __init__.py       //导出类│   ├── __init__.py       //导出类
│   ├── base.py           //aip基类│   ├── base.py           //aip基类
│   ├── http.py           //http请求│   ├── http.py           //http请求
│   └── speech.py //语音合成│   └── speech.py //语音合成
└── setup.py              //setuptools安装└── setup.py              //setuptools安装

pip install baidu-aippip install baidu-aip

python setup.py installpython setup.py install

from aip import AipSpeechfrom aip import AipSpeech

""" 你的 APPID AK SK """""" 你的 APPID AK SK """
APP_ID = '你的 App ID'APP_ID = '你的 App ID'
API_KEY = '你的 Api Key'API_KEY = '你的 Api Key'
SECRET_KEY = '你的 Secret Key'SECRET_KEY = '你的 Secret Key'

client = AipSpeech(APP_ID, API_KEY, SECRET_KEY)client = AipSpeech(APP_ID, API_KEY, SECRET_KEY)

APP_IDAPP_ID API_KEYAPI_KEY SECRET_KEYSECRET_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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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说明接口说明

语音合成语音合成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基于该接口，开发者可以轻松的获取语音合成能力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合成文本长度必须小于1024字节，如果本文长度较长，可以采用多次请求的方式。文本长度不可超过限制

举例，要把一段文字合成为语音文件：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是否必是否必

须须

tex String

合成的文本，文本长度必须小于1024GBK字节，建议每次请求文本不超过120字节，约为60个汉

字或者字母数字。

请注意计费统计依据：120个GBK字节以内（含120个）记为1次计费调用；每超过120个GBK字节

则多记1次计费调用。

是

cuid String
用户唯一标识，用来区分用户，

填写机器 MAC 地址或 IMEI 码，长度为60以内
否

spd String 语速，取值0-9，默认为5中语速 否

pit String 音调，取值0-9，默认为5中语调 否

vol String 音量，取值0-15，默认为5中音量 否

per String 普通发音人选择：度小美=0(默认)，度小宇=1，，度逍遥（基础）=3，度丫丫=4 否

per String
精品发音人选择：度逍遥（精品）=5003，度小鹿=5118，度博文=106，度小童=110，度小萌

=111，度米朵=103，度小娇=5
否

返回样例返回样例：

在线合成REST-API-JAVA-SDK

快速入门快速入门

result  = client.synthesis('你好百度', 'zh', 1, {result  = client.synthesis('你好百度', 'zh', 1, {
    'vol': 5,    'vol': 5,
})})

# 识别正确返回语音二进制 错误则返回dict 参照下面错误码# 识别正确返回语音二进制 错误则返回dict 参照下面错误码
if not isinstance(result, dict):if not isinstance(result, dict):
    with open('audio.mp3', 'wb') as f:    with open('audio.mp3', 'wb') as f:
        f.write(result)        f.write(result)

// 成功返回二进制文件流// 成功返回二进制文件流
// 失败返回// 失败返回
{{
    "err_no":500,    "err_no":500,
    "err_msg":"notsupport.",    "err_msg":"notsupport.",
    "sn":"abcdefgh",    "sn":"abcdefgh",
    "idx":1    "idx":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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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Speech Java SDK安装Speech Java SDK

Speech Java SDK目录结构Speech Java SDK目录结构

支持 JAVA版本：1.7+支持 JAVA版本：1.7+

查看源码查看源码

Java SDK代码现已公开，您可以查看代码、或者在License范围内修改和编译SDK以适配您的环境。 github链

接：https://github.com/Baidu-AIP/java-sdk

使用maven依赖使用maven依赖：

添加以下依赖即可。其中版本号可在maven官网查询

直接使用JAR包步骤如下直接使用JAR包步骤如下：

1.在官方网站下载识别、合成 RESTful API Java SDK压缩工具包。

2.将下载的 解压后，复制到工程文件夹中。

3.在Eclipse右键“工程 -> Properties -> Java Build Path -> Add JARs”。

4.添加SDK工具包 和第三方依赖工具包  。

其中， 为版本号，添加完成后，用户就可以在工程中使用Speech Java SDK。

新建AipSpeech新建AipSpeech

AipSpeech是语音识别的Java客户端，为使用语音识别的开发人员提供了一系列的交互方法。

用户可以参考如下代码新建一个AipSpeech,初始化完成后建议单例使用单例使用,避免重复获取access_token：

com.baidu.aipcom.baidu.aip
       ├── auth                                //签名相关类       ├── auth                                //签名相关类
       ├── http                                //Http通信相关类       ├── http                                //Http通信相关类
       ├── client                              //公用类       ├── client                              //公用类
       ├── exception                           //exception类       ├── exception                           //exception类
       ├── speech       ├── speech
       │       └── AipSpeech           //AipSpeech类       │       └── AipSpeech           //AipSpeech类
       └── util                                //工具类       └── util                                //工具类

<dependency><dependency>
    <groupId>com.baidu.aip</groupId>    <groupId>com.baidu.aip</groupId>
    <artifactId>java-sdk</artifactId>    <artifactId>java-sdk</artifactId>
    <version>${version}</version>    <version>${version}</version>
</dependency></dependency>

aip-java-sdk-version.zipaip-java-sdk-version.zip

aip-java-sdk-version.jaraip-java-sdk-version.jar json-20160810.jarjson-20160810.jar log4j-1.2.17.jarlog4j-1.2.17.jar

version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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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示例的log4j.properties文件内容如下：

publicpublic  classclass  SampleSample  {{
        //设置APPID/AK/SK//设置APPID/AK/SK
        publicpublic  staticstatic  finalfinal  StringString APP_ID  APP_ID ==  "你的 App ID""你的 App ID";;
        publicpublic  staticstatic  finalfinal  StringString API_KEY  API_KEY ==  "你的 Api Key""你的 Api Key";;
        publicpublic  staticstatic  finalfinal  StringString SECRET_KEY  SECRET_KEY ==  "你的 Secret Key""你的 Secret Key";;

        publicpublic  staticstatic  voidvoid  mainmain((StringString[[]] args args))  {{
                // 初始化一个AipSpeech// 初始化一个AipSpeech
                AipSpeechAipSpeech client  client ==  newnew  AipSpeechAipSpeech((APP_IDAPP_ID,, API_KEY API_KEY,, SECRET_KEY SECRET_KEY));;

                // 可选：设置网络连接参数// 可选：设置网络连接参数
        client        client..setConnectionTimeoutInMillissetConnectionTimeoutInMillis((20002000));;
        client        client..setSocketTimeoutInMillissetSocketTimeoutInMillis((6000060000));;

                // 可选：设置代理服务器地址, http和socket二选一，或者均不设置// 可选：设置代理服务器地址, http和socket二选一，或者均不设置
        client        client..setHttpProxysetHttpProxy(("proxy_host""proxy_host",, proxy_port proxy_port));;    // 设置http代理// 设置http代理
        client        client..setSocketProxysetSocketProxy(("proxy_host""proxy_host",, proxy_port proxy_port));;    // 设置socket代理// 设置socket代理

                // 可选：设置log4j日志输出格式，若不设置，则使用默认配置// 可选：设置log4j日志输出格式，若不设置，则使用默认配置
                // 也可以直接通过jvm启动参数设置此环境变量// 也可以直接通过jvm启动参数设置此环境变量
                SystemSystem..setPropertysetProperty(("aip.log4j.conf""aip.log4j.conf",,  "path/to/your/log4j.properties""path/to/your/log4j.properties"));;

                // 调用接口// 调用接口
                TtsResponseTtsResponse res  res == client client..synthesissynthesis(("你好百度""你好百度",,  "zh""zh",,  11,,  nullnull));;
                bytebyte[[]] data  data == res res..getDatagetData(());;
                JSONObjectJSONObject res1  res1 == res res..getResultgetResult(());;
                ifif  ((data data !=!=  nullnull))  {{
                        trytry  {{
                                UtilUtil..writeBytesToFileSystemwriteBytesToFileSystem((datadata,,  "output.mp3""output.mp3"));;
                        }}  catchcatch  ((IOExceptionIOException e e))  {{
                e                e..printStackTraceprintStackTrace(());;
                        }}
                }}
                ifif  ((res1 res1 !=!=  nullnull))  {{
                        SystemSystem..outout..printlnprintln((res1res1..toStringtoString((2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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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代码中，常量 在百度云控制台中创建，常量 与 是在创建完毕应用后，系统分配给用户的，

均为字符串，用于标识用户，为访问做签名验证，可在AI服务控制台中的应用列表应用列表中查看。

配置AipSpeech配置AipSpeech

如果用户需要配置AipSpeech的一些细节参数，可以在构造AipSpeech之后调用接口设置参数，目前只支持以下参数：

接口接口 说明说明

setConnectionTimeoutInMillis 建立连接的超时时间（单位：毫秒）

setSocketTimeoutInMillis 通过打开的连接传输数据的超时时间（单位：毫秒）

setHttpProxy 设置http代理服务器

setSocketProxy 设置socket代理服务器 （http和socket类型代理服务器只能二选一）

接口说明接口说明

语音合成语音合成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基于该接口，开发者可以轻松的获取语音合成能力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合成文本长度必须小于1024字节，如果本文长度较长，可以采用多次请求的方式。文本长度不可超过限制

举例，要把一段文字合成为语音文件：

###### 可以设置级别：debug>info>error###### 可以设置级别：debug>info>error
###### debug：显示debug、info、error###### debug：显示debug、info、error
###### info：显示info、error###### info：显示info、error
###### error：只error###### error：只error
log4j.rootLogger=debug,appender1log4j.rootLogger=debug,appender1
###### log4j.rootLogger=info,appender1###### log4j.rootLogger=info,appender1
###### log4j.rootLogger=error,appender1###### log4j.rootLogger=error,appender1

###### 输出到控制台###### 输出到控制台
log4j.appender.appender1=org.apache.log4j.ConsoleAppenderlog4j.appender.appender1=org.apache.log4j.ConsoleAppender
###### 样式为TTCCLayout###### 样式为TTCCLayout
log4j.appender.appender1.layout=org.apache.log4j.PatternLayoutlog4j.appender.appender1.layout=org.apache.log4j.PatternLayout

###### 自定义样式###### 自定义样式
###### %r 时间 0###### %r 时间 0
###### %t 方法名 main###### %t 方法名 main
###### %p 优先级 DEBUG/INFO/ERROR###### %p 优先级 DEBUG/INFO/ERROR
###### %c 所属类的全名(包括包名)###### %c 所属类的全名(包括包名)
###### %l 发生的位置，在某个类的某行###### %l 发生的位置，在某个类的某行
###### %m 输出代码中指定的讯息，如log(message)中的message###### %m 输出代码中指定的讯息，如log(message)中的message
###### %n 输出一个换行###### %n 输出一个换行

log4j.appender.appender1.layout.ConversionPattern=[%d{yy/MM/dd HH:mm:ss:SSS}][%t][%p] -%l %m%nlog4j.appender.appender1.layout.ConversionPattern=[%d{yy/MM/dd HH:mm:ss:SSS}][%t][%p] -%l %m%n

APP_IDAPP_ID API_KEYAPI_KEY SECRET_KEYSECRET_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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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是否必是否必

须须

tex String

合成的文本，文本长度必须小于1024GBK字节，建议每次请求文本不超过120字节，约为60个汉

字或者字母数字。

请注意计费统计依据：120个GBK字节以内（含120个）记为1次计费调用；每超过120个GBK字节

则多记1次计费调用。

是

cuid String
用户唯一标识，用来区分用户，

填写机器 MAC 地址或 IMEI 码，长度为60以内
否

spd String 语速，取值0-9，默认为5中语速 否

pit String 音调，取值0-9，默认为5中语调 否

vol String 音量，取值0-15，默认为5中音量（取值为0时为音量最小值，并非为无声） 否

per String 普通发音人选择：度小美=0(默认)，度小宇=1，，度逍遥（基础）=3，度丫丫=4 否

per String
精品发音人选择：度逍遥（精品）=5003，度小鹿=5118，度博文=106，度小童=110，度小萌

=111，度米朵=103，度小娇=5
否

返回样例返回样例：

返回TtsResponse类。 如果合成成功,下行数据为二进制语音文件，包含在data中。 如果合成出现错误，则会填充返回值到

result中。

返回失败：

在线合成REST-API-PHP-SDK

快速入门快速入门

安装语音合成 PHP SDK安装语音合成 PHP SDK

语音合成 PHP SDK目录结构语音合成 PHP SDK目录结构

public void synthesis(AipSpeech client)public void synthesis(AipSpeech client)
{{
    TtsResponse res = client.synthesis("你好百度", "zh", 1, null);    TtsResponse res = client.synthesis("你好百度", "zh", 1, null);
 System.out.println(res.getErrorCode()); System.out.println(res.getErrorCode());

 // 设置可选参数 // 设置可选参数
 HashMap<String, Object>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Object>(); HashMap<String, Object>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Object>();
    options.put("spd", "5");    options.put("spd", "5");
    options.put("pit", "5");    options.put("pit", "5");
    options.put("per", "4");    options.put("per", "4");
    TtsResponse res = client.synthesis("你好百度", "zh", 1, options);    TtsResponse res = client.synthesis("你好百度", "zh", 1,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getErrorCode());    System.out.println(res.getErrorCode());
    JSONObject result = res.getResult();    //服务器返回的内容，合成成功时为null,失败时包含error_no等信息    JSONObject result = res.getResult();    //服务器返回的内容，合成成功时为null,失败时包含error_no等信息
    byte[] data = res.getData();            //生成的音频数据    byte[] data = res.getData();            //生成的音频数据
}}

// 失败返回// 失败返回
{{
 "err_no":500, "err_no":500,
 "err_msg":"notsupport.", "err_msg":"notsupport.",
 "sn":"abcdefgh", "sn":"abcdefgh",
 "idx":1 "idx":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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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PHP版本：5.3+支持PHP版本：5.3+

使用PHP SDK开发骤如下使用PHP SDK开发骤如下：

1.在官方网站下载识别、合成 RESTful API php SDK压缩包。

2.将下载的 解压后，复制AipSpeech.php以及lib/*到工程文件夹中。

3.引入AipSpeech.php

新建AipSpeech新建AipSpeech

AipSpeech是语音合成的PHP SDK客户端，为使用语音合成的开发人员提供了一系列的交互方法。

参考如下代码新建一个AipSpeech：

在上面代码中，常量 在百度云控制台中创建，常量 与 是在创建完毕应用后，系统分配给用户的，

均为字符串，用于标识用户，为访问做签名验证，可在AI服务控制台中的应用列表应用列表中查看。

配置AipSpeech配置AipSpeech

如果用户需要配置AipSpeech的网络请求参数(一般不需要配置)，可以在构造AipSpeech之后调用接口设置参数，目前只支持以

下参数：

接口接口 说明说明

setConnectionTimeoutInMillis 建立连接的超时时间（单位：毫秒)

setSocketTimeoutInMillis 通过打开的连接传输数据的超时时间（单位：毫秒）

接口说明接口说明

语音合成语音合成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基于该接口，开发者可以轻松的获取语音合成能力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合成文本长度必须小于1024字节，如果本文长度较长，可以采用多次请求的方式。文本长度不可超过限制

举例，要把一段文字合成为语音文件：

├── AipSpeech.php             //语音合成├── AipSpeech.php             //语音合成
└── lib└── lib
    ├── AipHttpClient.php        //内部http请求类    ├── AipHttpClient.php        //内部http请求类
    ├── AipBCEUtil.php           //内部工具类    ├── AipBCEUtil.php           //内部工具类
    └── AipBase                  //Aip基类    └── AipBase                  //Aip基类

aip-php-sdk-version.zipaip-php-sdk-version.zip

require_once 'AipSpeech.php';require_once 'AipSpeech.php';

// 你的 APPID AK SK// 你的 APPID AK SK
const APP_ID = '你的 App ID';const APP_ID = '你的 App ID';
const API_KEY = '你的 Api Key';const API_KEY = '你的 Api Key';
const SECRET_KEY = '你的 Secret Key';const SECRET_KEY = '你的 Secret Key';

$client = new AipSpeech(APP_ID, API_KEY, SECRET_KEY);$client = new AipSpeech(APP_ID, API_KEY, SECRET_KEY);

APP_IDAPP_ID API_KEYAPI_KEY SECRET_KEYSECRET_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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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是否必是否必

须须

tex String

合成的文本，文本长度必须小于1024GBK字节，建议每次请求文本不超过120字节，约为60个汉

字或者字母数字。

请注意计费统计依据：120个GBK字节以内（含120个）记为1次计费调用；每超过120个GBK字节

则多记1次计费调用。

是

cuid String
用户唯一标识，用来区分用户，

填写机器 MAC 地址或 IMEI 码，长度为60以内
否

spd String 语速，取值0-9，默认为5中语速 否

pit String 音调，取值0-9，默认为5中语调 否

vol String 音量，取值0-15，默认为5中音量 否

per String 普通发音人选择：度小美=0(默认)，度小宇=1，，度逍遥（基础）=3，度丫丫=4 否

per String
精品发音人选择：度逍遥（精品）=5003，度小鹿=5118，度博文=106，度小童=110，度小萌

=111，度米朵=103，度小娇=5
否

返回样例返回样例：

在线合成REST-API-C#-SDK

快速入门快速入门

安装语音合成 C# SDK安装语音合成 C# SDK

C# SDK 现已开源! https://github.com/Baidu-AIP/dotnet-sdk

支持平台：.Net Framework 3.5 4.0 4.5， .Net Core 2.0支持平台：.Net Framework 3.5 4.0 4.5， .Net Core 2.0

方法一：使用Nuget管理依赖 （推荐）方法一：使用Nuget管理依赖 （推荐） 在NuGet中搜索 ，安装最新版即可。

packet地址 https://www.nuget.org/packages/Baidu.AI/

方法二：下载安装方法二：下载安装

语音合成 C# SDK目录结构语音合成 C# SDK目录结构

$result$result  ==  $client$client-->>synthesissynthesis(('你好百度''你好百度',,  'zh''zh',,  11,,  arrayarray((
        'vol''vol'  ==>>  55,,

))));;

// 识别正确返回语音二进制 错误则返回json 参照下面错误码// 识别正确返回语音二进制 错误则返回json 参照下面错误码

ifif((!!is_arrayis_array(($result$result)))){{
        file_put_contentsfile_put_contents(('audio.mp3''audio.mp3',,  $result$result));;
}}

// 成功返回二进制文件// 成功返回二进制文件

// 失败返回// 失败返回
{{
    "err_no":500,    "err_no":500,

    "err_msg":"notsupport.",    "err_msg":"notsupport.",
    "sn":"abcdefgh",    "sn":"abcdefgh",
    "idx":1    "idx":1

}}

Baidu.AIBaidu.AI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语音合成技术

341

https://github.com/Baidu-AIP/dotnet-sdk
https://www.nuget.org/packages/Baidu.AI/


如果需要在 Unity 平台使用，可引用工程源码自行编译。

安装安装

1.在官方网站下载识别、合成 RESTful API C# SDK压缩工具包。

2.解压后，将  和  中添加为引用。

新建交互类新建交互类

Baidu.Aip.Speech.Tts是语音合成的交互类，为使用语音合成的开发人员提供了一系列的交互方法。

用户可以参考如下代码新建一个交互类：

在上面代码中，常量 在百度云控制台中创建，常量 与 是在创建完毕应用后，系统分配给用户的，

均为字符串，用于标识用户，为访问做签名验证，可在AI服务控制台中的应用列表应用列表中查看。

接口说明接口说明

语音合成语音合成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基于该接口，开发者可以轻松的获取语音合成能力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合成文本长度必须小于1024字节，如果本文长度较长，可以采用多次请求的方式。文本长度不可超过限制

举例，要把一段文字合成为语音文件：

Baidu.AipBaidu.Aip
    ├── net35    ├── net35
    │   ├── AipSdk.dll             // 百度AI服务 windows 动态库    │   ├── AipSdk.dll             // 百度AI服务 windows 动态库
    │   ├── AipSdk.xml             // 注释文件    │   ├── AipSdk.xml             // 注释文件
    │   └── Newtonsoft.Json.dll    // 第三方依赖    │   └── Newtonsoft.Json.dll    // 第三方依赖
    ├── net40    ├── net40
    ├── net45    ├── net45
    └── netstandard2.0    └── netstandard2.0
        ├── AipSdk.deps.json        ├── AipSdk.deps.json
        └── AipSdk.dll        └── AipSdk.dll

AipSdk.dllAipSdk.dll Newtonsoft.Json.dllNewtonsoft.Json.dll

// 设置APPID/AK/SK// 设置APPID/AK/SK
var APP_ID = "你的 App ID";var APP_ID = "你的 App ID";
var API_KEY = "你的 Api Key";var API_KEY = "你的 Api Key";
var SECRET_KEY = "你的 Secret Key";var SECRET_KEY = "你的 Secret Key";

var client = new Baidu.Aip.Speech.Tts(API_KEY, SECRET_KEY);var client = new Baidu.Aip.Speech.Tts(API_KEY, SECRET_KEY);
client.Timeout = 60000;  // 修改超时时间client.Timeout = 60000;  // 修改超时时间

APP_IDAPP_ID API_KEYAPI_KEY SECRET_KEYSECRET_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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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是否必是否必

须须

tex String

合成的文本，文本长度必须小于1024GBK字节，建议每次请求文本不超过120字节，约为60个汉

字或者字母数字。

请注意计费统计依据：120个GBK字节以内（含120个）记为1次计费调用；每超过120个GBK字节

则多记1次计费调用。

是

cuid String
用户唯一标识，用来区分用户，

填写机器 MAC 地址或 IMEI 码，长度为60以内
否

spd String 语速，取值0-9，默认为5中语速 否

pit String 音调，取值0-9，默认为5中语调 否

vol String 音量，取值0-15，默认为5中音量 否

per String 普通发音人选择：度小美=0(默认)，度小宇=1，，度逍遥（基础）=3，度丫丫=4 否

per String
精品发音人选择：度逍遥（精品）=5003，度小鹿=5118，度博文=106，度小童=110，度小萌

=111，度米朵=103，度小娇=5
否

返回样例返回样例：

返回TtsResponse类。 如果合成成功，ErrorCode=0, 二进制语音文件，包含在data中。 如果合成出现错误，则会填充除data属

性外的其它属性。 如果出现网络错误或者权限验证错误，会抛出相应异常，

在线合成REST-API-Node.js-SDK

快速入门快速入门

安装语音合成 Node SDK安装语音合成 Node SDK

语音合成 Node SDK目录结构语音合成 Node SDK目录结构

// 合成// 合成
public void Tts()public void Tts()
{{
    // 可选参数    // 可选参数
    var option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var option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    {
        {"spd", 5}, // 语速        {"spd", 5}, // 语速
        {"vol", 7}, // 音量        {"vol", 7}, // 音量
        {"per", 4}  // 发音人，4：情感度丫丫童声        {"per", 4}  // 发音人，4：情感度丫丫童声
    };    };
    var result = client.Synthesis("众里寻他千百度", option);    var result = client.Synthesis("众里寻他千百度", option);

    if (result.ErrorCode == 0)  // 或 result.Success    if (result.ErrorCode == 0)  // 或 result.Success
    {    {
        File.WriteAllBytes("合成的语音文件本地存储地址.mp3", result.Data);        File.WriteAllBytes("合成的语音文件本地存储地址.mp3", result.Data);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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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node 版本 4.0+支持 node 版本 4.0+

查看源码查看源码

Nodejs SDK代码已开源，您可以查看代码、或者在License范围内修改和编译SDK以适配您的环境。

github链接：https://github.com/Baidu-AIP/nodejs-sdk

直接使用node开发包步骤如下直接使用node开发包步骤如下：

1.在官方网站下载识别、合成 RESTful API node SDK压缩包。

2.将下载的 解压后，复制到工程文件夹中。

3.进入目录，运行npm install安装sdk依赖库

4.把目录当做模块依赖

其中， 为版本号，添加完成后，用户就可以在工程中使用语音合成 Node SDK。

直接使用npm安装依赖直接使用npm安装依赖：

6.调用示例可以参考 https://github.com/Baidu-AIP/sdk-demo

新建AipSpeechClient新建AipSpeechClient

AipSpeechClient是语音合成的node客户端，为使用语音合成的开发人员提供了一系列的交互方法。

用户可以参考如下代码新建一个AipSpeechClient：

为了使开发者更灵活的控制请求，模块提供了设置全局参数和全局请求拦截器的方法；本库发送网络请求依赖的是request模

块，因此参数格式与request模块的参数相同

更多参数细节您可以参考request官方参数文档。

├── src├── src
│  ├── auth                                //授权相关类│  ├── auth                                //授权相关类

│  ├── http                                //Http通信相关类│  ├── http                                //Http通信相关类
│  ├── client                              //公用类│  ├── client                              //公用类
│  ├── util                                //工具类│  ├── util                                //工具类
│  └── const                               //常量类│  └── const                               //常量类

├── AipSpeech.js                      //语音合成交互类├── AipSpeech.js                      //语音合成交互类
├── index.js                               //入口文件├── index.js                               //入口文件
└── package.json                           //npm包描述文件└── package.json                           //npm包描述文件

aip-node-sdk-version.zipaip-node-sdk-version.zip

versionversion

npm install baidu-aip-sdknpm install baidu-aip-sdk

var AipSpeechClient = require("baidu-aip-sdk").speech;var AipSpeechClient = require("baidu-aip-sdk").speech;

// 设置APPID/AK/SK// 设置APPID/AK/SK

var APP_ID = "你的 App ID";var APP_ID = "你的 App ID";
var API_KEY = "你的 Api Key";var API_KEY = "你的 Api Key";
var SECRET_KEY = "你的 Secret Key";var SECRET_KEY = "你的 Secret Key";

// 新建一个对象，建议只保存一个对象调用服务接口// 新建一个对象，建议只保存一个对象调用服务接口
var client = new AipSpeechClient(APP_ID, API_KEY, SECRET_KEY);var client = new AipSpeechClient(APP_ID, API_KEY, SECRET_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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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代码中，常量 在百度云控制台中创建，常量 与 是在创建完毕应用后，系统分配给用户的，

均为字符串，用于标识用户，为访问做签名验证，可在AI服务控制台中的应用列表应用列表中查看。

接口说明接口说明

语音合成语音合成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基于该接口，开发者可以轻松的获取语音合成能力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合成文本长度必须小于1024字节，如果本文长度较长，可以采用多次请求的方式。不可文本长度超过限制

举例，要把一段文字合成为语音文件：

var HttpClient = require("baidu-aip-sdk").HttpClient;var HttpClient = require("baidu-aip-sdk").HttpClient;

// 设置request库的一些参数，例如代理服务地址，超时时间等// 设置request库的一些参数，例如代理服务地址，超时时间等
// request参数请参考 https://github.com/request/request#requestoptions-callback// request参数请参考 https://github.com/request/request#requestoptions-callback
HttpClient.setRequestOptions({timeout: 5000});HttpClient.setRequestOptions({timeout: 5000});

// 也可以设置拦截每次请求（设置拦截后，调用的setRequestOptions设置的参数将不生效）,// 也可以设置拦截每次请求（设置拦截后，调用的setRequestOptions设置的参数将不生效）,
// 可以按需修改request参数（无论是否修改，必须返回函数调用参数）// 可以按需修改request参数（无论是否修改，必须返回函数调用参数）
// request参数请参考 https://github.com/request/request#requestoptions-callback// request参数请参考 https://github.com/request/request#requestoptions-callback
HttpClient.setRequestInterceptor(function(requestOptions) {HttpClient.setRequestInterceptor(function(requestOptions) {
    // 查看参数    // 查看参数
    console.log(requestOptions)    console.log(requestOptions)
    // 修改参数    // 修改参数
    requestOptions.timeout = 5000;    requestOptions.timeout = 5000;
    // 返回参数    // 返回参数
    return requestOptions;    return requestOptions;
});});

APP_IDAPP_ID API_KEYAPI_KEY SECRET_KEYSECRET_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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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函数说明：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是否必是否必

须须

tex String

合成的文本，文本长度必须小于1024GBK字节，建议每次请求文本不超过120字节，约为60个汉

字或者字母数字。

请注意计费统计依据：120个GBK字节以内（含120个）记为1次计费调用；每超过120个GBK字节

则多记1次计费调用。

是

cuid String
用户唯一标识，用来区分用户，

填写机器 MAC 地址或 IMEI 码，长度为60以内
否

spd String 语速，取值0-9，默认为5中语速 否

pit String 音调，取值0-9，默认为5中语调 否

vol String 音量，取值0-15，默认为5中音量 否

per String 普通发音人选择：度小美=0(默认)，度小宇=1，，度逍遥（基础）=3，度丫丫=4 否

per String
精品发音人选择：度逍遥（精品）=5003，度小鹿=5118，度博文=106，度小童=110，度小萌

=111，度米朵=103，度小娇=5
否

返回样例返回样例：

如果合成成功，返回结果为对象，其中data字段为音频文件的Buffer对象。

如果返回失败，则返回以下格式的错误对象:

