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简介 ｜ 2022



Mission

XINAPSE将通过使用生成式AIGenerative AI技术，为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发生的沟通交流

带来前所未有的体验和价值。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成立日期

总部地址知识产权 公司主页

成员人数



引导人和

人工智能之间

从听说读理解等

各个方面

来产生共鸣的

AI交流体验

基于韩语特征为基础设计而成的聊天机器人，
相对于其他机器人在对话意图识别上更加卓越

使用深度学习技术来进一步识别
用户更加深层的意图

AI视频引擎

无需录像或视频数据，仅需1张照片即可通过
对驱动视频动作的迁移学习来合成新的视频

AI对话引擎

仅需在30分钟内对48个句子进行训练，即可以
32,000hz的高品质随意地合成自己想要的声音

将多个声音融合成一个企业专属的全新的声音

在原始声音数据转换成另一个人的声音来生成新
的内容

韩国首个AI虚拟语音手机导航

韩国首个AI虚拟语音电视广告

全球首个将32,000hz高品质合成语音商用化

全球首个基于现有多个声音数据的新音色生成的语音合成技术商用化

全球首个AI虚拟语音有声圣经

AI语音引擎



主要获奖与认证

Startup Monster
4期

C-LAB
10期

Shinhan Future’s 
Lab 7期

IBK创工1期 Kakao Startup 
Nomad 5期

Top5 Big data x AI
Startup

Shinhan Open 
Innovation 6期

Baby unicorns
200

TIPS
支援事业

K-Global
300

SW高成长俱乐部
200

第五届第四次产业革命大奖
韩国智能信息产业协会

会长奖

适合年轻人
的强小企业

首尔四大未来成长产业
潜力引领企业

Award of
Excellence

Top10 APAC ML
solution provider

2018

101 Most Innovative
South Korea Based

AI Companies

Korea AI Startup 
100

HISEOUL
品牌优秀企业

首尔型强小企业
（工作生活平衡）

2019金融科技企
业知识产权竞赛

第4名



主要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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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AI合成语音、AI虚拟语音、

AI转换语音等多种语音合成引

擎更加简单而高效的生产内容



AI가상음성으로 전달하는 뉴스입니다.

• 训练了韩国阿里郎国际频道KimBogyong记者的虚拟语音的模
型，只需输入文字即可立即提供韩语和英语新闻

实时生成合成语音
代替记者
用英语和韩语传递最新新闻

Collaborated with 

• Youtube是需要快速发布和持续曝光的媒体频道
• 一般需要4~5人2~3天的时间制作的YouTube广告仅需1人在1天即可

制作完成（内容生产能力提高）

通过实时语音合成平台
使用更少的人力和更低的费用
制作并快速发布YouTube广告

Collaborated with 



• 在Com2uS职业棒球V22广告视频中通过A
I虚拟语音再现了已故选手崔东原的声音

职业棒球传奇选手
崔东原(已故)(1958.05.24~2011.09.14),
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复活

Collaborated with 

• 在JTBC的韩国第20届大选开票节目中使用朴正熙(已故)，金泳三(已故)，
金大中(已故)，卢武铉(已故)等前总统的AI虚拟语音进行节目播放

通过人工智能技术
跨越时代
与韩国历代总统相遇

Collaborated with 



• 基于已故的韩国最年长主持人宋海老师的现有的电视台节目语音数
据为基础，用虚拟语音呈现Yanolja的广告台词和最后的遗言

即使无法录音
也可以制作出
像是名人亲自录制的广告

Collaborated with 

• 以网络漫画为素材制作动画时，使用能够表达感情的AI虚拟语音
处理角色的台词

动画角色使用承载了
丰富情感的AI虚拟语音
进行台词对白

Collaborated with 



• 使用Onnuri大地教会李在勋牧师40分钟语音数据进行训练制作了
圣经全卷的有声书。（YouTube累计播放量354万次）*

• 一般图书字数为12万字左右

仅需40分钟的录音
既可生成基于虚拟语音的
130万字的圣经全卷

Collaborated with 

• 通过自主研发的数据收集解决方案对100名儿童进行录音，
并将所有收集的声音通过模型训练合成一个新的音色，
该音色用于绿色雨伞儿童财团企划的电视广告中

将100个人声音融合成
一个新的声音
用于广告的制作

Collaborated with 



AI语音导航、

使用AI语音的

发声自然的

车载娱乐系统



Collaborated with 

通过韩国排名第一手机导航系统T-Map的合作，
提供各种名人的AI虚拟语音导航服务。

提供韩国共59,000条道路
的导航数据的
虚拟语音导航服务

Han Muncheol
律师

Lee Mujin
歌手(Sing Again 第一季)

