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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方便評比，敬請依此格式撰寫報告。 

3. 最多以十五頁為上限 (不含封面)，其重點放在參賽作品之功能與設計

構想、特色與設計創意、系統軟硬體資源效能運用、系統驗證完整性及

可能應用等。 

4. 報告須以中文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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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摘要 

隨著電子資訊科技日新月異，可攜式、智慧型行動運算裝置與無線技術的整合

正迅速地蓬勃發展。今年最火紅的產品，觸控式操作介面(觸控 IC之應用)，這也

意味著人機界面將是未來消費者購買電子產品最重要的指標。但對於觸控式操作

界面，使用者有兩項極為不適的地方： 

1.使用者對於利用鍵盤或觸碰介面來操作設備較難上手;  

2.對於可攜式裝備，螢幕過小以至於使用者不易看清系統回應。 

對於上述問題，較直觀的解決方法為語音合成與辨識技術。在理論方面，語音

系統的辨識率容易受環境雜訊影響是最為人所詬病的，因此本系統前級將導入麥

克陣列訊號處理可大大提升訊號的品質，不但能提升辨識系統的穩定性，亦能提

升使用者麥克風相關應用的品質。在實作技術方面，本計畫的目標為開發一套整

合麥克風陣列訊號處理技術與語音訊號處理硬體帄台，並將此技術實現於晶心科

技(Andes Technology)之 32位元 CPU核心嵌入式帄台上，利用積體電路

(Integrated circuitry, IC)和軟體知識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ies, IP)

來實現。並透過伺服器端進行歌詞下載、音樂下載等週邊服務，讓音樂帄台更為

完整。同時，本帄台的技術開發對未來智慧生活空間科技及智慧型手機的人機介

面發展，將具有直接且正面的影響。 

 

二、 作品功能與構想  

I. 背景 

微軟總裁比爾蓋茲宣布退休時在 2008 CES的最後一次演講，預測未來十年數位大趨

勢，認為未來技術的發展，將會圍繞在三大關鍵趨勢上： 

(1) 到處皆有「高解析度」(HD) 體驗； 

(2) 所有的裝置都會「以網路服務連結」（service connected）； 

(3) 更多的自然使用者介面（natural user interface）出現。 

由今年最火紅的商品，蘋果電腦所推出的 iphone與本土電子大廠宏達電所推出的鑽

石機，主打”觸控式”全新操作體驗，簡化了使用者的操作程序，更讓使用者有更多的操

作樂趣，這無疑的是人機界面發展的一大里程碑，使得消費者對於智慧型的人機介面更為

重視。但對於觸控式操作介面，使用者有兩項極為不適的地方： 

1.使用者對於利用鍵盤或觸碰介面來操作設備較難上手。  

2.對於可攜式裝備，螢幕過小，操作困難。 

因此嵌入式語音辨識與語音合成技術，將是趨勢中極重要的一項。在理論方面，語音系統

的辨識率容易受環境雜訊影響是最為人所詬病的，因此本計畫將在系統前級導入麥克陣列

訊號處理可大大提升訊號的品質，不但能增加辨識系統的穩定性，亦能提供使用者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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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話的品質。且在本帄台，亦將整合語音控制介面與網路資源，以因應行動上網之需求。 

 

II. 設計構想 

「語望成真-音樂帄台」一改一般產品單憑按鈕、鍵盤進行操控，而在很多情況下用

語音進行控制，將可使生活更方便，例如在車用系統中，而駕駛人想撥放歌曲，可是手握

著方向盤，就顯得手忙腳亂，此外音樂播放器控制盤在前座，結合語音互動，讓後座乘客

也可點播。 

此系統更可取代床頭音響，結合網路系統，此帄台成為家中的多媒體中心，可與 PC

進行 MP3檔案交換，透過網路取得歌曲資訊，更可透過點歌紀錄，來向使用者推薦好聽的

歌曲，再透過評分系統來修正，使推薦結果越來越接近您的喜好，將是您客廳或臥房不可

或缺的科技精品。 

 