// 语音合成// 语音合成
var fs = require('fs');var fs = require('fs');

client.text2audio('百度语音合成测试').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text2audio('百度语音合成测试').then(function(result) {
    if (result.data) {    if (result.data) {

        fs.writeFileSync('tts.mpVoice.mp3', result.data);        fs.writeFileSync('tts.mpVoice.mp3', result.data);
    } else {    } else {
        // 服务发生错误        // 服务发生错误

        console.log(result)        console.log(result)
    }    }
}, function(e) {}, function(e) {

    // 发生网络错误    // 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    console.log(e)
});});

// 语音合成, 附带可选参数// 语音合成, 附带可选参数
client.text2audio('百度语音合成测试', {spd: 0, per: 4}).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text2audio('百度语音合成测试', {spd: 0, per: 4}).then(function(result) {
    if (result.data) {    if (result.data) {

        fs.writeFileSync('tts.mpVoice.mp3', result.data);        fs.writeFileSync('tts.mpVoice.mp3', result.data);
    } else {    } else {
        // 服务发生错误        // 服务发生错误

        console.log(result)        console.log(result)
    }    }
}, function(e) {}, function(e) {

    // 发生网络错误    // 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    console.log(e)
});});

// 语音合成// 语音合成

// options为可选参数// options为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spd: 0, per: 4};var options = {spd: 0, per: 4};
client.text2audio(tex, options)；client.text2audio(tex,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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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合成REST-API-C++-SDK

快速入门快速入门

安装语音合成 C++ SDK安装语音合成 C++ SDK

语音合成 C++ SDK目录结构语音合成 C++ SDK目录结构

最低支持 C++ 11+最低支持 C++ 11+

直接使用开发包步骤如下直接使用开发包步骤如下：

1.在官方网站下载识别、合成 RESTful API C++ SDK压缩包。

2.将下载的 解压, 其中文件为包含实现代码的头文件。

3.安装依赖库libcurl（需要支持https） openssl jsoncpp(>1.6.2版本，0.x版本将不被支持)。

4.编译工程时添加 C++11 支持 (gcc/clang 添加编译参数 -std=c++11), 添加第三方库链接参数 lcurl, lcrypto, ljsoncpp。

5.在源码中include speech.h ，引入压缩包中的头文件以使用aip命名空间下的类和方法。

6.调用示例可以参考 https://github.com/Baidu-AIP/sdk-demo

新建client新建client

client是语音合成的C++客户端，为使用语音合成的开发人员提供了一系列的交互方法。当您引入了相应头文件后就可以新建一

个client对象

用户可以参考如下代码新建一个client：

在上面代码中，常量 在百度云控制台中创建，常量 与 是在创建完毕应用后，系统分配给用户的，

均为字符串，用于标识用户，为访问做签名验证，可在AI服务控制台中的应用列表应用列表中查看。

接口说明接口说明

// 失败返回// 失败返回
{{
  "err_no":500,  "err_no":500,
  "err_msg":"notsupport.",  "err_msg":"notsupport.",
  "sn":"abcdefgh",  "sn":"abcdefgh",
  "idx":1  "idx":1
}}

├── base├── base
│  ├── base.h                                // 请求客户端基类│  ├── base.h                                // 请求客户端基类
│  ├── base64.h                              // base64加密相关类│  ├── base64.h                              // base64加密相关类
│  ├── http.h                                // http请求封装类│  ├── http.h                                // http请求封装类
│  └── utils.h                               // 工具类│  └── utils.h                               // 工具类
└── speech.h                             // 语音合成 交互类└── speech.h                             // 语音合成 交互类

aip-cpp-sdk-version.zipaip-cpp-sdk-version.zip

    #include "speech.h"    #include "speech.h"

    // 设置APPID/AK/SK    // 设置APPID/AK/SK
    std::string app_id = "你的 App ID";    std::string app_id = "你的 App ID";
    std::string api_key = "你的 Api key";    std::string api_key = "你的 Api key";
    std::string secret_key = "你的 Secret Key";    std::string secret_key = "你的 Secret Key";

    aip::Speech client(app_id, api_key, secret_key);    aip::Speech client(app_id, api_key, secret_key);

APP_IDAPP_ID API_KEYAPI_KEY SECRET_KEYSECRET_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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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合成语音合成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基于该接口，开发者可以轻松的获取语音合成能力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合成文本长度必须小于1024字节，如果本文长度较长，可以采用多次请求的方式。文本长度不可超过限制

举例，要把一段文字合成为语音文件：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是否必是否必

须须

tex String

合成的文本，文本长度必须小于1024GBK字节，建议每次请求文本不超过120字节，约为60个汉

字或者字母数字。

请注意计费统计依据：120个GBK字节以内（含120个）记为1次计费调用；每超过120个GBK字节

则多记1次计费调用。

是

cuid String
用户唯一标识，用来区分用户，

填写机器 MAC 地址或 IMEI 码，长度为60以内
否

spd String 语速，取值0-9，默认为5中语速 否

pit String 音调，取值0-9，默认为5中语调 否

vol String 音量，取值0-15，默认为5中音量（取值为0时为音量最小值，并非为无声） 否

per String 普通发音人选择：度小美=0(默认)，度小宇=1，，度逍遥（基础）=3，度丫丫=4 否

per String
精品发音人选择：度逍遥（精品）=5003，度小鹿=5118，度博文=106，度小童=110，度小萌

=111，度米朵=103，度小娇=5
否

返回样例返回样例：

void tts(aip::Speech client)void tts(aip::Speech client)
{{
    std::ofstream ofile;    std::ofstream ofile;

    std::string file_ret;    std::string file_ret;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
    options["spd"] = "9";    options["spd"] = "9";

    // 合成成功的二进制数据写入文件中    // 合成成功的二进制数据写入文件中
    ofile.open("./test.mp3", std::ios::out | std::ios::binary);    ofile.open("./test.mp3", std::ios::out | std::ios::binary);

    // 不带可选参数调用    // 不带可选参数调用
    Json::Value result = client.text2audio("百度语音合成测试", aip::null, file_ret);    Json::Value result = client.text2audio("百度语音合成测试", aip::null, file_ret);

    // 带可选参数调用, 参数参考参数列表中的可选参数    // 带可选参数调用, 参数参考参数列表中的可选参数
    // Json::Value result = client.text2audio("百度语音合成测试", options, file_ret);    // Json::Value result = client.text2audio("百度语音合成测试", options, file_ret);

    // 如果file_ret为不为空则说明合成成功，返回mp3文件内容回结果    // 如果file_ret为不为空则说明合成成功，返回mp3文件内容回结果
    if (!file_ret.empty())    if (!file_ret.empty())
    {    {

        ofile << file_ret;        ofile << file_ret;
    } else {    } else {
        // 服务端合成错误        // 服务端合成错误

        std::cout << result.toStyledString();        std::cout << result.toStyledString();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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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Json::value对象。 如果合成成功，error_code为Json::nullValue, 下行数据为二进制语音文件数据。 如果合成出现错误，则

会填充除data属性外的其它属性。

返回失败：

错误码汇总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错误返回格式错误返回格式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_codeerror_code：错误码。

error_msg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常见错误码自查及解决建议常见错误码自查及解决建议

错误码错误码 含义含义 可能问题可能问题 自查方案自查方案 解决办法解决办法

500
不支持

输入
请求超时 1. 确认是否设置请求超时；2. 网络是否正常

如果设置超时时间，可以设置更长，切换网

络好的环境

501

输入参

数不正

确

输出参数错误

或类型不对
检查输入参数，以及参数类型 根据参数类型正确填写参数

502
token验

证失败

鉴权信息过

期，鉴权额度

用尽

1. 重新请求；2. 确认控制台应用额度，主要

需区分普通发音人、精品发音人、臻品发音人
开通对应接口的额度

503
合成后

端错误

合成文本中包

含非gbk编码
文本是否是gbk编码

1. 替换文本；2. 如仍无法解决，向百度侧

提供包含sn的报错信息，以及请求的时间戳

其他错误码

错误码错误码 含义含义 解决方法解决方法

6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data" 无权限 对控制台内app进行编辑，添加语音合成权限

13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超

限
降低QPS用量或在控制台内购买QPS扩容

15
"Open api concurrency limit reached"并发超

限
降低并发用量或在控制台内购买QPS扩容

16 "Open api characters limit reached" 字数超限 检查对应接口额度,区分普通发音人和精品发音人

18
"Open api cluster limit reached" 集群并发超

限
联系百度工作人员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 失败返回// 失败返回
{{
    "err_no":500,    "err_no":500,
    "err_msg":"notsupport.",    "err_msg":"notsupport.",
    "sn":"abcdefgh",    "sn":"abcdefgh",
    "idx":1    "idx":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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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严格按照文档里描述的参数进行开发。请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 过长的文本将需要更多的请求耗时。如果对时间敏感，请请自行按照标点切割，可以采用多次请求的方式。

2. 语音合成 rest api请求并发有限制配额，具体限额见网页里您的应用详情。如果默认配额不能满足需求，可直接通过控制台

进行购买。

3. 必填字段中，严格按照文档描述中内容填写。 

移动端SDK

离线合成 Android-SDK

简介

概述概述

本文档是百度语音开放平台Andriod SDK的用户指南，描述了在线合成，离线合成在线合成，离线合成等相关接口的使用说明。 合成的策略是边下

载边播放。区别于Rest Api一次性下载整个录音文件。

纯离线语音合成SDK可直接在设备终端进行语音合成，首次使用需要联网，其余时间均可以使用离线合成，为您提供稳定一

致、流畅自然的合成体验。

离线语音合成SDK需要申请SN。将SN填入SDK后，首次联网会自动下载授权文件。TtsMode.MIX 及TtsMode.OFFLINE的离线合

成均需要授权文件没有过期。

兼容性兼容性

类别类别 兼容范围兼容范围

系统 支持Android 2.3 以上版本 API LEVEL 9

机型 上市的android手机和平板。对其它android设备及订制系统不做官方支持

硬件要求 要求设备上有麦克风

网络 支持移动网络（不包括2G等）、WIFI等网络环境

开发环境 建议使用最新版本Android Studio 进行开发

版本更新版本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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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日期 jar文件版本jar文件版本 更新内容更新内容

2022-

11-29

com.baidu.tts_2.6.3.c2aaa9f_20220922

113422.jar

1、提升SDK稳定性；

2、离线发音人听感调优

2022-

03-30

com.baidu.tts_2.6.3.f684811_20220114

193233.jar

1、修复离线发音badcase，采用先进端到端合成技术，音质、韵律、情

感合成效果全面提升；

2、中英文本资源合并，中、英、粤语种切换无需重新初始化，使用更便

捷

2021-

10-19

com.baidu.tts_2.6.2.6a752b5_2021101

9163918.jar
新增对在离线混合模式下5G网络的支持，提升稳定性

2021-

03-24

com.baidu.tts_2.6.2.2.20200629_44818

d4.jar
优化离线合成引擎

2020-

12-23

com.baidu.tts_2.6.2.2.20200629_44818

d4.jar
bug修复，提升稳定性

2020-

07-21

com.baidu.tts_2.6.2.2.20200629_44818

d4.jar
增加2个精品音库,调整合成字节数

2020-

05-21

com.baidu.tts_2.6.1.109.20200424_be0

4a21.jar
bug修复

2019-

12-25

com.baidu.tts_2.6.1.103.20191014_618

cb8c.jar
更新离线引擎及离线发音资源

2019-

11-18

com.baidu.tts_2.5.1.103.20190806_a05

bdd9.jar
修正32位机型授权时间

2019-

08-21

com.baidu.tts_2.5.1.103.20190215_69a

b312.jar
新增 TtsMode.OFFLINE 模式

NDK so库架构NDK so库架构

共计4个架构目录：armeabi-v7a，arm64-v8a，x86，x86_64，每个架构下均有以下4个so库文件。

资源名称资源名称 资源大小资源大小

libbd_etts.so 约4M

libBDSpeechDecoder_V1.so 约700k

libgnustl_shared.so 约900K

如果仅需要在线功能，请使用纯在线合成sdk如果仅需要在线功能，请使用纯在线合成sdk

DEMO压缩包说明DEMO压缩包说明

DEMO压缩包下载即可运行，其中DEMO内已经附带了SDK的库。

com.baidu.tts_x.x.x.xxxxx_xxxxx.jar 位于 app/libs 目录下。

armeabi-v7a，arm64-v8a，x86，x86_64 4个架构目录位于app\src\main\jniLibs 目录下

功能测试功能测试

AppId AppKey SecretKey 包名 序列号SN 5个信息必须完全正确后，SDK会自动下载鉴权文件。否则会有-102或-109错误。

可以在百度云网站上申请自己语音合成的应用后，会有appId、appKey、appSecret及android包名 4个鉴权信息， 修改

app/src/main/assets/auth.properties 里的4个字段 , 并修改app/build.gradle里 defaultConfig.applicationId为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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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app/src/main/assets/auth.properties 里的全部字段:

包名需要填写在demo中的app/build.gradle文件中 。demo的包名填写在`

如果您依旧不清楚5个信息如何填写，请查看demo中doc_integration_DOCUMENT/sn_fill.docx 图文教程

鉴权说明鉴权说明

离线合成功能需要一个正式授权文件。正式授权由SDK内部管理，无对外接口。正式授权文件在第一次在线联网调用initTts方

法时，SDK自动下载正式授权文件。正式授权文件有效期为具体购买的时长。

AppId AppKey SecretKey 包名 序列号SN 5个信息必须完全正确后，SDK会自动下载鉴权文件。否则会有-102错误。

1. 每个序列号激活时sdk自动下载鉴权信息，鉴权信息中含有过期时间。如果过期后这个sn对应的鉴权失败，离线合成不可使

用。

2. 如果授权文件没有过期，填入新的SN，授权文件会失效，SDK会自动更新授权文件。

3. 同一台设备，如果app卸载后，授权信息会一并删除。这时重新安装输入之前的SN，新下载的授权文件过期时间不变，即同

sn绑定。

举例说明：举例说明： SN1 是 2019年3月1号申请的，有效期截止日期在2020年3月1号。

SN2 是 2019年3月1号申请的，有效期截止日期在2021年4月1号。

有一个APP在2019年4月15号首次使用SN1填入SDK，如果激活成功，那么这个设备的授权文件在2020年3月1号过期（SN1

的有效期截止日期）。

如果App没有卸载过，在2020年2月1日填入SN2到SDK，则原授权文件失效，会使用SN2下载新的授权文件，新的授权文件

过期时间为2021年4月1号（SN2的有效期截止日期）。

如果在2019年3月17号这个app有卸载，APP再次安装时，SDK会根据SN1下载授权文件，过期时间依旧是2020年3月1号。

如果卸载后重新安装的APP中填入的是SN2，SDK则会根据SN2下载授权文件，新的授权文件过期时间为2021年4月1号过期

（SN2的有效期截止日期）。

鉴权注意点鉴权注意点

添加SN参数, 必须定义在调用auth方法之前

版本库信息版本库信息

**网页上应用的appId，申请纯离线SDK的必备信息****网页上应用的appId，申请纯离线SDK的必备信息**
appIdappId::160xxx99160xxx99
**网页上应用的appKey****网页上应用的appKey**
appKeyappKey::qCGpxxxxqnnCwyDxxxxxxxxqCGpxxxxqnnCwyDxxxxxxxx
**网页上应用的secretKey****网页上应用的secretKey**
secretKeysecretKey::Axxxxxxxr1dR0cxxxxxxAxxxxxxxr1dR0cxxxxxx
**测试或正式购买的SN，随邮件一起提供****测试或正式购买的SN，随邮件一起提供**
snsn::9b45e272-7b2c7603-0051-00af-xxxxx9b45e272-7b2c7603-0051-00af-xxxxx
**包名，这个值必须和app/build.gradle**包名，这个值必须和app/build.gradle  里 defaultConfig.applicationId一致,即必须为context.getPackageName()**里 defaultConfig.applicationId一致,即必须为context.getPackageName()**
applicationIdapplicationId::com.baidu.tts.samplecom.baidu.tts.sample

applicationId "com.baidu.tts.sample"applicationId "com.baidu.tts.sample"

 mSpeechSynthesizer mSpeechSynthesizer..setParamsetParam((SpeechSynthesizerSpeechSynthesizer..PARAM_AUTH_SNPARAM_AUTH_SN,,  "YOUR_SN""YOUR_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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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语言 目前只有中英文混合这一种语言，优先中文发音。 示例： ” I bought 3 books” 发音 “three”; “我们买了 3 books” 发音“三”

标注发音标注发音 该功能适用于多音字或特殊名词的发音设置，如： 重(chong2)报集团, “重”发音 chong第二声

在线和离线判别（仅MIX模式，使用纯离线可忽略此部分）在线和离线判别（仅MIX模式，使用纯离线可忽略此部分）

以6s超时的MIX_MODE_DEFAULT和MIX_MODE_HIGH_SPEED_NETWORK为例 

离在线混合模式离在线混合模式： WIFI下强制尝试在线优先。其它网络情况可以设置是否为在线优先（如果连接失败，那么切换成离线合成）

或者直接离线合成。

MIX_MODE_DEFAULT： WIFI下在线优先（连接百度服务器失败或者超时1.2s，那么切换成离线合成）， 其它网络状况下离

线合成。

MIX_MODE_HIGH_SPEED_SYNTHESIZE_WIFI： WIFI下在线优先（连接百度服务器失败或者超时1.2s，那么切换成离线合

成）， 其它网络状况下离线合成。

MIX_MODE_HIGH_SPEED_NETWORK： WIFI 5G 4G 3G 下在线优先( 如果在线连接百度服务器失败或者超时4s，那么切换成

离线合成)， 其它网络状况离线合成。

SynthesizerToolSynthesizerTool..getEngineInfogetEngineInfo(());;  
//:{"version":"40900","domain":["navi","common","user_custom"],"language":["chn","eng"],"quality"://:{"version":"40900","domain":["navi","common","user_custom"],"language":["chn","eng"],"quality":
["high","middle"],"etts_unique":["ETTS_UNIQUE:4.9.0_c7fb03b"]}["high","middle"],"etts_unique":["ETTS_UNIQUE:4.9.0_c7fb03b"]}
SynthesizerToolSynthesizerTool..getModelInfogetModelInfo(("/path/to/bd_etts_common_text_txt_all_mand_eng_middle_big_v4.1.0_20211223.dat""/path/to/bd_etts_common_text_txt_all_mand_eng_middle_big_v4.1.0_20211223.dat"));;
//{"data_type":"text","version":"40100","domain":"common","date":"20211223","language":"mand_eng","quality":"middle"}//{"data_type":"text","version":"40100","domain":"common","date":"20211223","language":"mand_eng","quality":"middle"}

SynthesizerToolSynthesizerTool..getModelInfogetModelInfo(("/path/to/bd_etts_navi_speech_m15_mand_eng_high_am-"/path/to/bd_etts_navi_speech_m15_mand_eng_high_am-
style24k_v4.6.0_20210721.dat"style24k_v4.6.0_20210721.dat"))  //离线男声//离线男声
{{"data_type""data_type"::"speech""speech",,"version""version"::"40600""40600",,"domain""domain"::"navi""navi",,"date""date"::"20210721""20210721",,"language""language"::"mand_eng""mand_eng",,"speaker""speaker"::"m15""m15",,"gender""gender"

SynthesizerToolSynthesizerTool..getModelInfogetModelInfo(("/path/to/bd_etts_navi_speech_f7_mand_eng_high_am-style24k_v4.6.0_20210721.dat""/path/to/bd_etts_navi_speech_f7_mand_eng_high_am-style24k_v4.6.0_20210721.dat"))  
//离线女声//离线女声
//{"data_type":"speech","version":"40600","domain":"navi","date":"20210721","language":"mand_eng","speaker":"f7","gender":"female","quality":"high","authorize":"9e65a1cdffe67625"}//{"data_type":"speech","version":"40600","domain":"navi","date":"20210721","language":"mand_eng","speaker":"f7","gender":"female","quality":"high","authorize":"9e65a1cdffe67625"}

SynthesizerToolSynthesizerTool..getModelInfogetModelInfo(("/path/to/bd_etts_navi_speech_yy_mand_eng_high_am-style24k_v4.6.0_20210721.dat""/path/to/bd_etts_navi_speech_yy_mand_eng_high_am-style24k_v4.6.0_20210721.dat"))  
//离线度逍遥//离线度逍遥
//{"data_type":"speech","version":"40600","domain":"navi","date":"20210721","language":"mand_eng","speaker":"yy","gender":"male","quality":"high","authorize":"f40220e7f646448b"}//{"data_type":"speech","version":"40600","domain":"navi","date":"20210721","language":"mand_eng","speaker":"yy","gender":"male","quality":"high","authorize":"f40220e7f646448b"}

SynthesizerToolSynthesizerTool..getModelInfogetModelInfo(("/path/to/bd_etts_navi_speech_c1_mand_eng_high_am-style24k_v4.6.0_20210721.dat""/path/to/bd_etts_navi_speech_c1_mand_eng_high_am-style24k_v4.6.0_20210721.dat"))  
//离线度丫丫//离线度丫丫
//{"data_type":"speech","version":"40600","domain":"navi","date":"20210721","language":"mand_eng","speaker":"c1","gender":"female","quality":"high","authorize":"18f579991a0919f6"//{"data_type":"speech","version":"40600","domain":"navi","date":"20210721","language":"mand_eng","speaker":"c1","gender":"female","quality":"high","authorize":"18f579991a0919f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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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X_MODE_HIGH_SPEED_SYNTHESIZE： WIFI 5G 4G 3G 下在线优先( 如果在线连接百度服务器失败或者超时1.2s，那么切

换成离线合成)， 其它网络状况离线合成。

上文中的超时1.2s，也可以设置PARAM_MIX_MODE_TIMEOUT 为3s或者2s。

建议使用场景建议使用场景： 在小说阅读、导航播报等场景中，若存在网络信号不稳定(频繁断网）的情况，您可以使用百度提供的纯离线

模式。若您需要在移动网络下不想消耗流量，或是对响应速度有较强需求，请选择纯离线模式。我们推荐您使用

MIX_MODE_HIGH_SPEED_NETWORK模式；

发音发音

离线支持16种发音 ###离线支持16种发音 ###

离线合成SDK默认自带4个普通音库资源文件，精品音库资源文件需单独下载。2.6.2及之前版本SDK暂不支持兼容当前版本资

源文件，需配合旧版本资源文件使用。

SDK默认自带离线资源文件SDK默认自带离线资源文件

资源文件资源文件 具体文件名具体文件名

m15 离线男声（度小

宇）

bd_etts_common_speech_duxiaoyu_mand_eng_high_am-

style24k_v4.6.0_20210721_20220822104311.dat

f7 离线女声（度小美） bd_etts_navi_speech_f7_mand_eng_high_am-style24k_v4.6.0_20210721.dat

yy 离线度逍遥
bd_etts_common_speech_duxiaoyao_mand_eng_high_am-

style24k_v4.6.0_20210721_20220822104311.dat

c1 离线度丫丫
bd_etts_common_speech_duyaya_mand_eng_high_am-

style24k_v4.6.0_20210721_20220822104311.dat

中文离线文本模型 bd_etts_common_text_txt_all_mand_eng_middle_big_v4.1.0_20220720.dat

需要单独下载的精品音库资源文件需要单独下载的精品音库资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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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文件资源文件 具体文件名具体文件名

f4 离线度小娇
bd_etts_common_speech_duxiaojiao_mand_eng_high_am-tac-

csubgan16k_v4.9.0_20221010_20221024180557.dat

c3 离线度米朵
bd_etts_common_speech_dumiduo_mand_eng_high_am-

style24k_v4.6.0_20210721_20220822104311.dat

wyg 离线度博文
bd_etts_common_speech_dubowen_mand_eng_high_am-

style24k_v4.6.0_20210721_20220822104311.dat

c4 离线度小童 bd_etts_common_speech_c4_mand_eng_high_am-style24k_v4.6.0_20210721.dat

f8 离线度小萌 bd_etts_navi_speech_f8_mand_eng_high_am-style24k_v4.6.0_20210721.dat

f12dt 度小乔
bd_etts_common_speech_duxiaoqiao_mand_eng_high_am-

style24k_v4.6.0_20210721_20220822104311.dat

f17 度小鹿
bd_etts_common_speech_duxiaolu_mand_eng_high_am-

style24k_v4.6.0_20210721_20220822104311.dat

f10tw 度小台
bd_etts_common_speech_duxiaotai_mand_eng_high_am-

style24k_v4.6.0_20210721_20220822104311.dat

m8 度小贤 bd_etts_navi_speech_m8_mand_eng_high_am-style24k_v4.6.0_20210721.dat

gezi 度小雯
bd_etts_common_speech_duxiaowen_mand_eng_high_am-

style24k_v4.6.0_20210721_20220822104311.dat

粤语离线文本模

型
bd_etts_common_text_txt_all_cant_eng_middle_big_v4.5.0_20211222.dat

f13can 度小粤 bd_etts_navi_speech_f13can_cant_eng_high_am-style24k_v4.6.0_20210721.dat

英文离线文本模

型
bd_etts_common_text_txt_all_mand_eng_middle_big_v4.1.0_20220720.dat（同中文）

fnat 度小译 bd_etts_common_speech_fnat_mand_eng_high_am-style24k_v4.9.0_20211130.dat

在线时支持11种发音在线时支持11种发音 普通音库普通音库：普通女声 普通男声 情感男声<度逍遥> 情感儿童声<度丫丫>

精品音库精品音库： 度逍遥-磁性男声 度博文-情感男声 度小童-活泼男童 度小鹿-甜美女声 度小娇-情感女声 度米朵-可爱女童 度小萌-可

爱女童

具体效果可以在http://ai.baidu.com/tech/speech/tts_online上测试

注意注意：

1. 在线合成的声音和离线合成的声音会有略微不同。在线合成的效果好。

2. 在极端网络的情况下，可能在线合成与离线合成频繁切换。

合成效果合成效果 通过对PARAM_SPEAKER（发音人）、PARAM_PITCH（音调）、PARAM_VOLUME（音量）和PARAM_SPEED（语速）

参数的调整，可以获得不同的发声效果，更好满足您业务场景中的播报需求。 如音调越高，声音听起来会显得越年轻。

合成和播放合成和播放

synthesize 方法直接合成。不播放。 开发者可以通过onSynthesizeDataArrived 获取音频数据，自行处理。 speak 方法先合成为

音频，之后立即播放。等同调用 synthesize方法，再调用系统播放器。

在SDK内部中有队列，可以不断调用synthesize或者speak方法，将合成的文本添加到队列中。

其它事项其它事项

1. 每次合成的文本不超过120 GBK字节，即60个汉字或者字母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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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成的耗时同文本长度成正比。对合成速度敏感的话，请自行按照标点切分成短句。

3. 多音字可以通过标注自行定义发音。格式如：重(chong2)报集团。

集成指南

DEMO 中已经集成了 SDK。您可以参考DEMO，集成SDK。

集成前，请先测通DEMO，了解调用原理。

如果您自己代码过于复杂，可以使用一个helloworld项目了解集成过程。

AndroidManifest.xml 文件AndroidManifest.xml 文件

设置权限：

支持level 28以上编译

设置AppId, AppKey, SecretKey设置AppId, AppKey, SecretKey

android 6.0 以上版本权限申请android 6.0 以上版本权限申请

以下代码可以在demo中查找

<!-- 必要的权限 --><!-- 必要的权限 -->
<<uses-permissionuses-permission  namename==""android.permission.INTERNETandroid.permission.INTERNET""  />/>
<<uses-permissionuses-permission  namenam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NETWORK_STAT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NETWORK_STATE""  />/>
<<uses-permissionuses-permission  namename==""android.permission.MODIFY_AUDIO_SETTINGSandroid.permission.MODIFY_AUDIO_SETTINGS""  />/>
<<uses-permissionuses-permission  namename==""android.permission.WRITE_EXTERNAL_STORAGEandroid.permission.WRITE_EXTERNAL_STORAGE""  />/>
<<uses-permissionuses-permission  namenam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WIFI_STAT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WIFI_STATE""  />/>
<!-- 非必要权限 --><!-- 非必要权限 -->
<<uses-permissionuses-permission  namename==""android.permission.CHANGE_WIFI_STATEandroid.permission.CHANGE_WIFI_STATE""  />/>

