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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突破
Microsoft AI breakthroug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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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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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人工智能技术注入微软产品的方方面面
AI across Microsoft

Azure



小冰 小娜

IQ

感性化 理性化

EQ

微软“人工智能姐妹花”



微软认知服务

视觉 语音 知识语言 搜索

计算机影像

人脸

视频索引器

内容审查器

自定义视觉

必应Web 搜索

必应视觉搜索

必应自定义搜索

必应实体搜索

必应视频搜索

必应新闻搜索

必应图像搜索

必应自动推荐

QnA Maker文本分析

文本翻译

必应拼写检查

内容审查

语言理解

语音转文本

文本到语音转换

说话人识别

语音翻译



认知服务在边缘（公开预览版）

Text Analytics

Vision

Language

Sentiment Analysis Key phrase Extraction Language Detection

Face API OCR API

Language 

Understanding



演示： 自定义视觉



演示： 容器内的人脸服务



语言理解服务
LUIS



LUIS的优势

专业:
充分利用微软研究院
专业技术

LUIS充分利用微软研究院最前沿的人工
智能技术。

为您的APP建立模型去更好的理解用户
意图，如“开灯”；或者实例如“开始
慢跑、散步、远足、骑行”。以深入的
性能可视化来调整你自己的模型

简单:
使用简单UX编辑器创
建语言理解模型

灵活:
可以在任何设备上激
活模型

无论是您的手机，平板电脑或是其他任
何可接入互联网的设备，语言理解模型
都可以在其APP上激活。

快捷: 
只用几秒钟即可在你
的APP上添加会话智
能

LUIS拥有强大的会话引擎，使您只需短
短几步，即可在任何会话中维护上下文
关系，并编辑和执行。



在LUIS中创建意图和实体



知识库服务
QnA Maker



提取问题和解答
QnA Maker 从用户提供的内容（包括常见问题解答 URL、文档和编辑内容）中提取所有可能存在的问答对

测试，训练和发布
通过 QnA Maker 提供的易用 GUI，可以在测试和训练知识库并将其作为 API 终结点发布前，编辑、删除或添加问答对

与其他 API 和解决方案集成
可以大规模地与其他 API 无缝集成。将 QnA Maker 与语言理解智能服务等认知服务搭配使用，可以创建像回答常见问题的
聊天机器人这样简单的内容，也可以创建像交互式虚拟指南这样复杂的内容

基于问题为知识库服务



在知识库中添加源数据



对话服务



Core aspects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数据

分析

物体

连接

会话服务在物联网的应用场景

Alexa + Cortana

客户服务



使用Bot Framework SDK V4

简化

• 简化的框架结
构，易上手

统一

• 在多种编程语
言下保持统一
编程模型

• 命名一致

模块化

• 模块化，易插
拔

• 良好的扩展性

覆盖面

• C#

• Java

• Node

• Python





智能你的设备

• 自然语言命令
• 听话的打印机

• 随时在线的语音助手
• ‘活的’说明书



翻译服务



微软认知服务
翻译增强

Bayer helped team USA win four consecutive individual Olympic 
gold medals in women's gymnastics. She herself won five 
medals in this year’s Olympics, which further confirms that she 
is the best gymnast of her generation, and possibly of all time.

Byers helped the U.S. team achieve a four-run individual all-
around in Olympic women's gymnastics, and she personally 
won five medals at the Games, further confirming that she is 
the best gymnast of her generation and possibly of all time.拜尔斯帮助美国队在奥运会女子

体操个人全能上实现了四连冠，
她个人在本届奥运会上共夺得五
枚奖牌，进一步印证了她是这一
代，也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优秀
的体操队员。



拜尔斯帮助美国队在奥运会女子
体操个人全能上实现了四连冠，
她个人在本届奥运会上共夺得五
枚奖牌，进一步印证了她是这一
代，也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优秀
的体操队员。

Byers helped the U.S. team achieve a four-run individual all-
around in Olympic women's gymnastics, and she personally 
won five medals at the Games, further confirming that she is 
the best gymnast of her generation and possibly of all time.

Bayer helped team USA win four consecutive individual Olympic 
gold medals in women's gymnastics. She herself won five 
medals in this year’s Olympics, which further confirms that she 
is the best gymnast of her generation, and possibly of all time.

微软认知服务
翻译增强



华为Welink集成微软翻译服务API，为全球
的十几万员工提供即时的多语言服务，成
就全球不同国籍的同事一起“谈笑风生”，
实现无障碍沟通

内部沟通

舆情解读



语音服务



语音转文本

• 广泛使用于微软的产品: 小
冰，小娜，Windows 

• 支持跨平台Windows, Linux

• 支持20+语言的识别

• 提供语言和声学模型定制平
台cris.ai

• Speech Device SDK (DDK)

• Speech SDK (SDK)：支持
WebSocket方式调用语音服
务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azure/cognitive-services/speech-service/language-support#speech-to-text
https://westus.cris.ai/Home/CustomSpeech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azure/cognitive-services/speech-service/speech-devices-sdk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azure/cognitive-services/speech-service/speech-sdk


文本转语音

• 广泛使用于微软的产品: 小冰，
小娜，Windows 

• 支持跨平台Windows, 
Linux,Andriod

• 支持49种语言，75种声音和英
文的神经网络合成声音

• 提供个性化语音合成

• 提供REST API接口调用

Demo

https://azure.microsoft.com/en-us/services/cognitive-services/text-to-speech/




Assistant (female)

News (female)

Story (female)

Documentary (male)

Neural TTS Voice (zh-CN)



Sample 1 Sample 2

Byers helped the U.S. team achieve a four-run individual all-
around in Olympic women's gymnastics, and she personally 
won five medals at the Games, further confirming that she is 
the best gymnast of her generation and possibly of all time.

Neural TTS Voice (en-US)



应用案例– 央视新闻AI
贺岁

• 基于微软Custom Voice定制专人语音

• 利用图像识别为用户照片提取情绪

• 微博话题热度排名第四，418万视频观看





“ROOBO is an AI solution provider. Now 

with Microsoft’s world leading Text to 

Speech technology, we are able to 

provide the best custom voice building 

service to our customers.”
- Yu Lei, CTO

• 好未来励步英语发布全球首款英语教育机器人，与ROOBO携手打造行业标杆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2MDI2OTc5NA==&mid=2247486310&idx=1&sn=1ec2bd66116d4a379d6c0b9ed269f076&chksm=ea6d78ebdd1af1fdf56ab3f164eb164a530a39b91ad05400de60fe514fb5c9f4669de1e8259a&mpshare=1&scene=1&srcid=1011Dd1obmIcgBPdJ2Jz1EBd#rd


放大并提升人类智能
amplify human ingenuity

惠及每一个人
available to everyone

Reasoning Understanding Intera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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