安英美
搞笑艺人·MC

Park Jiyun
声优(冰雪奇缘韩语版安娜声优)

Yu Hyeonju
高尔夫职业选手



智能车载娱乐系统
搭载了XINAPSE的
AI合成语音(PoC进行中)

使用语音合成技术对各种对话数据进行组合
提供基于全新的智能语音的
智能车载娱乐系统

Collaborated with 



包含AI有声圣经在内的
所有基督教相关
有声内容尽在这里



Servic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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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感受再次

可以听到已无法听到的声音所

带来的感动



在天堂的妈妈
借助人工智能
为女儿的婚礼送上祝福

为了慰藉遗属对在女儿婚礼前一个月不幸离世的的母亲的思念，使用基于新娘保存的母亲1分50秒的通

话录音和一张照片制作的视频再现了母亲的样子和声音。

查看完整视频 _www.xinapse.ai



XINAPSE将使用更少的数据，

创造出让所有人都以可以快速

便宜的使用的AI虚拟人。



Virtual Human Deepfake

虚拟视频合成技术对比

无需录像或视频数据，
仅需 即可结合虚拟语音生成栩栩如生的

合成方式

特点

灵活度

通过将驱动视频的动作迁移到
目标照片进行上半身合成

无需拍摄目标合成人物视频，
制作时间短，费用低

依赖现有照片的动作，
无法做出更多的动作变换

三维建模(CG)，通过视频学习
生成整个目标人物

因高画质用途广泛，
制作时间长，费用高

由于是创建了一个全新的角色，
其动作灵活度较高

视频中只有换脸的部分
为合成领域

将不同的人脸更换到视频内头像上
会因为角度和照明的原因出现合成
不自然的情况（通过后处理可改善）

依赖现有视频的动作，
无法做出更多的动作变换



无需进行拍摄或提供影像数据，
仅需 即可让照片里的人动起来的

① 原始照片 ②提升画质 ③添加动态 ④同合成语音结合

虚拟视频生成流程



Hi! [Yongwook Nam], This is John Legend here! 

It’s my pleasure to let you know that I’ve joined in LG 
SIGNATURE as a brand new ambassador this year!

Xinapse

#John_Legend  #Live Portrait  # Virtual  #Xinapse

制作LG Signature Ambassador
John Legend的虚拟数字人视频样本

仅需一张照片和
YouTube数据
即可合成名人虚拟视频

个性化定制



Chatbot

365天×24小时
处理用户请求的

自主研发的Hybrid引擎

基于韩语固有的歧义句式自主研发的GeneralSpecific方式，即使不将所有
表达形式转化成数据，也能有效处理类似的用户意图。

无法以上述方式处理的用户意图，将通过深度学习引擎进行补充处理。

直观的信息传递

无需在对话框进行大量文字回复或转换到外部其他应用程序，通过DualP
age可直观地提供各种多媒体信息。

主动的对话处理

掌握对话流程的聊天机器人在当前对话情况下提出最适合的问题，自然地
引导和用户的对话。



Data

简单便利地
打造机器学习数据集

基于AI技术的数据标签自动化

∙ 通过自动标注大规模数据，可以大大节省数据标注所需的时间。

提供适合用户特点的算法

∙ 通过新增现行的使用率较高的算法和基于需求定制的算法，开发应用比较适合客户数据特征的算法。

简单易行的数据标注

∙ 一键单击即可进行自动数据标注，初次使用的人也可以快速的掌握使用方法。

∙ 通过向操作员反复提供反馈，来提高数据标注的准确性。

提供工作流程和工作环境的管理数据面板

∙ 管理者一眼就能确认操作员和检察员的项目作业现状，轻松进行数据加工日程管理，提高生产性。

∙ 操作员可以通过查看自己的工作历史和工作流程来确认自己的项目参与度。



(06179)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论岘路557(安德大厦)

电子邮件_ welcome@xinapse.ai ｜ 联系方式_ +82-2-6052-5611 ｜ 传真 _02-6280-5612

官网 _ https://www.xinapse.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