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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GB/T XXXXX《信息技术 智能语音交互测试方法》为GB/T 36464《信息技术 智能语音交互系统》
提供基础性测试方法。
本文件是GB/T XXXXX《信息技术 智能语音交互测试方法》的第1部分。GB/T XXXXX已经发布了以
下部分：
——第1部分：语音识别；
——第2部分：语义理解。
本文件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8）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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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智能语音交互在智能家居、智能客服、移动终端、车载终端等诸多领域应用广泛，已成为当前人
机交互的重要方式之一。随着智能语音交互越来越深入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对智能语音交互
的系统参考框架、基础技术要求、互联网接口要求等进行统一规范，在这方面，我国已制定了支撑智
能语音交互系统的基础性国家标准。在此基础上，也需要用统一的测试方法和评价标准来对智能语音
交互系统的能力进行评测，为智能语音交互相关的产品和服务提供评测的基础方法和依据。
智能语音交互包括语音识别、语义理解和语音合成三个基本环节，各环节所涉及的测试对象、测
试项目、测试环境和测试方法均有所不同。GB/T XXXX《信息技术 智能语音交互测试方法》旨在确立
和描述适用于智能语音交互各环节的测试项和测试方法，拟由三个部分构成。
——第 1 部分：语音识别。目的在于为智能语音交互中的语音识别环节提供测试项和测试方法。
——第 2 部分：语义理解。目的在于为智能语音交互中的语义理解环节提供测试项和测试方法。
——第 3 部分：语音合成。目的在于为智能语音交互中的语音合成环节提供测试项和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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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1

智能语音交互测试方法

第 1 部分：语音识别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智能语音交互测试中语音识别（子）系统的测试项和测试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智能语音交互测试中语音识别（子）系统测试的设计和实施。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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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语音识别系统通用技术规范
GB/T 36464（所有部分） 信息技术 智能语音交互系统
3

术语和定义
GB/T 3646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说话人分离 speaker diarization
对包含有效语音信号的音频流中的多个说话人进行说话人分割和说话人聚类的过程。
注：说话人分离的目的是一般是对空间中存在的多个说话人进行分类和追踪。

3.2
说话人分割 speaker segmentation
在多个说话人中找出说话人改变的时间边界，并根据这些边界将音频流切分成多个语音片段。
3.3
说话人聚类 speaker clustering
将属于同一个说话人的一个或多个语音片段进行归类。
3.4
语音编码 speech coding；speech encoding
语音波形编码 speech waveform coding
按照一组能合理重构语音信号的规划，由经数字化的语音信号到离散的数据元序列的转换。
注：语音数字化可与用于语音压缩的某一编码相结合。因此，“语音编码”这一术语常指这种组合运算。

[来源:GB/T 5271.29—2006,29.01.2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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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汉语方言 Chinese dialect
汉语中跟普通话有区别，只在特定地区使用的话。
4

概述
智能语音交互测试中的语音识别测试主要包括功能测试与性能测试，具体如下：
—— 功能测试用于检查被测系统是否提供了语音识别相关的各项功能，具体包括：语音转文字，
语音唤醒，前端信号处理，说话人分离，语言信息识别，识别后处理；
—— 性能测项用于检测被测系统中语音识别相关的各项性能，具体包括：识别效果，识别效率，
语音唤醒效果，前端信号处理效果，说话人分离效果，语言信息识别效果，系统稳定性。
测试过程中，根据被测系统技术规范进行在线/离线的功能和性能测试。
注：本文件对所列出的功能测试项选择不做要求，测试方根据被测系统的功能要求和测试需求选择测试项。

5

测试准备和执行

5.1

测试数据集

在测试开始前，应通过提前录制或采集的方式制作测试数据集。可根据不同测试项划分出多个测
试数据集，在实际测试时可根据需要选择测试数据集。测试数据集类型和要求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1

测试数据集类型和要求
语音种类

男 声

女 声

儿 童

老 人

男 声

女 声

无有效

系统支持的

系统支持/不支

空

普 通

普 通

普 通

普 通

汉 语

汉 语

语音内

语言信息类

持的语言信息

音

话

话

话

话

方言

方言

容语音

型语音

类型语音

频

无噪声正常

A类

A类

A类

A类

B类

B类

C类

C类

C类

C类

弱噪声正常

A类

A类

B类

B类

B类

B类

D类

强噪声正常

B类

B类

C类

C类

C类

C类

D类

大音量

B类

B类

B类

B类

D类

D类

D类

快语速

B类

B类

C类

C类

D类

D类

D类

截断音频

C类

C类

语音质量

测试数据应满足以下要求。

a)

