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贝数据服务介绍



公司介绍



关于我们

• 标贝（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数据服务方案提供商，业务涵盖语音合成、语音识别、计算机视觉

、自然语言处理等数据服务。标贝科技以“语音连接场景，数据服务技术”为理念，通过创新AI技术应

用，打造个性化、情感化的语音交互解决方案，提升用户交互意愿.

• 公司成立于2016年2月，总部位于北京，并于2019年1月在深圳成立子公司，同时拥有天津、长春等多个

语音及数据专业团队.核心团队成员拥有超过15年以上行业经验，来自微软 百度、滴滴、科大讯飞、腾讯

等知名行业公司.

• 在数据能力方面，严格授权的数据采集环节，专业的数据加工处理流程，校对及语音标注，统一整齐的结构

处理，实现快速产出高质量的人工智能数据，业务涵盖语音合成、语音识别、图像识别等. 标贝科技开创了

TOBI国际标注体系在中国商业领域运用，合成与识别数据库准确率高达99%.

• 标贝科技已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认证. 同时也是中国语音产业联盟、中国人工智能

产业发展联盟、中国服务机器人产业发展联盟成员单位 同时也是百度、阿里、腾讯生态系统重要成员.

—人工智能数据服务商—



顶级团队 技术领先 数据优势 海量语音库 五大核心市场

为全球客户提供高音质、多场景、多类别的语音交互整体解决方案，

及高质量、安全、专业的语音合成、语音识别、图像识别及自然语言处理等数据服务。

数据服务与AI语音交互专家

公司实力

· 核心成员15年以上行
业经验

· 语音专家-中国科学院
声学所博士

· 管理专家-中欧国际商
学院EMBA

·  领先的AI语音技术

· 创新的语音合成产品、
系统与模型

· 国际语音大会认证

· TOB商业领域的运用

· 创新的TTS评测系统

· 高质量语音数据采集
标注能力,总时长超10万
小时

· GDPR/ISO27001安
全体系认证，数据工场
可视化实时监控处理工
序

· 370余种中文语音类型

· 丰富语音场景覆盖

· 3大主流外语、10余种

小语种语音数据

· 130+套语音合成与识

别自有库数据

· 泛娱乐

· 智慧教育

· 智能家居

· 有声读物

· 智能客服



—人工智能数据服务商—

合作伙伴(部分)



定制数据能力



语音
采集·标注

文本
采集·标注

图片
采集·标注

视频
采集·标注

根据客户的特定需求为客户量身定制：提供多种类型的采集、标注等服务，以满足客户在模型识别领域进行科研，测试和产品开发的不同需要，如文字本、
语音，图片、视频、人物表情，肢体语言，车辆，行进轨迹，室外室内广告，特殊场景等采集标注服务，相对于传统采集、标注更加节约成本提升效率，同
时还提供相应的质量检测，评估数据质量等.

语音识别：特指定设备（如手机/高保真麦克/录音板）及特指定环境下（如商场、餐厅、医院、超市、车站等）的采集及标注；可满足各语种各方言的数据
采集及标注；以及基于客户指定的其他采标要求.

语音合成：包括音库制作和纯文本标注。音库制作包含多语种的合成音库录制，基于语音文件的音字标注、韵律标注、音节音素标注等内容；纯文本标注包
含基于文本进行分词、词性、多音字、韵律、数字符号标注等.

图片识别：文字图片、人脸图片、车辆图片、行人视频、车辆视频等类型的采集和标注；以及基于客户指定的其他采标要求.

质量检查：设计实验方案，安排测试人员，配合客户进行技术方案的验证实验，比如语音识别的精度；还可针对语音合成进行badcase的测试与收集，评估
语音合成的自然度、缺陷度；检测图片识别的准确度等，综合评估数据质量是否符合要求。

全方位数据采集标注能力

300+ 20+

合作项目 服务领域

50+

合作企业



出行行业 金融行业 医疗行业

家居行业 安防行业 公共服务电子商务

自动驾驶，矩形框或描
点对车辆进行标注等

文字翻译、语义分析、
语音转录、图像标注等

人体标框、3D画框、骨
骼点标记、病历转写

标记人脸、人脸精细分
割、物品画框标记等

人脸标注、视频分割、
语音采集、行人标注等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与使
用效率

情绪分析、人脸、语音
（电商数据）

应用场景



首次将数据格式算法融入其中，通过操作平台严格控制前端采集格式，大幅度提升了数据的高质量
和准确性，避免数据在采集和上传的过程中因压缩出现质量损失问题。

标贝数据工场优势
创新打造数据可视化众包平台

数据标注
通过对图像、文本、音频、视频等信息进行
搜集、评估、归类，最终完成标注；标注过
程中可实现对内容进行关键词等内容的提取
、清洗、脱敏、校验等相关任务.企业客户通
过使用标贝数据工场采标效率可提升50%。

