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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热度上升，
技术准确性待提升

透视科大讯飞
“同传造假”：机器翻译之困
本报实习记者 唐金燕
记者 李甜 陈佳岚 张靖超 北京报道

近日，人工智能语音领域领军

的误会。

物联网资深专家杨剑勇对《中

根据本报记者了解，实际行业现状

国经营报》记者表示，
科大讯飞提出

是目前机器翻译仍难以达到接近

创新与新兴产业发展国际会议上，

人机耦合背后，是智能（机器）翻译

人类对话的效果，尽管不同企业开

该会议曾以“机器翻译”作为宣传，

技术相对语音识别技术难度更大。

始竞相研发机器翻译新品，但如何

据悉，引发此次事件是在 2018

企业科大讯飞（002230.SZ）被曝出

科大讯飞官方最近解释称这种方

“同传造假”，科大讯飞官方回应这

式是“人机耦合”，并承认机器翻译

是由于与同传译员沟通不足造成

近年来，随着 AI 的热度递增，
机器翻译也呈现出爆发之势。但

令翻译更准确是 AI 领域待解的一

准确度壁垒待破
本报记者注意到，市场也

很多翻译机的产品，特别是低

不乏有众多声音称某某产品语
音识别准确率、翻译准确率能

价的翻译机更多是从第三方公
司获取，这种情况下很难做二

达到多少。就语音识别准确率
而言，
各家公司自有其说法。

次的优化和开发。
”
“根据我们在同传产品得

搜狗、百度和科大讯飞三

到的经验，它并不是简单的‘语

大难题。

仍难以代替人工。

技术鸿沟未跨越
曾在脸书担任软件实习工程师
的王斌
目前在知乎上有 6 万关注
贝 ，
人 次 ，是 语 音 领 域 方 面 的 专 业 答

语，
都没有问题，
但涉及到诗、歌、抒
情散文等，
翻译结果容易出现问题。
”

音识别+翻译’，出现‘1+1>2’
的能力，往往（现实是）远远小

97%。搜狗称其语音翻译的准
确率可以达到 90%。今年 6 月，

于 2，所以我们要把单点能力做
好，同时产生‘1+1=2’甚至远大

央广网科技报道称，目前讯飞

于 2 的效果。这件事情是目前

输入法的语音识别准确率提升
到 98%。近日，科大讯飞方面对

搜狗同传和搜狗翻译宝具有的
技术壁垒。
”陈伟说。

本报表示，其机器翻译已经达
到大学六级水平，2019 年将达

沈浩认为各主要玩家的
语音识别准确率已经差别不

到英语专业八级水平。

大 ，厂 商 们 均 掌 握 着 技 术 原

北京市速记协会理事长唐可为

主。王 斌
“语音识别”是
贝告诉记者，

认为同传翻译和速录都要求精准，

指把声音转换成文字的过程，不包

速录员和同传翻译在速录和翻译过

括后续的理解、翻译等。而“同传”
（同声传译）指的是在（识别）一个人

程中要求精简记录，进行语义理解
后更接近讲话者的记录，而目前的

说话的同时翻译成另一种（语言）。

同传翻译并不能做到结合上下文完

业内普遍认为 AI 同传比语音

家公司 2016 年 11 月各自宣布
其中文语音识别准确率达到了

科大讯飞官方最近承认机器翻译仍难以代替人工。

本报资料室/图

整表达句子意思。
斌

的进步，能够帮助人们在一些场景
识别更难，只有先识别才能进行翻

中处理语言交流的问题，但距离会
译。据了解，搜狗机器同传技术系

王 贝告诉本报记者，行业

理，只是看哪家能够不断地去

内一般采用“词错误率”进行测

训 练 ，对 结 果 进 行 提 升 ，如 准

评，这个标准主要是看测试所

确 率 从 95% 提 升 至 96% ，但 实

用的“数据集”的难度，不同的

际上达到 95%的准确率时，就

此外，
机器同传要与人工同传媲

“很多时候，机器速录、机器翻
美，
就要聪明而灵活地结合前后内容

译后还需要人为进行实时修改，甚

统需要将语音预处理、语音识别、文

至更考验速录员和同传翻译，还更

本预处理、机器翻译、语音合成五项

耗费时间。
”
唐可为表示。

议同传以及高水平翻译所讲究的

进行
“创作”
。陈伟表示，
人工同传是

“信、达、雅”
（翻译中常要求的忠实

对译文二次创造，
因此译文往往流利
数据集难度不同，所以单看一

原文、通顺畅达、译文优美三大原
技术模块进行结合。

可以将其现实化和商业化。

度高，
而机器对于口语化、命名实体

搜狗语言交互技术中心技术总
个词错误率的数字，并不能判
则）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中国传媒大学研究大数据与人