2

测试语音至少 2000 条，其中，各类测试语音数量要求如下：

1)

A 类的总量不得小于测试总量的 70%；

2)

B 类的总量不得小于测试总量的 15%，不得大于测试总量的 20%；

3)

C 类的总量不得小于测试总量的 5%，不得大于测试总量的 10%；

4)

D 类为可选，总量不得大于测试总量的 5%。

b)

各种语音种类的发音人，不得少于 30 名。

c)

3 s～5 s 时长的测试语音应占测试总量的 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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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测试工具
可编程测试工具要求如下：
 应能调用被测系统开放接口；
 应能对工具配置文件进行定制；
 应能接收语音数据并将其输入至被测系统；
 应能进行功能测试及其相应的性能测试；
 应能以文本形式获取被测系统运行结果。
测试统计工具要求如下：
 应能对不同测试参数的系统运行结果进行统计和分析；
 应能对系统运行结果和标准结果对比文件进行比对。
资源监测工具应能监测内存、CPU、GPU、句柄数等系统资源参数。

a)

b)

c)

5.3

测试设备
音频采样设备：音频采样设备参数应符合表2的要求。
表2

音频采样设备参数要求

设备名称

参数要求

可移动的声卡

支持 44.1 kHz 及以上的采样频率，16 bit 及以上的模数转换器和数模转换器。

录音软件

波形采样范围为±5000 smpl～±10000 smpl。

计算机

支持录音软件的安装和使用。

声压计

用于环境声压确认。

传声器设备：传声器设备参数应符合表3的要求。
表3
参数名称

符号

传声器参数要求

测试条件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灵敏度

S/(dBV/PA)

94 dB SPL@1kHz

-45

-42

-39

信噪比

SNR/(dB(A))

94 dB SPL@1kHz

/

/

/

输出阻抗

Zout/(Ω)

94 dB SPL@1kHz

/

/

400

总谐波失真

THD+N/(%)

100 dB SPL@1kHz

/

/

1

115 dB SPL@1kHz

/

/

10

指向性

—

全指向性

/

/

/

回放设备：回放设备参数应符合表4的要求。
表4
设备名称
计算机

回放设备参数要求
参数要求

支持音频播放软件的安装和使用

说明
/

外界噪声不超过 55 dB(A)情况下，室内本底噪声≤20
回放外部环境

dB(A)，
（周围无明显振动源，关闭通风）
截止频率 80 Hz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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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回放设备参数要求（续）

设备名称
播放器

参数要求
频率响应（±2.5 dB）：74 Hz～18 kHz
最大声压级：102 dB(A)

说明
可在无人工嘴的条件下使用

信噪比：90 dB
功率放大器和人工嘴

增益控制：0 dB～25 dB
频率响应：200 Hz～10 kHz

具体场景按照 GB/T 36464 执行

最大声压级：110 dB(A)
功率：70 W （峰值 125 W）
频响：50 Hz～21 kHz
噪声播放音箱

声压：≤113dBSPL@1m（对）
输入阻抗：10KΩ
最大输入电平：22 dBu

仿真人体

5.4

根据播放器和人工嘴的尺寸和安装位置定制

/

测试环境
应根据被测系统的特定功能和性能要求以及使用场景配置相应的软硬件环境。

5.5

测试执行

应使用可编程测试工具和测试统计工具将测试数据集输入到在线/离线状态的被测系统中并获取
运行结果。
5.6

结果判定
应根据被测系统技术要求对系统在各测试项上的运行结果进行记录、分析和判定，形成测试结果。

6

功能测试方法

6.1

语音转文字

测试内容：检查被测系统是否提供将所接收到的有效语音信号转化为文字，并输出与语音内容相
符的结果的功能。
测试方法：按照表1的要求制作测试数据集，使用可编程测试工具和测试统计工具将测试数据集输
入到被测系统并获取运行结果，按照测试内容的描述对结果进行判定。
6.2