<<uses-libraryuses-library  namename==""org.apache.http.legacyorg.apache.http.legacy""  requiredrequired==""falsefalse""/>/>

mSpeechSynthesizermSpeechSynthesizer..setAppIdsetAppId((appIdappId));;
mSpeechSynthesizermSpeechSynthesizer..setApiKeysetApiKey((appKeyappKey,, secretKey secret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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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jar包引入jar包

com.baidu.tts_2.6.*.jar 库com.baidu.tts_2.6.*.jar 库 将app/libs/com.baidu.tts_2.6.xxxxxx.jar复制到您的项目的同名目录中。确认在build.gradle文件中引

入。

复制NDK 架构目录复制NDK 架构目录

1. 将 app/src/main/jniLibs 下armeabi等5个目录，复制到您的项目的同名目录中。

2. 如与第三方库集成，至少要保留armeabi目录。如第三方库有7个架构目录，比语音合成SDK多出2个目录 mips和mips64，

请将mips和mips64目录删除，剩下5个同名目录合并。

3. 如第三方库仅有armeabi这一个目录，请将语音合成SDK的额外4个目录如armeabi-v7a删除,合并armeabi目录下的so。 即目

录取交集，so文件不可随意更改所属目录。

4. 打包成apk文件，按照zip格式解压出libs目录可以验证。

5. 运行时 getApplicationInfo().nativeLibraryDir 目录下查看是否有完整so文件。 特别是系统app系统app需要手动push so文件到这个目

录下。

build.gradle 文件及包名确认build.gradle 文件及包名确认

1. 根目录下build.gradle确认下gradle的版本。

2. app/build.gradle 确认下 applicationId 包名是否与官网申请应用时相一致（离线功能需要）。 demo的包名

是"com.baidu.tts.sample"。

3. 确认 compileSdkVersion buildToolsVersion 及 targetSdkVersion, API LEVEL 28的编译产物在android 9.0系统上运行需要在

/**/**
 * android 6.0 以上需要动态申请权限 * android 6.0 以上需要动态申请权限
  */  */
  privateprivate  voidvoid  initPermissioninitPermission(())  {{
          StringString permissions permissions[[]]  ==  {{
                          ManifestManifest..permissionpermission..INTERNETINTERNET,,
                          ManifestManifest..permissionpermission..ACCESS_NETWORK_STATEACCESS_NETWORK_STATE,,
                          ManifestManifest..permissionpermission..MODIFY_AUDIO_SETTINGSMODIFY_AUDIO_SETTINGS,,
                          ManifestManifest..permissionpermission..ACCESS_WIFI_STATEACCESS_WIFI_STATE,,
                          ManifestManifest..permissionpermission..CHANGE_WIFI_STATECHANGE_WIFI_STATE
          }};;

          ArrayListArrayList<<StringString>> toApplyList  toApplyList ==  newnew  ArrayListArrayList<<StringString>>(());;

          forfor  ((StringString perm  perm :: permissions permissions))  {{
                  ifif  ((PackageManagerPackageManager..PERMISSION_GRANTED PERMISSION_GRANTED !=!=  ContextCompatContextCompat..checkSelfPermissioncheckSelfPermission((thisthis,, perm perm))))  {{
             toApplyList             toApplyList..addadd((permperm));;
                          //进入到这里代表没有权限.//进入到这里代表没有权限.
                  }}
          }}
          StringString tmpList tmpList[[]]  ==  newnew  StringString[[toApplyListtoApplyList..sizesize(())]];;
          ifif  ((!!toApplyListtoApplyList..isEmptyisEmpty(())))  {{
                  ActivityCompatActivityCompat..requestPermissionsrequestPermissions((thisthis,, toApplyList toApplyList..toArraytoArray((tmpListtmpList)),,  123123));;
          }}

  }}

  @Override@Override
  publicpublic  voidvoid  onRequestPermissionsResultonRequestPermissionsResult((intint requestCode requestCode,,  StringString[[]] permissions permissions,,  intint[[]] grantResults grantResults))  {{
          // 此处为android 6.0以上动态授权的回调，用户自行实现。// 此处为android 6.0以上动态授权的回调，用户自行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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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src/main/AndroidManifest.xml 里添加 

proguard 混淆文件proguard 混淆文件

BEST PRACTICEBEST PRACTICE

请先测通DEMO，了解DEMO的功能，代码的运行原理代码的运行原理后再集成。DEMO有bug，请立即反馈。

对应任何第三方库，从一开始集成，边开发边测试，不要等所有功能都开发完再集成。否则一旦有问题，难以隔离排查。

有问题先与DEMO做对比。DEMO有bug，请查看错误码文档，如无法解决请立即反馈；DEMO无bug，自身代码有问题，请

设置同样的输入参数后，对比两边代码及日志，自行排查问题。

接口及调用过程

简介简介

DEMO在SDK的基础上，封装了调用逻辑，您可以直接使用SDK，或者使用DEMO封装好SDK接口的类。也可以对比参考DEMO

中对SDK的调用封装。 使用SDK方式的话，比较底层，开发者需要自行实现一部分逻辑。

SDK方式调用请参考MiniActivity

DEMO方式调用请参考SynthActivity

本文仅描述SDK的调用方式。

初始化初始化

获取 SpeechSynthesizer 实例获取 SpeechSynthesizer 实例

SpeechSynthesizer.getInstance(); 建议每次只使用一个实例。release方法调用后，可以使用第二个，不支持多线程。

设置当前的Context设置当前的Context

注意 setContext只要在SpeechSynthesizer.getInstance();设置一次即可，不必切换Context时重复设置。

设置合成结果的回调设置合成结果的回调

如合成成功后，SDK会调用用户设置的SpeechSynthesizerListener 里的回调方法

设置 App Id和 App Key 及 App Secret设置 App Id和 App Key 及 App Secret

在语音官网或者百度云网站上申请语音合成的应用后，会有appId、appKey、appSecret及android包名 4个鉴权信息

<uses-library android:name="org.apache.http.legacy"<uses-library android:name="org.apache.http.legacy"  

android:required="false"/>android:required="false"/>

    -keep class com.baidu.tts.**{*;}    -keep class com.baidu.tts.**{*;}
    -keep class com.baidu.speechsynthesizer.**{*;}    -keep class com.baidu.speechsynthesizer.**{*;}

SpeechSynthesizerSpeechSynthesizer mSpeechSynthesizer  mSpeechSynthesizer ==  SpeechSynthesizerSpeechSynthesizer..getInstancegetInstance(());;

mSpeechSynthesizermSpeechSynthesizer..setContextsetContext((thisthis));;  // this 是Context的之类，如Activity// this 是Context的之类，如Activity

mSpeechSynthesizermSpeechSynthesizer..setSpeechSynthesizerListenersetSpeechSynthesizerListener((listenerlistener));;  //listener是SpeechSynthesizerListener 的实现类，需要实//listener是SpeechSynthesizerListener 的实现类，需要实
现您自己的业务逻辑。SDK合成后会对这个类的方法进行回调。现您自己的业务逻辑。SDK合成后会对这个类的方法进行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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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使用离线合成功能的话，请在申请的语音合成的应用填写您自己的包名： demo的包名是“com.baidu.tts.sample"， 定

义在build.gradle中。

设置合成参数设置合成参数

具体参数请参见 “输入参数和输出回调”一节

可以在初始化设置，也可以在合成前设置。 示例：

初始化合成引擎初始化合成引擎

设置合成的参数后，需要调用此方法初始化

控制接口控制接口

合成及播放接口合成及播放接口

如果需要合成后立即播放的请调用speak方法，如果只需要合成请调用synthesize方法。

该接口线程安全，可以快速多次调用。内部采用排队策略，调用后将自动加入队列，SDK会按照队列的顺序进行合成及播放。

注意需要合成的每个文本text不超过120的GBK字节，即60个汉字或英文字母数字。超过请自行按照句号问号等标点切分，调

用多次合成接口。

返回结果不为0，表示出错。错误码请参见“错误码及解决方法”一节

speak方法示例：

synthesize方法示例：

调用这两个方法后，SDK会回调SpeechSynthesizerListener中的onSynthesizeDataArrived方法。 音频数据在byte[] audioData参

数中，采样率16K 16bits编码 单声道。连续将audioData写入一个文件，即可作为一个可以播放的pcm文件（采样率16K 16bits

编码 单声道）。

批量合成并播放接口批量合成并播放接口

效果同连续调用speak 方法。推荐连续调用speak方法，sdk内部有队列缓冲。 该接口可以批量传入多个文本并进行排队合成并

mSpeechSynthesizermSpeechSynthesizer..setAppIdsetAppId(("8535996""8535996"/*这里只是为了让Demo运行使用的APPID,请替换成自己的id。*//*这里只是为了让Demo运行使用的APPID,请替换成自己的id。*/));;
mSpeechSynthesizermSpeechSynthesizer..setApiKeysetApiKey(("MxPpf3nF5QX0pnd******cB""MxPpf3nF5QX0pnd******cB",,                  "7226e84664474aa09********b2aa434""7226e84664474aa09********b2aa434"/*这/*这

里只是为了让Demo正常运行使用APIKey,请替换成自己的APIKey*/里只是为了让Demo正常运行使用APIKey,请替换成自己的APIKey*/));;

// 包名填写在 app/build.gradle// 包名填写在 app/build.gradle

mSpeechSynthesizermSpeechSynthesizer..setParamsetParam((SpeechSynthesizerSpeechSynthesizer..PARAM_SPEAKERPARAM_SPEAKER,,  "0""0"));;  // 设置发声的人声音，在线生效// 设置发声的人声音，在线生效

mSpeechSynthesizermSpeechSynthesizer..initTtsinitTts((TtsModeTtsMode..OFFLINEOFFLINE));;  // 初始化离线混合模式，如果需要在线合成功能，使用离在线混合模式// 初始化离线混合模式，如果需要在线合成功能，使用离在线混合模式
TtsMode.MIXTtsMode.MIX

  intint  speakspeak((StringString text text));;
  intint  speakspeak((StringString text text,,  StringString utteranceId utteranceId));;  // utteranceId在SpeechSynthesizerListener 相关事件方法中回调// utteranceId在SpeechSynthesizerListener 相关事件方法中回调

speechSynthesizerspeechSynthesizer..speakspeak(("百度一下""百度一下"));;

intint  synthesizesynthesize((StringString text text));;
intint  synthesizesynthesize((StringString text text,,  StringString utteranceId utteranceId));;  // utteranceId在SpeechSynthesizerListener 相关事件方法中回调// utteranceId在SpeechSynthesizerListener 相关事件方法中回调

speechSynthesizerspeechSynthesizer..synthesizesynthesize(("百度一下""百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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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如果没有设置utteranceId，则使用list的索引值作为utteranceId）。 注意需要合成的每个文本text不超过120的GBK字

节，即60个汉字或英文字母数字。超过请自行按照句号问号等标点切分，放入多个SpeechSynthesizeBag

以下为批量调用示例

返回结果不为0，表示出错。错误码请参见“错误码及解决方法”一节

播放过程中的暂停及继续播放过程中的暂停及继续

仅speak方法调用后有效。可以使用pause暂停当前的播放。pause暂停后，可使用resume进行播放。

返回结果不为0，表示出错。错误码请参见“错误码及解决方法”一节 停止合成并停止播放停止合成并停止播放

取消当前的合成。并停止播放。

返回结果不为0，表示出错。错误码请参见“错误码及解决方法”一节

其它接口其它接口

打开调试日志（重要）打开调试日志（重要）

开启成功后会看见bdtts-开头的tag日志，建议上线后完全没问题再由服务端控制关闭。建议上线后完全没问题再由服务端控制关闭。

判断模型文件是否有效(重要)判断模型文件是否有效(重要)

释放资源释放资源

不再使用后，请释放资源，并将mSpeechSynthesizer设为null。如果需要再次使用，可以通过SpeechSynthesizer.getInstance()

intint  batchSpeakbatchSpeak((javajava..utilutil..ListList<<SpeechSynthesizeBagSpeechSynthesizeBag>> speechSynthesizeBags speechSynthesizeBags))

ListList<<SpeechSynthesizeBagSpeechSynthesizeBag>> bags  bags ==  newnew  ArrayListArrayList<<SpeechSynthesizeBagSpeechSynthesizeBag>>(());;
bagsbags..addadd((getSpeechSynthesizeBaggetSpeechSynthesizeBag(("123456""123456",,  "0""0"))));;
bagsbags..addadd((getSpeechSynthesizeBaggetSpeechSynthesizeBag(("你好""你好",,  "1""1"))));;
bagsbags..addadd((getSpeechSynthesizeBaggetSpeechSynthesizeBag(("使用百度语音合成SDK""使用百度语音合成SDK",,  "2""2"))));;
bagsbags..addadd((getSpeechSynthesizeBaggetSpeechSynthesizeBag(("hello""hello",,  "3""3"))));;
bagsbags..addadd((getSpeechSynthesizeBaggetSpeechSynthesizeBag(("这是一个demo工程""这是一个demo工程",,  "4""4"))));;
intint result  result == mSpeechSynthesizer mSpeechSynthesizer..batchSpeakbatchSpeak((bagsbags));;
  
  privateprivate  SpeechSynthesizeBagSpeechSynthesizeBag  getSpeechSynthesizeBaggetSpeechSynthesizeBag((StringString text text,,  StringString utteranceId utteranceId))  {{
                SpeechSynthesizeBagSpeechSynthesizeBag speechSynthesizeBag  speechSynthesizeBag ==  newnew  SpeechSynthesizeBagSpeechSynthesizeBag(());;
                //需要合成的文本text的长度不能超过120个GBK字节。//需要合成的文本text的长度不能超过120个GBK字节。
        speechSynthesizeBag        speechSynthesizeBag..setTextsetText((texttext));;
        speechSynthesizeBag        speechSynthesizeBag..setUtteranceIdsetUtteranceId((utteranceIdutteranceId));;
                returnreturn speechSynthesizeBag speechSynthesizeBag;;
        }}
  

intint result  result == mSpeechSynthesizer mSpeechSynthesizer..pausepause(());;
intint result  result == mSpeechSynthesizer mSpeechSynthesizer..resumeresume(());;

intint result  result == mSpeechSynthesizer mSpeechSynthesizer..stopstop(());;

LoggerProxyLoggerProxy..printableprintable((truetrue));;  // 日志打印在logcat中// 日志打印在logcat中

SynthesizerToolSynthesizerTool..verifyModelFileverifyModelFile((““//pathpath//toto//bd_etts_eng_common_text_all_xxxxbd_etts_eng_common_text_all_xxxx..dat”dat”))  ;;//判断文本资源//判断文本资源
SynthesizerToolSynthesizerTool..verifyModelFileverifyModelFile((““//pathpath//toto//bd_etts_common_speech_xxxxbd_etts_common_speech_xxxx..dat”dat”))  ;;//判断音库资源//判断音库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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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并重复上述流程。

返回结果不为0，表示出错。错误码请参见“错误码及解决方法”一节

切换离线发音切换离线发音

切换离线发音人接口。 SDK默认只有4种离线，用这个方法可以切换离线发音人。 离线合成时的参数，填入两个资源文件的路

径。如果切换的话，也是使用这两个文件路径。

注意：必须在引擎空闲的时候调用这个方法，否则有不为0的错误码返回。空闲是指最后一个合成回调onSynthesizeFinish 之

后。

返回结果不为0，表示出错。错误码请参见“错误码及解决方法”一节

设置音量设置音量

该接口用来设置播放器的音量，即使用speak 播放音量时生效。范围为[0.0f-1.0f]。

此接口与PARAM_VOLUME参数的设置不同，PARAM_VOLUME设置的是服务器合成音频时的音量，而该接口设置的是播放时

Android系统的音量。 返回结果不为0，表示出错。错误码请参见“错误码及解决方法”一节

音频流类型音频流类型

该接口用来设置播放器的音频流类型， 默认值为AudioAttributes.USAGE_MEDIA, AudioAttributes.CONTENT_TYPE_MUSIC，指的

是用与音乐播放的音频流。 具体可以参考android官方文档 https://source.android.google.cn/devices/audio/attributes

授权检验接口（测试使用，上线可以忽略）授权检验接口（测试使用，上线可以忽略）

一般情况下，不需要使用该方法。

测试您的AppId，AppKey AppSecret填写正确，语音合成服务是否开通。

离在线混合模式下，自动下载正式授权文件。每次调用时，可能会更新正式授权文件。

离在线混合模式下 ，检验应用里包名是否填写正确，如果正确，自动下载正式授权文件。如果不正确，请在应用管理页面检查

合成服务是否开通，包名是否填写正确。

注意 demo的包名是com.baidu.tts.sample，定义在build.gradle文件中。

SpeechSynthesizerListener回调方法SpeechSynthesizerListener回调方法

intint result  result == mSpeechSynthesizer mSpeechSynthesizer..releaserelease(());;

intint result  result == mSpeechSynthesizer mSpeechSynthesizer..loadModelloadModel((speechModelPathspeechModelPath,,  textModelPath  textModelPath));;

intint result  result == mSpeechSynthesizer mSpeechSynthesizer..setStereoVolume setStereoVolume ((leftVolumeleftVolume,, rightVolume rightVolume));;

      publicpublic  intint  setAudioAttributessetAudioAttributes((intint usage usage,,  intint contentType contentType))

mSpeechSynthesizermSpeechSynthesizer..authauth((TtsModeTtsMode..ONLINEONLINE));;    // 纯在线// 纯在线
//或 mSpeechSynthesizer.auth(TtsMode.MIX); // 离在线混合//或 mSpeechSynthesizer.auth(TtsMode.MIX); // 离在线混合
//或  mSpeechSynthesizer.auth(TtsMode.OFFLINE)// 纯离线//或  mSpeechSynthesizer.auth(TtsMode.OFFLINE)// 纯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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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回调方法请参见 “输入参数和输出回调”一节

输入参数和输出回调

离线及在线选择离线及在线选择

初始化tts引擎，可以指定纯在线，离在线混合引擎，纯离线引擎。

TtsMode.ONLINE 纯在线。断网即不可使用。

TtsMode.MIX 离在线混合。 断网或者网络请求超时使用离线。

TtsMode.OFFLINE 纯离线。 任意网络状态都可以使用。

网络状况及离线合成引擎网络状况及离线合成引擎

合成参数合成参数 在SpeechSynthesizer类中setParam 方法中使用的参数及值。 填入的值如果不在范围内，相当于没有填写使用默认

值。

参数名参数名 类型，值类型，值

在线/在线/

离线生离线生

效效

常用程常用程

度度
解释解释

PARAM_SPEA

KER(基础发

音人)

选项 在线 常用 仅在线生效，在线的发音

~ "0"（默认） ~ ~ 度小美（普通女声）

~ "1" ~ ~ 度小宇（成熟男声）

~ "3" ~ ~ 度逍遥（磁性男声）

~ "4" ~ ~ 度丫丫（可爱女童）

PARAM_SPEA

KER （精品

发音人）

"106" ~ ~ 度博文（情感男声）

~ "110" ~ ~ 度小童（情感儿童声）

~ "111" ~ ~ 度小萌（情感女声）

~ "103" ~ ~ 度米朵（情感儿童声）

~ "5" ~ ~ 度小娇（情感女声）

~ "5003" ~ ~ 精品度逍遥（磁性男声）

~ "5118" ~ ~ 度小鹿（甜美女声）

PARAM_VOL

UME
String, 默认"5" 全部 常用

在线及离线合成的音量 。范围["0" - "15"], 不支持小数。 "0" 最轻，"15"

最响（取值为0时为音量最小值，并非为无声）

PARAM_SPEE

D
String, 默认"5" 全部 常用

在线及离线合成的语速 。范围["0" - "15"], 不支持小数。 "0" 最慢，"15"

最快（如需更高语速可提交需求工单或联系商务同学申请）

PARAM_PITC

H
String, 默认"5" 全部 常用

在线及离线合成的语调 。范围["0" - "15"], 不支持小数。 "0" 最低沉，

"15" 最尖

  // @param engineType 1: 音频数据由离线引擎合成； 0：音频数据由在线引擎（百度服务器）合成。// @param engineType 1: 音频数据由离线引擎合成； 0：音频数据由在线引擎（百度服务器）合成。

  voidvoid  onSynthesizeDataArrivedonSynthesizeDataArrived((StringString utteranceId utteranceId,,  bytebyte[[]] bytes bytes,,  intint progress progress,,  intint engineType engineType));;

intint  initTtsinitTts((TtsModeTtsMode ttsMode tts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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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15" 最尖

PARAM_MIX_

MODE
选项 全部 常用

控制何种网络状况切换到离线。设置

initTts(SpeechSynthesizer.PARAM_MIX_MODE)后，该参数生效。

~

MIXMODE

DEFAULT（默

认）

~ ~ WIFI 使用在线合成，非WIFI使用离线合成

~

MIX_MODE_HIG

H

_SPEED_NETW

ORK

~ ~ WIFI,4G,3G 使用在线合成，其他使用离线合成

~

MIXMODE_HIG

H

_SPEED

SYNTHESIZE

~ ~
同MIX_MODE_HIGH_SPEED_NETWORK。但是连接百度服务器超时1.2s后，

自动切换离线合成引擎

~

MIXMODE_HIG

H

SPEED_SYNTH

ESIZE

_WIFI

~ ~
同 MIX_MODE_DEFAULT。 但是连接百度服务器超时1.2s后，自动切换离线

合成引擎

PARAM_MIX_

MODE_TIMEO

UT

(MIX模式下生

效)

选项

离在线

混合模

式

不常用 离在线模式，强制在线优先。在线请求后超时xx秒后，转为离线合成。

~

PARAM_MIX_TI

MEOUT_FOUR_

SECOND

默认 ~ 默认值，在线请求后超时4秒后，转为离线合成。

~

PARAM_MIX_TI

MEOUT_THREE

_SECOND

默认值 ~ 默认值，在线请求后超时3秒后，转为离线合成。

~

PARAM_MIX_TI

MEOUT_TWO_S

ECOND

默认值 ~ 默认值，在线请求后超时2秒后，转为离线合成。

PARAM_TTS_

TEXT

_MODEL_FIL

E

String , 文件路

径
离线 常用 文本模型文件路径，即bd_etts_text.dat所在的路径。

PARAM_TTS_

SPEECH

_MODEL_FIL

E

String , 文件路

径
离线 常用

声学模型文件路径。即"bd_etts_speech_female.dat“所在的路径。需要男

声，请使用bd_etts_speech_male.dat。

PARAM_AUDI

O

_ENCODE

选项 在线
基本不

用

不使用改参数即可。SDK与服务器音频传输格式，与 PARAMAUDIO_RATE参

数一起使用。可选值为SpeechSynthesizer.AUDIO_ENCODE*， 其中

SpeechSynthesizer.AUDIO_ENCODE_PCM为不压缩

PARAM_AUDI

O

_RATE

选项 在线
基本不

用

不使用改参数即可。SDK与服务器音频传输格式，与

PARAMAUDIO_ENCODE参数一起使用。可选值为

SpeechSynthesizer.AUDIO_BITRATE*, 其中

SpeechSynthesizer.AUDIO_BITRATE_PCM 为不压缩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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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chSynthesizer.AUDIO_BITRATE_PCM 为不压缩传输

PARAMVOCO

DER

OPTIM_LEVE

L

选项, 默认"0" 离线
基本不

用

离线合成引擎速度优化等级。取值范围["0", "2"]，值越大速度越快，但是

效果越差

PARAMTTS

LICENCE_FIL

E

String , 文件路

径
离线

基本不

用

临时授权文件。目前SDK会自动下载正式授权文件。正式授权文件有效期3

年，并在最后一个月SDK自动更新下载授权文件。

输出回调接口输出回调接口 SpeechSynthesizerListener 中，SDK会根据合成的状态及数据调用这个接口中的不同方法。

SDK使用的是边获取合成结果，边播放的方式。因此合成，播放的回调会交替进行。使用speak方法时，都会产生合成和播放

的回调。 如果使用synthesize方法，则只会产生合成的回调，需要用户自行处理onSynthesizeDataArrived中的audioData的音频

数据。

其中回调方法中的utteranceId是调用speak或者synthesize合成方法时输入的，默认是"0"。其中回调方法中的utteranceId是调用speak或者synthesize合成方法时输入的，默认是"0"。

合成开始合成开始

本次合成过程开始时，SDK的回调

合成过程中的数据回调接口合成过程中的数据回调接口 合成数据过程中的回调接口，返回合成数据和进度，分多次回调。

audioData: 合成的部分数据，可以就这部分数据自行播放或者顺序保存到文件。如果保存到文件的话，是一个pcm可以播放

的音频文件。 音频数据是16K采样率，16bits编码，单声道。

progress 大致进度。从0 到 “合成文本的字符数”。

engineType 1: 当前的audioData数据由离线引擎合成； 0：当前的audioData数据数据由在线引擎（百度服务器）合成。

合成结束合成结束

本次合成正常结束状态时，SDK的回调

播放开始播放开始 SDK开始控制播放器播放合成的声音。如果使用speak方法会有此回调，使用synthesize没有。

播放过程中的回调播放过程中的回调 播放数据过程中的回调接口，分多次回调。 如果使用speak方法会有此回调，使用synthesize没有。

progress 大致进度。从0 到 “合成文本的字符数”。

播放结束播放结束 播放正常结束状态时的回调方法，如果过程中出错，则回调onError，不再回调此接口。

voidvoid onSynthesizeStart  onSynthesizeStart ((StringString utteranceId utteranceId));;

  voidvoid  onSynthesizeDataArrivedonSynthesizeDataArrived((StringString utteranceId utteranceId,,  bytebyte[[]] audioData audioData,,  intint progress progress,,  intint engineType engineType));;

  voidvoid onSynthesizeFinish  onSynthesizeFinish ((StringString utteranceId utteranceId));;

voidvoid onSpeechStart  onSpeechStart ((StringString utteranceId utteranceId));;

voidvoid  onSpeechProgressChangedonSpeechProgressChanged((StringString utteranceId utteranceId,,  intint progress progress));;

  voidvoid onSpeechFinish  onSpeechFinish ((StringString utteranceId utteranc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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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和播放过程中出错时的回调合成和播放过程中出错时的回调

合成和播放过程中出错时回调此接口

SpeechError 类有2个值：

code：int，错误码。 具体错误码见“错误码及解决方法”一节

description： String，具体的错误信息。

离线合成 IOS-SDK

简介

简介简介

本文档是百度离线语音合成iOS SDK的用户指南，描述了 相关接口的使用说明。

概念解释概念解释

语音合成是实现人机语音交互，建立一个有听和讲能力的交互系统所必需的关键技术。随着语音技术的发展，百度自主研发了

语音合成系统（TTS），功能是接收用户发送的文本，生成语音发送给用户。

对本文中将提到的名词约定如下：

语音合成（Text To Speech，TTS）语音合成（Text To Speech，TTS）：将文本合成为语音，即声音文件。

合成引擎合成引擎：将文本合成为语音的核心模块。

百度离线语音合成iOS SDK（BDSSpeechSynthesizer）百度离线语音合成iOS SDK（BDSSpeechSynthesizer）：本开发包。BDSSpeechSynthesizer是一个封装了网络首发、音频播放

功能的语音合成解决方案。借助BDSSpeechSynthesizer可以在应用程序中快速集成语音合成功能。

功能介绍功能介绍

百度离线语音合成iOS SDK（以下简称BDSSpeechSynthesizer）是一种面向iOS移动设备的语音合成解决方案，以Cocoa Touch

Static Library形式发布。支持四种合成模式的设置，包括纯在线纯在线、纯离线纯离线、在线优先在线优先、离线优先离线优先。支持语速、音调、音量、引

擎优化级别、发音人、男女声等合成参数设置。

合成模式设置接口BDS_SYNTHESIZER_PARAM_SYNTH_STRATEGY，模式设置接口见下表：

合成模式合成模式 参数参数

纯在线 TTS_MODE_ONLINE

纯离线 TTS_MODE_OFFLINE

在线优先 TTS_MODE_ONLINE_PRI

离线优先 TTS_MODE_OFFLINE_PRI

在线优先网络判断（TTS_MODE_ONLINE_PRI）在线优先网络判断（TTS_MODE_ONLINE_PRI） 参数参数

仅WIFI下在线优先， 其它网络状况下离线合成（默认） REQ_CONNECTIVITY_WIFI

至少有WIFI、4G网络在线优先， 其它网络状况下离线合成 REQ_CONNECTIVITY_4G

至少有WIFI、4G、3G网络在线优先， 其它网络状况下离线合成 REQ_CONNECTIVITY_3G

任意有互联网连接在线优先，其他状况下离线合成
REQ_CONNECTIVITY_ANY =

0

兼容性兼容性

onErroronError((StringString utteranceId， utteranceId，SpeechErrorSpeechError error error));;

离线语音合成SDK离线语音合成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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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系统： 支持iOS 8.0及以上。

机型：机型： iPhone和iPad皆可。

架构：架构： 支持i386、x86_64、armv7、arm64。 (离线合成不支持i386和x86_64架构。)

