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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思考，新的可能

以品质完美而著称的某家全球最大的汽车制
造商为其出口汽车安装了带有多语言人机界
面（HMI）的液晶显示器。在车辆驶下流水
线之前，必须对最微小的细节进行测试和检
查，包括LCD菜单的内容。当该公司发现其
传统的手工测试系统早已过时之后，该公司
转向BTS技术寻求自动化解决方案。

BTS Technologies 是韩国及国际上领先的解
决方案供应商，擅长于汽车和电动车辆中电
子设备自动化测试的硬软件技术。他们为LG
电子、斗山（Doosan）重工业、沃尔沃以及
曼多集团（Mando Group）等知名企业开发
了解决方案。

测试你的专注力

直到最近，由于缺乏更好的替代方案，汽车
生产商的检测部门必须通过肉眼等人工方式
检查配有人机界面的液晶显示器是否存在错
误。为此，高级的测试工程师不得不花时
间，用肉眼比较监视器上的符号及其原始内
容，以此来检查菜单内容。由于他们需要对
各种不熟悉的菜单语言进行相同操作，逐个
验证每个符号，使得这个任务显得十分复
杂。事实上，为了确保测试结果100％准确，
手动比较需要投入额外的人力资源来进行多
次核查，毫无疑问，这会浪费时间和精力。

语言学教授们通常通过以下测试，来向学生
说明了解基本语言规则的必要性：

观察上面的图片5秒钟，然后用纸张盖住图
片，尝试凭记忆写出（重建）相应内容。

通常情况下，如果学生不懂阿拉伯语，他/她
就无法100％准确地重新写出相关内容。这是
因为他们不了解字母的基本区分规则，相同
字母书写方式的不同变体，哪些是允许的，
哪些是错误的，等等。你可以自己试试——
让你的同事进行测试。

当操作员试图用肉眼对比陌生语种的单词
时，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因此需要更长的
时间来验证，错误量也会增加，并且流程的
整体效率会降至1/10。

BTS Technologies 分析了他们所面临的挑
战，意识到以 OCR 技术代替肉眼检测能够
为其提高测试的准确率。为此，ABBYY 在
韩国的长期合作伙伴 RETIA 为之提供了已在
全球各地类似案例中证明其价值的 ABBYY 
FineReader Engine。这种 OCR 引擎不仅能
够基于现有客户环境实现轻松定制，而且完
全满足最终客户提出的两个关键要求，即识
别质量和OCR语种要求。

结合其自身软件团队的经验和技术能力，以
及 RETIA 在 ABBYY OCR 软件方面的专业
知识，BTS 成功地将 ABBYY FineReader 
Engine 整合到了基于视觉的自动检测系统之
中。

完美架构

该整体识别解决方案由硬件（NI 系统、矢
量）以及 BTS 引入的软件（TestExecutor）
组成。基于 ABBYY OCR Engine 的视觉的自
动检测系统，能够帮助该公司在将汽车运往
全球各地之前，对液晶显示器人机界面的内
容进行识别和检查。由于该公司旗下汽车远
销各国，该公司需要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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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能提供以下31种识别语言，同时又能保证最高的识别精度：

英语，韩语，汉语，日语，西班牙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
瑞典语，挪威语，巴西语，葡萄牙语，土耳其语，俄语，荷兰
语，丹麦语，芬兰语，印度尼西亚语，斯洛文尼亚语，斯洛伐克
语，波兰语，拉脱维亚语，立陶宛语，匈牙利语，爱沙尼亚语，
希腊语，捷克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印地语，泰语。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最终发现 ABBYY FineReader Engine 是最
合适的工具，因为它支持202种OCR语言，能够对上述所有语言
进行OCR处理，并为其中大部分语言提供了字典支持。

该解决方案的工作流程如下：

• 将需要检测的车载液晶显示器连接到 BTS TestExecutor 系
统；

• 操作员创建一个新的检测案例，并指明待评估项目；

• ABBYY FineReader Engine 读取屏幕上的内容，包括弹出系
统消息的内容，并提取必要的数据；

• 将提取的数据导出至测试系统，并标明哪些错误需由操作员
予以验证。

如图所示，该解决方案自动检查菜单中的内容，以及出现在液晶
显示器界面上的消息。然后，BTS基于视觉的自动测试系统会基
于检测结果以及检测到的错误，编写一份详细报告。

2周减至3天

经客户要求，BTS Technologies 开发了基于视觉的下一代自动测
试系统，以便在配有液晶显示器的车辆的人机界面上进行测试。
该团队还强调，ABBYY韩国合作伙伴RETIA提供的快速优质的本
地技术支持非常重要。

“在引进该系统之前，测试工程师必须用肉眼验证显示器上的文
字，这需要超过两周的时间。但实现自动化之后，包括编写最终
报告的时间，总共只需三天。” —— BTS Technologies 高级研
究工程师 Keywon Ryu 如此评价该系统的成果。

改进后的检测流程现在每年可处理50多万张截图，所需时间可
缩至原来的1/10，并且可提供100％准确的检测结果。以ABBYY 
OCR技术为其核心，该系统每天可自动检测数百台液晶显示器上
31种不同语言的内容，并自动生成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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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泰比（ABBYY）
ABBYY是世界领先的文档识别、数据捕获及语言技术与服务提供商。

公司专门设立了 ABBYY 3A 办公室，负责经营公司在南美、亚洲和

非洲，包括中东和波罗的海国家的业务。自2004年以来，ABBYY 

3A高管团队在上述地区广泛创建合作伙伴关系，并提供相应的支

持。ABBYY产品广泛应用于科威特全国普查、立陶宛税务局、越南电

子政务门户网站、智利总统选举等大型项目。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www.ABBYY.cn

此外，由于流程自动化，而且检测结果更加可靠，高素质的专业
人才得以将时间花费在开发创新上，而不是例行任务上。通过实
施这个解决方案，这家汽车制造公司再次证明了公司不断变革和
创新并坚持精益求精的理念。

关于RETIA
RETIA公司位于首尔加山（Gasan），是韩国目前在OCR、文档采集

和表单处理解决方案领域的领导者。该公司在相关领域拥有10年多

经验，并拥有富士施乐、佳能、CyberLogitec、Initech、PRONET 

Soft、DjVu technology等众多世界知名的战略合作伙伴。公司的客

户涉及金融、政府机构、制造商和IT行业，其中包括：佳能、LG、DA

UM、DOOSAN、HonestVision、OMAX、TAMTUS、Posco、Fra

mas、NH、ETRI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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