语音唤醒
测试内容：检查被测系统是否提供语音唤醒的功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具体功能。
a) 命令字（词）唤醒：能使用预定义的唤醒命令字（词）唤醒被测系统。
b) 自定义唤醒命令字：能自定义唤醒命令字（词）。
c) 多命令字唤醒：能使用不同的唤醒命令字（词）唤醒被测系统。
d) 多音频流监听：被测系统在执行语音唤醒的同时能监听多个音频流。
e) 语音打断唤醒：能使用语音打断的方式唤醒被测系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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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唤醒：使用相同命令字（词）的多个设备在同一场景中出现，一次唤醒操作有且仅有一
个设备应答。
测试方法：按照表1的要求制作包含预定义唤醒命令字、非唤醒命令字、自定义唤醒命令字、多个
唤醒命令字和语音打断唤醒命令字的测试数据集，使用可编程测试工具和测试统计工具将测试数据集
输入到被测系统并获取运行结果，按照测试内容的描述对结果进行判定。
f)

6.3

前端信号处理
测试内容：检查被测系统是否提供前端信号处理的功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具体功能。
a) 语音编解码：被测系统能设置语音编码算法的压缩等级，能支持不同音频编码格式下的语音
音频的压缩和解压缩，并确保语音内容不变。
b) 端点检测：被测系统能从连续音频流中检测出第一个或多个语音片段的起始点和结束点，能
设置端点检测灵敏度，即设置语音等待超时时长和尾部静音长度。
c) 语音增强：被测系统能自动对输入语音的信噪比进行改善，能对输入语音中的背景噪声和晚
期混响进行抑制。
d) 声源定位：被测系统能自动对发声源的空间位置进行定位。
e) 格式转换：被测系统能自动对输入音频的格式进行转换，并确保语音内容不变。
f) 重采样：被测系统能改变数字语音信号的采样率，并确保语音内容不变。
g) 音频质量判断：检查被测系统是否提供对输入音频质量进行自动判断的功能。
示例：对音量过小、信噪比过低或存在前、后截断的音频判断为音频质量较差。

声学回声消除：检查被测系统是否提供对输入音频进行回声消除的功能。
测试方法：按照表1的要求制作包含多种音频质量的测试数据集，包括前截断音频、后截断音频、
音量小音频、信噪比低音频等，使用可编程测试工具和测试统计工具将测试数据集输入到被测系统并
获取运行结果，按照测试内容的描述对结果进行判定。
h)

6.4

说话人分离

测试内容：检查被测系统是否提供说话人分离的功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具体功能。
a) 说话人分割：被测系统能自动进行说话人分割，分割后的语音片段只包含一个说话人的语音
内容。
b) 说话人聚类：被测系统能自动进行说话人聚类，聚类后的语音片段分别对应不同的说话人。
测试方法：按照表1的要求制作包含多个说话人交替对话的测试数据集，对话时长宜20 min，使用
可编程测试工具和测试统计工具将测试数据集输入到被测系统并获取运行结果，按照测试内容的描述
对结果进行判定。
6.5

语言信息识别
测试内容：检查被测系统是否提供语言信息识别的功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具体功能。
a) （多）语种识别：被测系统能自动对输入语音所属的某个或多个（2 个及以上）语种进行判
断并输出（多）语种识别结果。
b) 多语种混读识别：在多个语种混读的情况下，被测系统能自动对不同语种进行判断并输出多
语种混读识别结果。
c) （多）汉语方言识别：被测系统能自动对输入语音所属的某个或多个（2 个及以上）汉语方
言进行判断并输出（多）汉语方言结果。
d) 语言信息端点识别：被测系统能自动对不同语种、汉语方言的音频片段端点进行判断并输出
端点识别结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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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按照表1的要求制作包含一个或多个语音信息的测试数据集，使用可编程测试工具和测
试统计工具将测试数据集输入到被测系统并获取运行结果，按照测试内容的描述对结果进行判定。
6.6

识别后处理
测试内容：检查被测系统是否提供对语音识别结果进行后处理的功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具体功

能。
a)

数字规整：按照需求将汉字表示的数字规整为符合阅读习惯的格式。

示例：对“一千两百三十二元”进行数字规整后的结果为“1232元”。

b)

字母规整：按照需求将识别结果规整为更易阅读的格式。

示例：对“三W点”进行字母规整后的结果为“www.”。

c)