资源占用描述资源占用描述

静态库占用:

SDK类型SDK类型 二进制增量二进制增量 __TEXT增量__TEXT增量

合成 9.3M 4.0M~4.6M

SDK大小说明SDK大小说明

1. 由于 BITCODE 开启会导致二进制文件体积增大，这部分会在 APPStore 发布时进行进一步编译优化，并不会引起最终文件的

体积变化，故此处计算的是关闭 BITCODE 下的二进制增量。

2. .a中是多个架构做了合并，使用lipo可以看到细节。所以.a库文件本身很大，且打包出来的ipa也相对较大。但用户实际下载

到手机中会被AppStore优化，只下载用户设备需要的架构，所以实际在手机上占用的空间很小。

3. 如果不需要离线功能，可以移除离线相关的资源文件(参考下一节)，并删除代码中所有调用离线引擎代码相关的片段。

以下是2.2.7.0在iPhone6中安装Demo后，实际系统计算出的App占用大小，根据机型可能会有差异。

功能功能 大小大小

带离线合成，并引入一种离线发音人 14.8M

不带离线合成，不引入离线合成资源 7M

开发包说明开发包说明

文件（夹）名文件（夹）名 说明说明 备注备注

BDSClientLib 离在线语音合成SDK Lib库，支持simulator和iOS设备。 必须引入

BDSClientSample 开发示例(xcode project)

BDSClientResource/

TTS/ChineseAnd

English_Speech*.dat

离线语音合成资源文件

(speech data file，中英文) 

Female: 女声 (BDS_SYNTHESIZER_SPEAKER_FEMALE)

Male: 男声(BDS_SYNTHESIZER_SPEAKER_MALE)；

Male-yyjw: 情感男生度逍遥(BDS_SYNTHESIZER_SPEAKER_MALE_3)；

DYY: 度丫丫(BDS_SYNTHESIZER_SPEAKER_DYY)

若无需离线合成则无需引入

BDSClientResource/

TTS/ChineseAnd

English_Text.dat

离线语音合成资源文件(text data file)， 中英文 若无需离线合成则无需引入

BDSClientResource/

TTS/English_Speech

_Female.dat,

BDSClientResource/

TTS/English_Speech

_Male.dat

离线语音合成资源文件 (speech data file，英文)，女声，男声 若无需离线合成则无需引入

Architectures in the fat file: libBaiduSpeechSDK.a are: armv7 i386 x86_64 arm64Architectures in the fat file: libBaiduSpeechSDK.a are: armv7 i386 x86_64 arm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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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指南

集成指南集成指南

强烈建议用户首先运行SDK包中的Demo工程，Demo工程中详细说明了语音合成的使用方法，并提供了完整的示例。一般情况

下，您只需参照demo工程即可完成所有的集成和配置工作。

创建应用创建应用

请参考《百度AI开放平台使用指南》创建应用，开通服务并完成个性化设置。

添加BDSSpeechSynthesizer到工程添加BDSSpeechSynthesizer到工程

BDSSpeechSynthesizer使用了一些系统的framework，需要添加到工程里面。

添加方式: 右键点击 Xcode 中的工程文件,在出现的界面中,选中 TARGETS 下的应用,在出现的界面中选中 Build Phases->Link

Binary With Libraries,点击界面中的“+”图标,在弹出的界面中选择需要的framework即可。请参考demo工程引入所需动态库

framework和静态库。

开发者编译自己工程时，若报错 ld: Library xxxx not found，一般是库文件没有正确引入。请确保库文件在工程所能找到的

位置之内(通过 LIBRARRY_SEARCH_PATH设置)

添加语音合成相关资源文件添加语音合成相关资源文件

将开发包中的BDSClientResource目录下的相关资源文件添加到工程或者安装app后部署到指定目录(代码中启动合成引擎时需要

指定该资源文件的访问路径)。根据具体需求引入不同的资源即可。

引入BDSSpeechSynthesizer的头文件引入BDSSpeechSynthesizer的头文件

首先将 BDSSpeechSynthesizer 提供的头文件拷贝到工程目录下,在 XCode 中添加此文件,引入 BDSSpeechSynthesizer提供的头

文件。

添加如下头文件：

引入静态库文件引入静态库文件

BDSSpeechSynthesizer提供了支持真机 armv7，armv7s，arm64及更新架构所使用的静态库文件,存放在开发包lib目录下。

引入静态库文件的具体方式为:将libBaiduSpeechSDK.a 采用添加文件方式添加到工程的Framework 目录下。

说明:说明: libBaiduSpeechSDK.a 是一个通用的库文件，支持armv7、arm64、i386、x86_64, 避免开发者在 build 不同 target 时

频繁替换.a 文件的问题

配置鉴权参数配置鉴权参数

离在线语音合成模式离在线语音合成模式 请从官网控制台复制您的App密钥，设置APP_ID、API_KEY、SECRET_KEY参数。并绑定你的移动应用的

BundleId。分别加载在线和离线引擎。

纯离线语音合成模式纯离线语音合成模式

请参考 方法配置离线资源文件和鉴权。 调用

**import "BDSSpeechSynthesizer.h"****import "BDSSpeechSynthesizer.h"**

configureOfflineTTSconfigureOfflineTTS

[[BDSSpeechSynthesizer sharedInstance] loadOfflineEngine:offlineTextData speechDataPath:offlineSpeechData[[BDSSpeechSynthesizer sharedInstance] loadOfflineEngine:offlineTextData speechDataPath:offlineSpeechData  
licenseFilePath:**nil** withAppCode:APP_ID withSn:SN];licenseFilePath:**nil** withAppCode:APP_ID withSn: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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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载离线引擎。

资源文件包括『Speech文件』和『Text文件』，音库名称对应如下

SDK默认自带离线资源文件SDK默认自带离线资源文件

资源文件资源文件 具体文件名具体文件名

m15 离线男声（度小宇） bd_etts_navi_speech_m15_mand_eng_high_am-style24k_v4.6.0_20210721.dat

f7 离线女声（度小美） bd_etts_navi_speech_f7_mand_eng_high_am-style24k_v4.6.0_20210721.dat

yy 离线度逍遥 bd_etts_navi_speech_yy_mand_eng_high_am-style24k_v4.6.0_20210721.dat

c1 离线度丫丫 bd_etts_navi_speech_c1_mand_eng_high_am-style24k_v4.6.0_20210721.dat

中文离线文本模型 bd_etts_common_text_txt_all_mand_eng_middle_big_v4.1.0_20211223.dat

需要单独下载的精品音库资源文件需要单独下载的精品音库资源文件

资源文件资源文件 具体文件名具体文件名

f4 离线度小娇 bd_etts_common_speech_f4_mand_eng_high_am-style24k_v4.6.0_20210721.dat

c3 离线度米朵 bd_etts_navi_speech_c3_mand_eng_high_am-style24k_v4.6.0_20210721.dat

wyg 离线度博文 bd_etts_navi_speech_wyg_mand_eng_high_am-style24k_v4.6.0_20210721.dat

c4 离线度小童 bd_etts_common_speech_c4_mand_eng_high_am-style24k_v4.6.0_20210721.dat

f8 离线度小萌 bd_etts_navi_speech_f8_mand_eng_high_am-style24k_v4.6.0_20210721.dat

f12dt 度小乔 bd_etts_navi_speech_f12dt_mand_eng_high_am-style24k_v4.6.0_20210721.dat

f17 度小鹿 bd_etts_navi_speech_f17_mand_eng_high_am-style24k_v4.6.0_20210721.dat

f10tw 度小台 bd_etts_navi_speech_f10tw_mand_eng_high_am-style24k_v4.6.0_20210721.dat

m8 度小贤 bd_etts_navi_speech_m8_mand_eng_high_am-style24k_v4.6.0_20210721.dat

gezi 度小雯 bd_etts_navi_speech_gezi_mand_eng_high_am-style24k_v4.6.0_20210721.dat

粤语离线文本模型 bd_etts_common_text_txt_all_cant_eng_middle_big_v4.5.0_20211222.dat

f13can 度小粤 bd_etts_navi_speech_f13can_cant_eng_high_am-style24k_v4.6.0_20210721.dat

英文离线文本模型 bd_etts_common_text_txt_all_mand_eng_middle_big_v4.1.0_20211223.dat（同中文）

fnat 度小译 bd_etts_common_speech_fnat_mand_eng_high_am-style24k_v4.9.0_20211130.dat

2.4.3之前版本，中文、粤语、英文因为使用不同的Text文件,之间通过reinitOfflineEngineData 无法完成切换。必须反初始化，

再初始化。2.4.3之后版本无需重新初始化。

重要接口说明

重要接口说明重要接口说明

语音合成器语音合成器

合成器，类名BDSSpeechSynthesizer，主要用来控制合成进程：设置参数，开始，结束，取消等。

获取合成器唯一实例获取合成器唯一实例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无。

(BDSSpeechSynthesizer*)sharedInstance;(BDSSpeechSynthesizer*)sharedIn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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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返回

语音合成引擎实例。

说明说明

获取语音合成引擎实例，该实例为单例对象。

释放合成器唯一实例释放合成器唯一实例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无。

返回返回

无。

说明说明

释放语音合成器实例。

设置合成器代理设置合成器代理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delegate 代理对象

返回返回

无。

说明说明

设置合成器代理，代理对象负责处理合成器各类事件。

设置合成参数设置合成参数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param 参数值

key 参数键

返回返回

nil或错误信息。

(void)releaseInstance;(void)releaseInstance;

(void)setSynthesizerDelegate: (id<BDSSpeechSynthesizerDelegate>)delegate;(void)setSynthesizerDelegate: (id<BDSSpeechSynthesizerDelegate>)delegate;

(NSError*)setSynthParam:(id)param forKey:(BDSSynthesizerParamKey)key;(NSError*)setSynthParam:(id)param forKey:(BDSSynthesizerParamKey)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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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说明

设置合成参数。

获取合成参数获取合成参数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key 参数键

err 如果失败, 返回错误信息

返回返回

参数值。

说明说明

获取合成参数。

设置认证信息设置认证信息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apiKey 用户从语音官网申请的apiKey

secretKey 用户从语音官网申请的secretKey

返回返回

无。

说明说明

设置认证信息。

设置回调队列设置回调队列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callbackQueue 回调队列

返回返回

nil或错误信息。

说明说明

(id)getSynthParamforKey:(BDSSynthesizerParamKey)key withError:(NSError**)err;(id)getSynthParamforKey:(BDSSynthesizerParamKey)key withError:(NSError**)err;

(void)setApiKey:(NSString *)apiKey withSecretKey:(NSString *)secretKey;(void)setApiKey:(NSString *)apiKey withSecretKey:(NSString *)secretKey;

(NSError*)setSDKCallbackQueue:(dispatch_queue_t)callbackQueue;(NSError*)setSDKCallbackQueue:(dispatch_queue_t)callbackQue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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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回调队列。

获得当前回调队列获得当前回调队列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无。

返回返回

回调队列。

说明说明

获得当前回调队列。

设置合成线程优先级设置合成线程优先级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priority 优先级

返回返回

无。

说明说明

设置合成线程优先级。

启动合成引擎启动合成引擎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textDatFilePath 中文文本分析数据文件路径

speechDataPath 中文声学模型数据文件路径

licenseFilePath 授权文件路径，如果没有本地授权可传入nil

appCode 用户持有的授权app code

返回返回

nil或错误信息。

(dispatch_queue_t)getCurrentCallbackQueue;(dispatch_queue_t)getCurrentCallbackQueue;

(void)setThreadPriority:(double)priority;(void)setThreadPriority:(double)priority;

(NSError*)loadOfflineEngine: (NSString*)textDatFilePath(NSError*)loadOfflineEngine: (NSString*)textDatFilePath
                speechDataPath: (NSString*)speechDatFilePath                speechDataPath: (NSString*)speechDatFilePath
               licenseFilePath: (NSString*)licenseFilePath               licenseFilePath: (NSString*)licenseFilePath
                   withAppCode: (NSString*)appCode;                   withAppCode: (NSString*)app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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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说明

启动合成引擎。

加载英文合成数据文件及模型文件加载英文合成数据文件及模型文件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textDataPath 英文文本分析数据文件路径

speechDataPath 英文声学模型数据文件路径

返回返回

nil或错误信息。

说明说明

加载英文合成数据文件及模型文件。

重新加载文本分析数据文件或者声学模型数据文件重新加载文本分析数据文件或者声学模型数据文件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datFilePath 数据文件路径

返回返回

nil或错误信息。

说明说明

重新加载文本分析数据文件或者声学模型数据文件。

加载定制库加载定制库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datFilePath 数据文件路径

返回返回

nil或错误信息。

说明说明

-(NSError*)loadEnglishDataForOfflineEngine: (NSString*)textDataPath-(NSError*)loadEnglishDataForOfflineEngine: (NSString*)textDataPath
                    speechData: (NSString*)speechDataPath;                    speechData: (NSString*)speechDataPath;

(NSError*)reinitOfflineEngineData: (NSString*)datFilePath;(NSError*)reinitOfflineEngineData: (NSString*)datFilePath;

(NSError*)loadDomainDataForOfflineEngine:(NSString*)datFilePath;(NSError*)loadDomainDataForOfflineEngine:(NSString*)datFile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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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载定制库。

卸载定制库卸载定制库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无。

返回返回

nil或错误信息。

说明说明

卸载定制库。

验证音库文件的有效性验证音库文件的有效性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datFilePath 数据文件路径

err 如果验证失败，返回错误信息

返回返回

验证成功返回YES，验证失败返回NO。

说明说明

验证音库文件的有效性。

获取音库文件相关参数获取音库文件相关参数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datFilePath 数据文件路径

paramType 参数键

paramValue 传出对应参数的值

err 如果失败, 返回错误信息

返回返回

(NSError*)unloadDomainDataFromOfflineEngine;(NSError*)unloadDomainDataFromOfflineEngine;

(BOOL)verifyDataFile: (NSString*) datFilePath error:(NSError**)err;(BOOL)verifyDataFile: (NSString*) datFilePath error:(NSError**)err;

(BOOL)getDataFileParam: (NSString*)datFilePath(BOOL)getDataFileParam: (NSString*)datFilePath
                    type: (TTSDataParam)paramType                    type: (TTSDataParam)paramType
                   value: (NSString**)paramValue                   value: (NSString**)paramValue
                   error: (NSError**)err;                   error: (NSError**)e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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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返回YES，失败返回NO。

说明说明

获取音库文件相关参数。

批量开始文本合成但不朗读或添加文本至当前合成过程批量开始文本合成但不朗读或添加文本至当前合成过程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sentence 需要语音合成的文本，不超过120的GBK字节，即60个汉字或英文字母数字。超过请自行按照句号问号等标点切分

err 如果失败, 返回错误信息

返回返回

SDK生成的文本ID，－1代表合成失败，错误信息详见err。

说明说明

批量开始文本合成但不朗读或添加文本至当前合成过程。

批量开始文本合成并朗读或添加文本至当前合成过程批量开始文本合成并朗读或添加文本至当前合成过程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sentence 需要语音合成的文本，不超过120的GBK字节，即60个汉字或英文字母数字。超过请自行按照句号问号等标点切分

err 如果失败, 返回错误信息

返回返回

SDK生成的文本ID，－1代表合成失败，错误信息详见err。

说明说明

批量开始文本合成并朗读或添加文本至当前合成过程。

取消本次合成并停止朗读取消本次合成并停止朗读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无。

返回返回

无。

说明说明

(NSInteger)synthesizeSentence:(NSString*)sentence withError:(NSError**)err;(NSInteger)synthesizeSentence:(NSString*)sentence withError:(NSError**)err;

(NSInteger) speakSentence:(NSString*)sentence withError:(NSError**)err;(NSInteger) speakSentence:(NSString*)sentence withError:(NSError**)err;

(void)cancel;(void)can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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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本次合成并停止朗读。

暂停文本合成并朗读暂停文本合成并朗读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无。

返回返回

合成状态。

说明说明

暂停文本合成并朗读。

继续文本合成并朗读继续文本合成并朗读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无。

返回返回

合成状态。

说明说明

继续文本合成并朗读。

获取合成器状态获取合成器状态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无。

返回返回

合成状态。

说明说明

获取合成器状态。

设置播放器音量设置播放器音量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BDSSynthesizerStatus)pause;(BDSSynthesizerStatus)pause;

(BDSSynthesizerStatus)resume;(BDSSynthesizerStatus)resume;

(BDSSynthesizerStatus)synthesizerStatus;(BDSSynthesizerStatus)synthesizerStatus;

(void)setPlayerVolume:(float)volume;(void)setPlayerVolume:(float)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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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volume 音量值

返回返回

无。

说明说明

设置播放器音量。

设置AudioSessionCategory类型设置AudioSessionCategory类型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category AudioSessionCategory类型

返回返回

无。

说明说明

设置AudioSessionCategory类型。

语音合成器委托对象语音合成器委托对象

语音合成器委托对象BDSSpeechSynthesizerDelegate，用来处理语音合成器的各种回调。

开始合成开始合成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SynthesizeSentence 句子序号

返回返回

无。

说明说明

开始合成。

结束合成结束合成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void)setAudioSessionCategory:(NSString *)category;(void)setAudioSessionCategory:(NSString *)category;

(void)synthesizerStartWorkingSentence:(NSInteger)SynthesizeSentence;(void)synthesizerStartWorkingSentence:(NSInteger)SynthesizeSentence;

(void)synthesizerFinishWorkingSentence:(NSInteger)SynthesizeSentence;(void)synthesizerFinishWorkingSentence:(NSInteger)SynthesizeSen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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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SynthesizeSentence 句子序号

返回返回

无。

说明说明

结束合成。

开始朗读开始朗读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SpeakSentence 句子序号

返回返回

无。

说明说明

开始朗读。

结束朗读结束朗读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SpeakSentence 句子序号

返回返回

无。

说明说明

结束朗读。

新的语音数据已经合成新的语音数据已经合成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void)synthesizerSpeechStartSentence:(NSInteger)SpeakSentence;(void)synthesizerSpeechStartSentence:(NSInteger)SpeakSentence;

(void)synthesizerSpeechEndSentence:(NSInteger)SpeakSentence;(void)synthesizerSpeechEndSentence:(NSInteger)SpeakSentence;

(void)synthesizerNewDataArrived:(NSData *)newData(void)synthesizerNewDataArrived:(NSData *)newData
        DataFormat:(BDSAudioFormat)fmt        DataFormat:(BDSAudioFormat)fmt
                   characterCount:(int)newLength                   characterCount:(int)newLength
                   sentenceNumber:(NSInteger)SynthesizeSentence;                   sentenceNumber:(NSInteger)SynthesizeSen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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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newData 语音数据

DataFormat 音频格式

newLength 语音数据长度

SynthesizeSentence 句子序号

返回返回

无。

说明说明

新的语音数据已经合成。

播放进度变更播放进度变更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newLength 语音数据长度

SpeakSentence 句子序号

返回返回

无。

说明说明

播放进度变更。

合成器发生错误合成器发生错误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error 错误码

SpeakSentence 正在播放的句子序号

SynthesizeSentence 正在合成的句子序号

返回返回

无。

说明说明

合成器发生错误。

(void)synthesizerTextSpeakLengthChanged:(int)newLength(void)synthesizerTextSpeakLengthChanged:(int)newLength
                           sentenceNumber:(NSInteger)SpeakSentence;                           sentenceNumber:(NSInteger)SpeakSentence;

(void)synthesizerErrorOccurred:(NSError *)error(void)synthesizerErrorOccurred:(NSError *)error
                        speaking:(NSInteger)SpeakSentence                        speaking:(NSInteger)SpeakSentence
                    synthesizing:(NSInteger)SynthesizeSentence;                    synthesizing:(NSInteger)SynthesizeSen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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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及完整示例

参数及完整示例参数及完整示例

BDSSpeechSynthesizerParams.h 文件中包含了各类参数的使用说明，如果开发者想寻找一些功能的设置办法，请浏览该文

件中的相关参数说明

语音合成器参数语音合成器参数

合成参数合成参数

百度语音合成支持的参数用BDSSynthesizerParamKey类型表示，具体如下：

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BDS_SYNTHESIZER_PARAM_SPEED
语速（如现有语速不能满足，需更高语速可提交需求工单或联系商务同

学申请）

BDS_SYNTHESIZER_PARAM_PITCH 音调

BDS_SYNTHESIZER_PARAM_VOLUME 音量

BDS_SYNTHESIZER_PARAM_PID 产品号

BDS_SYNTHESIZER_PARAM_LANGUAGE 语言

BDS_SYNTHESIZER_PARAM_TEXT_ENCODE 文本编码类型

BDS_SYNTHESIZER_PARAM_AUDIO_ENCODING 音频编码类型

BDS_SYNTHESIZER_PARAM_SPEAKER

发音人 

在线基础：0（普通女声）

1（普通男声）

3（磁性男声<度逍遥>）

4（可爱童声<度丫丫>） 

在线精品：106（情感男声<度博文>）

110 （活泼童声<度小童>）

111 （可爱童声<度小萌>）

103（可爱童声<度米朵>）

5（情感女声<度小娇>）

5118（甜美女声<度小鹿>）

5003（磁性男声<度逍遥（精品）>)

BDS_SYNTHESIZER_PARAM_USER_AGENT UA

BDS_SYNTHESIZER_PARAM_ONLINE_REQUEST_TIME

OUT
超时时间

BDS_SYNTHESIZER_PARAM_ETTS_AUDIO_FORMAT 音频格式

BDS_SYNTHESIZER_PARAM_ETTS_VOCODER_OPTIM

_LEVEL
合成引擎速度优化等级

BDS_SYNTHESIZER_PARAM_SYNTH_STRATEGY 合成策略

语音合成文本语言语音合成文本语言

语音合成文本语言用BDSSynthesizerLanguages类型表示，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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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BDS_SYNTHESIZER_LANGUAGE_ZH 中文

BDS_SYNTHESIZER_LANGUAGE_EN 英文

语音合成文本编码格式语音合成文本编码格式

语音合成文本编码格式用BDSSynthesizerTextEncodings类型表示，具体如下：

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BDS_SYNTHESIZER_TEXT_ENCODE_GBK GBK编码

BDS_SYNTHESIZER_TEXT_ENCODE_BIG5 大五码编码

BDS_SYNTHESIZER_TEXT_ENCODE_UTF8 UTF8编码

语音合成音频编码格式语音合成音频编码格式

不支持 mp3，支持AMR、OPUS。 语音合成音频编码格式用BDSSynthesizerAudioEncoding类型表示，具体如下：

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BDS_SYNTHESIZER_AUDIO_ENCODE_BV_16K bv 16k比特率

BDS_SYNTHESIZER_AUDIO_ENCODE_AMR_6K6 amr 6.6k比特率

BDS_SYNTHESIZER_AUDIO_ENCODE_AMR_8K85 amr 8.85k比特率

BDS_SYNTHESIZER_AUDIO_ENCODE_AMR_12K65 amr 12.65k比特率

BDS_SYNTHESIZER_AUDIO_ENCODE_AMR_14K25 amr 14.25k比特率

BDS_SYNTHESIZER_AUDIO_ENCODE_AMR_15K85 amr 15.85k比特率

BDS_SYNTHESIZER_AUDIO_ENCODE_AMR_18K25 amr 18.25k比特率

BDS_SYNTHESIZER_AUDIO_ENCODE_AMR_19K85 amr 19.85k比特率

BDS_SYNTHESIZER_AUDIO_ENCODE_AMR_23K05 amr 23.05k比特率

BDS_SYNTHESIZER_AUDIO_ENCODE_AMR_23K85 amr 23.85k比特率

BDS_SYNTHESIZER_AUDIO_ENCODE_OPUS_8K opus 8k比特率

BDS_SYNTHESIZER_AUDIO_ENCODE_OPUS_16K opus 16k比特率

BDS_SYNTHESIZER_AUDIO_ENCODE_OPUS_18K opus 18k比特率

BDS_SYNTHESIZER_AUDIO_ENCODE_OPUS_20K opus 20k比特率

BDS_SYNTHESIZER_AUDIO_ENCODE_OPUS_24K opus 24k比特率

BDS_SYNTHESIZER_AUDIO_ENCODE_OPUS_32K opus 32k比特率

关于AVAudioSession关于AVAudioSession

SDK默认会将AudioSession的Category设置为AVAudioSessionCategoryPlayback，并在必要的时候调用setActive接口对外部音频

进行打断及恢复，如果开发者不希望SDK对AudioSession进行操作自己管理，可以通过参数配置接口，

把 对应的value设置为NO，即可屏蔽SDK内部的操作，按照需求，设

置 自行配置AudioSession。

完整示例完整示例

语音合成完整示例语音合成完整示例

BDS_SYNTHESIZER_PARAM_ENABLE_AVSESSION_MGMTBDS_SYNTHESIZER_PARAM_ENABLE_AVSESSION_MGMT

BDS_SYNTHESIZER_PARAM_AUDIO_SESSION_CATEGORY_OPTIONSBDS_SYNTHESIZER_PARAM_AUDIO_SESSION_CATEGORY_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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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configureOnlineTTS{-(void)configureOnlineTTS{
        

    [[BDSSpeechSynthesizer sharedInstance] setApiKey:API_KEY withSecretKey:SECRET_KEY];    [[BDSSpeechSynthesizer sharedInstance] setApiKey:API_KEY withSecretKey:SECRET_KEY];
        
    [[AVAudioSession sharedInstance]setCategory:AVAudioSessionCategoryPlayback error:nil];    [[AVAudioSession sharedInstance]setCategory:AVAudioSessionCategoryPlayback error:nil];
    [[BDSSpeechSynthesizer sharedInstance] setSynthParam:@(0) forKey:BDS_SYNTHESIZER_PARAM_SPEAKER];    [[BDSSpeechSynthesizer sharedInstance] setSynthParam:@(0) forKey:BDS_SYNTHESIZER_PARAM_SPEAKER];

        
}}

-(void)configureOfflineTTS{-(void)configureOfflineTTS{
        
    NSError *err = nil;    NSError *err = nil;

    // 在这里选择不同的离线音库（请在XCode中Add相应的资源文件），同一时间只能load一个离线音库。根据网络状况    // 在这里选择不同的离线音库（请在XCode中Add相应的资源文件），同一时间只能load一个离线音库。根据网络状况
和配置，SDK可能会自动切换到离线合成。和配置，SDK可能会自动切换到离线合成。
    NSString* offlineEngineSpeechData = [[NSBundle mainBundle]    NSString* offlineEngineSpeechData = [[NSBundle mainBundle]  

pathForResource:@"Chinese_And_English_Speech_Female" ofType:@"dat"];pathForResource:@"Chinese_And_English_Speech_Female" ofType:@"dat"];
        
    NSString* offlineChineseAndEnglishTextData = [[NSBundle mainBundle]    NSString* offlineChineseAndEnglishTextData = [[NSBundle mainBundle]  

pathForResource:@"Chinese_And_English_Text" ofType:@"dat"];pathForResource:@"Chinese_And_English_Text" ofType:@"dat"];
        
    err = [[BDSSpeechSynthesizer sharedInstance] loadOfflineEngine:offlineChineseAndEnglishTextData    err = [[BDSSpeechSynthesizer sharedInstance] loadOfflineEngine:offlineChineseAndEnglishTextData  
speechDataPath:offlineEngineSpeechData licenseFilePath:nil withAppCode:APP_ID];speechDataPath:offlineEngineSpeechData licenseFilePath:nil withAppCode:APP_ID];

    if(err){    if(err){
        [self displayError:err withTitle:@"Offline TTS init failed"];        [self displayError:err withTitle:@"Offline TTS init failed"];
        return;        return;

    }    }
    [TTSConfigViewController loadedAudioModelWithName:@"Chinese female" forLanguage:@"chn"];    [TTSConfigViewController loadedAudioModelWithName:@"Chinese female" forLanguage:@"chn"];
    [TTSConfigViewController loadedAudioModelWithName:@"English female" forLanguage:@"eng"];    [TTSConfigViewController loadedAudioModelWithName:@"English female" forLanguage:@"eng"];

}}

-(void)test : {-(void)test : {

     // 获得合成器实例     // 获得合成器实例
    [[BDSSpeechSynthesizer sharedInstance] setSynthesizerDelegate:self];    [[BDSSpeechSynthesizer sharedInstance] setSynthesizerDelegate:self];
  

 // 设置委托对象 // 设置委托对象
 [[BDSSpeechSynthesizer sharedInstance] setSynthesizerDelegate:self]; [[BDSSpeechSynthesizer sharedInstance] setSynthesizerDelegate:self];
  
 // 开始合成并播放 // 开始合成并播放

 NSError* speakError = nil; NSError* speakError = nil;
 if([[BDSSpeechSynthesizer sharedInstance] speakSentence:@"您好" withError:&speakError] == -1){ if([[BDSSpeechSynthesizer sharedInstance] speakSentence:@"您好" withError:&speakError] == -1){
  // 错误  // 错误

