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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中国在智能语音技术的专利数量持续增长，

通过庞大的用户群基础以及互联网系统优势明显，国内智能语音公司已经占据

一席之地。

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智能语音市场规模突破100亿元。随着智能语音应

用产业的拓展，市场需求增大，预计2019年中国智能语音市场规模将进一步增

长，达到200亿元。

前 言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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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语音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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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语音，即智能语音
技术，是实现人机语言的通
信，包括语音识别技术（ASR）
和语音合成技术（TTS）。

智能语音技术的研究是
以语音识别技术为开端，可
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随
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智能语
音技术已经成为人们信息获
取和沟通最便捷、最有效的
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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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语音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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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5 2 年 ， 第 一 个 语 音
识别系统A u d r y诞生

1 9 8 4 年计算机第一次 开 口
说 话 ， I B M 发 布 的 语 音 识
别系统在 5 0 0 0 个词汇 量 级
上达到了9 5％的识别率
1 9 8 8 年，世界上首个 非 特
定 人 大 词 汇 量 连 续 语 音 识
别系统S P H I N X诞生

技术萌芽阶段

1997年，语音听写产品问世。次年，
可识别上海话、广东话和四川话等
地方口音的语音识别系统被成功开
发
2002年，美国首先启动了“全球自
主语言开发”项目
2009年，微软Win7集成语音功能

技术突破阶段 产业化阶段 快速应用阶段

2011年，苹果个人手机助理Siri
诞生
2015年，首个可智能打断纠正的
语音技术问世
2017年，智能语音系统集中扩展
深度学习应用技术终于取得了突
破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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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行业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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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人工智能行业产业链明晰，其中包括基础技术支撑、人工智能技术及人工智能应用三个层次。其中基础
技术支撑由数据中心及运算平台构成；人工智能技术是基于基础层提供的存储资源和大数据，通过机器学习建模，
开发面向不同领域的应用技术；人工智能应用主要为人工智能与传统产业相结合实现不同场景的应用。

技术支持 关键技术 应用场景

传感器

芯片

行业数据

数据服务

生物识别

云计算

机械学习

计算机视觉

语音及自然语音处理

工业机器人  个人助手

服务机器人  智能安防

智能医疗    智能家居

智能驾驶  可穿戴设备

智能金融  电商零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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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语音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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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家居

智能金融

智能车载

智能教育

智能客服

智能医疗





全球智能语音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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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持续
火热，大量资本进入，在国际
智能语音上诞生了一批明星公
司，据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
全球智能语音市场规模达到
110.3亿美元，同比增长30%。
随着移动互联网、智能家居、
汽车、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应
用带动智能语音产业规模持续
快速增长，预计2019年全球智
能语音市场规模将突破170亿美
元。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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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智能语音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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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智能语音市场占有率情况

Nuance
谷歌

苹果

微软

科大讯飞

其他

目前，在全球智能语音市场份
额占比情况中，Nuance全球市场占
有率排名第一，市占率达到31.6%；
其次为谷歌，市场占有率为28.4%；
排名第三的是的苹果，市占率为
15.4%。

前三品牌市场份额占比高达
75.4%。其后为微软以及科大讯飞分
别占有8.1%以及4.5%的市场份额。

值得注意的是：科大讯飞已经
超越老牌计算机巨头IBM位列全球第
五。





中国智能家居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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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技术

的发展带领下，智能家居蓬勃
兴起，互联网巨头及新兴创业
公司从硬件、技术、系统解决
方案等不同角度进行布局，智
能家居系统初显。随着人工智
能技术的不断完善，智能家居
产品种类日益增多，预计2019
年中国智能家居市场规模将超
1900亿元，虽增长或有所放缓，
但市场规模将保持持续稳定增
长；2020年市场规模将突破
2000亿元。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中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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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迅速。从市场规模来看，自2015年
开始，中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逐年
攀升。截至2017年中国人工智能市
场规模已达到了217亿元，同比增
长52.8%。据预测，到2020年，中
国在人工智能的市场规模将达到
710亿元。2015到2020年间复合年
均增长率为44.5%。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人工智能行业投融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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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国人工智能行业投融资轮次占比情况

天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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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热度不减，行业投融资规模呈现上涨趋
势。从企业投资来看，天使轮投资占比逐渐降低，人工智能投资轮次后移。2018年A轮融资占
据大半。



人工智能技术发明专利申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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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企业 申请量/件

