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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机，哪家强？
各家翻译神器密集上市 谁能在 AI 大战中胜出？

看不懂法语菜单， 听不懂巴
西人讲话，怎么办？ 虽然英语过了
四级， 但进了商场还得连写带比
划，面对这些尴尬瞬间，怎么办？
互联网企业仿佛私下形成了默
契，集体推出了“翻译神器”，为国
人送上了一份“时尚科技大礼”。
随身翻译器一出生， 就要面
对群雄混战的市场格局。 谁能最
终胜出？ 是靠价格，拼技术，还是
看品牌？ 带着用中文走遍世界的
梦想， 随身翻译器能像智能音箱
一样掀起新一轮科技热潮吗？

阿里领投 E 轮

ofo 又获 8.66 亿美元融资
北京晨报讯（记者 韩元佳）

各大公司都推出翻译神器

今年 3月 12日，搜狗旅行
翻译宝在京东平台首发，售价
1498元。这款翻译硬件是搜狗
公司人工智能落地的战略性产
品，专注解决人们在出境交流
中的语言障碍问题。搜狗旅行
翻译宝结合了搜狗神经网络机
器翻译、语音识别、图像识别等
多项技术，不仅支持语音、图像
翻译等多种翻译模式，还提供
中英日韩俄德等 18种语言互
译，精准定位出境游人群。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科
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手中拿着
的讯飞晓译翻译机成为“网

红”。据悉，这款产品基于科大
讯飞最新的神经网络翻译技
术，无须网络就可快速、准确
地实现中文与英语、日语、韩
语、法语、西班牙语之间的即
时互译。刘庆峰透露，讯飞翻
译机在日常生活领域已经达
到大学英语六级水平，可应用
于语言学习、出国旅游、商务
工作等诸多场景。二代产品还
增加了屏幕和摄像头，可以进
行旅游场景中针对菜单、路
牌、说明手册等拍照翻译。
2017年 10月，网易有道
曾推出“翻译蛋”。网易有道负

责人向北京晨报记者介绍称，
翻译蛋内置有道神经网络翻
译，堪比专业八级水准；待机时
长达 168个小时，持续使用可
达 6小时，售价仅为 688元。
互联网公司高调推广“翻
译神器”的时候，在线旅游平台
已经尝到了订单增长的甜头。
携程负责人表示，今年 2月平
台正式上线与百度联手推出的
wifi翻译机租赁产品后，目前
累计销量已超过 5000台。每
月预订量以 200%的速度增
长，2018年以来的订单量呈爆
发式增长。

出境游催生翻译机热租热卖

翻译器为什么一下子就火
了？又会有多少消费者愿为这个
新鲜事物买单？在接受北京晨报
记者采访时，多家翻译器的生产
研发企业都提到了一组数据，
2017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突破
1.3亿人次，花费达 1152.9亿美
元，中国已是世界第一大出境旅
游客源国。
携程海外通讯业务高级经
理王业表示，中国游客出游的频
次越来越高，旅途也越来越远，
对解决语言不通、沟通不畅的需
求变得迫切。
“‘语音翻译 ＋随身
wifi’功能一举两得，可解决出
境游细分领域的两大问题。傻瓜
级的操作方法和低廉的租金，使
该产品拥有乐观的市场前景。”
搜狗表示，目前市面上很多
翻译产品在离线情况下翻译准
确度大幅降低，甚至无法工作。

搜狗旅行翻译宝相较市面上现
有的 APP及硬件，可以做到离
线翻译，确保翻译的高质量。
网易有道负责人也表示，相
比于此前推出的有道词典、有道
翻译官、有道人工翻译等语言翻
译产品和服务，
“翻译蛋”更加专
注于翻译交流的场景化体验，比
手机中的 APP更快捷、更高效。
科大讯飞产品经理也对北
京晨报记者表示，许多做翻译的
APP只能针对短词进行翻译，
无法满足用户在国外旅行中的
口语化、长句的翻译需求，基于
以上考虑，讯飞利用自身语音智
能能力研发了翻译机产品。
目前市场上的翻译器售价
不菲。北京晨报记者调研后发现，
除网易翻译蛋以外，其他各种翻
译器的售价大多超过千元，几乎
相当于一台智能手机的售价。

这么高的价格能被市场接
受吗？搜狗表示，翻译宝在京东
商城上线当日，预售量突破
3000台。网易方面也表示，翻译
蛋销售情况超出预期，“双 11”
当天仅网易严选一个平台就预
售近 2000台。
关于产品价格，网易直言，
目前市场上很多翻译类产品超
过千元，应该是包含了一部分
营销费用。“他们已将产品价格
对标到了一款手机的价格。就
我们看来，这种价格定位应该
是不太合理的。”相比之下，携程
的租赁模式显得更为灵活。携
程房买那表示，翻译机的租赁
价格为 29元 / 天，与欧美出境
随身 Wi-Fi租赁价格类似。“最
近的优惠活动价格又下降
30%，日本 9.9元一天，中英 19.9
元/ 天，优惠持续到 3月底。”