  NSLog("错误: %ld, %@", (long)speakError.code, speakError.localizedDescription);  NSLog("错误: %ld, %@", (long)speakError.code, speakError.localizedDescription);
 } }
 if([[BDSSpeechSynthesizer sharedInstance] speakSentence:@"今天天气真不错" withError:&speakError] == -1){ if([[BDSSpeechSynthesizer sharedInstance] speakSentence:@"今天天气真不错" withError:&speakError] == -1){

  // 错误  // 错误
  NSLog("错误: %ld, %@", (long)speakError.code, speakError.localizedDescription);  NSLog("错误: %ld, %@", (long)speakError.code, speakError.localizedDescription);
 } }

 if([[BDSSpeechSynthesizer sharedInstance] speakSentence:@"Today's weather is really good!" withError:&speakError] == if([[BDSSpeechSynthesizer sharedInstance] speakSentence:@"Today's weather is really good!" withError:&speakError] ==  
-1){-1){
  // 错误  // 错误

  NSLog("错误: %ld, %@", (long)speakError.code, speakError.localizedDescription);  NSLog("错误: %ld, %@", (long)speakError.code, speakError.localizedDescription);
 } }
}}
  

  
 - (void)synthesizerStartWorkingSentence:(NSInteger)SynthesizeSentence - (void)synthesizerStartWorkingSentence:(NSInteger)SynthesizeSentence
{{

    NSLog(@"Began synthesizing sentence %ld", (long)SynthesizeSentence);    NSLog(@"Began synthesizing sentence %ld", (long)SynthesizeSentence);
}}

- (void)synthesizerFinishWorkingSentence:(NSInteger)SynthesizeSentence- (void)synthesizerFinishWorkingSentence:(NSInteger)SynthesizeSentence
{{
    NSLog(@"Finished synthesizing sentence %ld", (long)SynthesizeSentence);    NSLog(@"Finished synthesizing sentence %ld", (long)SynthesizeSen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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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合成 Android-SDK

简介

简介简介 本文档是百度在线语音合成Andriod SDK的用户指南（无离线合成功能，需要离线合成请使用离线合成SDK）。

在线合成SDK下载

在线语音合成SDK的策略是边下载边播放。区别于Rest Api一次性下载整个录音文件。

语言语言 目前只有中英文混合这一种语言，优先中文发音。

示例：

” I bought 3 books” 发音 “three”;

“我们买了 3 books” 发音“三”

标注发音标注发音 该功能适用于多音字或特殊名词的发音设置，仅在线合成适用。

如： 重(chong2)报集团, “重”发音 chong第二声

在线和离线判别在线和离线判别

在线合成SDK仅支持纯在线模式，如需使用离线模式请选使用离线合成sdk

纯在线模式纯在线模式 ： WIFI 4G 3G 都会尝试连接百度服务器。如果百度服务器失败，那么合成失败。

建议使用场景建议使用场景： 使用WIFI或者网络稳定的场所场景中，若存在网络信号不稳定(频繁断网）的情况，您可以使用百度提供的离线

合成sdk。

发音发音

在线时支持9种发音在线时支持9种发音

普通音库：普通音库：普通女声 普通男声 特别男声 情感男声<度逍遥> 情感儿童声<度丫丫>

精品音库：精品音库： 度小宇 度小美 度逍遥 度丫丫

合成效果合成效果

通过对PARAM_SPEAKER（发音人）、PARAM_PITCH（音调）、PARAM_VOLUME（音量）和PARAM_SPEED（语速）参数的调

整，可以获得不同的发声效果，更好满足您业务场景中的播报需求。 如音调越高，声音听起来会显得越年轻。

合成和播放合成和播放

synthesize 方法直接合成。不播放。 开发者可以通过onSynthesizeDataArrived 获取音频数据，自行处理。

speak 方法先合成为音频，之后立即播放。等同调用 synthesize方法，再调用系统播放器。

    NSLog(@"Finished synthesizing sentence %ld", (long)SynthesizeSentence);    NSLog(@"Finished synthesizing sentence %ld", (long)SynthesizeSentence);
}}

- (void)synthesizerSpeechStartSentence:(NSInteger)SpeakSentence- (void)synthesizerSpeechStartSentence:(NSInteger)SpeakSentence
{{
    NSLog(@"Began playing sentence %ld", (long)SpeakSentence);    NSLog(@"Began playing sentence %ld", (long)SpeakSentence);
}}

- (void)synthesizerSpeechEndSentence:(NSInteger)SpeakSentence- (void)synthesizerSpeechEndSentence:(NSInteger)SpeakSentence
{{
    NSLog(@"Finished playing sentence %ld", (long)SpeakSentence);    NSLog(@"Finished playing sentence %ld", (long)SpeakSentence);
}}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语音合成技术

382

https://ai.baidu.com/sdk#tts


在SDK内部中有队列，可以不断调用synthesize或者speak方法，将合成的文本添加到队列中。

其它事项其它事项

1. 每次合成的文本不超过120 GBK字节，即60个汉字或者字母数字。

2. 合成的耗时同文本长度成正比。对合成速度敏感的话，请自行按照标点切分成短句。

3. 多音字可以通过标注自行定义发音。格式如：重(chong2)报集团。

集成指南

兼容性兼容性

类别类别 兼容范围兼容范围

系统 支持Android 2.3 以上版本 API LEVEL 9

机型 上市的android手机和平板。对其它android设备及订制系统不做官方支持

硬件要求 要求设备上有麦克风

网络 支持移动网络（不包括2G）、WIFI等网络环境

开发环境 建议使用最新版本Android Studio 进行开发

版本更新版本更新

日期日期 jar文件版本jar文件版本 更新内容更新内容

2020-07-21 com.baidu.tts_2.6.2.2.20200629_44818d4.jar 增加2个精品音库,调整合成字节数

2020-05-21 com.baidu.tts_2.6.1.109.20200424_be04a21.jar bug修复

2020-03-19 com.baidu.tts_2.6.1.108.20200217_5adcfb6.jar

NDK so库架构NDK so库架构

共计5个架构目录：armeabi，armeabi-v7a，arm64-v8a，x86，x86_64，每个架构下均有以下1个so库文件。

如果为了节省安装包体积，可以只使用armeabi目录，性能损失微小。

资源名称资源名称 资源大小资源大小

libBDSpeechDecoder_V1.so 约400k

如果仅需要在线功能，并且不需要使用压缩传输，仅需要保留ibBDSpeechDecoder_V1.so。如果仅需要在线功能，并且不需要使用压缩传输，仅需要保留ibBDSpeechDecoder_V1.so。

DEMO压缩包说明DEMO压缩包说明

DEMO压缩包下载即可运行，其中DEMO内已经附带了SDK的库。

com.baidu.tts_x.x.x.xxxxx_xxxxx.jar 位于 app/libs 目录下。

armeabi，armeabi-v7a，arm64-v8a，x86，x86_64 5个架构目录位于app\src\main\jniLibs 目录下

DEMO 测试DEMO 测试

demo中已经填写了默认的测试信息（并发受限），可以直接运行测试。

// 仅需要在线合成并不使用压缩传输 // 仅需要在线合成并不使用压缩传输 
mSpeechSynthesizermSpeechSynthesizer..setParamsetParam((SpeechSynthesizerSpeechSynthesizer..PARAM_AUDIO_ENCODEPARAM_AUDIO_ENCODE,,  SpeechSynthesizerSpeechSynthesizer..AUDIO_ENCODE_PCMAUDIO_ENCODE_PCM));;
mSpeechSynthesizermSpeechSynthesizer..setParamsetParam((SpeechSynthesizerSpeechSynthesizer..PARAM_AUDIO_RATEPARAM_AUDIO_RATE,,  SpeechSynthesizerSpeechSynthesizer..AUDIO_BITRATE_PCMAUDIO_BITRATE_P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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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百度云网站上申请自己语音合成的应用后，会有appId、appKey、appSecret及android包名 4个鉴权信息， 修改

app/src/main/assets/auth.properties 里的4个字段 , 并修改app/build.gradle里 defaultConfig.applicationId为包名:

集成指南集成指南

DEMO 中已经集成了 SDK。您可以参考DEMO，集成SDK。

集成前，请先测通DEMO，了解调用原理。

如果您自己代码过于复杂，可以使用一个helloworld项目了解集成过程。

AndroidManifest.xml 文件AndroidManifest.xml 文件

设置权限：

支持level 28以上编译

设置AppId, AppKey, SecretKey设置AppId, AppKey, SecretKey

android 6.0 以上版本权限申请android 6.0 以上版本权限申请

以下代码可以在demo中查找

**在线Android SDK 鉴权信息****在线Android SDK 鉴权信息**
**1.修改这个文件4个鉴权信息****1.修改这个文件4个鉴权信息**
**2.修改app/build.gradle里 defaultConfig.applicationId为你网页上应用填写的android包名****2.修改app/build.gradle里 defaultConfig.applicationId为你网页上应用填写的android包名**

**网页上应用的appId，申请纯离线SDK鉴权的必备信息****网页上应用的appId，申请纯离线SDK鉴权的必备信息**
appId:110xxx57appId:110xxx57
**网页上应用的appKey, 在线模式和离在线混合模式需要。****网页上应用的appKey, 在线模式和离在线混合模式需要。**
appKey:OvcxxxxxxxxsFFncG1appKey:OvcxxxxxxxxsFFncG1
**网页上应用的secretKey, 在线模式和离在线混合模式需要。****网页上应用的secretKey, 在线模式和离在线混合模式需要。**
secretKey:e72ebb6xxxxxxxxxxe6706e2secretKey:e72ebb6xxxxxxxxxxe6706e2
**包名，这个值必须和app/build.gradle 里 defaultConfig.applicationId一致,即必须为context.getPackageName()****包名，这个值必须和app/build.gradle 里 defaultConfig.applicationId一致,即必须为context.getPackageName()**
applicationId:com.baidu.tts.sampleapplicationId:com.baidu.tts.sample

<<uses-permissionuses-permission  namename==""android.permission.INTERNETandroid.permission.INTERNET""  />/>
<<uses-permissionuses-permission  namenam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NETWORK_STAT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NETWORK_STATE""  />/>
<<uses-permissionuses-permission  namename==""android.permission.MODIFY_AUDIO_SETTINGSandroid.permission.MODIFY_AUDIO_SETTINGS""  />/>
<<uses-permissionuses-permission  namename==""android.permission.WRITE_EXTERNAL_STORAGEandroid.permission.WRITE_EXTERNAL_STORAGE""  />/>
<<uses-permissionuses-permission  namenam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WIFI_STAT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WIFI_STATE""  />/>
<<uses-permissionuses-permission  namename==""android.permission.CHANGE_WIFI_STATEandroid.permission.CHANGE_WIFI_STATE""  />/>

<<uses-libraryuses-library  namename==""org.apache.http.legacyorg.apache.http.legacy""  requiredrequired==""falsefalse""/>/>

mSpeechSynthesizermSpeechSynthesizer..setAppIdsetAppId((appIdappId));;
mSpeechSynthesizermSpeechSynthesizer..setApiKeysetApiKey((appKeyappKey,, secretKey secret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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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jar包引入jar包

com.baidu.tts_2.6.*.jar 库com.baidu.tts_2.6.*.jar 库 将app/libs/com.baidu.tts_2.6.xxxxxx.jar复制到您的项目的同名目录中。确认在build.gradle文件中引

入。

复制NDK 架构目录复制NDK 架构目录

1. 将 app/src/main/jniLibs 下armeabi等5个目录，复制到您的项目的同名目录中。

2. 如与第三方库集成，至少要保留armeabi目录。如第三方库有7个架构目录，比语音合成SDK多出2个目录 mips和mips64，

请将mips和mips64目录删除，剩下5个同名目录合并。

3. 如第三方库仅有armeabi这一个目录，请将语音合成SDK的额外4个目录如armeabi-v7a删除,合并armeabi目录下的so。 即目

录取交集，so文件不可随意更改所属目录。

4. 打包成apk文件，按照zip格式解压出libs目录可以验证。

5. 运行时 getApplicationInfo().nativeLibraryDir 目录下查看是否有完整so文件。 特别是系统app系统app需要手动push so文件到这个目

录下。

build.gradle 文件及包名确认build.gradle 文件及包名确认

1. 根目录下build.gradle确认下gradle的版本。

2. 确认 compileSdkVersion buildToolsVersion 及 targetSdkVersion, API LEVEL 28的编译产物在android 9.0系统上运行需要在

app/src/main/AndroidManifest.xml 里添加 

/**/**
 * android 6.0 以上需要动态申请权限 * android 6.0 以上需要动态申请权限
  */  */
  privateprivate  voidvoid  initPermissioninitPermission(())  {{
          StringString permissions permissions[[]]  ==  {{
                          ManifestManifest..permissionpermission..INTERNETINTERNET,,
                          ManifestManifest..permissionpermission..ACCESS_NETWORK_STATEACCESS_NETWORK_STATE,,
                          ManifestManifest..permissionpermission..MODIFY_AUDIO_SETTINGSMODIFY_AUDIO_SETTINGS,,
                          ManifestManifest..permissionpermission..ACCESS_WIFI_STATEACCESS_WIFI_STATE,,
                          ManifestManifest..permissionpermission..CHANGE_WIFI_STATECHANGE_WIFI_STATE
          }};;

          ArrayListArrayList<<StringString>> toApplyList  toApplyList ==  newnew  ArrayListArrayList<<StringString>>(());;

          forfor  ((StringString perm  perm :: permissions permissions))  {{
                  ifif  ((PackageManagerPackageManager..PERMISSION_GRANTED PERMISSION_GRANTED !=!=  ContextCompatContextCompat..checkSelfPermissioncheckSelfPermission((thisthis,, perm perm))))  {{
             toApplyList             toApplyList..addadd((permperm));;
                          //进入到这里代表没有权限.//进入到这里代表没有权限.
                  }}
          }}
          StringString tmpList tmpList[[]]  ==  newnew  StringString[[toApplyListtoApplyList..sizesize(())]];;
          ifif  ((!!toApplyListtoApplyList..isEmptyisEmpty(())))  {{
                  ActivityCompatActivityCompat..requestPermissionsrequestPermissions((thisthis,, toApplyList toApplyList..toArraytoArray((tmpListtmpList)),,  123123));;
          }}

  }}

  @Override@Override
  publicpublic  voidvoid  onRequestPermissionsResultonRequestPermissionsResult((intint requestCode requestCode,,  StringString[[]] permissions permissions,,  intint[[]] grantResults grantResults))  {{
          // 此处为android 6.0以上动态授权的回调，用户自行实现。// 此处为android 6.0以上动态授权的回调，用户自行实现。
  }}

<uses-library android:name="org.apache.http.legacy"<uses-library android:name="org.apache.http.legacy"  

android:required="false"/>android:required="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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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uard 混淆文件proguard 混淆文件

BEST PRACTICEBEST PRACTICE

请先测通DEMO，了解DEMO的功能，代码的运行原理代码的运行原理后再集成。DEMO有bug，请立即反馈。

对应任何第三方库，从一开始集成，边开发边测试，不要等所有功能都开发完再集成。否则一旦有问题，难以隔离排查。

有问题先与DEMO做对比。DEMO有bug，请查看错误码文档，如无法解决请立即反馈；DEMO无bug，自身代码有问题，请

设置同样的输入参数后，对比两边代码及日志，自行排查问题。

接口及调用过程

简介简介

DEMO在SDK的基础上，封装了调用逻辑，您可以直接使用SDK，或者使用DEMO封装好SDK接口的类。也可以对比参考DEMO

中对SDK的调用封装。

使用SDK方式的话，比较底层，开发者需要自行实现一部分逻辑。

SDK方式调用请参考MiniActivity

DEMO方式调用请参考SynthActivity

本文仅描述SDK的调用方式。

初始化初始化

获取 SpeechSynthesizer 实例获取 SpeechSynthesizer 实例

SpeechSynthesizer.getInstance(); 建议每次只使用一个实例。release方法调用后，可以使用第二个。

设置当前的Context设置当前的Context

注意 setContext只要在SpeechSynthesizer.getInstance();设置一次即可，不必切换Context时重复设置。

设置合成结果的回调设置合成结果的回调

如合成成功后，SDK会调用用户设置的SpeechSynthesizerListener 里的回调方法

设置 App Id和 App Key 及 App Secret设置 App Id和 App Key 及 App Secret

在语音官网或者百度云网站上申请语音合成的应用后，会有appId、appKey、appSecret及android包名 4个鉴权信息

    -keep class com.baidu.tts.**{*;}    -keep class com.baidu.tts.**{*;}
    -keep class com.baidu.speechsynthesizer.**{*;}    -keep class com.baidu.speechsynthesizer.**{*;}

SpeechSynthesizerSpeechSynthesizer mSpeechSynthesizer  mSpeechSynthesizer ==  SpeechSynthesizerSpeechSynthesizer..getInstancegetInstance(());;

mSpeechSynthesizermSpeechSynthesizer..setContextsetContext((thisthis));;  // this 是Context的之类，如Activity// this 是Context的之类，如Activity

mSpeechSynthesizermSpeechSynthesizer..setSpeechSynthesizerListenersetSpeechSynthesizerListener((listenerlistener));;  //listener是SpeechSynthesizerListener 的实现类，需要实//listener是SpeechSynthesizerListener 的实现类，需要实
现您自己的业务逻辑。SDK合成后会对这个类的方法进行回调。现您自己的业务逻辑。SDK合成后会对这个类的方法进行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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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合成引擎初始化合成引擎

设置合成的参数后，需要调用此方法初始化

控制接口控制接口

合成及播放接口合成及播放接口

如果需要合成后立即播放的请调用speak方法，如果只需要合成请调用synthesize方法。

该接口线程安全，可以快速多次调用。内部采用排队策略，调用后将自动加入队列，SDK会按照队列的顺序进行合成及播放。

注意需要合成的每个文本text不超过120的GBK字节，即60个汉字或英文字母数字。超过请自行按照句号问号等标点切分，调

用多次合成接口。

返回结果不为0，表示出错。错误码请参见“错误码及解决方法”一节

speak方法示例：

synthesize方法示例：

调用这两个方法后，SDK会回调SpeechSynthesizerListener中的onSynthesizeDataArrived方法。 音频数据在byte[] audioData参

数中，采样率16K 16bits编码 单声道。连续将audioData写入一个文件，即可作为一个可以播放的pcm文件（采样率16K 16bits

编码 单声道）。

批量合成并播放接口批量合成并播放接口

效果同连续调用speak 方法。推荐连续调用speak方法，sdk内部有队列缓冲。

该接口可以批量传入多个文本并进行排队合成并播放（如果没有设置utteranceId，则使用list的索引值作为utteranceId）。

mSpeechSynthesizermSpeechSynthesizer..setAppIdsetAppId(("8535996""8535996"/*这里只是为了让Demo运行使用的APPID,请替换成自己的id。*//*这里只是为了让Demo运行使用的APPID,请替换成自己的id。*/));;
mSpeechSynthesizermSpeechSynthesizer..setApiKeysetApiKey(("MxPpf3nF5QX0pnd******cB""MxPpf3nF5QX0pnd******cB",,                  "7226e84664474aa09********b2aa434""7226e84664474aa09********b2aa434"/*这/*这

里只是为了让Demo正常运行使用APIKey,请替换成自己的APIKey*/里只是为了让Demo正常运行使用APIKey,请替换成自己的APIKey*/));;