1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1426

2 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016

3 广东欧珀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933

4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784

5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671

6 平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657

7 国家电网公司 547

8 北京小米移动软件有限公司 466

9 深圳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451

10 北京市商汤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369

2018年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发明专利排行榜TOP10

2018年全球人工智能专利申请
数量前三位：中国9.93万件、美国
4.89万件、日本3.12万件。

2018年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技术
发明专利排行榜前十名的中国企业
在该领域的发明专利申请量均在
369件及以上，技术主要围绕指纹
识别、指纹芯片、应用程序、图像
处理、语音识别、人脸图像识别、
数字计算设备、数据处理方法、自
动驾驶等控制系统等领域布局。其
中，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
公司以1426件专利位居第一，腾讯
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1016件专利
位列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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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
展，中国在智能语音技术的专
利数量持续增长，通过庞大的
用户群基础以及互联网系统优
势明显，国内智能语音公司已
经占据一席之地。

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智
能语音市场规模突破100亿元。
随着智能语音应用产业的拓展，
市场需求增大，预计2019年中
国智能语音市场规模将进一步
增长， 达到200亿元。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中国智能语音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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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能语音市场占有率情况

科大讯飞

百度

苹果

Nuance
小i机器人

其他

目前，中国智能语音市场的主要份
额被科大讯飞、百度以及苹果分割。

数据显示，目前为止，中国智能语
音市场，科大讯飞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
市占率达到44.2%；其次为百度，市场
占有率为27.8%；排名第三的是的苹果，
市占率为6.9%。 其中，排名前三品牌在
我国智能语音市场占比近八成，为
78.9%。

其后为Nuance以及小i机器人分别占
有均为3.0%的市场份额。





智能语音市场促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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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大力支持

智能家居带动智能语音

更多品牌加入智能语音市场

智能语音交互便利性

输
入
标
题
文
本

输
入
标
题
文
本

输
入
标
题
文
本

一 二

三 四



政策支持

智能语音市场促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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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政策 内容

2017年7月
《新一代人工
智能发展规划》

规划中提到分三步走，第一步，到2020年人工智能总体技术和应用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人工智能产业
成为新的重要经济增长点，成为改善民生的新途径，有力支撑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奋斗目标。第二步，到2025年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实现重大突破，部分技术与应用达到世界领先水
平，成为带动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智能社会建设取得进展。第三步，到2030年人工智
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智能经济、智能社会取
得明显成效，为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和经济强国奠定重要基础。

2017年12月

《促进新一代
人工智能产业
发展三年行动
计划( 2018-
2020年)》

它作为对7月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补充，详细规划了人工智能在未来三年的重点发展方
向和目标，每个方向的目标都做了非常细致的量化，足以看出国家对人工智能产业化的重视。
2018年3月，人工智能再次被列入政府工作报告，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研发应用，在医疗、养老、教育、
文化、体育等多领域推进“互联网+”，发展智能产业，拓展智能生活。

2018年4月
《高等学校人
工智能创新行
动计划》

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高校要进一步强化基础研究、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要进
一步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突破，要不断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经济发展培
育新动能，不断推动人工智能与人民需求深度融合、为改善民生提供新途径，不断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
深度融合、为教育变革提供新方式，从而引领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技术应用示范，
带动我国人工智能总体实力的提升。

 2019年3月
2019年政府工
作报告

将人工智能升级为“智能+”，要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拓展“智能+”，为制造业转型升级赋能。同时
要促进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
医药、兴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集群，壮大数字经济。



智能语音市场促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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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品牌加入

百度Inside智能硬件平台，
基于健康云的Dulife智能健
康平台，以及百度手表应用，
以吸引硬件厂商加入。

语音生态系统

语音技术应用

智能车载

可穿戴设备

百度宣布语音识别技术及能
力全面开放。腾讯、搜狗语
音开放平台相继上线。

各大厂商对家居、车载、可
穿戴等环节的关注明显增长。
百度-Baidu ihome
阿里-天猫魔盒
搜狗联手魅族-魅族电视盒
子

百度-Carlife、MyCar、
CoDriver
阿里云和上汽合作推出车载
操作系统
腾讯-路宝APP+路宝盒子
搜狗和四维图新合作-飞歌导
航



智能语音市场促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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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家居带动发展

人工智能已经深入到生活的点
点滴滴，智能家居开始走进人们的
生活。智能家居生态建设需要有一
个核心所在－－智能音箱。而智能
音箱的使用是基于语音发出的指令。

据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智能
语音市场规模突破100亿元。预计
2019年中国智能语音市场规模将达
到200亿元。预计2019年中国智能家
居市场规模将超1900亿元。



智能语音市场促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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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便利性

通过语音交互，人工智能可以实现自
主学习，变得更像人类，在满足用户
现实需求的同时，满足用户的心理需
求，这是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一大方
向。

