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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部分由中国互联网协会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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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识别技术评测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连续语音识别评测测试集、评测方法、评测指标和评测报告的相关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语音识别系统开发者、运营者及第三方机构对语音识别系统的连续语音识别能力进

行测试和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引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1023-2007       中文语音识别系统通用技术规范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定义和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3.1.1 语音识别  speech recognition 

将人类的声音信号转化为文字或者指令的过程。 

3.1.2 语音识别系统  speech recognition system 

具有语音识别功能的开发工具、软件、装置或应用。 

3.1.3 连续语音识别  large vocabulary continuous speech recognition 

指面向连续语音信号的自动语音识别，以区别于命令词语音识别。按照识别实时性要求，连续语音

识别又分为流式和非流式两种类型。 

3.1.4 删除错误 deletion error 

用户所发语音在语音识别结果中没有出现的错误。 

3.1.5 插入错误  insertion error 

用户没有发的语音在识别结果中出现的错误。 

3.1.6 替换错误  substitution error 

用户所发语音被识别成其他语音的错误。 

3.1.7 被测系统  system for testing 

参加评测的语音识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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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测试系统  testing system 

对被测系统进行评测的系统和体系。 

3.1.9 测试语料  testing system 

用于评测被测系统语音识别功能的音频集合。 

3.2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CER Character Error Rate   字错误率 

CCR Character Correct Rate 字正确率 

CSR Continuous Speech Recognition 连续语音识别 

WER Word Error Rate   词错误率 

WCR Word Correct Rate 词正确率 

MER Mixed Error Rate 混合错误率 

 

4 概述 

本文件描述的评测要求主要围绕CSR开展，CSR之外的评测要求和指标不在本标准中进行描述。为保

证语音识别系统评测的再现性，测试应尽量采用基于语音识别标准库的测试方法，无法采用基于语音识

别标准库测试的，可采用基于现场口呼的测试方法。测试语料的设计与测试语音的录制应保证与实际使

用场景的一致性，评测的结果以满足规范的评测报告形式给出。 

5 测试集 

5.1 概述 

对用于语音识别评测的测试集，应建立语音识别标准库。标准库的建立应按照GB/T 21023的要求进

行，通过专业录音麦克风在消音室环境下组织录制人员录制。本部分给出了测试语料设计要求和测试语

音录制要求。 

5.2 测试语料设计 

测试语料应从词汇量覆盖、领域覆盖等方面加以设计。测试集文本上分成若干组，每组可以由若干

人发音组成。设计要求如下： 

a) 对于小词汇量每组测试集应包含所有词汇。 

b) 对于中小词汇量每组测试集的合集应覆盖系统的所有词汇量。 

c) 对于大中词汇量以上的测试集，每组测试集词汇的合集应考虑尽量多地覆盖系统词汇量。 

d) 对在词汇、语法、语义等受到限制的连续语音，应充分考虑句型、词汇、语义等的覆盖性。 

e) 对没有特别语言限制的连续语音，应从不同领域、不同应用场景考虑语料的选择，例如被测系

统属于智能家电、娱乐直播、电话客服、公检法速记、智能教育、智能车载等不同应用领域，

应在语料中考虑不同领域和应用下专有词汇、高频词汇的覆盖性。 

5.3 测试语音录制 

测试语音录制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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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说话人的选择应在符合系统对说话人限制的条件下，尽可能选择具有代表性和统计分布规律

的发音人，特别是考虑不同口音、不同年龄、不同语速、不同教育背景、不同说话韵律等因素。 

b) 测试语音的发音人至少为 30 个人以上，每人发音测试语料中的一组或多组语料，不同发音人

尽量采用不同语料组。 

c) 不同领域、不同应用场景的测试语音可根据各自特点设定环境背景（被测系统能正常工作的信

噪比范围可能因应用场景的差异而不同）。 

d) 测试语音的录制应与系统说明中的平台、采样率、输入通道等保持相对一致或接近，录音过程

至少包括录音、标注和确认三个步骤，保证测试数据库的正确性。 

6 评测方法 

6.1 概述 

连续语音识别的评测可采用基于语音识别标准库或基于现场口呼的方式进行。基于语音识别标准

库的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测试方式，基于语音识别标准库的直接测试为录制语音数据的原声环境，间接

测试和基于现场口呼的测试环境为混响环境。 

6.2 基于语音识别标准库 

基于语音识别标准库测试指采用录制的语音数据对被测系统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测试，被测系统应

至少满足其中一种测试方式。 

a) 直接测试指利用被测系统带有的应用程序输入/输出接口，直接利用语音识别标准库中的语音

文件进行测试； 

b) 间接测试指评测系统利用高保真回放设备把语音识别标准库中的语音通过双方认可的方式输

出到被测系统中。 

6.3 基于现场口呼 

现场口呼测试除了满足5.2和5.3的要求外，还需对现场操作进行记录和评估。 

a) 需要有两个以上识别结果记录者，记录被测系统对当前发音的输出结果，记录表应包括发音人、

记录人、操作人、监督人、发音内容、语音识别结果等内容； 

b) 全部发音者测试结束后，统一按照性能标准进行指标评估，评估至少有两个人以上参与。 

c) 对于识别结果能以文件形式给出的，被测系统按照发音人还应给出文件形式的输出结果，以便

自动评测。 

7 评测指标 

7.1 准确率指标 

连续语音识别结果通常可以表示成字、词的序列。连续语音识别结果中的错误分为插入错误、删除

错误与替换错误。英文的连续语音识别系统识别结果一般以词为单位。相应的错误率为词错误率（Word 

Error Rate: WER），类似的语种还有俄语、维语等。中文存在分词歧义的问题，因此一般统计字错误

率（Character Error Rate: CER），类似的语种还有日语等。 

a) 中文连续语音识别评测中，假设正确文本字数为M，删除错误字数DC、插入错误字数IC和替换错

误字数SC，定义以下性能指标： 

替代错误率：SER=（SC/M）×100% 

插入错误率：IER=（IC/M）×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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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错误率：DER=（DC/M）×100% 