繁简体规整：按照需求将识别结果规整为繁体或简体。

示例：对“一二三四五”进行繁简体规整后的结果为“壹贰叁肆伍”。

d)

标点预测：根据语音内容对识别结果添加中文或者英文标点。

示例：对“你好你在哪里”进行标点预测后的结果为“你好，你在哪里？”。

e)

文本顺滑：根据语音内容过滤识别结果文本中无意义的字或词。

示例：对“额……额……我不太清楚”进行文本顺滑后的结果为“我不太清楚”。

f)

文本替换：根据语音内容动态替换或修改识别结果文本中的某些字或词。

示例：对“它们做出了很大的牺牲”进行文本替换后的结果为“他们作出了很大的牺牲”。

测试方法：按照表1的要求制作测试数据集，使用可编程测试工具和测试统计工具将测试数据集输
入到被测系统并获取运行结果，按照测试内容的描述对结果进行判定。
7

性能测试方法

7.1

识别效果
测试内容：识别效果测试项包括对字识别效果和句识别正确率的测试。
a) 字识别效果：字识别效果由字匹配率等参数表征，它们共同显示被测系统的字识别能力。参
数值按 GB/T 21023 描述的方法计算：
 字匹配率，
 替代错误率，
 插入错误率，
 删除错误率，
 字错误率，
 字准确率。
b) 句识别正确率：此参数显示被测系统的句识别能力，参数值计算方法为被测系统正确识别的
句子数量除以标注的总句子数量。
测试方法：识别效果测试方法如下。
—— 测试数据：按照表1的要求制作测试数据集，对各测试数据集所有的语音内容进行人工标注，
并制作成标准结果对比文件。
—— 测试工具：符合5.2的要求。
—— 测试设备：符合5.3的要求。
—— 测试环境：符合5.4的要求。
—— 测试执行：按照5.5的要求对被测系统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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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判定：按照测试内容描述的方法得出系统运行结果并生成结果文件，包括测试数据集
名称、测试数据集数量、测试项结果等。系统运行结果符合被测系统技术要求或相关标准
规范则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7.2

识别效率

测试内容：识别效率测试项用识别平均响应时间、识别平均子句响应时间、识别响应时间分布和
识别吞吐率等参数表征。
a) 识别平均响应时间：识别响应时间指的是接收到一条语音后，被测系统给出该条语音识别结
果的时间；识别平均响应时间是测试数据集上所有识别响应时间与输入语音总条数的比值。
参数值计算方法见公式（2）：

............................................................. （式2）
式中：
Tavgack——识别平均响应时间；
tir ——得到第i条语音识别结果的时刻；
tie ——第i条语音输入结束的时刻；
N ——输入语音总条数。
b) 识别平均子句响应时间：识别子句响应时间指的是接收到一条语音后，被测系统给出该条语
音中某一子句识别结果的时间；识别平均子句响应时间是测试数据集上所有识别子句响应时
间与输入语音总条数的比值。参数值计算方法见公式（3）：

......................................................... （式3）

Tavgscl ——识别平均子句响应时间；
tijr ——得到第i条语音中第j个子句识别结果的时刻；
tije ——第i条语音中第j个子句输入结束的时刻；
N ——输入语音总条数。
c) 响应时间分布：此参数显示测试数据集上所有的响应时间的分布及其占比情况。
d) 识别吞吐率：即被测系统在单位响应时间内识别语音音频的时间长度。参数值计算方法为测
试集上语音音频总时长除以测试集上响应时间总时长。
测试方法：识别效率测试方法如下。
—— 测试数据：按照表1的要求制作测试数据集，此外，制作语音时长为10 s±0.1 s、语音结
束后无静音的测试数据集用于平均响应时间和响应时间分布测试；制作语音时长大于10小
时的测试数据集用于识别吞吐率测试。
—— 测试工具：符合5.2的要求。
—— 测试设备：符合5.3的要求。
—— 测试环境：符合5.4的要求。
—— 测试执行：按照5.5的要求对被测系统进行测试。
—— 结果判定：按照测试内容描述的方法得出系统运行结果并生成结果文件，包括测试数据集
名称、测试数据集数量、测试项结果等。系统运行结果符合被测系统技术要求或相关标准
规范则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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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语音唤醒效果

