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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入门

新手操作指引

新手操作指引

Hi，开发者您好，欢迎使用百度AI开放平台。以下内容将帮助您快速接入图像搜索能力。

第一步：成为百度AI开放平台的开发者

要调用百度AI开放平台的图像搜索能力先要成为百度AI开放平台的开发者，首先让我们花5分钟来注册百度AI开放平台的开发

者。

先点击 注册百度账户，进入如下图的页面 快速地建立一个百度账号。快速地建立一个百度账号。

第二步：开通图像搜索

1. 领取免费测试资源1. 领取免费测试资源

登陆 图像搜索控制台，找到 「领取免费资源」「领取免费资源」按钮。（有2个领取入口，任一个均可）

根据您的需求选择相应的图像搜索接口，选择完成后点击 「0元领取」「0元领取」，领取免费测试资源。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快速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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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取成功的免费测试资源将会显示在资源列表的「已领取资源」中。您可以选择「查看领取记录」去往「资源列表」查看。刚刚

领取的资源大约30分钟生效，若领取接口长时间未在「资源列表」上生效显示，可领取的资源大约30分钟生效，若领取接口长时间未在「资源列表」上生效显示，可提交工单提交工单咨询。咨询。

免费测试资源使用完毕，可选择按照预付费预付费和后付费后付费方式进行计费，两种计费方式均可在图像搜索控制台直接开通或购买，详

情可参考价格目录表

2. 创建应用2. 创建应用

领取完免费测试资源后，您需要创建应用才可正式调用图像搜索能力。

进入图像搜索控制台，点击 「创建应用」。点击 「创建应用」。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快速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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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您的需要，填写完毕相应信息后，点击「立即创建」，即可完成应用的创建。应用创建完毕后，您可以点击左侧导航中的

「应用列表」「应用列表」，进行应用查看。

然后就能看到创建完的应用 API KEYAPI KEY 以及 Secret KEYSecret KEY 了。以上两个信息是您应用实际开发的主要凭证，每个应用之间各不相

同，请您妥善保管。

3. 创建图库3. 创建图库

在您要使用的服务后，点击申请建库。注意：需实名认证才可建图库。注意：需实名认证才可建图库。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快速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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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图库超过1年未使用（无入库、检索等操作），平台将对相关图库资源进行释放。

第三步：使用图像搜索服务

您可以根据以下介绍选择合适的使用方式：

通过 通过 百度智能云API Explorer百度智能云API Explorer 在线调用服务 API 在线调用服务 API

如果您是开发初学者，对HTTP请求与API调用有一定的了解，您可以通过此方式快速体验图像搜索服务。该方式无需编码，只

需要输入相关参数，即可在线调用API，并查看返回结果。视频教程请参见如何使用 API Explorer 调用API接口（视频版）。

通过控制台界面调用图像搜索服务 API通过控制台界面调用图像搜索服务 API

如果您是开发初学者，熟悉HTTP请求与API调用，您可以通过 Postman 调用、调试 API。具体请参见如何使用 控制台 调用服

务。

通过编写代码调用图像搜索服务 API通过编写代码调用图像搜索服务 API

如果您是开发工程师，熟悉代码编写，您可以通过编写代码的方式调用图像搜索服务。具体请参见如何使用代码调用服务

API。

通过软件开发工具包（HTTP-SDK）调用图像搜索服务通过软件开发工具包（HTTP-SDK）调用图像搜索服务

如果您是开发工程师，熟悉代码编写，您可以通过已编写好的软件开发工具包（HTTP-SDK）来调用图像搜索服务 API 。SDK

已支持多种语言，包括 Java、 Python、PHP、C++、C#、NodeJS 等。您可点击下载SDK。

更多参考

如何获取 API Key 和 Secret Key

如何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调用

如何使用 百度智能云控制台 调用图像搜索服务 API

本文提供了通过百度智能云console控制台 调用 相似图片搜索 API 的样例，帮助您零编码快速体验并熟悉图像搜索服务。

在正式使用之前请在在正式使用之前请在图片搜索控制台图片搜索控制台创建应用后，在应用详情页申请建库，建库成功后方可正常使用入库、检索、删除、更新创建应用后，在应用详情页申请建库，建库成功后方可正常使用入库、检索、删除、更新

接口接口。

1. 创建图库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快速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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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度智能云的图像搜索控制台创建应用后，可通过「应用列表」「应用列表」查看应用名称，点击应用名称可进入应用详情页。

在您要使用的服务后，点击申请建库。注意：需实名认证才可建图库。注意：需实名认证才可建图库。

填写建库申请信息，图库的图片数量初始上限为50万。

建库后可根据需求申请扩容。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快速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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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图片入库

建库成功后，点击「管理图库」「管理图库」

 

通过点击「上传照片」「上传照片」或「点击添加图片」「点击添加图片」二者任一按钮，来将图片填入图库。

 

上传图片时注意「摘要「摘要」为必填项，且为图片的唯一标识，即参数brief。然后点击「入库」「入库」即可。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快速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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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图片入库后，选中图片并点击删除按钮即可将图片移出图库。

注：若图库超过1年未使用（无入库、检索等操作），平台将对相关图库资源进行释放。注：若图库超过1年未使用（无入库、检索等操作），平台将对相关图库资源进行释放。

3. 图片检索

以相似图搜索为例，点击右上角相机图片，上传需查找的图片，点击搜索按钮，在图库中进行相似图片检索。

查看检索结果，原则上任何2张图片均存在相似度，但分值有高低（取值范围0-1，越接近1代表相似度越高），检索结果按相相

关性得分关性得分由高到低排序展示。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快速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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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用代码调用服务

如何使用代码调用服务 API

1. 准备开发环境

我们选择用 Python 来快速搭建一个原型，关于如何安装 Python。可以参考下表列出的不同操作系统的安装方法进行安装。

Python的官方下载地址：下载Python

Windows 快速测试包Windows 快速测试包

Windows 平台的用户如果对上述的 Python 安装感到困难，您可以下载我们的一键测试包，下载地址：Windows测试包。

解压 zip 文件后，双击 run.bat 即可测试。

2. 编写代码

新建一个 main.pymain.py

粘贴以下内容，不要忘记替换您的 API_KEYAPI_KEY 以及 SECRET_KEYSECRET_KEY：

#### coding=utf-8#### coding=utf-8

import sysimport sys
import jsonimport json
import base64import base64

#### 保证兼容python2以及python3#### 保证兼容python2以及python3
IS_PY3 = sys.version_info.major == 3IS_PY3 = sys.version_info.major == 3
if IS_PY3:if IS_PY3:
    from urllib.request import urlopen    from urllib.request import urlopen
    from urllib.request import Request    from urllib.request import Request
    from urllib.error import URLError    from urllib.error import URLError
    from urllib.parse import urlencode    from urllib.parse import urlencode
    from urllib.parse import quote_plus    from urllib.parse import quote_plus
else:else:
    import urllib2    import urllib2
    from urllib import quote_plus    from urllib import quote_plus
    from urllib2 import urlopen    from urllib2 import urlopen
    from urllib2 import Request    from urllib2 import Request
    from urllib2 import URLError    from urllib2 import URLError
    from urllib import urlencode    from urllib import urlencode