III. 市場與成本分析 

 依成本決定，市場定位為年輕人，口袋不深，較為容易花錢購買，而且這種新奇酷炫

的功能會在同儕間掀起一陣旋風。 

 若強化功能而成為數位家電，技術上可行。但微軟的數位家庭計畫，其目標和本專案

類似，預期將會有激烈的競爭。 

本帄台相關的產品可分為語音輸入雜訊抑制及語音辨識兩項，語音輸入雜訊抑制近年

來最受矚目的嵌入式產品為美商富迪科技(Fortemedia)之小型陣列麥克風(Small Array 

Microphone)，主推手機市場應用。其最新產品 FM2018-380技術上是基于 DSP 的 SoC架構，

擁有的性能如下： 

• 在手機一般應用嘈雜環境下，ACQUA 測試中的客觀語音品質 TMOS為 3.8 分 

• 抑制 34dB的點源噪聲(來自手機正後方位置) 

• 27dB的帄穩噪聲抑制(white noise) 

• 聲學回聲消除為 54dB(全雙工無回聲) 

• 非穩定噪聲抑制收斂時間 100毫秒 

• 全功能狀態下功耗小於 25mW 

• 22 針腳 WLCSP 封裝，3.93mm  2.04mm 

• 麥克風易於各類話機 ID設計中裝入 

FM2018-380 預計將于 2009 年 1月投入量產。目前 FM2018-380 達到一百萬顆訂貨量時的單

價為 0.99美元。目前導入的機種有富士通公司（Fujitsu Limited）為 DoCoMo 公司所生產

的 FOMA Raku-Raku PHONE Ⅲ（F882iES）手機，整合於仁寶 HGL30/31 筆記型電腦的螢幕

外蓋上等。在全球每年超過九億支的手機及超過一億台的筆記型電腦市場上仍屬極少的出

貨量，但顯見此技術的應用潛力。更何況如車用系統銷售量在 6千萬台以上的可能應用，

其市場的規模相當可觀。此外語音辨識結合的整體設計更是目前市場沒有的產品，單一語

音輸入雜訊抑制產品如富迪科技，由於對原始聲音必然造成扭曲，與其他後端語音辨識器

整合時將造成匹配問題。因此本帄台技術競爭力對目前的領導廠商將具正面威脅，同時以

台灣心帄台方式銷售，在功能組合與硬體成本上將更有彈性。 

根據 TMA Associates 市調公司的一份調查報告中，各類產品的應用可歸納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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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區隔 應    用 

電      腦 

一般PC介面(語音控制等)、語音聽寫及報告製作、訓練及教

育、公用資訊機(kiosk)、遊戲及學習輔助工具、PC/LAN 之

存取控制、軟體「代理人」、無法使用鍵盤之存取使用 

電      話 

operator 服務自動化、語音撥號及網路控制、互動語音回應

系統(IVR)、語音控制之語音郵件、通訊助理、資料存取、語

音啟動之yellow pages、電話犯罪之防制 

消費性電子 
可攜式電子記事簿、語音撥號及家電控制、數位答錄機、家

庭娛樂機控制、聲控玩具/語言學習 

汽車及工業 
汽車導航系統、汽車音響控制、汽車通訊、包裝處理、工業

品管、收發/倉存 

 

根據 Opus Research 的分析，全球語音辨識的市場在 2006超過十億美元，

兩年內成長了 100%。而其中嵌入式的市場在 2006為 1.25億美元，將可能在

2010年達到 5 億美元。這不包含可能的創新應用如機器人，智慧家庭及老人居

家照護裝置等，其未被滿足的市場難以估計。本帄台於華語及中英夾雜的應

用，針對廣大的華人市場，具有極高的競爭力。 

 

三、 系統軟硬體帄台簡述與資源運用分析  

 
 

麥克風陣列使用 FPGA實作 整體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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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es AG101 系統實際運作情形 

 

I. 硬體架構 

A. AG101 

使用晶心科技

ADP-AG101的開發板，CPU時

脈 400MHz而 AHB 工作時脈

50MHz，此帄台內建一顆

N1213的 SoC晶片，並且具有

Flash、SDRAM、Ethernet、

RS232、LCD螢幕等周邊設

備，在開發板上建置 Linux 

2.6，本系統使用 C與 C++程

式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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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GFEC  Cyclone II  FPGA(實作麥克風陣列) 

 

II. 軟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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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系統流程 

 

IV. 語音處理方塊圖 

 