监陈伟表示，同传场景对语音识别

工智能方向的教授沈浩认为，目前

的要求很高，错一个字对于源语言

尽管有深度学习技术在语音、
机器翻译这方面的技术已经成熟，
水平强于（英语）六级，但易受处于

的理解基本不受影响，但若将同传
后的文字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可能

近场或远场、有无噪音等因素影响。

整句都是错的。

沈浩对本报记者举例：
“如果是

科大讯飞方面则对本报记者表

日常生活用语，以及标准的一些话

示，目前机器翻译已经取得非常大

“所以判断他们哪一款产品优

和多义词较多等情况下翻译效果不
断系统性能的好坏。如果要对

秀 ，我 也 只 能 谈 他 们 的 界 面 、

技术进行测评，必须指明在哪
个数据集上取得了这样的词错

开源甚至使用成本等其他方
面。”沈浩表示。

够好，
目前（利用机器进行）同传翻译

翻译等领域的快速突破以及大数据

仍基于当前单句进行翻译，
上文的历

的红利，但是相比于训练有素的人

史信息无法较好使用，
以及在语言的

工而言，机器实际上缺乏语音识别

理解和再创造的能力方面，
目前机器

的稳定性、机器翻译的稳定性、对语

无法基于原文进行引申和扩展，
确保

言理解和再创造的能力。

翻译效果的流畅性。

仍具备实际性价值

误率。王 斌
在一个
贝 举例表示，

沈浩表示，从国内外对比

叫 Switchboard 的数据集上，目

上，谷歌能够实现全球多种语

前微软和 IBM 都做到了百分

言之间的互译，而国内企业，例

之五点几的词错误率，已是行
业领先。

如科大讯飞主要是汉语以及方
言的识别，或解决主流使用语

王斌
用标准数
贝 告诉记者，

言的翻译。

据集来测试也有局限性，一些
继前两年微软、百度、腾讯、科

在特定场景中需求的真正有用的

客解决在国外语言不通的问题，
甚至

同传，很大程度缓解人工同传资源

大 讯 飞 、谷 歌 等 纷 纷 推 出 翻 译 软

技术。”猎豹移动 CEO 傅盛在推出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旅游业的发展。

不足的问题，
降低同传成本。

件、发布翻译机器后，本报记者梳
理发现，今年市面上仅公开发布的

小豹 AI 翻译棒时称。
易观互动娱乐组群高级分析

据易观千帆的数据，旅游 APP
的月活跃用户量一年内增长了近

尽管机器翻译的发展未完全
尽如人意，但是陈伟认为机器翻译

产品就有近十款，包括搜狗推出的

师殷实告诉本报记者，从商业或者

30%，国外游的热度也一直没有减

目前满足部分使用需求的价值已

搜 狗 旅 行 翻 译 宝 、搜 狗 速 记 翻 译

专业会议的角度来看，翻译机还未

退。殷实认为，
不能因为机器翻译当

经显现。近些年，各种规模的国际

笔、搜狗录音翻译笔记、搜狗翻译

能代替人工翻译在正式场合运用，

下存在问题就否认它存在的价值。

交流越来越多，从行业大会到闭门

宝 pro。华为、360 手机、OPPO 在推
出新机时以机器翻译为卖点，甚至

更多是扮演一个辅助工具角色。
“今年来，翻译技术火爆的原因主

陈伟表示，对比人工同传和机
器同传的能力，机器相较于人的优

小会，甚至到课堂培训，均存在同
传的需求，而目前虽然有不错的大

业内一家手机品牌糖果手机直接

要在于它对翻译精度要求不高场

势是：机器基于海量数据能针对某

量（人工）同传从业者，但事实上还

打出了“翻译手机”的概念，而猎豹

合下有很高的使用价值。
”