#### 防止https证书校验不正确#### 防止https证书校验不正确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快速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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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止https证书校验不正确#### 防止https证书校验不正确
import sslimport ssl
ssl._create_default_https_context = ssl._create_unverified_contextssl._create_default_https_context = ssl._create_unverified_context

API_KEY = 'API_KEY'API_KEY = 'API_KEY'

SECRET_KEY = 'SECRET_KEY~~~~'SECRET_KEY = 'SECRET_KEY~~~~'

IMAGE_URL =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search/v1/realtime_search/picturebook/add"IMAGE_URL =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search/v1/realtime_search/picturebook/add"

"""  TOKEN start """"""  TOKEN start """
TOKEN_URL = 'https://aip.baidubce.com/oauth/2.0/token'TOKEN_URL = 'https://aip.baidubce.com/oauth/2.0/token'

""""""
    获取token    获取token
""""""
def fetch_token():def fetch_token():
    params = {'grant_type': 'client_credentials',    params = {'grant_type': 'client_credentials',
              'client_id': API_KEY,              'client_id': API_KEY,
              'client_secret': SECRET_KEY}              'client_secret': SECRET_KEY}
    post_data = urlencode(params)    post_data = urlencode(params)
    if (IS_PY3):    if (IS_PY3):
        post_data = post_data.encode('utf-8')        post_data = post_data.encode('utf-8')
    req = Request(TOKEN_URL, post_data)    req = Request(TOKEN_URL, post_data)
    try:    try:
        f = urlopen(req, timeout=5)        f = urlopen(req, timeout=5)
        result_str = f.read()        result_str = f.read()
    except URLError as err:    except URLError as err:
        print(err)        print(err)
    if (IS_PY3):    if (IS_PY3):
        result_str = result_str.decode()        result_str = result_str.decode()

    result = json.loads(result_str)    result = json.loads(result_str)

    if ('access_token' in result.keys() and 'scope' in result.keys()):    if ('access_token' in result.keys() and 'scope' in result.keys()):
        if not 'brain_all_scope' in result['scope'].split(' '):        if not 'brain_all_scope' in result['scope'].split(' '):
            print ('please ensure has check the  ability')            print ('please ensure has check the  ability')
            exit()            exit()
        return result['access_token']        return result['access_token']
    else:    else:
        print ('please overwrite the correct API_KEY and SECRET_KEY')        print ('please overwrite the correct API_KEY and SECRET_KEY')
        exit()        exit()

""""""
    读取文件    读取文件
""""""
def read_file(image_path):def read_file(image_path):
    f = None    f = None
    try:    try:
        f = open(image_path, 'rb')        f = open(image_path, 'rb')
        return f.read()        return f.read()
    except:    except:
        print('read image file fail')        print('read image file fail')
        return None        return None
    finally:    finally:
        if f:        if f:
            f.close()            f.close()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购买指南

13



3. 运行代码

在命令行中运行

4. 获取绘本图片入库结果

代码正确运行后，命令行界面上会显示出如下运行结果：

返回的数据包含了图片中所有文字，详细的接口返回可以查看文档 图片搜索 。

购买指南

计费概述

概述

图像搜索服务包括：相似图片搜索、相同图片搜索、商品图片搜索、绘本图片搜索。其中每项服务包括入库、检索、删除、更

新四个接口。每个接口均提供一定额度的免费调用量供测试使用。

图像搜索能力可在控制台自助付费使用，每个接口均提供一定额度的免费调用量供测试使用。

""""""
    调用远程服务    调用远程服务
""""""
def request(url, data):def request(url, data):
    req = Request(url, data.encode('utf-8'))    req = Request(url, data.encode('utf-8'))
    has_error = False    has_error = False
    try:    try:
        f = urlopen(req)        f = urlopen(req)
        result_str = f.read()        result_str = f.read()
        if (IS_PY3):        if (IS_PY3):
            result_str = result_str.decode()            result_str = result_str.decode()
        return result_str        return result_str
    except  URLError as err:    except  URLError as err:
        print(err)        print(err)

if __name__ == '__main__':if __name__ == '__main__':

    # 获取access token    # 获取access token
    token = fetch_token()    token = fetch_token()

    # 绘本图片搜索url    # 绘本图片搜索url
    image_url = IMAGE_URL + "?access_token=" + token    image_url = IMAGE_URL + "?access_token=" + token

    brief = '{"name":"动物", "id":"666"}'    brief = '{"name":"动物", "id":"666"}'

    # 读取测试图片    # 读取测试图片
    file_content = read_file('./text.jpg')    file_content = read_file('./text.jpg')

    # 调用绘本图片搜索入库服务    # 调用绘本图片搜索入库服务
    result = request(image_url, urlencode({'image': base64.b64encode(file_content),'brief': brief}))    result = request(image_url, urlencode({'image': base64.b64encode(file_content),'brief': brief}))

    # 解析返回结果    # 解析返回结果
    result_json = json.loads(result)    result_json = json.loads(result)

    # 打印返回结果    # 打印返回结果
    print(result_json)    print(result_json)

python main.pypython main.py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购买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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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免费额度后，可进入控制台，在"可用服务列表"中找到对应的接口，选择对应的付费方式点击开通开通或购买购买即可。具体价格

可查看价目表。

入库与检索接口超出 免费额度免费额度 后，可选择购买次数包次数包 或开通 按调用量后付费按调用量后付费 两种计费方式付费使用，两种付费方式均可在

控制台控制台 直接开通或购买，开通付费后默认按量后付费的方式进行阶梯计费，如有购买对应服务的次数包，则优先消耗次数包额开通付费后默认按量后付费的方式进行阶梯计费，如有购买对应服务的次数包，则优先消耗次数包额

度，抵扣完毕后自动转为按量后付费方式度，抵扣完毕后自动转为按量后付费方式。

已开通按量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后，均可保证单账户 10 QPS 并发，若并发量无法满足您的业务需求，您也在可在控制台自助