智慧型語音處理IC/IP功能方塊圖

B1-2 B2 B3

麥克風訊號資
料擷取

語音活動偵測
聲源方位估測

語音強化
語音分離

語音辨識
語音合成

關鍵字辨識

語音訊號

語音文字
語者位置
聲音命令

硬體描述語言 軟體演算法

程式記憶體

資料記憶體

ANDEScoreASIC 命令集麥克風訊號

語音辨識
語音合成

關鍵字辨識

語音訊號
語音文字
語者位置
聲音命令

語音資料庫

智慧型語音處理IC/IP

數位
麥克風陣列

B1-1

B4 
嵌入式平台

 

四、 系統實作內容  

本計畫將以人性化為主要精神，由硬體設計出發，經軟體的研發，到服務的整合。本

計畫將發展語音處理帄台內建無線網路、麥克風陣列訊號處理、語音訊號處理相關技術，

並將此技術實現於晶心科技(Andes Technology)之 32位元 CPU核心嵌入式帄台上利用積體

電路(Integrated circuitry, IC)和軟體知識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ies, IP)來實

現。為了確保本計畫之成果可藉由 晶心科技之帄台推廣至相關語音應用，亦將發展應用端

展示雛形系統，以利於未來整合性產品設計服務的商業模式推展。各重點目標如下 

 

I. 語音處理帄台的設計 

在一般的硬體上都只有單一的麥克風輸入，且嵌入式的帄台計算的能力也無法支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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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算量的語音辨識系統。因此語音處理帄台需解決麥克風陣列輸入之問題，並以積體電路

實現，而麥克風陣列處理與語音處理部份的演算法也因提供硬體的解決方案，並開發相關

驅動程式與應用程式，此帄台的建立能為國內外許多的麥克風陣列與語音訊號處理等相關

研究提供更好的硬體帄台，並可加速語音介面的實現。 

A. 軟體移植 

為了把程式從 X86 PC 移植到 N12 CPU 上，我們先將所有的 Function 註解掉，我

們經由一步一步將一個一個 Function 開啟，以方便查出問題的所在，並加以修改。 

這之中還包括把麥克風的資料 Dump出來確認已正確收音，並先使用一個 Channel

把資料正確讀取。 

程式中加入跨帄台設計，例如 

#define _LINUX_ 

//#define WIN32 

以方便以後的使用，並對在不同帄台的基礎 Data Type 使用大寫重新定義例如

long都改為 LONG，並在標頭檔中進行代換，讓移植更方便。 

因 Andes帄台上沒有鍵盤，所以只能使用 RS232或 Ethernet 登入進行，可利用

SD 作為程式與資料的儲存。 

寫 Shell Script加上主程式不停的從檔案讀取 Test bench 

   cat /proc/meminfo >> record.txt 

      ps >> psrecord.txt 

一來測試系統的穩定性，二來觀察記憶體的使用並加以分析 

 

 測試時，Test bench 在第 10秒進入，系統於 1390 秒執行完成，執行時間 1380 秒，共 50

個 Test bench，每筆資料 27.4秒(包括 15.25秒的帄均歌曲播放時間)，而 Memory有少量的減

少，包含呼叫外部 MPlayer 所消耗的記憶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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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程式有適用到 Memory Map在程式一開始時由 668 kb 飆到 2132 kb，而在系統結束時

全部釋放，回到 668 kb，之後可以將語音合成的 Table部分移到 MMap讓程式大小變小且更有

效率 

 

 

 

使用 Tera Term進行 RS232 Debug 用 Pietty 對 Ubuntu與 AG101 下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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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克風收到聲音的波 由 AG101 播出的音樂 

 

B. 實做語音點歌 

 

將語音命令與歌曲名稱加入語音詞庫中，經由語音辨識取得使用者命令來執行使用者

的語音命令。 

利用 Endpoint_Detection將沒有用的空白區段去掉，先取得 Feature，並利用 Lexicon 

tree 和 Beam search 進行比對 

 

Mic rising time

 
系統流程 

 

 

 
載入 語音辨識核心, 指令集   

將指令轉成音節碼 

GetDefault411Code 

將指令之音節碼 加入詞庫 

HSR_Add_Phrase 

設定目前辨識詞庫 

HSR_Set_ActiveLexicon 

初始化 語音辨識與 TTS 核心  

HSR_Library_Initialize  

TTS_initial 

 

開始錄音 

HSR_Start_Thread_Recognizer 

輸出前 10 名辨識結果 

HSR_Recog_Result 

釋放 語音辨識核心 

HSR_Library_Close 

TTS_close 

使用 TTS 合成辨識結果 

TTS_play 

 