个领域进行快速学习，机器同传能

仍满足不了国际交流的需求。

移动也推出了一款小豹 AI 翻译棒。

殷实认为，
目前，
翻译机在市场

够忠实原文，
一般不会遗漏译文，
可

陈伟表示，搜狗正在横向

标准数据集里没有考虑到噪音

扩展多语种的机器翻译技术，

环境，另外，有团队可能专注于
“刷榜”，把标准数据集上的词
错误率刷到很低，但一换成别
的数据，
就会“现出原形”。

实现跨语音交流，
“在这个技术
上面临的很大问题是，如果我
们没有足够的数据怎么办？在
没有足够数据时，我们会考虑

“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时候

要不要面向于低资源（一门语

一个宣传得很牛的产品到了实

言的数据很少，不足够训练语

际中就各种不好用。毕竟实际
环境是千变万化的，如果训练
时没有覆盖到这么广的实际场

音识别或机器翻译系统的资
源），或者是做没有数据、单向
的翻译语料，或者是文本语料，

景，在实际中就容易出问题。”

做两个语种之间的翻译。”陈伟

沈浩认为，
目前机器学习算法的
斌

“翻译机不是高高在上的黑科
技，而是通过场景落地，解决用户

上主要用于在类似出行、
旅游等对翻
译精度要求相对低一些的行业，
为游

长时间记忆，
机器能够实现快速、
高
并发的部署，同时支持多场会议的

趋势慢慢接近人工同传的可靠性，
人
们应该注重事物未来的发展趋势。

王贝 向本报记者解释道。
陈伟告诉本报记者，
“ 现在

表示，
“这两项技术是目前我们
着重做的。
”