购买QPS叠加包 ，选择在某个时间段内叠加购买QPS。请注意：未开通付费的用户无法购买QPS叠加包。请注意：未开通付费的用户无法购买QPS叠加包。

删除与更新接口免费调用量如果无法满足需求，可以提交工单，申请 提升额度提升额度 。

免费额度免费额度 是指成功创建应用（勾选图像搜索相关接口）后可享受的免费调用次数，供测试使用，超出免费额度后可开通付

费，按次计费。系统优先使用免费调用额度，超出免费额度后优先抵扣次数包额度，抵扣完毕才根据调用量进行阶梯计费。

各接口免费额度详情可见 免费额度免费额度。

次数包次数包 计费方式是指，根据业务量级一次性付费购买对应规格的次数包，购买后12个月内有效购买后12个月内有效。有效期内产生计费的调用

量，系统每小时将优先抵扣次数包额度，从已购买的次数包中按照购买时间顺序、以及次数包规格由小至大依次扣除相应次

数；抵扣完毕后将自动转为按调用量后付费方式继续计费。具体计算方式详情可见费用计算示例费用计算示例。超出有效期未抵扣的次数超出有效期未抵扣的次数

包额度自动失效包额度自动失效，无法继续使用。 各接口费用详情见 价目表价目表。

按调用量后付费按调用量后付费 计费方式是指，对实际产生计费的调用量，按自然月进行分段阶梯统计，到达相应阶梯的计费调用量按照

所在阶梯单价进行计费 ，不同阶梯段的费用累计得到最终的定价。系统每小时从账户中扣除对应的消费额。具体计算方式

详情可见费用计算示例费用计算示例。月初，上月累积的调用量清零，重新开始累积本月调用量。 各接口费用详情可见 价目表价目表。

QPS叠加包QPS叠加包 是指已经开通付费（或购买次数包）的情况下，在默认10QPS的基础上继续购买获得更多的QPS并发量。请注请注

意：调用量依然按次计费意：调用量依然按次计费。（QPS：每秒可发送请求数）

如您有更高的调用需求，或需其他特殊的付费方式欢迎进行商务咨询

免费/付费对比

图像搜索各项服务，免费使用和开通付费所使用的服务相同 ，识别效果与性能相同，但开通付费后的服务配置有较大提升 ，

具体对比如下：

状态状态 免费调用额度免费调用额度 超过免费额度超过免费额度 QPS限制QPS限制

免费状态 拥有 不响应请求 不保证并发

付费状态 拥有 可继续请求 保证10次并发

欠费处理

余额不足提醒

根据您历史的账单金额，判断您的账户余额（含可用代金券）是否足够支付未来的费用，若不足以支付，系统将在欠费前三

天、两天、一天发送续费提醒短信，请您收到短信后及时前往控制台财务中心进行充值。

欠费处理

北京时间整点检查您的账户余额是否足以支付最近1小时的账单费用（如北京时间11点整检查账户余额是否足以支付10点至

11点的账单费用），若不足以支付，即为欠费，欠费时系统会发送欠费通知；

欠费后您开通付费的产品将进入欠费状态，各服务只能使用每日的免费配额及已购买的次数包额度，超过额度的请求系统将

不再响应，且不再保证并发数量。

免费测试资源

图像搜索下各个能力都具有固定次数的免费测试资源，开通付费后，免费测试资源仍保留。开始产生调用次数时，优先抵扣免

费测试资源，超出免费测试资源后按次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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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接口免费测试资源具体如下，在 控制台-免费资源领取页 可领取，领取后，免费测试资源约10分钟生效领取后，免费测试资源约10分钟生效：

产品服务产品服务 免费测试资源免费测试资源 超出免费测试资源超出免费测试资源

相同图搜索-入库
个人认证：共计赠送 5w 次，2 QPS，有效期 365 天；

企业认证：共计赠送 10w 次，2 QPS，有效期 365 天
可开通按调用量后付费按调用量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次数包，按次计费

相同图搜索-检索
个人认证：共计赠送 1w 次，2 QPS，有效期 365 天；

企业认证：共计赠送 3w 次，2 QPS，有效期 365 天
可开通按调用量后付费按调用量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次数包，按次计费

相似图搜索-入库
个人认证：共计赠送 5w 次，2 QPS，有效期 365 天；

企业认证：共计赠送 10w 次，2 QPS，有效期 365 天
可开通按调用量后付费按调用量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次数包，按次计费

相似图搜索-检索
个人认证：共计赠送 1w 次，2 QPS，有效期 365 天；

企业认证：共计赠送 3w 次，2 QPS，有效期 365 天
可开通按调用量后付费按调用量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次数包，按次计费

商品图搜索-入库
个人认证：共计赠送 5w 次，2 QPS，有效期 365 天；

企业认证：共计赠送 10w 次，2 QPS，有效期 365 天
可开通按调用量后付费按调用量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次数包，按次计费

商品图搜索-检索
个人认证：共计赠送 1w 次，2 QPS，有效期 365 天；

企业认证：共计赠送 3w 次，2 QPS，有效期 365 天
可开通按调用量后付费按调用量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次数包，按次计费

绘本图搜索-入库
个人认证：共计赠送 5w 次，2 QPS，有效期 365 天

企业认证：共计赠送 10w 次，2 QPS，有效期 365 天
可开通按调用量后付费按调用量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次数包，按次计费

绘本图搜索-检索

个人认证：共计赠送 5000 次，2 QPS，有效期 365

天

企业认证：共计赠送 1w 次，2 QPS，有效期 365 天

可开通按调用量后付费按调用量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次数包，按次计费

面料图搜索-入库
个人认证：共计赠送 5w 次，2 QPS，有效期 365 天

企业认证：共计赠送 10w 次，2 QPS，有效期 365 天
可开通按调用量后付费按调用量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次数包，按次计费

面料图搜索-检索

个人认证：共计赠送 5000 次，2 QPS，有效期 365

天

企业认证：共计赠送 1w 次，2 QPS，有效期 365 天

可开通按调用量后付费按调用量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次数包，按次计费

注意：

成功调用与失败调用均消耗免费测试资源成功调用与失败调用均消耗免费测试资源，免费测试资源使用完毕后，可开通付费或购买次数包，继续付费使用

开通图像搜索多项服务接口后，每个接口均可享受对应的免费测试资源

若未开通付费，则不保证QPS并发量；若已开通付费，则免费测试资源范围内的调用量也可按照 10 QPS 进行使用

如有作弊或违禁使用情况，百度有权停止其使用免费测试资源

创建图库时，平台提供免费存储，但如果图库超过1年未使用（无入库、检索等操作），平台将对相关图库资源进行释

放。

产品价格

相同图片搜索-入库

在 控制台-免费资源领取页 可领取免费测试资源。个人认证 5w 次，企业认证 10w 次，有效期均为 365 天。个人认证 5w 次，企业认证 10w 次，有效期均为 365 天。免费测试资源用

尽后开始计费，价格如下，您可开通按调用量后付费按调用量后付费或者预购单价更低的次数包预购单价更低的次数包进行抵扣。

次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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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次）规格（次） 相同图搜索-入库（元）相同图搜索-入库（元）

10万 1700

50万 7500

100万 13000

250万 25000

500万 40000

1000万 60000

次数包有效期：每个次数包自购买日起后，一年内有效，超出有效期未抵扣额度的次数包将自动失效，无法继续使用

次数包购买后7天内若未产生调用可前往退订管理页面进行自助退订，详细退订规则见退订说明

次数包可叠加购买，如果多个次数包同时共存，系统优先使用先到期的次数包进行抵扣

一般前期测试，建议购买小量次数包，待测试完成稳定接入后，可购买万次单价更低的大量包进行次数抵扣

如您需要购买更大量的次数包，可以填写咨询表单进行价格咨询

按调用量后付费

月计费调用量（万次）月计费调用量（万次） 相同图搜索-入库（元/次）相同图搜索-入库（元/次）

0<月计费调用量<=50 0.020

50<月计费调用量<=100 0.015

100<月计费调用量 0.010

说明：调用失败不计费

QPS叠加包

购买方式购买方式 价格价格

按天购买 10 元/天/QPS

按月购买 150 元/月/QPS

购买 QPS 叠加包需保证已开通按量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

购买的 QPS 叠加包自起始日0点生效，至停止日24点失效。若起始日为本日，则是从下单成功时当即生效。

相同图片搜索-检索

在 控制台-免费资源领取页 可领取免费测试资源。个人认证 1w 次，企业认证 3w 次，有效期均为 365 天。个人认证 1w 次，企业认证 3w 次，有效期均为 365 天。免费测试资源用尽

后开始计费，价格如下，您可开通按调用量后付费按调用量后付费或者预购单价更低的次数包预购单价更低的次数包进行抵扣。

次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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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次）规格（次） 相同图搜索-检索（元）相同图搜索-检索（元）