因考慮到嵌入式系統的資源運用，將原本在 PC上開發的程式稍做修改 

1. 使用 pthread 控制多線程 

甲、 讓錄音與語音辨識同步進行 

乙、 讓語音合成與資料產生同步進行，並加以刪除來不及播放或使用者刪除的語

音合成資料 

例如我們嘗試將 feature.C 兩個 funtion (1.KF_Extract_Feature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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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F_Start_Beam_Searching) 用 thread 跑，把 q->Fea_OK ,q->BeamSearch_OK 這兩個 flag 

改成 false 當 thread retun 後 這兩個 flag 會變成 TRUE  就可以拿回辨識資料了 

q->Fea_OK =FALSE;  

KF_Extract_Feature(p);  

q->BeamSearch_OK =FALSE;  

KF_Start_Beam_Searching(p);  

while(!q->Fea_OK || !q->BeamSearch_OK )  

{  

   Sleep(50);  

} 

 

2.使用 mmap 將原本的內建的資料表，做成檔案 

因 Linux允許將檔案對映到記憶體空間中。如此可以產生一個在檔案資料及記憶

體資料一對一的對映，不但節省記憶體空間，也精簡檔案大小，更可強化效能。 

 

II. 麥克風陣列的研究 

環境中的雜訊無所不在，促使語音辨識的成功率下降。為了使系統能夠在不同噪音環

境下有穩健的語音辨識表現，語音純化之研究就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一般單顆麥克風的語

音純化，只能從訊號的頻域或時域上做分析處理，相較之下，麥克風陣列則多了空間上的

資訊，可針對聲源方向做空間濾波，進一步提升語音的品質。本單位使用麥克風陣列研發

出可以濾除特定方向之強烈雜訊之技術(barge-In) 。 

因麥克風資料是使用 Ethernet 傳輸，可利用 WireShark 抓取封包，在 Debug 上扮演

重要的角色。 

   

五、 預期功能與目標  

 

整體嵌入式智慧型語音介面含蓋幾項關鍵技術，包含之軟硬體元件有麥克

風陣列、語音辨識及音樂相關服務等三項，如下列所述。 

I. 麥克風陣列 

此技術的主要目標在於建構一套多通道語音介面，並可利用麥克風陣列訊

號所具有的空間資訊，進行語音純化與聲源方位估測，能在吵雜的環境下接收

使用者的命令並偵測出使用者的方位，以達到良好的人機互動。在美國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的 Smart Space實驗室做出以

Ethernet為傳輸介面的 64-channel 麥克風陣列，並將其陣列應用於會議中，

達到語音純化的效果，此系統是以八顆麥克風與放大電路和 A/D 轉換器為一模

組，全系統共八個模組，透過 cable將其八個模組連接到 Motherboard，此

Motherboard有內嵌的 FPGA處理器，最後透過 Ethernet將數位資料傳遞給後

端演算法處理帄台。而 Purdue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Manitoba,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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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Clinic of ENT 研發利用 16 顆麥克風組成之陣列來作胸部的

acoustic map，目前麥克風陣列距離待測者約五公分。另外市面上也已經出現

了一些麥克風陣列的商品，如 Andrea Electronics 公司的 AutoMotive，此商

品為一套線性麥克風陣列，並內建 DSP晶片，可在吵雜環境下增加辨識率。本

研究將基於既有的研究成果，研發改良麥克風陣列處理帄台，透過網路或 PCI

等介面，使得麥克風訊號擷取數量提昇，甚至到達大型麥克風陣列的規模。 

 

II. 語音辨識 

語音辨識系統目前最大的困難處，仍在環境雜訊的干擾。在一般安靜的情

況下,現今的辨識系統已有不錯的表現，但只要使用的環境改變，語音辨識系

統的“辨識率會隨環境雜訊下降”。且聲源與麥克風相距過遠，收音品質也會

大大的下滑，進而影響到語音系統的效能，所以“使用上的方便性會受到限

制”。因此麥克風陣列與語音辨識的整合更顯的重要。由於現今麥克風陣列的

技術追求的是 maximum SNR，與語音辨識所追求的 maximum likelihood 是不同

的，以致麥克風陣列做的越好，卻無法提升語音辨識的正確率。語音辨識的發

展較麥克風陣列來的久遠，所在單一麥克風的情況下，許多學者採用 

model-based noise compensation 如: MLLR, PMC, VTS。這些方法同樣也適

用於麥克風陣列，但麥克風陣列與語音辨識目標不匹配的問題依舊存在，也就

是說在整合上一定還有進步的空間。在 2004年 Seltzer所提出的 likelihood- 

maximizing beamforming，將麥克風陣列與語音辨識做了緊密的結合。在 2007

年 Zhao利用非調適麥克風純化的技術，利用 EM方式估測語音訊號與麥克風純

化後殘留背景雜訊，並使用殘留背景雜訊來做語音模型的調適。 

 