测试内容：语音唤醒效果测试项包括唤醒率，误唤醒频度，语音打断成功率、语音打断唤醒率、
语音打断误唤醒频度、协同唤醒成功率和协同唤醒正确率等参数，具体参数描述如下。
a) 唤醒率：检测被测系统的语音唤醒能力，即某段时间内的语音唤醒操作中，成功唤醒被测系
统的比率。参数值计算方法为成功语音唤醒次数除以语音唤醒操作总次数。
b) 误唤醒频度：检测被测系统的语音唤醒能力，即单位时间内被测系统被误唤醒的次数。参数
值计算方法为误唤醒次数除以测试总时长。
c) 语音打断成功率：检测被测系统的语音打断能力，即被测系统成功被语音打断的比率。参数
值计算方法为语音打断成功次数除以语音打断操作总次数。
d) 语音打断唤醒率：检测被测系统的语音唤醒能力，即某段时间内的语音唤醒操作中，成功打
断并唤醒被测系统的比率。参数值计算方法为成功打断唤醒次数除以语音打断唤醒操作总次
数。
e) 语音打断误唤醒频度：检测被测系统的语音唤醒能力，即单位时间内被测系统语音打断误唤
醒的次数。参数计算方法为语音打断误唤醒次数除以测试总时长。
f) 协同唤醒成功率：检测同一场景多个设备的语音唤醒能力，即对多个设备进行唤醒操作，有
且仅有一个设备被成功唤醒的比率。参数计算方法为有且仅有一个设备被成功唤醒的次数除
以语音唤醒操作总次数。
g) 协同唤醒正确率：检测同一场景多个设备的语音唤醒能力，即对多个设备进行唤醒操作，用
户意图中的设备被正确唤醒的比率。参数计算方法为用户意图中的设备被正确唤醒的次数除
以语音唤醒操作总次数。
测试方法：语音唤醒效果测试方法如下。
—— 测试数据：按照表1的要求制作包含预定义唤醒命令字、非唤醒命令字、自定义唤醒命令字、
多个唤醒命令字和语音打断唤醒命令字的测试数据集，宜选取不少于200条测试语音。
—— 测试工具：符合5.2的要求。
—— 测试设备：符合5.3的要求。
—— 测试环境：符合5.4的要求，其中，测试场景类型见表5。
表5

语音唤醒效果测试场景
信噪比

场景编号

场景描述

场景 1

安静场景

＞25

场景 2

低噪场景

15～25

场景 3

高噪场景

0～15

场景 4

自定义噪音场景

具体场景按照 GB/T 36464 执行

dB

—— 测试执行：按照5.5的要求对被测系统进行测试。
—— 结果判定：按照测试内容描述的方法得出系统运行结果并生成结果文件，包括测试数据集
名称、测试数据集数量、测试项结果等。系统运行结果符合被测系统技术要求或相关标准
规范则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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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前端信号处理效果

测试内容：前端信号处理效果测试项包括语音编解压缩率、端点检测准确率、信噪比改善率、噪
声抑制量、声源定位正确率和回声返回衰减增益等参数，具体参数描述如下。
a) 语音编解压缩率：检测被测系统的语音编解码能力，参数计算方法为语音编码后输出的压缩
音频码流率除以语音编码前音频码流率。
b) 端点检测准确率：检测被测系统的端点检测能力，参数计算方法见公式（13）：

.............................................. （式13）
式中：
AVAD ——端点检测准确率；
Tvalid ——有效语音音频时长；
Tsilence——静音音频时长；
Tdev ——检测误差音频时长。
c) 信噪比改善率：检测被测系统的语音增强能力，参数计算方法为输出语音的信噪比除以输入
语音的信噪比。
d) 噪声抑制量：检测被测系统的语音增强能力，即被测系统输出信号的噪声振幅相对于输入信
号的噪声振幅的减少量。参数计算方法见公式（15）：