数据采集
可根据定制化需求，对各类规定文本、指定
图片，各种环境下的语音、视频进行采集；
采集过程中可实现对其内容的筛选、文本化
等相关任务。可承载千万级别以上样本的收
集，单日完成10万+样本采集。

10万+ 50%+

单日样本采集 准确率

95%+

采标效率提升

1000万+

样本收集承载量



语音标注

语音清洗通过技术清洗空音频，通过人
工监听，筛选出符合要求的音频，用于
语音识别模型训练

语音转写是根据音频播放的内容转写为
对应的文本，通常用于语音识别模型训
练，可支持普通话、方言、英文和小语
种的语音转写

语音转写

语音切分

语音清洗

音素标注

语音切分是对长音频进行监听，标注
音频中说话人的起始点，用于语音识
别模型训练

音素标注是对音频进行监听，转写文
本同时对文字的音标进行标注，常用
于语音合成技术

情绪判定

语音情绪是对音频进行监听，跟据说话
人的情绪状态进行标注，常用于语音识
别、合成技术

声纹标注

声纹标注是对音频数据中说话人进行辨
别或确认，用于加密解锁传输数据等技
术

数据标注服务



意图判断，通常全用分类的方法将句子分为
相应的意图种类，单意图或多意图等，进而
判断语义意图

OCR转写是对图片中的文字内容进行标框和
转写，支持中文、英文及小语种的图片转写
，助力图片和文本识别模型

文本清洗是按照客户的规则对文本进行筛选
，挑出符合要求的数据，可实现千万级文本
的清洗

文本富集是围绕主题进行文本撰写，使得对
于同一主题，文本表达方式多样且贴合实际

情感判断是对文本表达情绪倾向进行判断，
分类积极和消极的文本

词性标注，基于特定文本数据进行词性
理解标注，如动词、名词、形容词

NLP标注，NLP标注是对文本语法的标注
，包括槽位提取、文本关系等

信息抽取是把文本里包含的信息进行分类
和打标签等结构化处理

数据标注服务
自然语言处理

OCR转写 情感判断

文本清洗 词性标注

文本富集 意图判断

信息抽取 NLP标注



图片分类，根据目标属性，可实现千万量级的图
片清洗分类，对图像划分不同分类，依据您的需
求可对您提供的图片集做清洗和属性归类

图片框选可助力图像识别模型训练，用2D、
3D、多边形框等标注出图像或视频数据中的指
定目标，常见于对人脸、人体、障碍物、红绿
灯的框选

图像语义分割是标记图像中存在的内容及位置，
对复杂不规则的图片进行区域划分并标注对应属
性，根据属性进行像素级分割，支持单属性，多
级属性。

线段标注支持贝赛尔曲线和普通线段标注，扶持
对车道进行贝赛尔曲线档注，使用线段将图像目
标的边缘、轮廓用线段标注

关键点标注，对人脸五官、人体骨骼关键点等
其它物品关键点进行标注，用于图像识别模型
训练

3D点云标注是将点云数据图像中的多类指定对
象使用3D框进行标注

2D3D融合标注是对2D平面图与3D点云图映射
数据组进行标注，支持自动贴边、跨帧复制、
测距、2D3D图片标注分离等多种功能

目标跟踪，连续帧标注常用于自动驾驶及视频
图像识别模型的训练，通过对视频进行抽帧，
并对每一帧图片中的目标物体进行连续标注

计算机视觉

数据标注服务

图片分类 关键点标注

图片框选 3D点云标注

图像语义分割 2D3D融合

线段标注 目标跟踪



数据采集服务

文本采集：可以通过专业爬虫网页，对定向数据源进行定
向关键词抓取，获取特定主题内容，进行实时文本更新，
还包括在广告、报纸、杂志、教材等多种形式的文本数据
，建立包括多种语料库，社交网络语料库、知识数据库等
，可快速有效的采集各类文本内容.

文本采集 语音采集

图片采集 视频采集

语音采集：例如唤醒词定制采集、物定场景语音采集、多
国英语采集、方言和方言普通话采集、小语种采集、自然
对话语音采集、儿童语音采集，专业声优采集，人群可覆
盖全球各地，支持特定设备、远近场、多语速的语音录制
，助力语音识别模型训练，采集种类多，速度快，效率高.

图片采集：包括OCR，人脸图像、人体图像采集、商品图
像、汽车图像、街景图像、手势图像、动物、物体图像等
各类真实场景中的图像采集，满足各类采集需求，助力图
像识别模型的训练.