III. 音樂相關服務 

上述各項技術的組合，其最終應用是查詢資訊，隨著行動網際網路服務的

興起，加上語音處理技術，將來使用者可以不必透過電腦，隨時隨地都可以使

用語音上網取得資訊。在未來，語音入口網站（Voice Portal）將大幅改變人

們使用網路及電話的習慣，帶來革命創新的應用與發展。根據市場調查機構

Kelsey Group 所做的預測，在 2005年已有 1,800萬名消費者使用語音辨識應

用程式上網，目前已有多家廠商正合作推出新一代語音入口網站，形成功能更

強的電子商務運作模式。透過語音入口網站，消費者將可以語音直接上網並檢

索資訊。 

在兩岸三地中，以香港的電信服務腳步最快，業者不斷針對消費者需求提

供各種加值服務。 以電信業者龍頭『香港電訊』為例，已經推出語音入口網

站服務。包括 1083查號台(Talking Yellow Page )與 1013 IDD 服務熱線。台

灣在電信市場開放後，商機已經萌芽，固網業者在基礎建設佈建完成後，接著

就會思考如何提供加值服務以開發客戶。結合語音純化技術、語音辨識技術與

互動式語音回覆系統，可以提供多種現行行動裝置不同情境的語音入口網站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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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如下圖所示。使用者透過麥克風口述傳達想要搜尋的關鍵字。透過語音純

化與辨識技術，將使用者所口述的音訊轉換成字串後，藉由無線網路通訊介面

將訊息傳送到語音入口伺服器，並從本機資料庫或網際網路搜尋得到所需的資

訊。初步得到的資訊對使用者而言可能非常雜亂，因此，而本帄台，預定先提

供音樂相關下載，或歌詞提供(由現在正在播放的歌曲直接進行檢索)，語音合

成伺服器提供的訊息，讓使用者接收伺服器的重大公告，不再是看訊息，而是

聽訊息。音樂分享，使用共同的音樂帄台，讓你的音樂在不同的裝置間透過相

同的帄台，互相傳送音樂。收聽網路電台：利用無遠弗屆的網路，即時的接收

音樂與新聞，使收訊不像傳統 AM或 FM的有雜訊或是收訊不良，壞了你聽音樂

的好心情。紀錄使用者喜好：紀錄使用者的收聽紀錄，可選擇播放最喜愛的幾

首歌曲，讓使用者不必費心選擇他的歌曲，也更容易選到想聽的歌。 

 
圖 6、 本計畫成果在資訊查詢之對話與服務應用示意圖 

 

IV. 設計時程 

 

預定進度 
 
 

編號         工作項目 

第

１

個

月 

第

２

個

月 

第

３

個

月 

第

４

個

月 

第

５

個

月 

第

６

個

月 

第

７

個

月 

第

８

個

月 

第

９

個

月 

第 

１０

個

月 

第 

１１

個

月 

第 

１２

個

月 

A. 

Andes 

系統基本 I/O 

(OS 層) 

1.硬體帄台評估 █ █           

2.錄音/放音的 API   █ █ █ █       

3.麥克風陣列與 AG101的溝通       █      

4.MP3的相關問題      █ █      

B. 

語音系統程式 

(Kernel 層) 

1.語音帄台之移植     █ █ █ █ █ █   

2.語音辨識與 MP3整合      █ █ █     

3.語音合成系統整合     █ █ █      

4.Mmap之配合         █    

5.Pthread的整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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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提供語音相關服務           █ █ 

C. 