10万 1500

50万 6000

100万 10000

250万 20000

500万 30000

1000万 40000

次数包有效期：每个次数包自购买日起后，一年内有效，超出有效期未抵扣额度的次数包将自动失效，无法继续使用

次数包购买后7天内若未产生调用可前往退订管理页面进行自助退订，详细退订规则见退订说明

次数包可叠加购买，如果多个次数包同时共存，系统优先使用先到期的次数包进行抵扣

一般前期测试，建议购买小量次数包，待测试完成稳定接入后，可购买万次单价更低的大量包进行次数抵扣

如您需要购买更大量的次数包，可以填写咨询表单进行价格咨询

按调用量后付费

月计费调用量（万次）月计费调用量（万次） 相同图搜索-检索（元/次）相同图搜索-检索（元/次）

0<月计费调用量<=50 0.020

50<月计费调用量<=100 0.015

100<月计费调用量 0.010

说明：调用失败不计费

QPS叠加包

购买方式购买方式 价格价格

按天购买 10 元/天/QPS

按月购买 150 元/月/QPS

购买 QPS 叠加包需保证已开通按量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

购买的 QPS 叠加包自起始日0点生效，至停止日24点失效。若起始日为本日，则是从下单成功时当即生效。

相似图片搜索-入库

在 控制台-免费资源领取页 可领取免费测试资源。个人认证 5w 次，企业认证 10w 次，有效期均为 365 天。个人认证 5w 次，企业认证 10w 次，有效期均为 365 天。免费测试资源用

尽后开始计费，价格如下，您可开通按调用量后付费按调用量后付费或者预购单价更低的次数包预购单价更低的次数包进行抵扣。

次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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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次）规格（次） 相似图搜索-入库（元）相似图搜索-入库（元）

10万 1700

50万 7500

100万 13000

250万 25000

500万 40000

1000万 60000

次数包有效期：每个次数包自购买日起后，一年内有效，超出有效期未抵扣额度的次数包将自动失效，无法继续使用

次数包购买后7天内若未产生调用可前往退订管理页面进行自助退订，详细退订规则见退订说明

次数包可叠加购买，如果多个次数包同时共存，系统优先使用先到期的次数包进行抵扣

一般前期测试，建议购买小量次数包，待测试完成稳定接入后，可购买万次单价更低的大量包进行次数抵扣

如您需要购买更大量的次数包，可以填写咨询表单进行价格咨询

按调用量后付费

月计费调用量（万次）月计费调用量（万次） 相似图搜索-入库（元/次）相似图搜索-入库（元/次）

0<月计费调用量<=50 0.020

50<月计费调用量<=100 0.015

100<月计费调用量 0.010

说明：调用失败不计费

QPS叠加包

购买方式购买方式 价格价格

按天购买 10 元/天/QPS

按月购买 150 元/月/QPS

购买 QPS 叠加包需保证已开通按量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

购买的 QPS 叠加包自起始日0点生效，至停止日24点失效。若起始日为本日，则是从下单成功时当即生效。

相似图片搜索-检索

在 控制台-免费资源领取页 可领取免费测试资源。个人认证 1w 次，企业认证 3w 次，有效期均为 365 天。个人认证 1w 次，企业认证 3w 次，有效期均为 365 天。免费测试资源用尽

后开始计费，价格如下，您可开通按调用量后付费按调用量后付费或者预购单价更低的次数包预购单价更低的次数包进行抵扣。

次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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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次）规格（次） 相似图搜索-检索（元）相似图搜索-检索（元）

10万 1500

50万 6000

100万 10000

250万 20000

500万 30000

1000万 40000

次数包有效期：每个次数包自购买日起后，一年内有效，超出有效期未抵扣额度的次数包将自动失效，无法继续使用

次数包购买后7天内若未产生调用可前往退订管理页面进行自助退订，详细退订规则见退订说明

次数包可叠加购买，如果多个次数包同时共存，系统优先使用先到期的次数包进行抵扣

一般前期测试，建议购买小量次数包，待测试完成稳定接入后，可购买万次单价更低的大量包进行次数抵扣

如您需要购买更大量的次数包，可以填写咨询表单进行价格咨询

按调用量后付费

月计费调用量（万次）月计费调用量（万次） 相似图搜索-检索（元/次）相似图搜索-检索（元/次）

0<月计费调用量<=50 0.020

50<月计费调用量<=100 0.015

100<月计费调用量 0.010

说明：调用失败不计费

QPS叠加包

购买方式购买方式 价格价格

按天购买 10 元/天/QPS

按月购买 150 元/月/QPS

购买 QPS 叠加包需保证已开通按量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

购买的 QPS 叠加包自起始日0点生效，至停止日24点失效。若起始日为本日，则是从下单成功时当即生效。

商品图片搜索-入库

在 控制台-免费资源领取页 可领取免费测试资源。个人认证 5w 次，企业认证 10w 次，有效期均为 365 天。个人认证 5w 次，企业认证 10w 次，有效期均为 365 天。免费测试资源用

尽后开始计费，价格如下，您可开通按调用量后付费按调用量后付费或者预购单价更低的次数包预购单价更低的次数包进行抵扣。

次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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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次）规格（次） 商品图搜索-入库（元）商品图搜索-入库（元）

10万 1700

50万 7500

100万 13000

250万 25000

500万 40000

1000万 60000

次数包有效期：每个次数包自购买日起后，一年内有效，超出有效期未抵扣额度的次数包将自动失效，无法继续使用

次数包购买后7天内若未产生调用可前往退订管理页面进行自助退订，详细退订规则见退订说明

次数包可叠加购买，如果多个次数包同时共存，系统优先使用先到期的次数包进行抵扣

一般前期测试，建议购买小量次数包，待测试完成稳定接入后，可购买万次单价更低的大量包进行次数抵扣

如您需要购买更大量的次数包，可以填写咨询表单进行价格咨询

按调用量后付费

月计费调用量（万次）月计费调用量（万次） 商品图搜索-入库（元/次）商品图搜索-入库（元/次）

0<月计费调用量<=50 0.020

50<月计费调用量<=100 0.015

100<月计费调用量 0.010

说明：调用失败不计费

QPS叠加包

购买方式购买方式 价格价格

按天购买 10 元/天/QPS

按月购买 150 元/月/QPS

购买 QPS 叠加包需保证已开通按量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

购买的 QPS 叠加包自起始日0点生效，至停止日24点失效。若起始日为本日，则是从下单成功时当即生效。

商品图片搜索-检索

在 控制台-免费资源领取页 可领取免费测试资源。个人认证 1w 次，企业认证 3w 次，有效期均为 365 天。个人认证 1w 次，企业认证 3w 次，有效期均为 365 天。免费测试资源用尽

后开始计费，价格如下，您可开通按调用量后付费按调用量后付费或者预购单价更低的次数包预购单价更低的次数包进行抵扣。

次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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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次）规格（次） 商品图搜索-检索（元）商品图搜索-检索（元）