视频采集：街景视频、道路视频、家庭视频、人体动作视
频、手势视频等，在拍摄时支持进行不同光线，不同角度
，不同表情的多样性采集需求.



数据采集合作案例



语音合成数据解决方案
合成语音库定制流程

01

02

03 04

05

06需求评估

音色风格筛选

文本语料设计 录音demo、标注规范确认

录音、标注

小批量数据提交、确认

售后服务 数据提交、验收



语音合成数据采集标注类型

语音数据采集

中文女声 中文男声 中文方言 童声 成人模仿童声 多语言语种 歌曲

语音数据标注

语音转写 音频处理 音字校对 发音校对 韵律标注 分词词性标注 重音标注 音节音素边界标注

训练集数据标注

发音词典 多音字训练集 TN训练集 分词词性练集 韵律练集



自有库介绍



中文女声合成自有库含15个音色，不
同风格，适用于多场景及产品的应用

中文女声库

语音合成

数据产品自有库(部分)

中文男声合成自有库含12个音色，多
风格，适用于多场景及产品的应用

中文男声库

中文童声模仿合成自有库含12个音色，
为中文女声模仿不同年龄的男女童声音

中文童声模仿库

中文方言音库含粤语、台普、四川话
、天津话、维语、藏语多个方言

中文方言库

外语库含英式英语、美式英语、日语、
韩语、印尼语、葡语多个音色和语种

外语库

智能客服库男女声音色，适用于客服
、催款等不同风格的客服场景

智能客服库

多人库为中文不同风格多发音人音库，含100人不同年龄
段基础库、20人含中英混合库及在建多领域50人库、多
情感80人库、50人故事情感库

多人平均模型库

歌曲库为中文男女声歌手各4人，500首流行歌曲
干声演唱及歌词同步朗读库，包含音乐、演唱技巧
信息及音素边界信息等

歌曲合成库



数据产品自有库(部分)

语音时长：5000小时
采集人数：17000人以上
采集设备：手机
标注情况：已标注

成人中文语音数据库

语音时长：400小时
采集人数：300人
采集设备：手机
标注情况：已标注

成人中文自由对话数据库

成人粤语车载语车载语音

语音时长：124小时
采集人数：317人以上
采集设备：出门问问智能后视镜
标注情况：已标

成人粤语方言数据库

语音时长：1000小时
采集人数：2000人
采集设备：手机
标注情况：已标注

语音时长：1000小时
采集人数：3900人
采集设备：手机
标注情况：已标注

成人中英文混读

语音时长：550小时
采集人数：800人
采集设备：手机
标注情况：已标注

美语成人朗读音库

语音识别

存储格式：16KHz，16Bit,单声道，Wav格式存储
准确率：95%以上
其它语种：藏语、维语、印尼语、阿拉伯语、越南语等成人自由对话、阅读自有库，详情烦请咨询商务人员。



数据产品自有库(部分)

语音时长：130小时
采集人数：240人
采集设备：手机
年龄：5-12岁
标注情况：已标注

少儿自由对话语音数据库

语音时长：500小时+210小时
采集人数：1090人+228人
采集设备：手机
年龄：5-12岁
标注情况：已标注
文本类型：日常语句+少儿故事类

少儿中文朗读1+1

成人粤语方言交谈数据库

语音时长：1000小时
采集人数：1000+人
采集设备：手机
标注情况：已标注

成人四川方言交谈数据库

语音时长：100小时
采集人数：1000+人
采集设备：手机
标注情况：已标注

语音时长：800小时
采集人数：800人
采集设备：手机
标注情况：已标注

韩语成人朗读数据库

语音时长：1000小时
采集人数：3900人
采集设备：手机
标注情况：已标注

成人中英文混读

语音识别

存储格式：16KHz，16Bit,单声道，Wav格式存储
准确率：95%以上
其它语种：藏语、维语、印尼语、阿拉伯语、越南语等成人自由对话、阅读自有库，详情烦情咨询商务人员。



数据产品自有库(部分)
图像识别

16种场景国外人体轮廓图片
1万张

不同场景人体轮廓

国外街景
1万张水电费收据

街景

数量：352人
设备：手机
存储格式：视频（MOV，MP4）
，照片（jpg）

少儿视频图像采集数据库

文本训练集

韵律边界（4个层级标注）15万句
韵律边界（4个层级标注）35万句
（含以上15万句）

韵律训练集

依据汉语词性编码进行文本标注（可
提供3种粒度标注结果）：20万句

分词词性训练

对涵盖各种类别的数字、符号及混
合文本进行读法标注：6万句

TN（数字符号）训练集

涵盖140多个多音字：15万句
涵盖180多个多音字：100万句

多音字训练集



—语音连接场景，数据服务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