****设置合成参数设置合成参数****

具体参数请参见 “输入参数和输出回调”一节具体参数请参见 “输入参数和输出回调”一节

可以在初始化设置，也可以在合成前设置。可以在初始化设置，也可以在合成前设置。
示例：示例：

```java```java
mSpeechSynthesizermSpeechSynthesizer..setParamsetParam((SpeechSynthesizerSpeechSynthesizer..PARAM_SPEAKERPARAM_SPEAKER,,  "0""0"));;  // 设置发声的人声音，在线生效// 设置发声的人声音，在线生效

mSpeechSynthesizermSpeechSynthesizer..initTtsinitTts((TtsModeTtsMode..ONLINEONLINE));;  // 初始化在线模式// 初始化在线模式

  intint  speakspeak((StringString text text));;
  intint  speakspeak((StringString text text,,  StringString utteranceId utteranceId));;  // utteranceId在SpeechSynthesizerListener 相关事件方法中回调// utteranceId在SpeechSynthesizerListener 相关事件方法中回调

speechSynthesizerspeechSynthesizer..speakspeak(("百度一下""百度一下"));;

intint  synthesizesynthesize((StringString text text));;
intint  synthesizesynthesize((StringString text text,,  StringString utteranceId utteranceId));;  // utteranceId在SpeechSynthesizerListener 相关事件方法中回调// utteranceId在SpeechSynthesizerListener 相关事件方法中回调

speechSynthesizerspeechSynthesizer..synthesizesynthesize(("百度一下""百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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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需要合成的每个文本text不超过120的GBK字节，即60个汉字或英文字母数字。超过请自行按照句号问号等标点切分，放

入多个SpeechSynthesizeBag

以下为批量调用示例

返回结果不为0，表示出错。错误码请参见“错误码及解决方法”一节

播放过程中的暂停及继续播放过程中的暂停及继续

仅speak方法调用后有效。可以使用pause暂停当前的播放。pause暂停后，可使用resume进行播放。

返回结果不为0，表示出错。错误码请参见“错误码及解决方法”一节 停止合成并停止播放停止合成并停止播放

取消当前的合成。并停止播放。

返回结果不为0，表示出错。错误码请参见“错误码及解决方法”一节

其它接口其它接口

打开调试日志（重要）打开调试日志（重要）

开启成功后会看见bdtts-开头的tag日志，建议上线后完全没问题再由服务端控制关闭。建议上线后完全没问题再由服务端控制关闭。

释放资源释放资源

不再使用后，请释放资源，并将mSpeechSynthesizer设为null。如果需要再次使用，可以通过SpeechSynthesizer.getInstance()

获取，并重复上述流程。

返回结果不为0，表示出错。错误码请参见“错误码及解决方法”一节

intint  batchSpeakbatchSpeak((javajava..utilutil..ListList<<SpeechSynthesizeBagSpeechSynthesizeBag>> speechSynthesizeBags speechSynthesizeBags))

ListList<<SpeechSynthesizeBagSpeechSynthesizeBag>> bags  bags ==  newnew  ArrayListArrayList<<SpeechSynthesizeBagSpeechSynthesizeBag>>(());;
bagsbags..addadd((getSpeechSynthesizeBaggetSpeechSynthesizeBag(("123456""123456",,  "0""0"))));;
bagsbags..addadd((getSpeechSynthesizeBaggetSpeechSynthesizeBag(("你好""你好",,  "1""1"))));;
bagsbags..addadd((getSpeechSynthesizeBaggetSpeechSynthesizeBag(("使用百度语音合成SDK""使用百度语音合成SDK",,  "2""2"))));;
bagsbags..addadd((getSpeechSynthesizeBaggetSpeechSynthesizeBag(("hello""hello",,  "3""3"))));;
bagsbags..addadd((getSpeechSynthesizeBaggetSpeechSynthesizeBag(("这是一个demo工程""这是一个demo工程",,  "4""4"))));;
intint result  result == mSpeechSynthesizer mSpeechSynthesizer..batchSpeakbatchSpeak((bagsbags));;
  
  privateprivate  SpeechSynthesizeBagSpeechSynthesizeBag  getSpeechSynthesizeBaggetSpeechSynthesizeBag((StringString text text,,  StringString utteranceId utteranceId))  {{
                SpeechSynthesizeBagSpeechSynthesizeBag speechSynthesizeBag  speechSynthesizeBag ==  newnew  SpeechSynthesizeBagSpeechSynthesizeBag(());;
                //需要合成的文本text的长度不能超过120个GBK字节。//需要合成的文本text的长度不能超过120个GBK字节。
        speechSynthesizeBag        speechSynthesizeBag..setTextsetText((texttext));;
        speechSynthesizeBag        speechSynthesizeBag..setUtteranceIdsetUtteranceId((utteranceIdutteranceId));;
                returnreturn speechSynthesizeBag speechSynthesizeBag;;
        }}
  

intint result  result == mSpeechSynthesizer mSpeechSynthesizer..pausepause(());;
intint result  result == mSpeechSynthesizer mSpeechSynthesizer..resumeresume(());;

intint result  result == mSpeechSynthesizer mSpeechSynthesizer..stopstop(());;

LoggerProxyLoggerProxy..printableprintable((truetrue));;  // 日志打印在logcat中// 日志打印在logcat中

intint result  result == mSpeechSynthesizer mSpeechSynthesizer..release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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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音量设置音量

该接口用来设置播放器的音量，即使用speak 播放音量时生效。范围为[0.0f-1.0f]。

此接口与PARAM_VOLUME参数的设置不同，PARAM_VOLUME设置的是服务器合成音频时的音量，而该接口设置的是播放时

Android系统的音量。

返回结果不为0，表示出错。错误码请参见“错误码及解决方法”一节

音频流类型音频流类型

该接口用来设置播放器的音频流类型，默认值为AudioAttributes.USAGE_MEDIA, AudioAttributes.CONTENT_TYPE_MUSIC，指的

是用与音乐播放的音频流。

具体可以参考android官方文档 https://source.android.google.cn/devices/audio/attributes

授权检验接口（测试使用，上线可以忽略）授权检验接口（测试使用，上线可以忽略）

一般情况下，不需要使用该方法。

测试您的AppId，AppKey AppSecret填写正确，语音合成服务是否开通。

SpeechSynthesizerListener回调方法SpeechSynthesizerListener回调方法

其它回调方法请参见 “输入参数和输出回调”一节

输入参数和输出回调

在线选择在线选择

初始化tts引擎，指定纯在线引擎。

TtsMode.ONLINE 纯在线。断网即不可使用。

网络状况及在线合成引擎：

合成参数合成参数 在SpeechSynthesizer类中setParam 方法中使用的参数及值。

填入的值如果不在范围内，相当于没有填写使用默认值。

intint result  result == mSpeechSynthesizer mSpeechSynthesizer..setStereoVolume setStereoVolume ((leftVolumeleftVolume,, rightVolume rightVolume));;

      publicpublic  intint  setAudioAttributessetAudioAttributes((intint usage usage,,  intint contentType contentType))

mSpeechSynthesizermSpeechSynthesizer..authauth((TtsModeTtsMode..ONLINEONLINE));;    // 纯在线// 纯在线

  // @param engineType  0：音频数据由在线引擎（百度服务器）合成。// @param engineType  0：音频数据由在线引擎（百度服务器）合成。

  voidvoid  onSynthesizeDataArrivedonSynthesizeDataArrived((StringString utteranceId utteranceId,,  bytebyte[[]] bytes bytes,,  intint progress progress,,  intint engineType engineType));;

intint  initTtsinitTts((TtsModeTtsMode ttsMode tts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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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参数名
类型，类型，

值值
在线在线

常用程常用程

度度
解释解释

PARAM_SPEAK

ER(基础发音

人)

选项 在线 常用 仅在线生效，在线的发音

~
"0"（默

认）
~ ~ 度小美（普通女声）

~ "1" ~ ~ 度小宇（成熟男声）

~ "3" ~ ~ 度逍遥（磁性男声）

~ "4" ~ ~ 度丫丫（可爱女童）

PARAM_SPEAK

ER （精品发音

人）

"106" ~ ~ 度博文（情感男声）

~ "110" ~ ~ 度小童（情感儿童声）

~ "111" ~ ~ 度小萌（情感女声）

~ "103" ~ ~ 度米朵（情感儿童声）

~ "5" ~ ~ 度小娇（情感女声）

~ "5003" ~ ~ 精品度逍遥（磁性男声）

~ "5118" ~ ~ 度小鹿（甜美女声）

PARAM_VOLU

ME

String,

默

认"5"

全部 常用 在线合成的音量 。范围["0" - "15"], 不支持小数。 "0" 最轻，"15" 最响。

PARAM_SPEED

String,

默

认"5"

全部 常用 在线合成的语速 。范围["0" - "15"], 不支持小数。 "0" 最慢，"15" 最快

PARAM_PITCH

String,

默

认"5"

全部 常用 在线合成的语调 。范围["0" - "15"], 不支持小数。 "0" 最低沉， "15" 最尖

PARAM_AUDIO

_ENCODE
选项 在线

基本不

用

不使用改参数即可。SDK与服务器音频传输格式，与 PARAMAUDIO_RATE参数一起

使用。可选值为SpeechSynthesizer.AUDIO_ENCODE*， 其中

SpeechSynthesizer.AUDIO_ENCODE_PCM为不压缩

PARAM_AUDIO

_RATE
选项 在线

基本不

用

不使用改参数即可。SDK与服务器音频传输格式，与 PARAMAUDIO_ENCODE参数

一起使用。可选值为SpeechSynthesizer.AUDIO_BITRATE*, 其中

SpeechSynthesizer.AUDIO_BITRATE_PCM 为不压缩传输

输出回调接口输出回调接口 SpeechSynthesizerListener 中，SDK会根据合成的状态及数据调用这个接口中的不同方法。

SDK使用的是边获取合成结果，边播放的方式。因此合成，播放的回调会交替进行。使用speak方法时，都会产生合成和播放

的回调。

如果使用synthesize方法，则只会产生合成的回调，需要用户自行处理onSynthesizeDataArrived中的audioData的音频数据。

其中回调方法中的utteranceId是调用speak或者synthesize合成方法时输入的，默认是"0"。其中回调方法中的utteranceId是调用speak或者synthesize合成方法时输入的，默认是"0"。

合成开始合成开始

本次合成过程开始时，SDK的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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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过程中的数据回调接口合成过程中的数据回调接口 合成数据过程中的回调接口，返回合成数据和进度，分多次回调。

audioData: 合成的部分数据，可以就这部分数据自行播放或者顺序保存到文件。如果保存到文件的话，是一个pcm可以播放

的音频文件。 音频数据是16K采样率，16bits编码，单声道。

progress 大致进度。从0 到 “合成文本的字符数”。

engineType ； 0：当前的audioData数据数据由在线引擎（百度服务器）合成。

合成结束合成结束

本次合成正常结束状态时，SDK的回调

播放开始播放开始 SDK开始控制播放器播放合成的声音。如果使用speak方法会有此回调，使用synthesize没有。

播放过程中的回调播放过程中的回调 播放数据过程中的回调接口，分多次回调。

如果使用speak方法会有此回调，使用synthesize没有。

progress 大致进度。从0 到 “合成文本的字符数”。

播放结束播放结束 播放正常结束状态时的回调方法，如果过程中出错，则回调onError，不再回调此接口。

合成和播放过程中出错时的回调合成和播放过程中出错时的回调

合成和播放过程中出错时回调此接口

SpeechError 类有2个值：

code：int，错误码。 具体错误码见“错误码及解决方法”一节

description： String, 具体的错误信息。

在线合成 IOS-SDK

简介

简介简介

本文档是百度在线语音合成iOS SDK的用户指南，描述了 相关接口的使用说明。

在线合成SDK下载

voidvoid onSynthesizeStart  onSynthesizeStart ((StringString utteranceId utteranceId));;

  voidvoid  onSynthesizeDataArrivedonSynthesizeDataArrived((StringString utteranceId utteranceId,,  bytebyte[[]] audioData audioData,,  intint progress progress,,  intint engineType engineType));;

  voidvoid onSynthesizeFinish  onSynthesizeFinish ((StringString utteranceId utteranceId));;

voidvoid onSpeechStart  onSpeechStart ((StringString utteranceId utteranceId));;

voidvoid  onSpeechProgressChangedonSpeechProgressChanged((StringString utteranceId utteranceId,,  intint progress progress));;

  voidvoid onSpeechFinish  onSpeechFinish ((StringString utteranceId utteranceId));;

onErroronError((StringString utteranceId， utteranceId，SpeechErrorSpeechError error error));;

语音合成语音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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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解释概念解释

语音合成是实现人机语音交互，建立一个有听和讲能力的交互系统所必需的关键技术。随着语音技术的发展，百度自主研发了

语音合成系统（TTS），功能是接收用户发送的文本，生成语音发送给用户。

对本文中将提到的名词约定如下：

语音合成（Text To Speech，TTS）语音合成（Text To Speech，TTS）：将文本合成为语音，即声音文件。

合成引擎合成引擎：将文本合成为语音的核心模块。

百度语音合成SDK（BDSSpeechSynthesizer）百度语音合成SDK（BDSSpeechSynthesizer）：本开发包。BDSSpeechSynthesizer是一个封装了网络首发、音频播放功能的语

音合成解决方案。借助BDSSpeechSynthesizer可以在应用程序中快速集成语音合成功能。

功能介绍功能介绍

百度语音合成客户端iOS在线版SDK（以下简称BDSSpeechSynthesizer）是一种面向iOS移动设备的语音合成解决方案，以

Cocoa Touch Static Library形式发布。

本SDK仅支持在线语音合成，如需离线合成功能，请使用纯离线合成SDK。支持语速、音调、音量、引擎优化级别、发音人、

男女声等合成参数设置。

本版使用在线语音合成服务合成，以获得更好的合成效果。如在线合成服务不可用，如网络连接异常，蜂窝信号差等，将会导

致合成失败。

兼容性兼容性

系统：系统： 支持iOS 8.0及以上。

机型：机型： iPhone和iPad皆可。

架构：架构： 支持i386、x86_64、armv7、arm64。 (离线合成不支持i386和x86_64架构。)

资源占用描述资源占用描述

静态库占用:

SDK类型SDK类型 二进制增量二进制增量 __TEXT增量__TEXT增量

合成 9.3M 4.0M~4.6M

SDK大小说明SDK大小说明

1. 由于 BITCODE 开启会导致二进制文件体积增大，这部分会在 APPStore 发布时进行进一步编译优化，并不会引起最终文件的

体积变化，故此处计算的是关闭 BITCODE 下的二进制增量。

2. .a中是多个架构做了合并，使用lipo可以看到细节。所以.a库文件本身很大，且打包出来的ipa也相对较大。但用户实际下载

到手机中会被AppStore优化，只下载用户设备需要的架构，所以实际在手机上占用的空间很小。

以下是2.2.9.0在iPhone5s中安装Demo后，实际系统计算出的App占用大小，根据机型可能会有差异。

功能功能 大小大小

在线合成，不引入离线合成资源 7M

开发包说明开发包说明

Architectures in the fat file: libBaiduSpeechSDK.a are: armv7 i386 x86_64 arm64Architectures in the fat file: libBaiduSpeechSDK.a are: armv7 i386 x86_64 arm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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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夹）名文件（夹）名 说明说明 备注备注

BDSClientLib 在线语音合成SDK Lib库，支持simulator和iOS设备。 必须引入

BDSClientSample 开发示例(xcode project)

集成指南

集成指南集成指南

强烈建议用户首先运行SDK包中的Demo工程，Demo工程中详细说明了语音合成的使用方法，并提供了完整的示例。一般情况

下，您只需参照demo工程即可完成所有的集成和配置工作。

创建应用创建应用

请参考《百度语音开放平台使用指南》创建应用，开通服务并完成个性化设置。

添加BDSSpeechSynthesizer到工程添加BDSSpeechSynthesizer到工程

BDSSpeechSynthesizer使用了一些系统的framework，需要添加到工程里面。

添加方式: 右键点击 Xcode 中的工程文件,在出现的界面中,选中 TARGETS 下的应用,在出现的界面中选中 Build Phases->Link

Binary With Libraries,点击界面中的“+”图标,在弹出的界面中选择需要的framework即可。请参考demo工程引入所需动态库

framework和静态库。

开发者编译自己工程时，若报错 ld: Library xxxx not found，一般是库文件没有正确引入。请确保库文件在工程所能找到的

位置之内(通过 LIBRARRY_SEARCH_PATH设置)

添加语音合成相关资源文件添加语音合成相关资源文件

将开发包中的BDSClientResource目录下的相关资源文件添加到工程或者安装app后部署到指定目录(代码中启动合成引擎时需要

指定该资源文件的访问路径)。根据具体需求引入不同的资源即可。

引入BDSSpeechSynthesizer的头文件引入BDSSpeechSynthesizer的头文件

首先将 BDSSpeechSynthesizer 提供的头文件拷贝到工程目录下,在 XCode 中添加此文件,引入 BDSSpeechSynthesizer提供的头

文件。

添加如下头文件：

引入静态库文件引入静态库文件

BDSSpeechSynthesizer提供了支持模拟器 5.0 及更新版本、真机 armv7，armv7s，arm64及更新架构所使用的静态库文件,存

放在开发包lib目录下。

引入静态库文件的具体方式为:将libBaiduSpeechSDK.a 采用添加文件方式添加到工程的Framework 目录下。

说明:说明: libBaiduSpeechSDK.a 是一个通用的库文件，支持armv7、arm64、i386、x86_64, 避免开发者在 build 不同 target 时

频繁替换.a 文件的问题

配置鉴权参数配置鉴权参数

请从官网控制台复制您的App密钥，设置APP_ID、API_KEY、SECRET_KEY参数。并绑定你的移动应用的BundleId。

接口及调用过程

**import "BDSSpeechSynthesizer.h"****import "BDSSpeechSynthesize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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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合成器语音合成器

合成器，类名BDSSpeechSynthesizer，主要用来控制合成进程：设置参数，开始，结束，取消等。

获取合成器唯一实例获取合成器唯一实例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无。

返回返回

语音合成引擎实例。

说明说明

获取语音合成引擎实例，该实例为单例对象。

释放合成器唯一实例释放合成器唯一实例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无。

返回返回

无。

说明说明

释放语音合成器实例。

设置合成器代理设置合成器代理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delegate 代理对象

返回返回

无。

说明说明

设置合成器代理，代理对象负责处理合成器各类事件。

设置合成参数设置合成参数

方法方法

(BDSSpeechSynthesizer*)sharedInstance;(BDSSpeechSynthesizer*)sharedInstance;

(void)releaseInstance;(void)releaseInstance;

(void)setSynthesizerDelegate: (id<BDSSpeechSynthesizerDelegate>)delegate;(void)setSynthesizerDelegate: (id<BDSSpeechSynthesizerDelegate>)del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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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param 参数值

key 参数键

返回返回

nil或错误信息。

说明说明

设置合成参数。

获取合成参数获取合成参数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key 参数键

err 如果失败, 返回错误信息

返回返回

参数值。

说明说明

获取合成参数。

设置认证信息设置认证信息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apiKey 用户从语音官网申请的apiKey

secretKey 用户从语音官网申请的secretKey

返回返回

无。

说明说明

设置认证信息。

设置回调队列设置回调队列

方法方法

(NSError*)setSynthParam:(id)param forKey:(BDSSynthesizerParamKey)key;(NSError*)setSynthParam:(id)param forKey:(BDSSynthesizerParamKey)key;

(id)getSynthParamforKey:(BDSSynthesizerParamKey)key withError:(NSError**)err;(id)getSynthParamforKey:(BDSSynthesizerParamKey)key withError:(NSError**)err;

(void)setApiKey:(NSString *)apiKey withSecretKey:(NSString *)secretKey;(void)setApiKey:(NSString *)apiKey withSecretKey:(NSString *)secret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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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callbackQueue 回调队列

返回返回

nil或错误信息。

说明说明

设置回调队列。

获得当前回调队列获得当前回调队列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无。

返回返回

回调队列。

说明说明

获得当前回调队列。

设置合成线程优先级设置合成线程优先级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priority 优先级

返回返回

无。

说明说明

设置合成线程优先级。

启动合成引擎启动合成引擎

方法方法

(NSError*)setSDKCallbackQueue:(dispatch_queue_t)callbackQueue;(NSError*)setSDKCallbackQueue:(dispatch_queue_t)callbackQueue;

(dispatch_queue_t)getCurrentCallbackQueue;(dispatch_queue_t)getCurrentCallbackQueue;

(void)setThreadPriority:(double)priority;(void)setThreadPriority:(double)priority;

(NSError*)loadOfflineEngine: (NSString*)textDatFilePath(NSError*)loadOfflineEngine: (NSString*)textDatFilePath
                speechDataPath: (NSString*)speechDatFilePath                speechDataPath: (NSString*)speechDatFilePath
               licenseFilePath: (NSString*)licenseFilePath               licenseFilePath: (NSString*)licenseFilePath
                   withAppCode: (NSString*)appCode;                   withAppCode: (NSString*)app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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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textDatFilePath 中文文本分析数据文件路径

speechDataPath 中文声学模型数据文件路径

licenseFilePath 授权文件路径，如果没有本地授权可传入nil

appCode 用户持有的授权app code

返回返回

nil或错误信息。

说明说明

启动合成引擎。

加载英文合成数据文件及模型文件加载英文合成数据文件及模型文件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textDataPath 英文文本分析数据文件路径

speechDataPath 英文声学模型数据文件路径

返回返回

nil或错误信息。

说明说明

加载英文合成数据文件及模型文件。

重新加载文本分析数据文件或者声学模型数据文件重新加载文本分析数据文件或者声学模型数据文件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datFilePath 数据文件路径

返回返回

nil或错误信息。

说明说明

重新加载文本分析数据文件或者声学模型数据文件。

加载定制库加载定制库

方法方法

-(NSError*)loadEnglishDataForOfflineEngine: (NSString*)textDataPath-(NSError*)loadEnglishDataForOfflineEngine: (NSString*)textDataPath
                    speechData: (NSString*)speechDataPath;                    speechData: (NSString*)speechDataPath;

(NSError*)reinitOfflineEngineData: (NSString*)datFilePath;(NSError*)reinitOfflineEngineData: (NSString*)datFile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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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datFilePath 数据文件路径

返回返回

nil或错误信息。

说明说明

加载定制库。

卸载定制库卸载定制库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无。

返回返回

nil或错误信息。

说明说明

卸载定制库。

验证音库文件的有效性验证音库文件的有效性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datFilePath 数据文件路径

err 如果验证失败，返回错误信息

返回返回

验证成功返回YES，验证失败返回NO。

说明说明

验证音库文件的有效性。

获取音库文件相关参数获取音库文件相关参数

方法方法

(NSError*)loadDomainDataForOfflineEngine:(NSString*)datFilePath;(NSError*)loadDomainDataForOfflineEngine:(NSString*)datFilePath;

(NSError*)unloadDomainDataFromOfflineEngine;(NSError*)unloadDomainDataFromOfflineEngine;

(BOOL)verifyDataFile: (NSString*) datFilePath error:(NSError**)err;(BOOL)verifyDataFile: (NSString*) datFilePath error:(NSError**)e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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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datFilePath 数据文件路径

paramType 参数键

paramValue 传出对应参数的值

err 如果失败, 返回错误信息

返回返回

成功返回YES，失败返回NO。

说明说明

获取音库文件相关参数。

批量开始文本合成但不朗读或添加文本至当前合成过程批量开始文本合成但不朗读或添加文本至当前合成过程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sentence 需要语音合成的文本，不超过120的GBK字节，即60个汉字或英文字母数字。超过请自行按照句号问号等标点切分

err 如果失败, 返回错误信息

返回返回

SDK生成的文本ID，－1代表合成失败，错误信息详见err。

说明说明

批量开始文本合成但不朗读或添加文本至当前合成过程。

批量开始文本合成并朗读或添加文本至当前合成过程批量开始文本合成并朗读或添加文本至当前合成过程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sentence 需要语音合成的文本，不超过120的GBK字节，即60个汉字或英文字母数字。超过请自行按照句号问号等标点切分

err 如果失败, 返回错误信息

返回返回

SDK生成的文本ID，－1代表合成失败，错误信息详见err。

(BOOL)getDataFileParam: (NSString*)datFilePath(BOOL)getDataFileParam: (NSString*)datFilePath
                    type: (TTSDataParam)paramType                    type: (TTSDataParam)paramType
                   value: (NSString**)paramValue                   value: (NSString**)paramValue
                   error: (NSError**)err;                   error: (NSError**)err;

(NSInteger)synthesizeSentence:(NSString*)sentence withError:(NSError**)err;(NSInteger)synthesizeSentence:(NSString*)sentence withError:(NSError**)err;

(NSInteger) speakSentence:(NSString*)sentence withError:(NSError**)err;(NSInteger) speakSentence:(NSString*)sentence withError:(NSError**)e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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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说明

批量开始文本合成并朗读或添加文本至当前合成过程。

取消本次合成并停止朗读取消本次合成并停止朗读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无。

返回返回

无。

说明说明

取消本次合成并停止朗读。

暂停文本合成并朗读暂停文本合成并朗读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无。

返回返回

合成状态。

说明说明

暂停文本合成并朗读。

继续文本合成并朗读继续文本合成并朗读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无。

返回返回

合成状态。

说明说明

继续文本合成并朗读。

获取合成器状态获取合成器状态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无。

(void)cancel;(void)cancel;

(BDSSynthesizerStatus)pause;(BDSSynthesizerStatus)pause;

(BDSSynthesizerStatus)resume;(BDSSynthesizerStatus)resume;

(BDSSynthesizerStatus)synthesizerStatus;(BDSSynthesizerStatus)synthesizer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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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返回

合成状态。

说明说明

获取合成器状态。

设置播放器音量设置播放器音量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volume 音量值

返回返回

无。

说明说明

设置播放器音量。

设置AudioSessionCategory类型设置AudioSessionCategory类型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category AudioSessionCategory类型

返回返回

无。

说明说明

设置AudioSessionCategory类型。

语音合成器委托对象语音合成器委托对象

语音合成器委托对象BDSSpeechSynthesizerDelegate，用来处理语音合成器的各种回调。

开始合成开始合成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SynthesizeSentence 句子序号

(void)setPlayerVolume:(float)volume;(void)setPlayerVolume:(float)volume;

(void)setAudioSessionCategory:(NSString *)category;(void)setAudioSessionCategory:(NSString *)category;

(void)synthesizerStartWorkingSentence:(NSInteger)SynthesizeSentence;(void)synthesizerStartWorkingSentence:(NSInteger)SynthesizeSen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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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返回

无。

说明说明

开始合成。

结束合成结束合成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SynthesizeSentence 句子序号

返回返回

无。

说明说明

结束合成。

开始朗读开始朗读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SpeakSentence 句子序号

返回返回

无。

说明说明

开始朗读。

结束朗读结束朗读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SpeakSentence 句子序号

返回返回

无。

(void)synthesizerFinishWorkingSentence:(NSInteger)SynthesizeSentence;(void)synthesizerFinishWorkingSentence:(NSInteger)SynthesizeSentence;

(void)synthesizerSpeechStartSentence:(NSInteger)SpeakSentence;(void)synthesizerSpeechStartSentence:(NSInteger)SpeakSentence;

(void)synthesizerSpeechEndSentence:(NSInteger)SpeakSentence;(void)synthesizerSpeechEndSentence:(NSInteger)SpeakSen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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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说明

结束朗读。

新的语音数据已经合成新的语音数据已经合成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newData 语音数据

DataFormat 音频格式

newLength 语音数据长度

SynthesizeSentence 句子序号

返回返回

无。

说明说明

新的语音数据已经合成。

播放进度变更播放进度变更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newLength 语音数据长度

SpeakSentence 句子序号

返回返回

无。

说明说明

播放进度变更。

合成器发生错误合成器发生错误

方法方法

参数参数

(void)synthesizerNewDataArrived:(NSData *)newData(void)synthesizerNewDataArrived:(NSData *)newData
        DataFormat:(BDSAudioFormat)fmt        DataFormat:(BDSAudioFormat)fmt
                   characterCount:(int)newLength                   characterCount:(int)newLength
                   sentenceNumber:(NSInteger)SynthesizeSentence;                   sentenceNumber:(NSInteger)SynthesizeSentence;

(void)synthesizerTextSpeakLengthChanged:(int)newLength(void)synthesizerTextSpeakLengthChanged:(int)newLength
                           sentenceNumber:(NSInteger)SpeakSentence;                           sentenceNumber:(NSInteger)SpeakSentence;

(void)synthesizerErrorOccurred:(NSError *)error(void)synthesizerErrorOccurred:(NSError *)error
                        speaking:(NSInteger)SpeakSentence                        speaking:(NSInteger)SpeakSentence