10万 1500

50万 6000

100万 10000

250万 20000

500万 30000

1000万 40000

次数包有效期：每个次数包自购买日起后，一年内有效，超出有效期未抵扣额度的次数包将自动失效，无法继续使用

次数包购买后7天内若未产生调用可前往退订管理页面进行自助退订，详细退订规则见退订说明

次数包可叠加购买，如果多个次数包同时共存，系统优先使用先到期的次数包进行抵扣

一般前期测试，建议购买小量次数包，待测试完成稳定接入后，可购买万次单价更低的大量包进行次数抵扣

如您需要购买更大量的次数包，可以填写咨询表单进行价格咨询

按调用量后付费

月计费调用量（万次）月计费调用量（万次） 商品图搜索-检索（元/次）商品图搜索-检索（元/次）

0<月计费调用量<=50 0.020

50<月计费调用量<=100 0.015

100<月计费调用量 0.010

说明：调用失败不计费

QPS叠加包

购买方式购买方式 价格价格

按天购买 10 元/天/QPS

按月购买 150 元/月/QPS

购买 QPS 叠加包需保证已开通按量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

购买的 QPS 叠加包自起始日0点生效，至停止日24点失效。若起始日为本日，则是从下单成功时当即生效。

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在 控制台-免费资源领取页 可领取免费测试资源。个人认证 5w 次，企业认证 10w 次，有效期均为 365 天。个人认证 5w 次，企业认证 10w 次，有效期均为 365 天。免费测试资源用

尽后开始计费，价格如下，您可开通按调用量后付费按调用量后付费或者预购单价更低的次数包预购单价更低的次数包进行抵扣。

次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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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次）规格（次） 绘本图搜索-入库（元）绘本图搜索-入库（元）

10万 1700

50万 7500

100万 13000

250万 25000

500万 40000

1000万 60000

次数包有效期：每个次数包自购买日起后，一年内有效，超出有效期未抵扣额度的次数包将自动失效，无法继续使用

次数包购买后7天内若未产生调用可前往退订管理页面进行自助退订，详细退订规则见退订说明

次数包可叠加购买，如果多个次数包同时共存，系统优先使用先到期的次数包进行抵扣

一般前期测试，建议购买小量次数包，待测试完成稳定接入后，可购买万次单价更低的大量包进行次数抵扣

如您需要购买更大量的次数包，可以填写咨询表单进行价格咨询

按调用量后付费

月计费调用量（万次）月计费调用量（万次） 绘本图搜索-入库（元/次）绘本图搜索-入库（元/次）

0<月计费调用量<=50 0.020

50<月计费调用量<=100 0.015

100<月计费调用量 0.010

说明：调用失败不计费

QPS叠加包

购买方式购买方式 价格价格

按天购买 10 元/天/QPS

按月购买 150 元/月/QPS

购买 QPS 叠加包需保证已开通按量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

购买的 QPS 叠加包自起始日0点生效，至停止日24点失效。若起始日为本日，则是从下单成功时当即生效。

绘本图片搜索-检索

在 控制台-免费资源领取页 可领取免费测试资源。个人认证 5000 次，企业认证 1w 次，有效期均为 365 天。个人认证 5000 次，企业认证 1w 次，有效期均为 365 天。免费测试资源用

尽后开始计费，价格如下，您可开通按调用量后付费按调用量后付费或者预购单价更低的次数包预购单价更低的次数包进行抵扣。

次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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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次）规格（次） 绘本图搜索-检索（元）绘本图搜索-检索（元）

10万 1500

50万 6000

100万 10000

250万 20000

500万 30000

1000万 40000

次数包有效期：每个次数包自购买日起后，一年内有效，超出有效期未抵扣额度的次数包将自动失效，无法继续使用

次数包购买后7天内若未产生调用可前往退订管理页面进行自助退订，详细退订规则见退订说明

次数包可叠加购买，如果多个次数包同时共存，系统优先使用先到期的次数包进行抵扣

一般前期测试，建议购买小量次数包，待测试完成稳定接入后，可购买万次单价更低的大量包进行次数抵扣

如您需要购买更大量的次数包，可以填写咨询表单进行价格咨询

按调用量后付费

月计费调用量（万次）月计费调用量（万次） 绘本图搜索-检索（元/次）绘本图搜索-检索（元/次）

0<月计费调用量<=50 0.020

50<月计费调用量<=100 0.015

100<月计费调用量 0.010

说明：调用失败不计费

QPS叠加包

购买方式购买方式 价格价格

按天购买 10 元/天/QPS

按月购买 150 元/月/QPS

购买 QPS 叠加包需保证已开通按量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

购买的 QPS 叠加包自起始日0点生效，至停止日24点失效。若起始日为本日，则是从下单成功时当即生效。

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在 控制台-免费资源领取页 可领取免费测试资源。个人认证 5w 次，企业认证 10w 次，有效期均为 365 天。个人认证 5w 次，企业认证 10w 次，有效期均为 365 天。免费测试资源用

尽后开始计费，价格如下，您可开通按调用量后付费按调用量后付费或者预购单价更低的次数包预购单价更低的次数包进行抵扣。

次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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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次）规格（次） 相同图搜索-入库（元）相同图搜索-入库（元）

10万 1700

50万 7500

100万 13000

250万 25000

500万 40000

1000万 60000

次数包有效期：每个次数包自购买日起后，一年内有效，超出有效期未抵扣额度的次数包将自动失效，无法继续使用

次数包购买后7天内若未产生调用可前往退订管理页面进行自助退订，详细退订规则见退订说明

次数包可叠加购买，如果多个次数包同时共存，系统优先使用先到期的次数包进行抵扣

一般前期测试，建议购买小量次数包，待测试完成稳定接入后，可购买万次单价更低的大量包进行次数抵扣

如您需要购买更大量的次数包，可以填写咨询表单进行价格咨询

按调用量后付费

月计费调用量（万次）月计费调用量（万次） 相同图搜索-入库（元/次）相同图搜索-入库（元/次）

0<月计费调用量<=50 0.020

50<月计费调用量<=100 0.015

100<月计费调用量 0.010

说明：调用失败不计费

QPS叠加包

购买方式购买方式 价格价格

按天购买 10 元/天/QPS

按月购买 150 元/月/QPS

购买 QPS 叠加包需保证已开通按量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

购买的 QPS 叠加包自起始日0点生效，至停止日24点失效。若起始日为本日，则是从下单成功时当即生效。

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在 控制台-免费资源领取页 可领取免费测试资源。个人认证 5000 次，企业认证 1w 次，有效期均为 365 天。个人认证 5000 次，企业认证 1w 次，有效期均为 365 天。免费测试资源用

尽后开始计费，价格如下，您可开通按调用量后付费按调用量后付费或者预购单价更低的次数包预购单价更低的次数包进行抵扣。

次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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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次）规格（次） 相同图搜索-检索（元）相同图搜索-检索（元）