............................................. （式15）
式中：
DNR
——噪声抑制量；
N
——输入信号频谱频率分量的总数量
vin(n) ——输入信号中第n个噪声信号的振幅；
vout(n)——输出信号中第n个噪声信号的振幅。
e) 声源定位正确率：检测被测系统的声源定位能力，参数计算方法为声源定位正确次数除以声
源定位请求总次数。
f) 回声返回衰减增益：检测被测系统的回声消除能力，参数计算方法见公式（17）：
.............................................. （式17）
式中：
ERLE——回声返回衰减增益，单位dB；
y(n)——期望回声信号；
e(n)——误差信号。
测试方法：前端信号处理效果测试方法如下。
—— 测试数据：按照表1的要求制作测试数据集，此外，制作前、后静音段时长不少于3秒的测
试数据集，宜不少于200条测试语音，用于端点检测准确率测试。
—— 测试工具：符合5.2的要求。
—— 测试设备：符合5.3的要求。
—— 测试环境：符合5.4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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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执行：按照5.5的要求对被测系统进行测试。
—— 结果判定：按照测试内容描述的方法得出系统运行结果并生成结果文件，包括测试数据集
名称、测试数据集数量、测试项结果等。系统运行结果符合被测系统技术要求或相关标准
规范则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7.5

说话人分离效果

测试内容：说话人分离效果测试项包括分离错误率参数：检测被测系统的说话人分离能力，即被
测系统分离错误的语音片段时长占整个有效语音片段时长的比率。参数计算方法见公式（18）：

............................ （式18）
式中：
DER
——分离错误率；
S
——实际结果和系统输出结果都包含同一个说话人（对）的说话人片段数量；
dur(s) ——片段s的时长；
Nref(s) ——片段s中实际结果的数量；
Nhyp(s) ——片段s中系统输出结果的数量；
Ncorrect(s)——片段s中系统输出结果与实际结果正确对应的数量。
测试方法：说话人分离效果测试方法如下。
—— 测试数据：按照表1的要求制作包含至少2个说话人交替对话的测试数据集，对话时长宜20
min。
—— 测试工具：符合5.2的要求。
—— 测试设备：符合5.3的要求。
—— 测试环境：符合5.4的要求。
—— 测试执行：按照5.5的要求对被测系统进行测试。
—— 结果判定：按照测试内容描述的方法得出系统运行结果并生成结果文件，包括测试数据集
名称、测试数据集数量、测试项结果等。系统运行结果符合被测系统技术要求或相关标准
规范则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7.6

语言信息识别效果

测试内容：语言信息识别效果测试项包括召回率参数，参数计算方法为某类型语言信息被正确识
别的次数除以其应该被识别正确的次数。
测试方法：语言信息识别效果测试方法如下。
—— 测试数据：按照表1的要求制作包含一个或多个语音信息的测试数据集，选取不少于200条
测试语音。
—— 测试工具：符合5.2的要求。
—— 测试设备：符合5.3的要求。
—— 测试环境：符合5.4的要求，其中，测试场景类型见表5。
—— 测试执行：按照5.5的要求对被测系统进行测试。
—— 结果判定：按照测试内容描述的方法得出系统运行结果并生成结果文件，包括测试数据集
名称、测试数据集数量、测试项结果等。系统运行结果符合被测系统技术要求或相关标准
规范则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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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系统稳定性
测试内容：系统稳定性测试项包括稳定运行和资源使用等参数。
a) 稳定运行：检测在给定的软硬件配置和系统并发路数的条件下，检测被测系统运行 6.1～6.5
的各项功能，未出现崩溃、假死或功能异常，且符合性能要求，能持续正常运行的能力。
注：给定的软硬件配置和系统并发路数需满足被测系统正常运行的能力。

b)

资源使用：检测在给定软硬件配置和系统并发路数的条件下，检测被测系统运行 6.1～6.5
的各项功能，系统磁盘性能、内存、CPU、网络资源等各项资源使用率持续平稳的能力。

注：给定的软硬件配置和系统并发路数需满足被测系统正常运行的能力。

测试方法：系统稳定性测试方法如下。
—— 测试数据：按照测试项要求准备测试数据集，并明确软硬件配置和系统并发路数。
—— 测试工具：符合5.2的要求。
—— 测试设备：符合5.3的要求。
—— 测试环境：符合5.4的要求。
—— 测试执行：按照5.5的要求对被测系统进行测试，在线场景下持续7天、离线场景下持续3天
连续不间断向被测系统循环输入测试语音，连续监测系统运行情况和系统磁盘性能、内存、
CPU、网络资源等各项资源使用率变化情况。
—— 结果判定：按照测试内容描述的方法得出系统运行结果并生成结果文件，包括测试数据集
名称、测试数据集数量、软硬件配置、系统并发路数和测试项结果等。系统运行结果符合
被测系统技术要求或相关标准规范则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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