                    synthesizing:(NSInteger)SynthesizeSentence;                    synthesizing:(NSInteger)SynthesizeSen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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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error 错误码

SpeakSentence 正在播放的句子序号

SynthesizeSentence 正在合成的句子序号

返回返回

无。

说明说明

合成器发生错误。

参数及完整示例

参数及完整示例参数及完整示例

BDSSpeechSynthesizerParams.h 文件中包含了各类参数的使用说明，如果开发者想寻找一些功能的设置办法，请浏览该文

件中的相关参数说明

语音合成器参数语音合成器参数

合成参数合成参数

百度语音合成支持的参数用BDSSynthesizerParamKey类型表示，具体如下：

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BDS_SYNTHESIZER_PARAM_SPEED 语速

BDS_SYNTHESIZER_PARAM_PITCH 音调

BDS_SYNTHESIZER_PARAM_VOLUME 音量

BDS_SYNTHESIZER_PARAM_PID 产品号

BDS_SYNTHESIZER_PARAM_LANGUAGE 语言

BDS_SYNTHESIZER_PARAM_TEXT_ENCODE 文本编码类型

BDS_SYNTHESIZER_PARAM_AUDIO_ENCODING 音频编码类型

BDS_SYNTHESIZER_PARAM_SPEAKER 发音人

BDS_SYNTHESIZER_PARAM_USER_AGENT UA

BDS_SYNTHESIZER_PARAM_ONLINE_REQUEST_TIMEOUT 超时时间

BDS_SYNTHESIZER_PARAM_ETTS_AUDIO_FORMAT 音频格式

BDS_SYNTHESIZER_PARAM_ETTS_VOCODER_OPTIM_LEVEL 合成引擎速度优化等级

BDS_SYNTHESIZER_PARAM_SYNTH_STRATEGY 合成策略

语音合成文本语言语音合成文本语言

语音合成文本语言用BDSSynthesizerLanguages类型表示，具体如下：

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BDS_SYNTHESIZER_LANGUAGE_ZH 中文

BDS_SYNTHESIZER_LANGUAGE_EN 英文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语音合成技术

404



语音合成文本编码格式语音合成文本编码格式

语音合成文本编码格式用BDSSynthesizerTextEncodings类型表示，具体如下：

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BDS_SYNTHESIZER_TEXT_ENCODE_GBK GBK编码

BDS_SYNTHESIZER_TEXT_ENCODE_BIG5 大五码编码

BDS_SYNTHESIZER_TEXT_ENCODE_UTF8 UTF8编码

语音合成音频编码格式语音合成音频编码格式

不支持 mp3，支持AMR、OPUS。 语音合成音频编码格式用BDSSynthesizerAudioEncoding类型表示，具体如下：

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BDS_SYNTHESIZER_AUDIO_ENCODE_BV_16K bv 16k比特率

BDS_SYNTHESIZER_AUDIO_ENCODE_AMR_6K6 amr 6.6k比特率

BDS_SYNTHESIZER_AUDIO_ENCODE_AMR_8K85 amr 8.85k比特率

BDS_SYNTHESIZER_AUDIO_ENCODE_AMR_12K65 amr 12.65k比特率

BDS_SYNTHESIZER_AUDIO_ENCODE_AMR_14K25 amr 14.25k比特率

BDS_SYNTHESIZER_AUDIO_ENCODE_AMR_15K85 amr 15.85k比特率

BDS_SYNTHESIZER_AUDIO_ENCODE_AMR_18K25 amr 18.25k比特率

BDS_SYNTHESIZER_AUDIO_ENCODE_AMR_19K85 amr 19.85k比特率

BDS_SYNTHESIZER_AUDIO_ENCODE_AMR_23K05 amr 23.05k比特率

BDS_SYNTHESIZER_AUDIO_ENCODE_AMR_23K85 amr 23.85k比特率

BDS_SYNTHESIZER_AUDIO_ENCODE_OPUS_8K opus 8k比特率

BDS_SYNTHESIZER_AUDIO_ENCODE_OPUS_16K opus 16k比特率

BDS_SYNTHESIZER_AUDIO_ENCODE_OPUS_18K opus 18k比特率

BDS_SYNTHESIZER_AUDIO_ENCODE_OPUS_20K opus 20k比特率

BDS_SYNTHESIZER_AUDIO_ENCODE_OPUS_24K opus 24k比特率

BDS_SYNTHESIZER_AUDIO_ENCODE_OPUS_32K opus 32k比特率

关于AVAudioSession关于AVAudioSession SDK默认会将AudioSession的Category设置为AVAudioSessionCategoryPlayback，并在必要的时候调用

setActive接口对外部音频进行打断及恢复，如果开发者不希望SDK对AudioSession进行操作自己管理，可以通过参数配置接

口，把 对应的value设置为NO，即可屏蔽SDK内部的操作，按照需

求，设置 自行配置AudioSession。

语音合成完整示例语音合成完整示例

BDS_SYNTHESIZER_PARAM_ENABLE_AVSESSION_MGMTBDS_SYNTHESIZER_PARAM_ENABLE_AVSESSION_MGMT

BDS_SYNTHESIZER_PARAM_AUDIO_SESSION_CATEGORY_OPTIONSBDS_SYNTHESIZER_PARAM_AUDIO_SESSION_CATEGORY_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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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汇总

Android错误码（包含在线合成和离线合成错误）Android错误码（包含在线合成和离线合成错误）

生成错误码共2处位置：

调用接口的方法时的返回，如initTTs方法的返回

      
-(void)configureOnlineTTS{-(void)configureOnlineTTS{
        
    [[BDSSpeechSynthesizer sharedInstance] setApiKey:API_KEY withSecretKey:SECRET_KEY];    [[BDSSpeechSynthesizer sharedInstance] setApiKey:API_KEY withSecretKey:SECRET_KEY];
        
    [[AVAudioSession sharedInstance]setCategory:AVAudioSessionCategoryPlayback error:nil];    [[AVAudioSession sharedInstance]setCategory:AVAudioSessionCategoryPlayback error:nil];
    [[BDSSpeechSynthesizer sharedInstance] setSynthParam:@(BDS_SYNTHESIZER_SPEAKER_FEMALE)    [[BDSSpeechSynthesizer sharedInstance] setSynthParam:@(BDS_SYNTHESIZER_SPEAKER_FEMALE)  
forKey:BDS_SYNTHESIZER_PARAM_SPEAKER];forKey:BDS_SYNTHESIZER_PARAM_SPEAKER];
        
}}

-(void)test : {-(void)test : {
    // 获得合成器实例    // 获得合成器实例
    [[BDSSpeechSynthesizer sharedInstance] setSynthesizerDelegate:self];    [[BDSSpeechSynthesizer sharedInstance] setSynthesizerDelegate:self];
  
 // 开始合成并播放 // 开始合成并播放
 NSError* speakError = nil; NSError* speakError = nil;
 if([[BDSSpeechSynthesizer sharedInstance] speakSentence:@"您好" withError:&speakError] == -1){ if([[BDSSpeechSynthesizer sharedInstance] speakSentence:@"您好" withError:&speakError] == -1){
  // 错误  // 错误
  NSLog("错误: %ld, %@", (long)speakError.code, speakError.localizedDescription);  NSLog("错误: %ld, %@", (long)speakError.code, speakError.localizedDescription);
 } }
 if([[BDSSpeechSynthesizer sharedInstance] speakSentence:@"今天天气真不错" withError:&speakError] == -1){ if([[BDSSpeechSynthesizer sharedInstance] speakSentence:@"今天天气真不错" withError:&speakError] == -1){
  // 错误  // 错误
  NSLog("错误: %ld, %@", (long)speakError.code, speakError.localizedDescription);  NSLog("错误: %ld, %@", (long)speakError.code, speakError.localizedDescription);
 } }
 if([[BDSSpeechSynthesizer sharedInstance] speakSentence:@"Today's weather is really good!" withError:&speakError] == if([[BDSSpeechSynthesizer sharedInstance] speakSentence:@"Today's weather is really good!" withError:&speakError] ==  
-1){-1){
  // 错误  // 错误
  NSLog("错误: %ld, %@", (long)speakError.code, speakError.localizedDescription);  NSLog("错误: %ld, %@", (long)speakError.code, speakError.localizedDescription);
 } }
}}
  
  
 - (void)synthesizerStartWorkingSentence:(NSInteger)SynthesizeSentence - (void)synthesizerStartWorkingSentence:(NSInteger)SynthesizeSentence
{{
    NSLog(@"Began synthesizing sentence %ld", (long)SynthesizeSentence);    NSLog(@"Began synthesizing sentence %ld", (long)SynthesizeSentence);
}}

- (void)synthesizerFinishWorkingSentence:(NSInteger)SynthesizeSentence- (void)synthesizerFinishWorkingSentence:(NSInteger)SynthesizeSentence
{{
    NSLog(@"Finished synthesizing sentence %ld", (long)SynthesizeSentence);    NSLog(@"Finished synthesizing sentence %ld", (long)SynthesizeSentence);
}}

- (void)synthesizerSpeechStartSentence:(NSInteger)SpeakSentence- (void)synthesizerSpeechStartSentence:(NSInteger)SpeakSentence
{{
    NSLog(@"Began playing sentence %ld", (long)SpeakSentence);    NSLog(@"Began playing sentence %ld", (long)SpeakSentence);
}}

- (void)synthesizerSpeechEndSentence:(NSInteger)SpeakSentence- (void)synthesizerSpeechEndSentence:(NSInteger)SpeakSentence
{{
    NSLog(@"Finished playing sentence %ld", (long)SpeakSentence);    NSLog(@"Finished playing sentence %ld", (long)SpeakSente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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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rror(String utteranceId，SpeechError error); SpeechError 中的code

错误码值错误码值 错误码描述错误码描述

-1 在线引擎授权失败

-2 在线合成请求失败

-3 在线合成停止失败

-4 在线授权中断异常

-5 在线授权执行时异常

-6 在线授权时间超时

-7 在线合成返回错误信息 ，如果是鉴权错误，详情见下表鉴权错误码

-8 在线授权token为空 ，详情见下表鉴权错误码

-9 在线引擎没有初始化

-10 在线引擎合成时异常

-11 在线引擎不支持的操作

-12 在线合成请求解析出错

-13 在线合成获取合成结果被中断

-14 在线合成过程异常

-15 在线合成获取合成结果超时

-100 离线引擎授权失败

-101 离线合成停止失败

-102 离线授权下载License失败

-103 离线授权信息为空

-104 离线授权类型未知

-105 离线授权中断异常

-106 离线授权执行时异常

-107 离线授权执行时间超时

-108 离线合成引擎初始化失败

-109 离线引擎未初始化

-110 离线合成时异常

-111 离线合成返回值非0

-112 离线授权已过期

-113 离线授权包名不匹配

-114 离线授权签名不匹配

-115 离线授权设备信息不匹配

-116 离线授权平台不匹配

-117 离线授权的license文件不存在

-118 鉴权被取消

-119 音库版本与引擎版本不匹配

-120 音库授权验证失败

-124 离线证书下载失败， 错误的 SN。 检查appid、包名等账号信息和SN是否对齐

-200 混合引擎离线在线都授权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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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混合引擎离线在线都授权失败

-201 混合引擎授权中断异常

-202 混合引擎授权执行时异常

-203 混合引擎授权执行时间超时

-204 在线合成初始化成功，离线合成初始化失败。 可能是离线资源dat文件未加载或包名错误

-300 合成文本为空

-301 合成文本长度过长（不要超过GBK120个字节）

-302 合成文本无法获取GBK字节

-400 TTS未初始化

-401 TTS模式无效

-402 TTS合成队列已满（最大限度为1000）

-403 TTS批量合成文本过多（最多为100）

-404 TTS停止失败

-405 TTS APP ID无效

-406 TTS被调用方法参数无效

-500 Context被释放或为空

-600 播放器为空

-1000 模型管理参数无效

-1001 模型管理请求出错

-1002 模型管理服务器端错误

-1003 模型管理数据库模型信息无效

-1004 package无效 ，包名超过限制40字节限制

-1005 模型数据已经存在（ 或已下载）

-1006 无法获取到模型信息

-1007 无法获取到模型文件信息

-1008 模型检查过程异常

-1009 模型文件下载时异常

-9999 未知错误

鉴权错误码鉴权错误码

鉴权错误错误的原因可能是appkey，secretkey填错。或者这个应用的配额超限。

示例：

错误码值错误码值 错误码描述错误码描述 原因原因

-8 在线授权token错误 appkey 或者secretkey填错

-7 token正常，但是应用没有权限 见子错误对应的报错

(-8)access token is null, please check your apikey and secretkey or product id，(-8)access token is null, please check your apikey and secretkey or product id，
(-7)request result contains error message[(502)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7)request result contains error message[(502)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 110 是子错误// 110 是子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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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的子错误值-7的子错误值 错误码描述错误码描述 原因原因

4 pv超限 配额使用完毕，请购买或者申请

6 没勾权限 应用不存在或者应用没有语音识别的权限

13 并发超限 并发超过限额，请购买或者申请

16 字节超限 没有对应的发音人额度，请购买或申请

111 SDK内部错误，token过期 请反馈

常见错误码及解决方案常见错误码及解决方案 

错误码错误码 含义含义 可能原因可能原因 自查指南自查指南 解决办法解决办法

-102

离线授

权下载

license

失败

1.网络不佳

2.授权码额度

耗尽

3.SN已经绑定

其他设备

导致下载

license失败

1. 检查离线联网授权时的网络环境；

2.确认SN序列号是否还有额度

3.确认SN之前是否绑定过其他设备（刷机等更改设

备信息的操作都是导致下载license失败）

1. 更换稳定的网络环境；

2. 补充SN序列号额度(产品线授权方

式)

3. 如绑定过其他设备更换新的授权

SN(设备数授权方式)

-108

离线合

成引擎

初始化

失败

loadmodel的资

源文件 离线音

库文件 没加载

1.确认音库文件是否下载；2.是否在指定位置加

载；3. 判断模型文件是否有效 点击

1.如加载位置没有对应的文本和音库

文件，手动复制文件到指定位置；2.

可以尝试删除应用，重新安装测试

同上
loadmodel时合

成引擎不空闲

sdk只支持同一语种的不同发音人使用loadModel方

法切换，例如，度小美切换度丫丫。如果是中文切

英文或者粤语，需要反初始化后再初始化

如需要切换不同的文本资源，请先调

用release方法，再次执行新的文本资

源初始化

同上 其他
初始化添加LoggerProxy.printable(true)；保存启动

app到报错的完整日志
提供日志，百度侧进一步判断

-119

SN序列

号不合

法

SN序列号不在

有效期内
核对绑定的SN序列号 更换合法SN序列号

同上
SN序列号已被

绑定

需要确认SN序列号是否已经绑定其他设备，或者设

备刷机等导致cuid变更操作
反馈给百度侧，进一步判断

鉴权未

通过
鉴权信息错误 需要确认SN序列号外的其他鉴权信息 填写正确的鉴权信息，注意空格

-204

离线合

成初始

化失败

设备的系统时

间超出license

时效

确认设备的系统时间是否正常 校验系统时间

同上
license 超出有

效期
确认SN序列号在有效期内 更换有效期内授权SN

IOS错误码IOS错误码

开始合成错误开始合成错误

开始合成错误用BDSStartSynthesisError类型表示，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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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BDS_START_SYNTHESIS_OK 启动成功

BDS_START_SYNTHESIS_SYNTHESIZER_UNINITIALIZED 合成器未初始化

BDS_START_SYNTHESIS_TEXT_EMPTY 合成文本为空

BDS_START_SYNTHESIS_TEXT_TOO_LONG 和成文本过长

BDS_START_SYNTHESIS_ENGINE_BUSY 合成引擎繁忙

BDS_START_SYNTHESIS_MALLOC_ERROR 获取资源失败

BDS_START_SYNTHESIS_NO_NETWORK 无网络连接

BDS_START_SYNTHESIS_NO_VERIFY_INFO 无授权信息

合成错误（包含在线合成和离线合成错误）合成错误（包含在线合成和离线合成错误）

合成错误用BDSSynthesisError类型表示，具体如下：

参数参数 含义含义

BDS_UNKNOWN_ERROR 未知错误

BDS_PLAYER_FAILED_GET_STREAM_PROPERTIES 获取流属性失败

BDS_PLAYER_FAILED_OPEN_DEVICE 打开设备失败

BDS_PLAYER_FAILED_OPEN_STREAM 打开流失败

BDS_PLAYER_ALLOC_FAIL 资源申请失败

BDS_PLAYER_BAD_STREAM 音频流错误

BDS_ONLINE_TTS_CONNECT_ERROR 在线连接错误

BDS_ONLINE_TTS_RESPONSE_PARSE_ERROR 在线解析错误

BDS_ONLINE_TTS_PARAM_ERROR 在线参数错误

BDS_ONLINE_TTS_TEXT_ENCODE_NOT_SUPPORTED 文本编码格式不支持

BDS_ONLINE_TTS_VERIFY_ERROR 在线鉴权错误

BDS_ONLINE_TTS_GET_ACCESS_TOKEN_FAILED 获取token失败

BDS_ETTS_ERR_PARTIAL_SYNTH 离线部分合成错误

BDS_ETTS_ERR_CONFIG 离线配置错误

BDS_ETTS_ERR_RESOURCE 离线资源错误

BDS_ETTS_ERR_HANDLE 离线句柄错误

BDS_ETTS_ERR_PARMAM 离线参数错误

BDS_ETTS_ERR_MEMORY 离线内存错误

BDS_ETTS_ERR_TOO_MANY_TEXT 离线文本过长

BDS_ETTS_ERR_RUN_TIME 离线运行时错误

BDS_ETTS_ERR_NO_TEXT 离线空文本错误

BDS_ETTS_ERR_LICENSE 离线授权错误

错误反馈错误反馈

如有使用问题，可通过提交工单进行反馈。

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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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播放多段长文本Android播放多段长文本

建议使用sdk内部的队列缓存。 int speak(String text, String utteranceId);

如一开始一次性调用10次speak方法，收到合成结束的onSynthesizeFinish回调后（可以收到utteranceId参数），再加入1句新

的。保持sdk内部队列中一直有10个句子。

SDK内部会按照队列次序不断合成。自动按照次序播放

Android控制播放暂停及自定义播放Android控制播放暂停及自定义播放

SDK是无论何种场景都会一直播放。比如有电话接入，需要暂停播放。用户需要自行实现，收到系统电话接入的事件调用

pause方法， 结束后调用resume方法。

如果觉得SDK的播放方式您不满意，可以调用synthesize() 方法仅合成不播放。通过onSynthesizeDataArrived 获取音频数据，

自行处理播放。

Android高亮当前在读的文字Android高亮当前在读的文字

onSpeechProgressChanged()根据播放音频的时长百分比回调进度，由于每个字的发音不是等长的，和实际读的文字会有误

差。当一次合成的文件较长时，误差尤为明显。

Android播放过程中切换发音人Android播放过程中切换发音人

在线发音人， 要求在引擎空闲时切换。 SDK内部有合成队列和播放队列。其中合成队列独立，调用的句子在合成队列结束后

加入播放队列。

引擎空闲是指合成队列为空，即合成全部完成。 即onSynthesizeFinish中，收到的utteranceId为最后一个。utteranceId参数是

speak或synthesize方法的第二个参数。

也可以随时调用stop方式，比如最近的一句话说完时，清空播放队列和合成队列，达到引擎空闲的状态。

具体请参见demo的SwitchSpeakerListener类。

ios如何同时集成语音识别和语音合成？两个.a名字是一样的，内容一样么？ios如何同时集成语音识别和语音合成？两个.a名字是一样的，内容一样么？ 内容不一样，同时集成只需将.a换个名字重新导入

即可。同名的资源文件内容是一样的。

ios如何获得合成的音频数据ios如何获得合成的音频数据 请参考Demo中的 方法。注意合成的数据是逐段返回的，如果需要完整

的音频，开发者自行拼接数据即可。

ios如何管理AudioSessionios如何管理AudioSession 请开发者参考SDK头文件 

和 配置说明或者文档关于AVAudioSession部分。如果无法

达成预期效果，建议收取合成的音频数据，自行播放。

ios如何实现后台播放、如何实现锁屏界面的播放、显示ios如何实现后台播放、如何实现锁屏界面的播放、显示 SDK内部不会对后台、锁屏相关功能做任何控制，但会在必要的时候

调用setActive接口对外部音频进行打断及恢复，会影响某些场景下的锁屏显示，如果开发者不希望SDK对AudioSession进行操

作自己管理，可以通过参数配置接口，把BDS_SYNTHESIZER_PARAM_ENABLE_AVSESSION_MGMT对应的value设置为NO，即

可屏蔽SDK内部的操作。建议开发者自行收取合成音频数据，播放音频的同时来实现相关功能。

商务合作的流程是怎样的？商务合作的流程是怎样的？ 请在AI官网底部点击“商务合作”，详细描述您的需求。或者在百度云提交工单申请合作。

如何反馈使用问题如何反馈使用问题

在反馈问题之前，请开发者务必在Demo测试并复现。

通过各个渠道反馈问题时，请务必详细描述以下信息：

synthesizerNewDataArrivedsynthesizerNewDataArrived

BDS_SYNTHESIZER_PARAM_ENABLE_AVSESSION_MGMTBDS_SYNTHESIZER_PARAM_ENABLE_AVSESSION_MGMT

BDS_SYNTHESIZER_PARAM_AUDIO_SESSION_CATEGORY_OPTIONSBDS_SYNTHESIZER_PARAM_AUDIO_SESSION_CATEGORY_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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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叫中心语音

导览
呼叫中心导览

欢迎使用百度语音识别服务，呼叫中心服务分为呼叫中心解决语音方案及呼叫中心音频文件转写。可用于智能语音IVR、智能外

呼、客服内容质检等场景。

本导览文档主要针对百度语音呼叫中心的开发者，让您能够更方便快速的找到产品说明

产品定价与购买

产品价格：查看价格文档

付费购买：付费购买文档

接入指南

创建账号及接入说明：接入文档

呼叫中心语音解决方案

呼叫中心语音解决方案由Mrcp协议提供语音识别（8K）语音识别（8K）及在线合成-客服音库在线合成-客服音库的产品服务。

MRCP SERVER接入MRCP SERVER接入

呼叫中心语音解决方案接入文档； 呼叫中心语音解决方案Mrcp Server下载

呼叫中心语音识别（8K），采用针对呼叫中心电话场景专有语音识别模型，实时精准的将电话语音识别为文字，适用于智

能语音IVR、实时客服辅助、智能外呼等场景，目前仅支持中文普通话。

呼叫中心语音解决方案-语音识别(8K) 接入文档

在线合成-客服音库，基于业界领先的深度神经网络技术，提供高度拟人、流畅自然的语音合成服务，针对于客服、呼叫中

心场景专属打造的发音人。

呼叫中心语音解决方案-在线合成 接入文档

音频文件转写

基于呼叫中心专属模型，可大批量低成本的将8k采样率电话录音文件识别为文本。适用于电话内容分析、质检场景。

音频文件转写接入文档

语音识别效果提升

若在使用呼叫中心实时语音识别、呼叫中心音频文件转中希望提高识别准确率，可以通过语音自训练平台，使用业务场景语

料，零代码自助训练语言模型，精准识别语音内容，有效提升业务领域识别准确率。

语音自训练平台平台使用文档

问题描述：（具体问题，稳定复现/概率）问题描述：（具体问题，稳定复现/概率）
SDK 版本：（是否已经切换到最新版本）SDK 版本：（是否已经切换到最新版本）
是否已在Demo中复现：请务必在Demo中复现遇到的错误。无法在Demo复现的问题相对难以定位原因。是否已在Demo中复现：请务必在Demo中复现遇到的错误。无法在Demo复现的问题相对难以定位原因。
  
若能在Demo中复现，请描述：若能在Demo中复现，请描述：
SDK：（SDK类型，版本号）SDK：（SDK类型，版本号）
初始化引擎代码：（在线引擎、离线引擎代码片段）初始化引擎代码：（在线引擎、离线引擎代码片段）
APPID：APPID：
复现逻辑：（如何复现）复现逻辑：（如何复现）
完整日志：（附上开启Debug模式的，从启动到结束的完整日志）完整日志：（附上开启Debug模式的，从启动到结束的完整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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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价格
计费简介

呼叫中心语音-语音识别（8K）计费简介呼叫中心语音-语音识别（8K）计费简介

呼叫中心语音-语音识别（8K）目前仅支持中文普通话。

语音识别：每个账号可享10小时免费调用，超出免费时长后，可以购买预付小时包，也可按调用量后付费。

高并发量扩容：未认证用户设定2并发，个人认证账户设定3并发，企业认证设定定5并发，开通付费后50并发，可扩容并发

量。

呼叫中心语音-合成计费简介呼叫中心语音-合成计费简介 呼叫中心语音-在线合成目前仅支持"客服音库"一位发音人。

语音合成：每个账号可享10万次免费调用，超出免费次数后，可以购买预付次数包，也可按调用量后付费。

高并发量扩容：未认证用户设定2并发，个人认证账户设定3并发，企业认证设定定5并发，开通付费后50并发，可扩容并发

量。

呼叫中心语音-音频文件转写计费简介呼叫中心语音-音频文件转写计费简介 呼叫中心语音-音频文件转写（8K）目前仅支持中文普通话。

语音转写服务：每个账号可享10小时免费调用，超出免费时长后，可以购买预付小时包，也可按调用量后付费。

补充说明：补充说明：

并发量支持特殊大客户价格，可通过合作提升。

免费时长用尽后，系统会根据实际调用的时长，每小时会对您的百度云账户进行扣费，用多少付多少。同时，可购买预付小

时包。购买后一年内有效，价格更优惠。

价目表

呼叫中心语音

呼叫中心语音解决方案提供呼叫中心语音-语音识别（8K）呼叫中心语音-语音识别（8K）、呼叫中心语音-在线合成-客服音库呼叫中心语音-在线合成-客服音库、呼叫中心语音-音频文件转写呼叫中心语音-音频文件转写

（8K）（8K）的能力

呼叫中心语音-语音识别（8K）呼叫中心语音-语音识别（8K）

按调用时长计费，支持“按小时包预付费”和“调用时长后付费”两种付费方式。其中，“小时包预付费”的付费方式更适合业务中对

语音识别服务需求量较明确的用户选择，用户可同时购买多个小时包叠加使用；而“调用时长后付费”的付费方式更适合对语音

识别需求量尚处于探索期的用户选择，也可作为“小时包预付费”付费方式的兜底方案。

用户产生调用时会优先消耗免费调用额度，待免费调用额度耗尽时开始消耗小时包内额度。当小时包内剩余额度为零时，系统

会自动切换为“调用时长后付费”的计费策略；直至账户内余额不足以支付因调用产生的费用，此时语音识别服务暂停，用户则

无法正常使用语音识别服务。用户重新购小时包或给账户充值后，语音识别服务将恢复正常。

若用户需要更大并发量以满足业务需要，可自行完成并发量扩容。 按小时包预付费按小时包预付费 用户购买次数包后即可直接使用，次数包

购买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具体价格如下：

小时包规格（小时）小时包规格（小时） 价格（元）价格（元） 单价（元/小时）单价（元/小时）

1000 3000 3.0

10000 24000 2.4

100000 180000 1.8

1000000 120000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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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调用时长后付费按调用时长后付费 月初，用户累积调用时长清零，同时重新开始累计调用时长。系统按用户实际使用实时扣费，具体价格如

下：

月调用小时月调用小时 价格（元/小时）价格（元/小时）

0-∞ 3.3

高并发量扩容高并发量扩容 | 购买时长 | 价格（元/并发） | | -------------------- | ------------- | |按月 | 100 | |按年 | 1000 | 补充说明补充说明 1、 当用户产生

成功调用，系统会消耗、记录调用时长，或因鉴权、音频质量导致的失败调用时，系统会消耗、记录调用时长，其余调用失败

情况均不涉及计费。

2、 月调用量统计周期为自然月。

呼叫中心语音-在线合成-客服音库呼叫中心语音-在线合成-客服音库

按调用次数进行计费，支持“按次数包预付费“和“调用量后付费”两种付费方式。

用户产生调用时会优先消耗免费调用额度，待免费调用额度耗尽时开始消耗次数包额度。当次数包内剩余额度为零时，系统会

自动切换为“调用量后付费”的计费策略；直至账户内余额不足以支付因调用产生的费用，此时语音合成服务暂停，查询语音转

写执行结果将返回错误码。用户则无法正常使用语音合成服务。用户重新购次数包或给账户充值后，语音合成服务将恢复正

常。

按次数包预付费按次数包预付费 用户购买次数包后即可直接使用，次数包购买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具体价格如下：

次数包规格（万次）次数包规格（万次） 价格（元）价格（元） 单价（元/次）单价（元/次）

1 18 0.0018

100 1500 0.0015

1000 12000 0.0012

10000 90000 0.0009

100000 600000 0.0006

按调用量后付费按调用量后付费 系统按用户实际使用实时扣费，具体价格如下：

月调用次数月调用次数 价格（元/次）价格（元/次）

0-∞ 0.002

呼叫中心语音-音频文件转写（8K）呼叫中心语音-音频文件转写（8K）

按调用时长计费，支持“按小时包预付费”和“调用时长后付费”两种付费方式。其中，“小时包预付费”的付费方式更适合业务中对

语音转写服务需求量较明确的用户选择，用户可同时购买多个小时包叠加使用；而“调用时长后付费”的付费方式更适合对语音

转写服务需求量尚处于探索期的用户选择，也可作为“小时包预付费”付费方式的兜底方案。

用户产生调用时会优先消耗免费调用额度，待免费调用额度耗尽时开始消耗小时包内额度。当小时包内剩余额度为零时，系统

会自动切换为“调用时长后付费”的计费策略；直至账户内余额不足以支付因调用产生的费用，此时语音转写服务暂停，查询语

音转写执行结果将返回错误码。用户无法正常使用语音转写服务。用户重新购小时包或给账户充值后，语音转写服务将恢复正

常。

按小时包预付费按小时包预付费 用户购买小时包后即可直接使用，小时包购买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具体价格如下：

小时包规格（小时）小时包规格（小时） 价格（元）价格（元） 单价（元/小时）单价（元/小时）

1000 1600 1.6

10000 12000 1.2

100000 80000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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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调用时长后付费按调用时长后付费 月初，用户累积调用时长清零，同时重新开始累计调用时长。系统按用户实际使用实时扣费，具体价格如

下：

月调用小时月调用小时 价格（元/小时）价格（元/小时）

0-∞ 2.2

费用举例

呼叫中心语音费用举例

如从2019-3-1至2019-3-31，本月调用呼叫中心实时语音识别的总时长中，计费调用量为1400小时。在客户已提前预付购买

了【1000小时】小时包前提下。

费用如下：

小时包预付费购买：1000小时包=3000元.

调用时长后付费购买：（1400-1000）小时* 3.3（每小时/元）=1320元.

因此,本月1400小时调用量总费用为3000元+1320元=4320元.

免费额度

免费额度如下：

接口服务接口服务 免费调用时长额度免费调用时长额度 并发限额并发限额 计费模式计费模式

呼叫中心语音-语音识别（8k） 10小时/账号
默认2-5并发（可通过企业认证提升）

开通付费后提升至50并发

按小时包预付费

按调用时长后付费

呼叫中心语音-在线合成（8k） 100000次/账号
默认2-5并发（可通过企业认证提升）

购买次数包后提升至50并发

按次数包预付费

按调用量后付费

呼叫中心语音-音频文件转写 10小时/账号
按小时包预付费

按调用时长后付费

注：免费使用阶段成功调用与失败调用均算作一次调用，消耗免费额度。 每个账号根据认证信息仅支持领取一次免费额

度，多账号绑定同一认证信息将无法重复领取。

计费与付费

对于有免费额度的接口服务，开通付费后，先使用免费调用额度，超过额度才根据接口调用量进行计费。

产品采用后付费的方式，每小时对您的百度云账户进行扣费。余额不足或欠费，会给您发送短信与邮件提醒。

用户开通付费前需进行实名认证。

余额不足替提醒与欠费处理

余额不足提醒

根据您历史的账单金额，判断您的账户余额（含可用代金券）是否足够支付未来的费用，若不足以支付，系统将在欠费前三

天、两天、一天发送续费提醒短信，请您收到短信后及时前往控制台财务中心充值。

欠费处理

北京时间每个整点检查您的账户余额是否足以支付本次账单的费用（如北京时间11点整检查账户余额是否足以支付10点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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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点的账单费用），若不足以支付，即为欠费，欠费时系统会发送欠费通知。

欠费后您开通付费的产品将进入欠费状态，接口将无法使用。

调用失败计费策略

对于语音识别的产品，大部分失败调用均不计费。只有极少部分影响服务器资源的失败调用算作计费调用。需计费的失败调用

错误码如下： 呼叫中心语音-实时语音识别呼叫中心语音-实时语音识别

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4 ERROR_SPEECH_QUALITY 音频质量问题，导致识别内容为空

注1：4-音频质量问题，导致识别内容为空。一般出现在上传音频格式不符或音频质量或格式错误。

音频文件转写
产品概述

概述

音频文件转写接口可以将大批量的音频文件异步转写为文字。适合批量录音质检、会议内容总结、录音内容分析等场景，一般

12小时内返回识别接口。接入步骤如下：

接入步骤1-创建账号接入步骤1-创建账号：参考文档

接入步骤2-创建应用接入步骤2-创建应用：在控制台中，创建应用，勾选开通”语音技术“-”音频文件转写“能力。获取 AppID、API Key、Secret

Key，并通过请求鉴权接口换取 token ，详细见接入指南。

接入步骤3-进行接口调用接入步骤3-进行接口调用：1.创建音频转写任务，创建需要识别的音频任务，音频需有可公开访问的url，创建成功后，音频

会开始进行语音转写任务，再通过查询结果接口进行结果查询。2.查询任务转写结果，查询识别结果。

Demo

Python Demo 点击下载 （文件为.zip压缩包，若无法打开时，可尝试在文件后上增加".zip“后缀）

语言及模型支持

支持中文普通话识别

创建音频转写任务

创建音频转写任务

接口描述：根据音频url、音频格式、语言id以及采样率等参数创建音频转写任务

请求接口：https://aip.baidubce.com/rpc/2.0/aasr/v1/create

HTTP 方法：POST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取值取值

access_token
通过 API Key 和 Secret Key 获取的 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

取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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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参数名 类型类型
是否必是否必

需需

对外状对外状

态态
取值范围取值范围

speech_u

rl
str 是 音频url

可使用百度云对象存储进行音频存储，生成云端可外网访问的url链接，音频大小不超

过500MB

format str 是
音频格

式
["mp3", "wav", "pcm","m4a","amr"]编码 16bits 位深

pid int 是
语言类

型
[1134（呼叫中心中文普通话）]

rate int 是 采样率 [8000]固定值

channel int 否 声道 [1、2]

若音频采样率为16k，请使用若音频采样率为16k，请使用音频文件转写音频文件转写

Body请求示例：

返回参数

参数名参数名 类型类型 是否必需是否必需 对外状态对外状态

log_id int 是 log id

task_id str 否 任务id

task_status str 否 任务状态

error_code int 否 错误码

error_msg str 否 错误信息

Body返回示例：

注意：查询识别结果时，需要该步骤返回的task_id来进行请求。请注意保存task_id列表。注意：查询识别结果时，需要该步骤返回的task_id来进行请求。请注意保存task_id列表。

查询音频转写结果

查询音频转写任务结果

{{
    "speech_url": "https://platform.bj.bcebos.com/sdk%2Fasr%2Fasr_doc%2Fdoc_download_files%2F16k.pcm",    "speech_url": "https://platform.bj.bcebos.com/sdk%2Fasr%2Fasr_doc%2Fdoc_download_files%2F16k.pcm",
    "format": "pcm",    "format": "pcm",

    "pid": 1134,    "pid": 1134,
    "rate": 8000    "rate": 8000
    "channel": 1    //双声道按声道识别请输入“2”    "channel": 1    //双声道按声道识别请输入“2”

}}

##### 创建成功##### 创建成功
{{
    "log_id": 12345678,    "log_id": 12345678,

    "task_status": "Created"，    "task_status": "Created"，
    "task_id":  "234acb234acb234acb234acb"  #注意保存该id，用于后续请求识别结果    "task_id":  "234acb234acb234acb234acb"  #注意保存该id，用于后续请求识别结果
}}

##### 创建失败，缺少参数##### 创建失败，缺少参数
{{
    "error_code": 336203,    "error_code": 336203,