10万 1500

50万 6000

100万 10000

250万 20000

500万 30000

1000万 40000

次数包有效期：每个次数包自购买日起后，一年内有效，超出有效期未抵扣额度的次数包将自动失效，无法继续使用

次数包购买后7天内若未产生调用可前往退订管理页面进行自助退订，详细退订规则见退订说明

次数包可叠加购买，如果多个次数包同时共存，系统优先使用先到期的次数包进行抵扣

一般前期测试，建议购买小量次数包，待测试完成稳定接入后，可购买万次单价更低的大量包进行次数抵扣

如您需要购买更大量的次数包，可以填写咨询表单进行价格咨询

按调用量后付费

月计费调用量（万次）月计费调用量（万次） 相同图搜索-检索（元/次）相同图搜索-检索（元/次）

0<月计费调用量<=50 0.020

50<月计费调用量<=100 0.015

100<月计费调用量 0.010

说明：调用失败不计费

QPS叠加包

购买方式购买方式 价格价格

按天购买 10 元/天/QPS

按月购买 150 元/月/QPS

购买 QPS 叠加包需保证已开通按量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

购买的 QPS 叠加包自起始日0点生效，至停止日24点失效。若起始日为本日，则是从下单成功时当即生效。

费用计算示例

从2019-2-1至2019-2-28，本月需计费的相同图片搜索-入库量为151万次（已除去免费额度），费用如下：

按调用量后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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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计费调用量阶梯（次）月计费调用量阶梯（次） 单价（元/次）单价（元/次） 总调用次数的分段阶梯分布总调用次数的分段阶梯分布 对应分段阶梯的费用对应分段阶梯的费用

0<月计费调用量<=50万 0.020 50万次 10000元

50万<月计费调用量<=100万 0.015 50万次 7500元

100万<月计费调用量 0.010 51万次 5100元

因此，本月调用该接口产生的费用为 500000 x 0.02 + 500000 x 0.015 + 510000 x 0.01 = 10000+7500+5100＝22600元22600元

次数包预付费

本月需计费的相同图片搜索-入库量为151万次，且已购买 100万次（13000元）和50万次（7500元）的次数包，按照次数包

抵扣完毕后，剩余的1万次调用量自动转为按量后付费方式（0.02元/次）进行计费，则产生的总花销为：13000 +

7500+10000 x 0.02 = 20700元20700元

API文档

简介

Hi，您好，欢迎使用百度图像搜索API服务。

本文档主要针对API开发者，描述百度以图搜图接口服务的相关技术内容。如果您对文档内容有任何疑问，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

式联系我们：

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进入AI社区交流；提交合作咨询

具有免费调用额度的接口，超过免费额度后会返回错误码 17（每天请求量超限额：Open api daily request limit reached

），或者错误码 19（请求总量超限额：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未上线计费的接口，可通过QQ群（1067276154）联系群管、或提交工单申请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

开通计费、或者购买次数包，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次数计费，并保证10qps的并发**

产品功能简述

服务名服务名

称称
能力简要描述能力简要描述

相同图

片搜索

在自建图库中找到与检索图相同的图片，支持找到局部内容相同的大图，或适度调整背景和角度的相同图片；可用

于图片精确查找、重复图片过滤图片精确查找、重复图片过滤等场景。

相似图

片搜索

在自建图库中找到与检索图片语义相似的图片集，并给出相似度打分（综合图片类型、颜色、内容、布局等特

征）；适用于各种相似图片查找、相关内容推荐相似图片查找、相关内容推荐场景。

商品图

片搜索

针对商品类图片，专项训练检索模型，在自建图库中搜索相同及相似的商品图片集，可找到不同颜色、背景、角度

的同款商品；适用于电商平台拍照搜商品、相关商品推荐电商平台拍照搜商品、相关商品推荐等场景。

绘本图

片搜索

可在自建图库中找到与检索图相同的绘本图片、儿童书本教材。支持用局部绘本页，找到内容相同的大图；可用

于绘本、图书、教材的精确查找、重复图片过滤绘本、图书、教材的精确查找、重复图片过滤等场景。

面料图

片搜索

可在自建图库中找到与检索图相同或相似花纹的家纺布料、瓷砖板材。；可用于布料、瓷砖、板材商品的设计查找布料、瓷砖、板材商品的设计查找

及素材管理及素材管理等场景。

应用选型方案

1、 什么时候使用相同图片搜索什么时候使用相同图片搜索？

典型应用场景：图片去重、图片精确查找，如图片类站点对海量库存图片进行查重过滤

适用的图片类型：各种网络图片、实拍图均可；注意检索图和入库的原图要保持场景一致性检索图和入库的原图要保持场景一致性，比如入库的原图为标准的广告

图（无背景干扰），则检索图要尽量避免背景、其他干扰特征，否则模型计算图片的相似度时会有噪声，造成检索结果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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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

举个例子：小张入库了5万张海报设计图，都是标准的电子版海报图片，无任何背景干扰；在线下活动时，要根据手机拍摄的

海报图片判断是不是跟图库里的设计图重复了，手机实拍时要避免拍到海报图片之外的物体（如墙上的装饰、参加活动的人等

各种背景元素），同时要拍到海报的全部或者大部分主体内容，不能只拍到一个海报的小角落就去检索，以免影响检索效果。

2、 什么时候使用相似图片搜索什么时候使用相似图片搜索？

典型应用场景：找相似的图片集合（返回的结果包含相同的图片），各种设计素材、美术作品、UGC内容等

适用的图片类型：各种网络图片、实拍图均可；注意检索图和入库的原图要尽量保持场景一致性检索图和入库的原图要尽量保持场景一致性，比如入库的原图为标准的

广告图（无背景干扰），则检索图要尽量避免背景、其他干扰特征，否则模型计算图片的相似度时会有噪声，造成检索结果

不准确。

3、 什么时候使用商品图片搜索什么时候使用商品图片搜索？

典型应用场景：各类B2B、B2C电商平台，相似商品推荐、拍照搜同款或者相似商品

适用的图片类型：电商商品图片（实体商品为主，如数码3C、服装鞋帽、日化百货等）

注意：部分特殊商品，如面料、木材、瓷砖等，建议同步对比测试相似图搜索的效果，择优使用部分特殊商品，如面料、木材、瓷砖等，建议同步对比测试相似图搜索的效果，择优使用。

4、 什么时候使用绘本图片搜索什么时候使用绘本图片搜索？

典型应用场景：进行儿童绘本、教材书本的“拍照搜书拍照搜书”，儿童通过学习机、pad等设备拍摄绘本、书本的照片，在学习库中

自动检索出对应的封面或者书页，实现绘本跟读、教材讲解等功能

适用的图片类型：各种网络图片、实拍图均可

图库管理说明

1、百度相同图搜索/相似图搜索/商品图搜索/绘本图搜索API服务支持开发者基于自建图片库进行入库、检索、删除、更新操

作。开发者在控制台创建应用后，需要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建库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建库，建库成功后相关接口能力可正常调用。

2、申请建库时，图库的图片数量上限为50万，避免浪费资源；如果容量不够用，可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扩容如果容量不够用，可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扩容，工作人员

会在1-3个工作日内审批，每次扩容的申请上限也是50万，可以反复申请扩容可以反复申请扩容，原则上图库总量无上限，百万级、千万级、甚

至亿级的图片量都可以做到实时检索，秒级返回检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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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图像搜索控制台的图库管理功能，支持对图库里的图片进行可视化管理图像搜索控制台的图库管理功能，支持对图库里的图片进行可视化管理，可小批量上传图片、预览大图、修改摘要和分类

信息、删除图片，入口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管理图库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管理图库，注：大批量上传、修改、删除请调用API。

同时，图库管理后台支持在线测试检索效果，点击右上角搜索框边上的“相机”标识，可以上传图片，测试检索效果图库管理后台支持在线测试检索效果，点击右上角搜索框边上的“相机”标识，可以上传图片，测试检索效果。注：相似