人工智能深入消费市场的试金石

翻译器的大规模上市仅用
了几个月时间，就已聚集搜狗、百
度、科大讯飞、网易有道等各路具
备人工智能背景的互联网玩家，
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可见一斑。
翻译器的落地，极有可能被视为
人工智能向消费市场深入的试金
石。作为2018年开年走红的“高
科技神器”，翻译器真能像2017
年的智能音箱一样，成为现象级
的人工智能落地产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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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有道认为，翻译蛋的
推出丰富了有道的整体产品形
态，能提供给用户更完善的翻
译服务，可能成为公司新的产
品增长点。未来将进入比拼“翻
译质量”和“性价比”阶段，谁的
翻译质量更准确、更快速、更便
捷，又能保证价格优势，将获得
更多用户的青睐和喜爱。
在科大讯飞看来，每个产品
都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壁垒。讯飞

翻译机除了应用出境游外，会
展、媒体以及语音实时翻译转写
平台（讯飞听见）等都将成为
AI＋的落地场景。
携程方面表示，随着中国
消费的全面升级，出境游人数
的不断攀升，能一次性解决境
外旅游期间翻译、网络这两大
难题的 Wi-Fi翻译机将深刻
改变中国人跨境旅行的方式。
北京晨报记者 韩元佳

共享单车再传融资捷报。昨天，
共享单车平台 ofo宣布完成
8.66亿美元的 E2-1轮融资，本
轮融资由阿里巴巴领投，灏峰集
团、天合资本、蚂蚁金服与君理
资本共同跟投。
据悉，本轮融资采取股权与
债权并行的融资方式。ofo表
示，将在共享单车领域开创资产
盘活先例。此前，关于 ofo“拿车
换钱”的报道甚嚣尘上。据国家
企业信息公示系统显示，ofo在
2月 5日和 2月 12日以小黄车
作为抵押取得了两笔贷款，合计
17.7亿元。接受抵押方分别为上

海云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浙
江天猫技术有限公司，均为阿里
系企业。
共享单车的竞争已进入下
半场，背后的资本图谱也逐渐
浮出水面。公开信息显示，ofo
的早期股东滴滴出行并没有
出现在 ofo的此轮融资名单
中，而是转为扶持小蓝单车和
自主品牌青桔单车。阿里巴巴
则逐步加强了对 ofo的话语
权，同时还投资了哈罗单车等
品牌。在阿里巴巴获得 ofo大
量资产后，共享单车市场将变
为滴滴、阿里与摩拜“鼎足而
立”的格局。

哈罗单车推出骑行免押金
共享单车下一局战场移师免押金
北京晨报讯（记者 韩元佳）

共享单车的押金问题一直备受
市场关注，而一场来自单车企业
的“自我革命”已经开始。昨天，
哈罗单车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免
押战略”发布会上宣布，将开启
全国范围的“信用免押金”。至
此，共享单车的竞争在经历了投
放密度、城市赛跑、精细化运营
等多轮激战后，开始转入“免押
金”战场。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近
期发布的第 41次《中国互联网
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
至 2017年 12月底，全国共享
单车用户规模已达 2.21亿。按
主流单车企业押金在 99元至
299元之间估算，国内共享单车
用户的押金存量规模为 200亿
元至 600亿元。
免押金成为一些共享单车
企业自我革命的开始。哈罗单
车表示，芝麻分 650以上的用
户，通过支付宝“扫一扫”车身
二维码，选择授权芝麻信用，就

可以在全国免押金骑行哈罗单
车。针对其他用户，哈罗单车将
推出免押购卡“9元包 30天用
车”的选项。
“免押金”似乎已成共享单
车行业的发展趋势。在滴滴的合
作下回归的小蓝单车也表示，可
在滴滴 APP上免押金骑行。ofo
也于近日宣布，实施信用免押金
一周年，已累计免押近 3000万
人，为用户节省押金超过 40亿
元。此外，优拜单车、1步单车、
永安行等单车品牌也可通过支
付宝和芝麻信用分实现免押金。
但需注意的是，上述单车品牌的
“免押金”行为往往是有门槛的，
大多需要跟用户信用分挂钩，或
者仅在局部地区实现“免押金”
服务。
业内人士表示，从大出行角
度看，在人群覆盖面和消费频次
上，共享单车无疑是第一大出行
流量入口，推行全国免押金无异
于拿到了流量通行证，或成共享
单车行业格局变化的催化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