语音交互能够创造全新的“伴随式”
场景。语音交互相比其他图像、双手
操控，语音入口确实有种种超越的优
势。空间越复杂，越能发挥优势。某
种程度上，它能解放我们的双手，解
放我们的眼睛，当然也能解放我们的
双脚。特别适合在某些双手不方便的
场景中使用。

人工智能语音交互能普及到更广泛的
人群，比如视力不好，手脚不灵活的
老年人，不识字的低龄儿童、盲人等
生活难以自理的群体，通过语音让他
们的生活更方便。





国内主要企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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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讯飞1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智能语音与人工智能产业领导
者。公司成立于1999年，在语音
合成、语音识别、口语评测、语
言翻译、声绞识别、人脸识别、
自然语言处理等智能语音与人工
智能核心技术上代表国际最高水
平。2008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
牌上市，股票代码：002230。

2019年第一季度财报数据显
示， 营业总收入达到19.58亿元，
净利润为1.0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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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主要企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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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讯飞1

序列 产品 产品特点

1 语音听写
把语音（≤60秒）转换成对应的文字信息，让机器能够“听懂”
人类语言，相当于给机器安装上“耳朵”，使其具备“能听”的
功能。

2 语音转写
基于深度全序列卷积神经网络，将长段音频（5小时以内）数据转
换成文本数据，为信息处理和数据挖掘提供基础。

3 实时语音转写
基于深度全序列卷积神经网络框架，通过 WebSocket 协议，建立
应用与语言转写核心引擎的长连接，将音频流数据实时转换成文
字流数据结果。

4 语音唤醒
设备（手机、玩具、家电等）在休眠或锁屏状态下也能检测到用
户的声音(设定的语音指令，即唤醒词)，让处于休眠状态下的设
备直接进入到等待指令状态，开启语音交互第一步。

5 声纹识别
是一项提取说话人声音特征和说话内容信息，自动核验说话人身
份的技术。

6 离线命令词识别
用户对设备（手机、玩具、家电等）说出操作指令（即“命令
词”），设备即作出相应的反馈，开启语音交互。

科大讯飞智能语音产品一览

科大讯飞推出的以语
音交互技术为核心的人工
智能开放平台，讯飞开放
平台。

科大讯飞智能语音识
别主要分为语音听写、语
音转写、实时语音转写、
语音唤醒、声纹识别以及
离线命令词识别，六种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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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百度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百度(纳斯达克：BIDU） ,全
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攀、最大的
中文网站。

2018年全年财报数据显示，
2018年前三季度，百度其他业务
增速维持在75%-85%，基本保持稳
定。

2018年百度营业总收入破
1000亿大关，达1022.77亿元，净
利润达225.8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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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百度

序列 产品 产品特点

1 语音识别
百度语音识别为开发者提供业界优质且免费的语音服务，通过场景识
别优化，为车载导航、智能家居和社交聊天等行业提供语音解决方案，
准确率达到90%以上，让您的应用绘“声”绘色。

2 长语音识别
提供业界优质的长语音识别服务，在会议、教学或者媒体采访中，百
度长语音识别服务可快速准确的将长时间的语音转化为文字，方便进
行拷贝和编辑等后续的工资，让您的工作生活变得更便捷。

3
远场语音识

别

百度语音为开发者提供业界优质的原唱语音识别服务，通过麦克风阵
列前端处理算法，有效消除噪音，同时对目标说话人声音进行增强，
使得智能家居、智能硬件、机器人语音交互等场景下的远场语音也可
准确识别。

4
呼叫中心实
时语音识别

企业可使用呼叫中心实时语音识别服务，将智能电销、智能IVR、智能
外呼、智能语音质检等场景的语音精准的转为文字，提升企业效率并
降低成本。

5
呼叫中心音
频文件转写

企业可使用呼叫中心音频文件转写服务，将电销业务、客服业务、质
检业务等多场景的语音精准的转为文字，提升企业效率并降低成本，
同时也为企业呼叫中心提供智能化、标准化服务，提升上午合作效率。

百度智能语音产品一览

百度语音识别提供业
界领先的技术，让您的应
用长上耳朵。支持车载导
航、智能家居、社交聊天、
应用助手、娱乐游戏等助
力企业实现多场景智能语
音交互。

百度智能语音识别产
品功能分为语音识别、长
语音识别、远场语音识别、
呼叫中心实时语音识别、
呼叫中心音频文件转写五
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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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苹果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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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公司（Applelnc.）是美国一家
高科技公司。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
库比蒂诺。

2017年苹果WWDC开发者大会上，
Siri的更新当中，加入了实时翻译功能，
支持英语、法语、德语等语言，与此同
时，Siri的智能化还进一步得到提升，
支持上下文的预测功能。

2018年苹果公司营业收入达2655.95
亿美元，净利润为595.31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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