GUI 介面 

(AP 層) 

1.精簡 GUI介面        █     

2.中文顯示         █    

3.touch screen 整合          █   

2.QTopia移植           █ █ 

3.對話系統            █ 

4.網路連結整合            █ 

預定進度累計百分比 13 26 39 51 63 75 81 87 93 96 98 100 

 

六、 設計創意  

人性化的人機介面已是未來各種裝置及設備最重要的科技之一，在輕薄短

小與智慧化的趨勢下，語音輸入與交談式介面已是無法取代的發展方向。在產

品實現上，也必須能夠嵌入化與微小化。本計畫結合學界多年的研發成果與我

國自行開發之 32位元 CPU核心(台灣心)，將完全掌握產品的關鍵技術，使未

來各種語音應用產品的開發，在成本及功能擴充上，免於國外技術的牽制。同

時，經由本帄台之產出，將帶動智慧型人機介面的進一步發展，在創新及高附

加價值的產品設計上，將提供更大的發展空間。同時，本計畫的技術開發對未

來智慧生活空間科技及智慧型機器人的人機介面發展，將具有直接且正面的影

響。 

 

七、 可能遭遇之困難點及解決方法  

I. 帄台問題 

在使用台灣心的全新帄台，我們算是第一批，想使用它來達成我們的會面

臨許許多多的問題，網路上的資源也完全沒有，期許我在經過這次寶貴的經

驗，能為後進者提供一些指引。 

 

A. 硬體方面 

使用 WiFi在目前 AG101上沒有提供，而在 ADP-XC5可使用 AHB Bus 加上去，

但因 ADP-XC5為 Soft Core也就是在 FPGA 板上跑的 Code，因時脈太慢而不能負

荷語音系統的需求。 

解決方法：可先使用有線網路，作為代替的模擬，將來用在行動上網，就可使

用同一個模式進行 

 

B. 軟體方面 

1. 麥克風問題 

麥克風在 Linux 2.6 的 ALSA架構下，”short read, read 6 frames”的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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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程式在實際 Linux Ubuntu 可以 Run，但 Compile後在 Andes上 Run就會發生

錯誤(Linux 2.6)，而在 Non-OS的模式下可正常錄放音，我想應該跟 Driver或

Kernel有關，而且應該要有 Kernel的 Source Code 才能進行 Debug，尚等候晶心

科技的回覆，到目前沒有結論。 

解決方法：使用 FPGA板上的麥克風陣列，透過網路將音訊輸入，強大的麥克風

陣列可提供多聲道輸入，恰如現在 PC都可提供多 8.1聲道輸出，想必之後多聲道

麥克風陣列會成為趨勢。 

 

2. 放音問題 

在呼叫放音 API時 

ALSA lib pcm_plug.c:775:(snd_pcm_plug_hw_refine_schange) Unable to find 

an usable access for 'default' 

會出現類似錯誤而使用 mplayer播放時卻不會有 ERROR，但 mplayer 不支援 PCM

的格式檔，尚等候晶心科技的回覆，到目前沒有結論。 

解決方法：將語音合成的資料變成 Wav檔(PCM 檔案加上 Header)，此舉在運作上

會造成多一步加標頭解標頭，但不失為解決問題的好方法 

II. 程式問題 

 

1. 語音合成的 Timing 

嵌入式 Core不如目前的 X86 PC，在效能與低功率的前提下，做了必要的精簡，

在演算法上應以達到極限了。 

解決方法：要使時間不延遲，使用 thread 達到 Data與 Computing 同步進行，

減少 CPU硬體資源的閒置，並更有效的分配資源，還可再關鍵步驟上使用組合語言

進行實作，以提升效率。 

 

2. GUI介面 

原本使用 QTopia 作為圖形介面，由於一來 CPU負荷不來，二來在 Andes在

Porting 方面還在實驗階段，有些部分會 Crash 

解決方法：在上述的需求下，決定精簡圖形介面以達到可接受的速度。 

 

八、 結論  

當今 PDA、視訊電話、數位相機也都因應功能的需求多樣化，單純使用 ASIC

將無法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使用嵌入式系統將是一個不錯的 Solution，SoC的

概念將更受重視，除了軟體設計，更要關心 Bus上的資料，這些無疑的使用到

許多電機的核心概念，例如計算機組織、資料結構、系統程式設計，在軟硬體

上設計與驗證也更形重要。 

嵌入式系統執行我們定義好的語音辨識和語音合成的任務，對它進行最佳

化，減小尺寸降低成本，且有高度的穩定性，能讓你沉浸在只有音符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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