字错误率：CER=（（SC+IC+DC）/M）×100% 

字准确率：CCR=100%-CER 

b) 英文连续语音识别评测中，假设正确文本单词数为N，删除错误单词数DW、插入错误单词数IW和

替换错误单词数SW，定义以下性能指标： 

替代错误率：SER=（SW/N）×100% 

插入错误率：IER=（IW/N）×100% 

删除错误率：DER=（DW/N）×100% 

词错误率：WER=（（SW+IW+DW）/N）×100% 

词准确率：WCR=100%-WER 

c) 针对多语种混杂建模单元不同的情况（如中英文夹杂）。假设多语种混合的正确文本字数为M，

单词数为N，删除错误字数DC、插入错误字数IC和替换错误字数SC ，删除错误单词数DW、插入错

误单词数IW和替换错误单词数SW，定义以下性能指标： 

混合错误率：MER=（（SC+IC+DC+SW+IW+DW）/（M+N））×100% 

7.2 实时率指标 

在系统的标准配置条件下，假设发音从Ts开始，发音结束时间为Te，识别结束时间为Tr，则实时率=

（Tr -Te ）/（Te -Ts ），实时率越小，语音识别的识别效率越高。离线识别的情况，可按照识别时间与

音频时长之比计算。 

7.3 配置指标 

被测系统正常运行语音识别所需的基本计算机配置，如CPU、内存、网络、麦克风、A/D精度等要求，

由被测系统提供方给出。 

8 评测报告 

语音识别评测后应提交标准评测报告。报告应由以下几部分构成 

a) 对被测系统的完整描述； 

1) 被测系统所能处理的词汇量等级，参考 GB/T 21023 词汇量分类。 

2) 被测系统所能识别的说话人人群的具体限制及适用范围。 

3) 被测系统所属领域及应用场景相关说明，包括特定领域和应用场景的语料设计说明。 

4) 被测系统麦克风与说话人的距离限制，麦克风性能要求，支持的 A/D 转换精度和采样率

等。 

5) 被测系统能正常工作的信噪比范围。 

b) 按照 GB/T 21023-2007 语音识别标准库及规范，描述测试数据的语音属性、测试词汇以及测试

说话人的选择及确定情况。 

c) 按照第 7 章定义的指标，给出各测试语音识别结果的相关指标及平均识别指标。 

d) 评测过程的情况记录，采用的测试方法及运行 过程的流畅性。 

e) 被测系统的配置情况。 

  



T/ISC xxxx—202x 

5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真实业务语音的采集与标注 

当语音录制无法满足各领域评测需求时，可通过对真实业务语音数据进行采集和标注来建立测试

集。设计要求如下： 

内容方面，测试集内容需要保证一定的词汇量覆盖和领域覆盖，常见领域要求示例如下： 

a) 智能家电： 包含智能音箱、智能电视、扫地机器人、陪伴机器人、可视门铃、智能门锁、智

能灯、智能空调、智能风扇、智能电饭煲，智能油烟机等智能唤醒和操控等场景，高频词汇包

含“启动”，“打开”，“关闭”，“返回”，“确认”，“调大”，“调小”等； 

b) 娱乐直播：包含游戏直播，带货直播，线上 KTV，语聊房，短/长视频等泛娱乐内容审核和语

义理解等场景，涉及的高频词汇如“王者荣耀”，“和平精英”，“中路”，“打野”，“青

铜”，“吃鸡”，“下单”，“关注”，“点赞”，“收藏”，“K 歌”，“老铁”，“YYDS”，

“橱窗”，“爆单”，“转发”等； 

c) 电话客服：包含电信运营商，保险跟金融公司，电商跟贸易，交通跟物流等主流音转字语音交

互场景，涉及的高频词汇如“电信”，“移动”，“联调”，“人工客服”，“投诉”，“地

址”，“卡号”，“密码”，“金额”，“成本”，“快递”，“送达”，“查询”，“评价”，

“满意”，“保价”，“合同”等； 

d) 公检法速记：包含公安局审问笔记，法院庭审记录等离线异步保密音转字场景。涉及高频词汇

包含“犯罪”，“侵犯”，“未成年”，“公安局”，“检察院”，“起诉”，“诉讼”，“维

持原判”，“二审判决”，“休庭”，“控诉”，“原告”，“被告”，“控辩双方”，“证

人证词”，“法律”，“道德”，“刑法”，“缓期”，“剥夺”，“政治权利”等； 

e) 智能教育：包含一对一&一对多在线或线下课堂，涉及 ASR 的场景主要集中在口语测评和跟

读练习等场景，涉及高频词汇如“英语”，“打分”，“朗读”，“会话”，“评测”，“发

音”，“练习”，“弹奏”，“清音”，“新概念”，“作文”，“语义”，“语法”，“名

词”等； 

f) 智能车载：包含车载影音，车载导航，智能座舱等语音交互或播报场景。涉及高频词包含“播

放”，“搜索”，“天气”，“地址”，“堵车”，“加油站”，“广播”，“故事”等； 

标注方面，标注方案可参考 GB/T 21023。此外，测试集必须为精标数据（至少两次人工审核），数

据标注字准率不低于 98%，数据须进行脱敏处理，且需根据不同业务应用提供数据的领域、语种、口音

程度、噪音程度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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