图片搜索、商品图片搜索的在线测试默认返回相关性Top 50的结果图，如果图库里不满50张图，则全部返回。

注：若图库超过1年未使用（无入库、检索等操作），平台将对相关图库资源进行释放。

接口请求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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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方式调用

注意注意：Content-Type为 ，然后通过 格式化请求体。

接口返回格式

JSON格式

接口请求限制

请求图片需经过 ：图片的base64编码指将一副图片数据编码成一串字符串，使用该字符串代替图像地址。您可以

首先得到图片的二进制，然后用Base64格式编码即可。注意在请求时需去掉头部。

注意注意：图片的base64编码是不包含图片头的，如

请求格式支持请求格式支持：PNG、JPG、JPEG、BMPPNG、JPG、JPEG、BMP

接口名称接口名称 图片编码后大小限额图片编码后大小限额

相同图片搜

索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50px，最长

边最大4096px

相似图片搜

索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50px，最长

边最大4096px

商品图片搜

索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300px，最

长边最大4096px

绘本图片搜

索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150px，最

长边最大4096px

接口调用方式

调用AI服务相关的API接口有两种调用方式，两种不同的调用方式采用相同的接口URL。

区别在于请求方式请求方式和鉴权方法鉴权方法不一样，请求参数和返回结果一致。

调用方式一

请求URL数据格式请求URL数据格式

向API服务地址使用POST发送请求，必须在URL中带上参数：

access_tokenaccess_token：必须参数，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注意： 的有效期为30天，需要每30天进行定期更换

POST中参数按照API接口说明调用即可

例如相同图检索—入库API，使用HTTPS POST发送：

获取access_token示例代码获取access_token示例代码

bash

PHP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urlencodeurlencode

base64编码base64编码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access_tokenaccess_token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realtime_search/same_hq/add?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realtime_search/same_hq/add?
access_token=24.f9ba9c5241b67688bb4adbed8bc91dec.2592000.1485570332.282335-8574074access_token=24.f9ba9c5241b67688bb4adbed8bc91dec.2592000.1485570332.282335-8574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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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

Python

CPP

C#

Node

说明说明：方式一鉴权使用的Access_token必须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

调用方式二

请求头域内容请求头域内容

在请求的HTTP头域中包含以下信息：

host（必填）

x-bce-date （必填）

x-bce-request-id（选填）

authorization（必填）

content-type（必填）

content-length（选填）

作为示例，以下是一个标准的图像搜索的请求头域内容：

#### !/bin/bash#### !/bin/bash
curlcurl -i -k  -i -k 'https://aip.baidubce.com/oauth/2.0/token?grant_type=client_credentials&client_id=【百度云应用的'https://aip.baidubce.com/oauth/2.0/token?grant_type=client_credentials&client_id=【百度云应用的
AK】&client_secret=【百度云应用的SK】'AK】&client_secret=【百度云应用的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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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说明：方式二鉴权使用的API认证机制authorization必须通过百度云的AK/SK生成。

相似图片搜索

产品使用说明

在自建图库中找到与检索图片语义相似的图片集，并给出相似度打分（综合图片类型、颜色、内容、布局等特征）

典型应用场景：找相似的图片集合（返回的结果包含相同的图片），各种设计素材、美术作品、UGC内容等

适用的图片类型：各种网络图片、实拍图均可；注意检索图和入库的原图要尽量保持场景一致性检索图和入库的原图要尽量保持场景一致性，比如入库的原图为标准的

广告图（无背景干扰），则检索图要尽量避免背景、其他干扰特征，否则模型计算图片的相似度时会有噪声，造成检索结果

不准确。

相似图片搜索包含入库、检索、删除、更新4个子接口；在正式使用之前请在在正式使用之前请在控制台控制台创建应用后，在应用详情页申请建库，建创建应用后，在应用详情页申请建库，建

库成功后方可正常使用入库、检索、删除、更新接口。库成功后方可正常使用入库、检索、删除、更新接口。

申请建库时，图库的图片数量上限为50万，避免浪费资源；如果容量不够用，可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扩容如果容量不够用，可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扩容，工作人员会

在1-3个工作日内审批，每次扩容的申请上限也是50万，可以反复申请扩容可以反复申请扩容，原则上图库总量无上限，百万级、千万级、甚至

亿级的图片量都可以做到实时检索，秒级返回检索结果。

POSTPOST /rest/2.0/realtime_search/same_hq/add HTTP/1.1 /rest/2.0/realtime_search/same_hq/add HTTP/1.1
accept-encoding:accept-encoding: gzip, deflate gzip, deflate
x-bce-date:x-bce-date: 2015-03-24T13:02:00Z 2015-03-24T13:02:00Z
connection:connection: keep-alive keep-alive
accept:accept: */* */*
host:host: aip.baidubce.com aip.baidubce.com
x-bce-request-id:x-bce-request-id: 73c4e74c-3101-4a00-bf44-fe246959c05e 73c4e74c-3101-4a00-bf44-fe246959c05e
content-type: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authorization:authorization: bce-auth-v1/46bd9968a6194b4bbdf0341f2286ccce/2015-03-24T13:02:00Z/1800/host;x-bce- bce-auth-v1/46bd9968a6194b4bbdf0341f2286ccce/2015-03-24T13:02:00Z/1800/host;x-bce-
date/994014d96b0eb26578e039fa053a4f9003425da4bfedf33f4790882fb4c54903date/994014d96b0eb26578e039fa053a4f9003425da4bfedf33f4790882fb4c54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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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图片搜索—入库

在线调试

您可以在 您可以在 示例代码中心示例代码中心 中调试该接口 中调试该接口，可进行签名验证、查看在线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示例代码的自动生成。

请求说明

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

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同时可提交分类维度信息（具体变量为tags，最多可传入2个tag），方便对图库中的图片

进行管理、分类检索。 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

请求图片需经过 ：图片的base64编码指将一幅图片数据编码成一串字符串，使用该字符串代替图像地址。您可以

首先得到图片的二进制，然后用Base64格式编码即可。

注意注意：图片的base64编码是不包含图片头的，如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base64编码base64编码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similar/add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similar/a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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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和url二

选一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

如 ，最短边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

jpg/png/bmp格式。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提示不能重复入库。

url

和

image

二选一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

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

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brief 是 string -

检索时原样带回,最长256B。样例：{"name":"周杰伦", "id":"666"} 。请注意，检索接口请注意，检索接口

不返回原图，仅返回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调用该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不返回原图，仅返回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调用该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

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且不要重复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且不要重复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

范围内

的整数

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2个tag无层级关系，检索时支持逻辑运算。样

例："100,11" ；检索时可圈定分类维度进行检索检索时可圈定分类维度进行检索

请求代码示例请求代码示例

提示一提示一：使用示例代码前，请记得替换其中的示例Token、图片地址或Base64信息。

提示二提示二：部分语言依赖的类或库，请在代码注释中查看下载地址。

bash

PHP

Java

Python

CPP

C#

Node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curlcurl -i -k  -i -k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similar/add?access_token=【调用鉴'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similar/add?access_token=【调用鉴
权接口获取的token】'权接口获取的token】' --data  --data 'brief={'brief={\"\"namename\"\"::\"\"小度小度\"\", , \"\"idid\"\"::\"\"11\"\"}&image=【图片Base64编码，需}&image=【图片Base64编码，需
UrlEncode】&tags=1,1'UrlEncode】&tags=1,1' -H  -H 'Content-Type: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Content-Type: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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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无实际意义，用于问题定位

cont_sig

n
是 string

输入图片的签名信息，请务必保存至本地，以便后续用作批量删除、查询某张图是否已经入过库

等用途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入库之后的图片，可在控制台的图库管理后台进行可视化管理，支持预览大图、更新摘要、更新分类信息、删除图片，入口