    "error_msg": "missing param: speech_url",    "error_msg": "missing param: speech_url",
    "log_id": 5414433131138366128    "log_id": 54144331311383661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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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task_id的数组批量查询音频转写任务结果 请求接口：https://aip.baidubce.com/rpc/2.0/aasr/v1/query HTTP 方法：

POST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取值取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如下：

参数名参数名 类型类型 是否必需是否必需 描述描述 取值范围取值范围

task_ids list 是 任务id task_ids为空，返回空任务结果列表；单次查询任务数不超过200个

例：

Body返回示例：

参数名参数名 类型类型 是否必需是否必需

log_id int 是

tasks_info list 否

+task_id str 是

+task_status str 是

+task_result dict 否

++corpus_no str 否

++result str 否

++detailed_result list 否

++err_no int 否

++err_msg str 否

++sn str 否

error_code int 否

error_msg str 否

error_info list 否

例：

{{
    "task_ids":  ["234acb234acb234acb234acb", "234acb234acb234acb234acd", "234acb234acb234acb234acbe"]    "task_ids":  ["234acb234acb234acb234acb", "234acb234acb234acb234acd", "234acb234acb234acb234acbe"]
}}

{{
    "log_id": 12345678,    "log_id": 12345678,
    "tasks_info": [    "tasks_info": [
     { # 转写中     { # 转写中
      "task_status": "Running"      "task_status": "Running"
      "task_id": "234acb234acb234acb234acb",      "task_id": "234acb234acb234acb234acb",
     },     },
     { # 转写失败     { # 转写失败
      "task_status": "Failure"      "task_status": "Failure"
      "task_id": "234acb234acb234acb234acd",      "task_id": "234acb234acb234acb234acd",
      "task_result": {      "task_result": {
       "err_no":  3301       "err_no":  3301
       "err_msg": "speech quality error",       "err_msg": "speech quality error",
       "sn": "xxx"       "sn":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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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 "xxx"       "sn": "xxx"
      }      }
     },     },
     { # 转写成功     { # 转写成功
      "task_status": "Success",      "task_status": "Success",
      "task_result": {      "task_result": {
       "left"{       "left"{
        "result": [        "result": [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哦。毕竟..."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哦。毕竟..."
        ],        ],
        "detailed_result": [        "detailed_result": [
             {             {
             "res": [             "res": [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哦。"
                 ],                 ],
                "end_time": 6700,                "end_time": 6700,
                "begin_time": 4240,                "begin_time": 4240,
                "words_info": [                "words_info": [
                 {                 {
                                 "end_time": 1750,                                 "end_time": 1750,
                                 "words": "观众",                                 "words": "观众",
                                 "begin_time": 1100                                 "begin_time": 1100
                             }                             }
                          ],                          ],
                "sn": "257826606251573543780",                "sn": "257826606251573543780",
                "corpus_no": "6758319075297447880"                "corpus_no": "6758319075297447880"
            }            }
            ...            ...
        ],        ],
        "corpus_no": "6758319075297447880"        "corpus_no": "6758319075297447880"
        "error_no": 0        "error_no": 0
    },    },
       "right"{       "right"{
        "result": [        "result": [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哦。毕竟..."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哦。毕竟..."
        ],        ],
        "detailed_result": [        "detailed_result": [
             {             {
             "res": [             "res": [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哦。"
                 ],                 ],
                "end_time": 6700,                "end_time": 6700,
                "begin_time": 4240,                "begin_time": 4240,
                "words_info": [                "words_info": [
                 {                 {
                                 "end_time": 1750,                                 "end_time": 1750,
                                 "words": "观众",                                 "words": "观众",
                                 "begin_time": 1100                                 "begin_time": 1100
                             }                             }
                          ],                          ],
                "sn": "257826606251573543780",                "sn": "257826606251573543780",
                "corpus_no": "6758319075297447880"                "corpus_no": "6758319075297447880"
             }             }
            ...            ...
         ],         ],
         "corpus_no": "6758319075297447880"         "corpus_no": "6758319075297447880"
         "error_no": 0         "error_no": 0
        }        }
                    "audio_duration": 6800                       "audio_duration": 6800   
    },       },   
    "task_id": "234acb234acb234acb234ace"    "task_id": "234acb234acb234acb234ace"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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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状态及错误码

任务状态及错误码

任务状态 task_status任务状态 task_status | 取值 | 对应状态 | |---|---| |Running|转写中| |Success|转写成功| |Failure|转写失败|

接口错误码接口错误码 | error_code | error_msg | 对应接口 | 描述 | |---|---|---|---| |336200 | internal error | 1，2 | 内部错误 | |336201 |

unknown task id | 2 | 未知task id | |336202 | invalid param: ‘param_name’ | 1，2 | 无效参数值 | |336203 | missing param:

‘param_name’ | 1，2 | 缺少必要参数 | |336212 | invalid json | 1，2 | 请求数据为非法json | |336213 | missing header:

'header_name' | 1，2 | 缺少必要header | |336202 | invalid param: task_ids | 1，2 | 超过单次请求查询的任务数量 |

音频转写结果错误码音频转写结果错误码 | err_no | err_msg | 描述 | |---|---|---| | 3301 | speech quality error. | 音频文件格式不对 | | 4001 | open

speech file failed | 打开音频文件失败 | | 4002 | speech length too short | 音频文件长度太短 | | 4003 | internal error | 内部错

误 | | 4004 | internal error | 内部错误 | | 4005 | internal error | 内部错误 | | 4006 | internal error | 内部错误 | | 4007 | internal

error | 内部错误 | | 4008 | invalid input | 无效语音 | | 4009 | speech length too short | 音频文件长度太短 | | 4010 | invalid

input | 无效语音 | | 4011 | internal error | 内部错误 | | 4012 | internal error | 内部错误 | | 4013 | internal error | 内部错误 | |

4014 | internal error | 内部错误 | | 4015 | internal error | 内部错误 | | 4016 | not support speech format | 音频格式错误，不是

pcm或者wav | | 4017 | not support rate | 采样率错误，非16000或8000 | | 4018 | read speech file failed | 读音频文件失败 | |

4019 | internal error | 内部错误 | | 4020 | internal error | 内部错误 | | 4041 | invalid input | 无效语音 | | 100000 | asr task

internal error | 任务内部错误 | | 100001 | asr task running timeout | 任务运行超时 | | 100101 | illegal speech url format | url格

式非法 | | 100102 | request timeout to speech url | http请求超时 | | 100103 | request error to speech url | 其他http请求错误 |

| 100104 | invalid response from speech url | 返回无效数据，http status 非200，回包body为空等 |

| 100105 | invalid speech size | 回包大小超限，音频最大100MB | | 100201 | not support speech format | 不支持音频格式 | |

100202 | speech transcoding failed | 文件转码失败 | | 100203 | not support pid | 不支持的pid | | 100204 | not support rate |

不支持的rate | | 100205 | audio file is faulty | 无法解析格式的音频 | | 100206 | Not support vad | VAD大小超限不支持| |

100207 | Not support channel | 通道数超限不支持 | | 100010 | asr task internal error | 内部错误 | | 100220 | Authentication

and Rate Limit Failed | 鉴权或流控失败 | | 100222 | An http exception occurred during Authentication and Rate Limitation | 鉴

权或流控过程中HTTP出错 | | 200100 | Invalid parameter | 参数错误 | | 200108 | Invalid user id | 用户id参数错误 | | 200115 |

Invalid AppID or no permission | AppID参数错误 |

问题反馈问题反馈 如有使用问题，可通过官方QQ群进行反馈（QQ群：588369236）

呼叫中心语音解决方案
简介及运行环境

简介

本文档是百度呼叫中心语音MRCP的用户指南。

本程序做为MRCP Server端，集成了呼叫中心8K采样率语音识别(ASR)和呼叫中心专属发音人语音合成(TTS)两种能力，用户可

分别单独使用某一种或同时使用。

接入步骤

参考"接入指南"，创建应用，获取AppID、API Key、Secret Key，用于后续配置使用

点击呼叫中心语音解决方案MrcpServer完成Mrcp Server下载；

在下载的对应文件中修改相关信息，启动服务并进行程序验证

开发环境

开发环境依赖： - Linux 64位 centos 6u3、centos 7+版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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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受机器内存、核数等性能影响。 - 参考：4核8G内存，并发数为20。

音频格式

要求项要求项 取值要求取值要求

采样率 8KHz

采样精度 16bits

声道 单声道

音频内容为：清晰的真人发音，无背景音或其它噪音，日常用语。

开发者Mrcp Client端发送的音频格式通过sip协议交互约定，目前mrcp server支持的音频格式有: PCMU PCMA L16/96/8000

语言及模型支持

支持中文普通话

发音

目前仅支持一位发音人

调用流程

Mrcp下载与目录

点击呼叫中心语音解决方案MrcpServer完成Mrcp Server下载；

目录结构

鉴权与IP参数配置

用户首先需进行相关配置以启动程序。一般地，配置采用默认值即可，需要用户修改的主要有:

在主程序配置文件  中配置本程序IP，具体位置：unimrcpserver-

>properties->ip，可选用多种方式，只能同时使用一种：

 - gcc: 8.2以上版本libc，CXX11。程序自带compiler.tar.gz压缩包 - gcc: 8.2以上版本libc，CXX11。程序自带compiler.tar.gz压缩包

${SERVER_ROOT}${SERVER_ROOT}
|--- README   // 说明文件|--- README   // 说明文件
|--- bootstrap.sh  // 环境初始化|--- bootstrap.sh  // 环境初始化
|--- compiler.tar.gz  // gcc-8.2编译器lib库|--- compiler.tar.gz  // gcc-8.2编译器lib库
|--- mrcp-server  // 主程序模块|--- mrcp-server  // 主程序模块
 |--- audio  // 音频保存目录 |--- audio  // 音频保存目录
 |--- bin     // 服务可执行程序 |--- bin     // 服务可执行程序
  |--- unimrcpserver_control // 启动脚本  |--- unimrcpserver_control // 启动脚本
 |--- conf   // 配置文件 |--- conf   // 配置文件
  |--- unimrcpserver.xml  // 可执行程序框架配置项  |--- unimrcpserver.xml  // 可执行程序框架配置项
  |--- unimrcpserver_control.conf // 启动配置项  |--- unimrcpserver_control.conf // 启动配置项
  |--- mrcp-asr.conf   // 识别插件配置项  |--- mrcp-asr.conf   // 识别插件配置项
  |--- mrcp-proxy.conf  // 合成插件配置项  |--- mrcp-proxy.conf  // 合成插件配置项
  |--- comlog.conf   // 日志配置项  |--- comlog.conf   // 日志配置项
 |--- data    // 资源文件 |--- data    // 资源文件
 |--- lib     // 依赖库 |--- lib     // 依赖库
 |--- log     // 日志目录 |--- log     // 日志目录
 |--- plugin   // 插件目录 |--- plugin   // 插件目录

${SERVER_ROOT}/mrcp-server/conf/unimrcpserver.xml${SERVER_ROOT}/mrcp-server/conf/unimrcpserver.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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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识别配置 中更改AUTH_APPID和AUTH_APPKEY为从百度官方获取的APPID和API Key的值。

语音合成配置 中更改AUTH_APPID和AUTH_APPKEY为从百度官方获取的APPID和API Key的值。

启动配置文件 ，用于监测相应IP和端口，判断程序是否启

动成功。搜索到_check_cmd_pro="./bin/check 127.0.0.1 1544"的位置：

详细的配置说明见模块内README文件-

服务启动

1. 初次下载MRCP server安装包，需要在  目录下，以 rootroot 权限执行  脚本，以完成百度自带

gcc8.2环境配置。

2. 程序调试阶段，建议在程序目录 下，手动使用命令"./bin/unimrcpserver -r . &"启动程序，

方便查看输出、定位问题。使用 ，查看IP和端口5060/1544/1554，看是否启动成功。如果公司

有防火墙限制，请记得将这三个端口打开。

3. 使用启动脚本，以守护进程形式启动程序。在生产环境使用时，建议使用该方式：

启动：在 目录执行 

停止：在 目录执行 

重启：在 目录执行 

4. 进行 前确保系统无mrcp进程；进行 时确保系统有mrcp进程。如果不行，通过  尝试将所

有mrcp相关的进程kill掉，重新 。

程序验证

语音识别程序验证

语音合成程序验证

语音识别

语音识别

如需使用语音识别能力，则需在下载的Mrcp Server中对识别配置文件进行参数更改 

。确保AUTH_APPID和AUTH_APPKEY填写正确。

程序验证

首先，将mrcp-server/lib目录加入系统环境变量中，

，注意将${SERVER_ROOT}修改为程序真实路径。

在主程序启动后，可使用自带的测试工具进行验证。  是测试工具的配置文件，需要将其中的

 * type="auto"，由程序自动获取机器IP。默认配置，用户无需修改。 * type="auto"，由程序自动获取机器IP。默认配置，用户无需修改。
 * type="iface"，填写网口名称，较少使用。 * type="iface"，填写网口名称，较少使用。
 * 直接手动填写IP，如：<ip>10.10.0.1</ip>，可以使用。 * 直接手动填写IP，如：<ip>10.10.0.1</ip>，可以使用。

conf/mrcp-asr.confconf/mrcp-asr.conf

conf/mrcp-proxy.confconf/mrcp-proxy.conf

${SERVER_ROOT}/mrcp-server/conf/unimrcpserver_control.conf${SERVER_ROOT}/mrcp-server/conf/unimrcpserver_control.conf

 * 如果主程序配置IP采用默认type="auto"方式，则该处"127.0.0.1"不用修改。 * 如果主程序配置IP采用默认type="auto"方式，则该处"127.0.0.1"不用修改。
 * 如果主程序配置IP使用手动填写IP方式，则该处的IP值修改为与它相同的值。 * 如果主程序配置IP使用手动填写IP方式，则该处的IP值修改为与它相同的值。

${SERVER_ROOT}/mrcp-server/README${SERVER_ROOT}/mrcp-server/README

${SERVER_ROOT}/${SERVER_ROOT}/ bootstrap.shbootstrap.sh

${SERVER_ROOT}/mrcp-server/${SERVER_ROOT}/mrcp-server/

netstat -nlp | grep unimrcpnetstat -nlp | grep unimrcp

${SERVER_ROOT}/mrcp-server${SERVER_ROOT}/mrcp-server ./bin/unimrcpserver_control start./bin/unimrcpserver_control start

${SERVER_ROOT}/mrcp-server${SERVER_ROOT}/mrcp-server ./bin/unimrcpserver_control stop./bin/unimrcpserver_control stop

${SERVER_ROOT}/mrcp-server${SERVER_ROOT}/mrcp-server ./bin/unimrcpserver_control restart./bin/unimrcpserver_control restart

startstart stop/restartstop/restart ps aux | grep mrcpps aux | grep mrcp

startstart

${SERVER_ROOT}/mrcp-server/conf/mrcp-${SERVER_ROOT}/mrcp-server/conf/mrcp-

asr.confasr.conf

* AUDIO_CONTROLLER_ADDR，百度上游服务地址(默认值当前有效)* AUDIO_CONTROLLER_ADDR，百度上游服务地址(默认值当前有效)
* AUTH_APPID和AUTH_APPKEY，从百度官网中获取的APPID和API Key的值。* AUTH_APPID和AUTH_APPKEY，从百度官网中获取的APPID和API Key的值。
* NEED_SAVE_AUDIO，是否保存语音识别时用户语音，默认1为保存* NEED_SAVE_AUDIO，是否保存语音识别时用户语音，默认1为保存

export LD_LIBRARY_PATH=${SERVER_ROOT}/mrcp-export LD_LIBRARY_PATH=${SERVER_ROOT}/mrcp-

server/lib:$LD_LIBRARY_PATHserver/lib:$LD_LIBRARY_PATH

conf/client-profiles/unimrcp.xmlconf/client-profiles/unimrcp.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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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mrcpclient->settings->sip-settings->server-ip的值修改为本机IP，端口设置为主程序端口，如5060。

切换到  目录下

1. 验证语音识别正确性，则执行 ，输入 ，可看到返回的识别结果，使用  退出。识

别的是  目录下的xeq.pcm音频，也可查看log目录下日志mrcp_debug.log是否有识别结果。该工具只为测试部署正确

性，测试较长音频时，会因为vad截断而只识别音频里的第一句话；只支持pcm格式音频识别；该工具也不支持批量音频识

别。

2. 用户呼叫软件如freeswitch，在与mrcp server通信时可能需要传递grammar文件，请使用mrcp server中 文

件。

3. 呼叫中心场景，噪声识别是个很难解的问题。如果用户想忽略因噪声而误识别出的单字结果，例如 ， 等，可

在 中设置DETECT_START_OF_INPUT_BY_VAD为0，并在SINGLE_WORD_WHTIL_LIST配置的白名单文件中

进行相应配置。功能开启后，单字识别结果的场景下，只会识别白名单中的单字功能开启后，单字识别结果的场景下，只会识别白名单中的单字。

结果返回

语音识别. 往前端返回如下xml格式的内容：

识别结果格式支持模版配置，在conf/mrcp-asr.conf中，修改  的值即可。在conf目录下默认定

义了几种模版，用户可根据需要选择一项或自己定义。

模型自训练

对于特定词句如人名、专业术语等，语音识别结果会存在不准确的情况。可通过百度语音自训练平台，进行自训练，提升识别

效果。 训练完成后会得到一个模型ID，用户通过mrcp进行识别请求时，需要在mrcp客户端的vendor_specific_params参数中添

加相应的键值对,如：lmid=123。

语音合成

语音合成

如需使用语音合成能力，则需在下载的Mrcp Server中对合成配置文件进行参数更改 

。确保AUTH_APPID和AUTH_APPKEY填写正确。

AUDIO_CONTROLLER_ADDR，百度上游服务地址(默认值当前有效)。

AUTH_APPID和AUTH_APPKEY，从百度官方获取的APPID和API Key的值。

NEED_SAVE_AUDIO，是否保存合成语音，默认1为保存。

TR_ENABLE，默认为1表示开启合成文本 功能，详见 ，注意，正则替换原则是按配置从上到下逐条

进行匹配，因此建议将泛化能力强的正则放在上面，配置不当下面的正则会使上面的失效，请用户自行体验。不需要该功能

可以关闭。

目前配置中，仅支持一种精品发音人：fduxiaowen，用户呼叫软件在进行合成请求时，发音人参数可以不填写，否则，请填

写 。

合成效果

${SERVER_ROOT}/mrcp-server/bin${SERVER_ROOT}/mrcp-server/bin

./asrclient./asrclient run grammar.xml xeq.pcmrun grammar.xml xeq.pcm quitquit

../data../data

data/grammar.xmldata/grammar.xml

嗯嗯 啊啊

conf/mrcp-asr.confconf/mrcp-asr.conf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
<result><result>
    <asr confidence="100">今天天气怎么样</asr>    <asr confidence="100">今天天气怎么样</asr>

    <ext>    <ext>
        <logid>6a373e36722811e9_2_1</logid>        <logid>6a373e36722811e9_2_1</logid>
    </ext>    </ext>
</result></result>

XML_ASR_RESULT_TEMPLATEXML_ASR_RESULT_TEMPLATE

{SERVER_ROOT}/mrcp-server/conf/mrcp-{SERVER_ROOT}/mrcp-server/conf/mrcp-

proxy.confproxy.conf

正则替换正则替换 ./data/rules.dat./data/rules.dat

fduxiaowenfduxiao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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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mrcp-proxy.conf中可以通过修改参数更改效果。通过对VOICE_PITCH（音调）、VOICE_VOLUME（音量）和

VOICE_SPEED（语速）参数的调整，可以获得不同的发声效果，更好满足您业务场景中的播报需求。

如音调稍高，声音听起来会显得年轻。

程序验证

首先，需要将程序lib库加入环境变量中， ，

注意将${SERVER_ROOT}修改为程序真实路径。

在主程序启动后，可使用自带的测试工具进行验证。conf/client-profiles/unimrcp.xml是测试工具的配置文件，需要将其中的

unimrcpclient->settings->sip-settings->server-ip的值修改为主程序配置的IP，端口设置为主程序端口，如5060。

切换到 ${SERVER_ROOT}/mrcp-server/bin 目录下。

1. 验证语音合成正确性，则执行 ，输入 ，等待一段时间，确保合成结束。合成的是 

 目录下的speak.xml文本，查看audio目录下是否有相应音频，如有错误，log目录下日志mrcp_debug.log可以看

到相关信息。

注意，在输入识别或合成命令后，等待一段时间，确保识别或合成结束，再使用  退出。使用 查看帮助.

如果配置文件设置了NEED_SAVE_AUDIO，音频会在audio目录下保存，名称为{sn}.pcm，当前请求的sn可在日志文件

mrcp_debug.log里查看。

问题调试及错误码

问题调试

日志目录  记录了mrcp运行的相关的日志信息，有问题时可查看mrcp_debug.log进行

debug。也可查看unimrcpserver-00.log查看mrcp交付过程。

当前MRCP同时支持一个channel一次请求和一个channel多次请求。 中的logid形如

6a373e36722811e9_2_1，其中的2表示一个channel的请求id，系统生成，不连续。可使用6a373e36722811e9搜索一个

channel的全部日志。

 目录保存了语音识别时上传的用户话音以及语音合成时下发的合成语音，以日志中本

次请求的logid或sn的名字命名。可与日志文件中的logid进行关联排查错误。

本程序默认sip端口为5060，在  中配置。如果用户修改该端口，则

在程序验证程序验证时，需修改 中的端口为相应的值。

通过  脚本启动服务失败时，则在  目录下，使用 

 命令启动，以便查看打印的错误信息。

 启动时报错：

则说明bootstrap.sh没有执行，或执行失败。请参考README文件，进行gcc-8.2手动配置

通过  脚本启动，正常情况下等待5秒左右即可完成。如长时间打印验证信息，则很可能启动失败。请

检查日志文件，  中出现 字样时，可能是mrcp-xxx.conf配

置文件格式书写错误。

高并发情形下，  中的配置需要做相应修改，详见程序内README文

件。

高并发情形下，需要调大系统最大允许打开句柄数。在root账户下执行：

export LD_LIBRARY_PATH=${SERVER_ROOT}/mrcp-server/lib:$LD_LIBRARY_PATHexport LD_LIBRARY_PATH=${SERVER_ROOT}/mrcp-server/lib:$LD_LIBRARY_PATH

./unimrcpclient./unimrcpclient run synthrun synth mrcp-mrcp-

server/dataserver/data

quitquit helphelp

${SERVER_ROOT}/mrcp-server/log/${SERVER_ROOT}/mrcp-server/log/

log/mrcp_debug.loglog/mrcp_debug.log

${SERVER_ROOT}/mrcp-server/audio${SERVER_ROOT}/mrcp-server/audio

${SERVER_ROOT}/mrcp-server/conf/unimrcpserver.xml${SERVER_ROOT}/mrcp-server/conf/unimrcpserver.xml

${SERVER_ROOT}/mrcp-server/conf/client-profiles/unimrcp.xml${SERVER_ROOT}/mrcp-server/conf/client-profiles/unimrcp.xml

unimrcpserver_controlunimrcpserver_control ${SERVER_ROOT}/mrcp-server/${SERVER_ROOT}/mrcp-server/ ./bin/unimrcpserver./bin/unimrcpserver  

-r . &-r . &

./bin/unimrcpserver -r . &./bin/unimrcpserver -r . &

bash: ./bin/unimrcpserver: /opt/compiler/gcc-8.2/lib64/ld-linux-x86-64.so.2: bad ELF interpreter: No such file orbash: ./bin/unimrcpserver: /opt/compiler/gcc-8.2/lib64/ld-linux-x86-64.so.2: bad ELF interpreter: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directory

unimrcpserver_controlunimrcpserver_control

unimrcpserver-00.logunimrcpserver-00.log [asr_engine_open] init ConfigManager failed[asr_engine_open] init ConfigManager failed

${SERVER_ROOT}/mrcp-server/conf/unimrcpserver.xml${SERVER_ROOT}/mrcp-server/conf/unimrcpserver.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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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并发情况下，出现  时，请调大相应内核参数：

错误码

当识别或合成出错时，日志中会打印相应错误码，它们的含义如下：

err_noerr_no 含义含义

0 正确

-1 用户挂断

-2 音频质量问题，可能全是静音

-3 音频过长(超过默认55秒)

-10 语音识别/合成后端未知错误

-11 等待用户语音超时

-12 语音解码器错误

-13 与后端连接被关闭

-14 等待后端结果超时

-15 连接百度服务鉴权失败

-16 连接百度服务失败

-17 语音识别失败

-20 语音合成文本为空

-21 语音合成文本过长

-22 从服务器拉取合成文本失败

-23 语音合成文本格式错误

-24 语音合成传递参数错误

常见问题

配置或网络问题：

Q：用户侧呼叫软件提示“407 COMPLETE”错误信息Q：用户侧呼叫软件提示“407 COMPLETE”错误信息

A：检查log/mrcp_debug.log日志。看是否存在连接超时、请求参数不正确等错误。

Q：mrcp服务端口号如何配置？Q：mrcp服务端口号如何配置？

A：在conf/unimrcpserver.xml进行配置，默认SIP端口5060。如果公司有防火墙限制，请记得打开相应端口。

Q：提示service unavailiable，MRCP session错误等Q：提示service unavailiable，MRCP session错误等

A：可能是mrcp server没有启动成功、网络不通等。如果使用MRCP自带测试工具测试正常，则可能是用户前端配置错误。

Q：提示“MRCP session has not opened after 5000 ms”错误Q：提示“MRCP session has not opened after 5000 ms”错误

A：检查log/mrcp_debug.log日志。若无错误信息，则需检查FreeSWITCH配置。

echo "* soft nofile 65535"  >> /etc/security/limits.confecho "* soft nofile 65535"  >> /etc/security/limits.conf
echo "* hard nofile 65535"  >> /etc/security/limits.confecho "* hard nofile 65535"  >> /etc/security/limits.conf

No buffer space availableNo buffer space available

echo "65535" > /proc/sys/net/ipv4/xfrm4_gc_threshecho "65535" > /proc/sys/net/ipv4/xfrm4_gc_thr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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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是否可以使用${SERVER_ROOT}/mrcp-server/bin中的asrclient进行识别？Q：是否可以使用${SERVER_ROOT}/mrcp-server/bin中的asrclient进行识别？

A：asrclient仅为辅助测试验证工具，如果用来识别较长的音频，则可能会因说话停顿被VAD截断导致不能完全识别。

Q：是否有VAD功能？Q：是否有VAD功能？

A：系统自带VAD功能。

Q：语音识别时，日志中出现err_no:-2错误Q：语音识别时，日志中出现err_no:-2错误

A：音频不够清晰或者有环境噪声被误识别。可检查audio目录下相应音频是否清晰。相关错误码可查看 部分。

Q：是否可通过发送超时时间参数，用户在该时间内不说话则认为超时？Q：是否可通过发送超时时间参数，用户在该时间内不说话则认为超时？

A：conf/mrcp-asr.conf中NO_INPUT_TIMEOUT_MS为全局默认超时时间，每次请求都有效。用户也可通过发送

RECOGNIZER_HEADER_NO_INPUT_TIMEOUT自行设置单次请求超时时间，默认请求开始时开始计时。用户可通过在请求时发送

RECOGNIZER_HEADER_START_INPUT_TIMERS为false设定开始时不计时，然后在合适的时机，发送

RECOGNIZER_START_INPUT_TIMERS事件开始计时。

Q：是否有办法使用asrclient 批量识别多个文件 ？Q：是否有办法使用asrclient 批量识别多个文件 ？

A：不支持，请自行开发前端呼叫软件。

Q：合成日志出现“not supported voice name”错误Q：合成日志出现“not supported voice name”错误

A：合成目前仅支持conf/mrcp-proxy.conf里默认配置的发音人。请不要在请求时设置SYNTHESIZER_HEADER_VOICE_NAME，或

者设置为与配置中相同的发音人 

Q：使用FreeSWITCH软电话听不到TTS声音Q：使用FreeSWITCH软电话听不到TTS声音

A：检查MRCP服务器audio目录下的pcm是否有生成的TTS音频。若存在正确音频，则MRCP TTS功能正常。需检查FreeSWITCH

相关配置。

Q：在mrcp_debug.log里出现unsupportedcontent_type:application/xml是什么原因？Q：在mrcp_debug.log里出现unsupportedcontent_type:application/xml是什么原因？

A：根据标准，识别请求content_type要写成application/srgs+xml、text/uri-list等。

Q：unimrcpserver.xml里面的sip-ip和sip-ext-ip应该怎么填写？sip-ip是本地ip，那sip-ext-ip呢？Q：unimrcpserver.xml里面的sip-ip和sip-ext-ip应该怎么填写？sip-ip是本地ip，那sip-ext-ip呢？

A：sip-ext-ip文档中未要求填写，不用填写。

Q：mrcp server是在检测800ms无用户说话语音输入时，就认为一段话结束，执行asr吗？还是用户边说话边asr吗？Q：mrcp server是在检测800ms无用户说话语音输入时，就认为一段话结束，执行asr吗？还是用户边说话边asr吗？

A：根据传送的语音流实时识别，默认识别时长55秒，说话间隔超过800ms截断。

Q：请问你们MRCP server返回的格式支持 NLSML 数据格式吗？Q：请问你们MRCP server返回的格式支持 NLSML 数据格式吗？

A：现在返回的识别结果，content-type就是application/nlsml+xml的。

Q：MRCP返回检测到说话得消息比较灵敏，噪声误识别有什么办法优化嘛？Q：MRCP返回检测到说话得消息比较灵敏，噪声误识别有什么办法优化嘛？

A：可以在mrcp-asr.conf中DETECT_START_OF_INPUT_BY_VAD参数设置为0。参数改为0后，单字识别结果将会被忽略，只有

SINGLE_WORD_WHTIL_LIST白名单中的单字可以被识别。

Q：遇到问题如何求助Q：遇到问题如何求助

A：可以将audio下相应logid的所有音频及log/mrcp_debug.log日志文件发送至bsic-support@baidu.com。

问题反馈

问题反馈及商务沟通请联系：

邮箱：bsic-support@baidu.com

错误码错误码

fduxiaowenfduxiao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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