高管失联 艾瑞咨询前景待考
特约撰稿 张惠芳

能否正常运转
本报记者 张靖超 北京报道

9月26日中午，
记者来到艾瑞集

是否持续正常运转还有待见证。

其控制的共青城凯盈、
嘉兴凯盈、
森

此，
杨伟庆实际控制董事会过半数席

而一位接近艾瑞咨询的人士对

团所在的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SO-

该人士认为，发展中的中小企业必

瑞投资、
知瑞投资等 4 家企业，
合计

位，
能够实际控制公司的经营管理和

此持不同的意见，
他认为杨伟庆实际

HO 二期 B 座，
大楼一层负责接待的

须有一个核心，否则很难想象艾瑞

持有本公司 44.32%的表决权股份。

重大决策，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在艾

上早已不负责具体业务，
所以公司业

女士介绍，
艾瑞公司近期并无异常，

咨询背后的资本股东比较多，企业

同时，
杨伟庆还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

瑞咨询的 33 名股东中，嘉兴凯盈投

务可能不会受到很大影响。对此，
记

员工与往常一样正常上下班，
她以为
艾瑞创始人失联的事件只是传言。

却可以发展得很好。
根据艾瑞咨询的公开转让说明

经理，
董事会 7 名成员中，
范明、
郝欣
诚及邹蕾均为其委派的董事，
并且邹

资管理合伙企业持股 22.50%，春华
景达（天津）投资中心持股 24.99%，

者曾向艾瑞咨询的客户北京爱奇艺
科技有限公司求证，
截至发稿，
爱奇

上述业内人士表示，艾瑞咨询

书，
目前艾瑞咨询创始人杨伟庆通过

蕾和郝欣诚还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因

其他股东持股均不超过10%。

艺方未作回应。

艾瑞咨询近两年数据产品颓势渐显。

月的数据产品毛利率分别为

打破，User Tracker 类产品下滑较

高，
样本量比较少。这是艾瑞咨询的

基础的互联网咨询服务，包括数据
产品服务、定制咨询和研究服务、
广告及会务服务，其中数据产品是

2015 年 度、2016 年 度 及 2017
年 1~9 月艾瑞咨询的营业收入分别
为 19203.09 万元、17165.04 万元及

82.58%、
81.37%、
75.04%。
对于数据产品业务下降和毛利
率下滑，
公开转让说明书提到，2016

多。此外，
艾瑞咨询为提高产品的竞
争力，
增加了外购数据信息和外部数
据处理分析工具，
成本上升。

特点，
与用户签约不会有投诉，
能获
得更多的信息指标。他认为，这在
PC 时代是一种优势，
但在移动端数

主要营收方式，数据产品的续签率

13315.94 万元。2016 年度营业收入

年度中国网民的上网及消费习惯逐

在 80%以上，客户的稳定性较高，

较 2015 年度下降 10.62%，
其中数据

渐从 PC 端向移动端转移，
艾瑞咨询

极光、友盟等数据公司现在普遍用

也在涉足SDK产品，
但是这需要聚拢

盈利比较稳定。2015 年艾瑞数据

产品业务下降 3.31%，2017 年年化

的数据采集优势偏向于 PC 端，
因而

SDK（软件开发工具包）采集数据，
这

一大批开发者。
”
他说。

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营业收入较 2016 年度增加 3.43%，

数据产品业务的市场需求有所下滑，

种方式采集量大、准确度高、成本

他发现，现在艾瑞咨询更偏向

55.75%，2016 年为 60.31%，2017 年

其中数据产品业务收入下降

导致此收入下降。同时，
艾瑞咨询的

低。艾瑞咨询是采用固定样本的方

做一些行业的定性研究，
定量研究越

1~9 月为 53.88%。

7.65%。同时，
数据产品的毛利率也

数据产品业务受到较大的市场竞争

法招募样本，
让样本安装自己的产品

来越少。他认为原因可能在于艾瑞

在不断下滑。2015 年到 2017 年 1~9

压力，
同行业数据壁垒被竞争者逐渐

采集数据，
这样采集样本的成本比较

咨询在数据上越来越不占优势了。

为-1517.57 万元，筹资活动产生的

混沌大学、
易尊通信、
乐变、
吉策、
网乐

表是艾瑞世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活服务、
文娱传媒、
房产家居、
医疗健

近日，
艾瑞咨询被曝出多名
高管失联。9 月 19 日晚，
艾瑞咨
询官方微博发布声明，
称公司个
别管理人员应相关部门要求协助
调查，
暂时无法取得联系，
公司运
营一切正常。
2018 年对艾瑞咨询而言有
点特别。1 月 31 日，
艾瑞咨询公

数据优势渐失

开转让说明书在全国股转系统
艾瑞咨询主要提供以数据为
官网披露，4 月 11 日，全国股转
系统出具同意艾瑞咨询（证券简
称：
艾瑞股份 证券代码：
872785.
OC）挂牌的文件，但至今艾瑞
上述接近艾瑞咨询的人士解释，

据产品则难免老化。
“艾瑞咨询似乎

咨询并未正式挂牌新三板。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
向《中国经营报》记者介绍，股
转系统审核委员会对艾瑞咨询
的第一次问题反馈列了很多
页，迟迟未挂牌，这可能与艾瑞
记者比对公开转让说明书后发现，
咨询近年成立艾瑞资本从事投
资活动有关，因为证监会更鼓

迈进投资圈

励上市公司发展实业。
艾瑞咨询官网显示，2015

记者查阅艾瑞咨询的公开转让

年艾瑞资本成立，是艾瑞集团
旗下的金融投资平台，有 20 多

说明书后发现，艾瑞咨询 2016 年度

现金流量净额为-700.00 万元。

网络、
凯叔讲故事、
吴晓波频道。

剩下一家是杨伟庆为法人代表的

康。2017年投资10次，
偏向天使轮，

名专业投资人员，网页展示已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2237.59 万元，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上述接近艾瑞咨询的人士对
此表示，由于艾瑞咨询现在数据优

天眼查官网显示，艾瑞资本的
基金管理人包括由杨伟庆为法人

上海艾瑞市场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据悉，艾瑞资本公开投资共计

领域涉及企业服务、
文娱传媒、
金融、
人工智能等。2018 年投资 6 次，
以A

投项目包括樊登读书会、混沌

流量净额为-2637.82 万元，筹资活

势不再，
已经在向投资领域布局。

代表的上海艾瑞世纪资产管理有

40 多次，
其中 2015 年投资 6 次，
涵盖

轮为主，
其中3次为文娱传媒领域。

大学等。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019.43

艾瑞咨询官网介绍，
2015年艾瑞

限公司和上海艾瑞资产管理有限

领域包括企业服务、
金融、
教育培训

上述业内人士表示，大数据公

针对艾瑞咨询的运营情况和
创始人事件，
记者联系艾瑞咨询的

万元。2017 年 1~9 月经营活动产

资本成立，
是艾瑞集团旗下的金融投

公司。管理基金包括 16 家公司，其

等。2016 年投资 20 次，超过一半的

司扩张是存在的，但是像艾瑞咨询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412.93 万元，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资平台，
有20多名专业投资人员。网
页展示的已投项目包括樊登读书会、

中 5 家公司的法人代表是艾瑞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10 家公司的法人代

企业是PreA至A+轮，
行业涉及企业
服务、
先进制造、
科技、
电子商务、
生

这样投身金融行业做 VC 的情况，
目前在同类型企业中仅此一家。

媒介人员，
对方表示
“不予回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