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管理图库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管理图库，注：大批量更新摘要或分类、删除图片请调用API。

同时，图库管理后台支持在线测试检索效果，点击右上角搜索框边上的“相机”标识，可以上传图片，测试检索效果。

相似图片搜索—检索

完成入库后，可使用该接口实现相似图检索。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tags）进行检索，返回结果支持翻页（具体变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tags）进行检索，返回结果支持翻页（具体变

量pn、rn）。量pn、rn）。

{{
    "log_id": 2263663554,    "log_id": 2263663554,
    "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    "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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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反馈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请调用入库接口时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注意： 1、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反馈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请调用入库接口时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

图片url等信息。图片url等信息。

2、检索接口默认返回TOP 300的结果，如果图库里不满300张图片，会返回所有图片，请入库足量图片以便充分测试效果2、检索接口默认返回TOP 300的结果，如果图库里不满300张图片，会返回所有图片，请入库足量图片以便充分测试效果。

3、原则上任何2张图片都有相似度，只不过分值有高低，应用时可结合接口返回的相关性分数score（取值范围0-1，越接近13、原则上任何2张图片都有相似度，只不过分值有高低，应用时可结合接口返回的相关性分数score（取值范围0-1，越接近1

代表相似度越高）进行筛选，如选取score大于某个值的结果进行应用代表相似度越高）进行筛选，如选取score大于某个值的结果进行应用。

请求图片需经过 ：图片的base64编码指将一幅图片数据编码成一串字符串，使用该字符串代替图像地址。您可以

首先得到图片的二进制，然后用Base64格式编码即可。

注意注意：图片的base64编码是不包含图片头的，如

在线调试

您可以在 您可以在 示例代码中心示例代码中心 中调试该接口 中调试该接口，可进行签名验证、查看在线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示例代码的自动生成。

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base64编码base64编码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similar/search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similar/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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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和url二

选一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

如 ，最短边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

jpg/png/bmp格式.

url

和

image

二选一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 ，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

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

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

范围内

的整数

分类维度信息，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可传入2个tag，2个tag无层级关系，检索时支持

逻辑运算。示例："100,11"

tag_logi

c
否 string 0,1 检索时tag之间的逻辑， 0：逻辑and，1：逻辑or

pn 否 string

0 - 999

范围内

的整数

分页功能，起始位置，例：0。未指定分页时，默认返回前300个结果；接口返回数量最未指定分页时，默认返回前300个结果；接口返回数量最

大限制1000条，例如：起始位置为900，截取条数500条，接口也只返回第900 - 1000条大限制1000条，例如：起始位置为900，截取条数500条，接口也只返回第900 - 1000条

的结果，共计100条的结果，共计100条

rn 否 string

1 -

1000范

围内的

整数

分页功能，截取条数，例：250

请求代码示例请求代码示例

提示一提示一：使用示例代码前，请记得替换其中的示例Token、图片地址或Base64信息。

提示二提示二：部分语言依赖的类或库，请在代码注释中查看下载地址。

bash

PHP

Java

Python

CPP

C#

Node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API文档

37



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result_num 是 uint32 检索结果数

result 是 object[] 结果数组

+cont_sign 是 string 图片签名，可以用来删除图片或定位问题

+score 是 float 图片相关性，取值范围0-1，越接近1代表越相似

+brief 是 string add时添加的brief信息

has_more 是 bool 是否还有下一页，返回值：true、false；如果不分页，不用关注该字段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相似图片搜索—删除

在线调试

您可以在 您可以在 示例代码中心示例代码中心 中调试该接口 中调试该接口，可进行签名验证、查看在线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示例代码的自动生成。

请求说明

删除图库中的图片，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传cont_sign参数，勿传image，最多支持100个cont_sign

curlcurl -i -k  -i -k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similar/search?access_token=【调用'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similar/search?access_token=【调用
鉴权接口获取的token】'鉴权接口获取的token】' --data  --data 'image=【图片Base64编码，需UrlEncode】&pn=200&rn=100''image=【图片Base64编码，需UrlEncode】&pn=200&rn=100' -H  -H 'Content-'Content-
Type: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Type: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
    "result_num": 1,    "result_num": 1,
    "result": [    "result": [
        {        {
            "score": 0.97976700290421,            "score": 0.97976700290421,
            "brief": "./data/jay1.jpg",            "brief": "./data/jay1.jpg",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        }
    ],    ],
 "has_more": "false", "has_more": "false",
    "log_id": 1968648150    "log_id": 1968648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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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删除延时生效，每天数据库定时更新进行物理删除，刚删除时仍然可以在图库中检索到（但图库管理后台是同步清除），图片删除延时生效，每天数据库定时更新进行物理删除，刚删除时仍然可以在图库中检索到（但图库管理后台是同步清除），

请过一段时间再验证，一般最多延时4小时左右请过一段时间再验证，一般最多延时4小时左右。

请求图片需经过 ：图片的base64编码指将一幅图片数据编码成一串字符串，使用该字符串代替图像地址。您可以

首先得到图片的二进制，然后用Base64格式编码即可。

注意注意：图片的base64编码是不包含图片头的，如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和url、

cont_sig

n三选一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注意要去掉图片头注意要去掉图片头

部部，如 。最短边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

jpg/png/bmp格式

url

和

image、

cont_sig

n三选一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

cont_si

gn

和

image、

url三选

一

string -

图片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image、url，最多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image、url，最多

支持100个cont_sign列表，支持100个cont_sign列表，样

例："932301884,1068006219;316336521,553141152;2491030726,1352091083"

请求代码示例请求代码示例

提示一提示一：使用示例代码前，请记得替换其中的示例Token、图片地址或Base64信息。

提示二提示二：部分语言依赖的类或库，请在代码注释中查看下载地址。

bash

PHP

Java

Python

base64编码base64编码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similar/delete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similar/delete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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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P

C#

Node

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相似图片搜索—更新

在线调试

您可以在 您可以在 示例代码中心示例代码中心 中调试该接口 中调试该接口，可进行签名验证、查看在线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示例代码的自动生成。

请求说明

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tags）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tags）

请求图片需经过 ：图片的base64编码指将一幅图片数据编码成一串字符串，使用该字符串代替图像地址。您可以

首先得到图片的二进制，然后用Base64格式编码即可。

注意注意：图片的base64编码是不包含图片头的，如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curlcurl -i -k  -i -k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similar/delete?access_token=【调用'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similar/delete?access_token=【调用
鉴权接口获取的token】'鉴权接口获取的token】' --data  --data 'image=【图片Base64编码，需UrlEncode】''image=【图片Base64编码，需UrlEncode】' -H  -H 'Content-Type:application/x-www-form-'Content-Type:application/x-www-form-
urlencoded'urlencoded'

{{
  "log_id": 50488417  "log_id": 50488417
}}

base64编码base64编码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similar/update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similar/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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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和url、

cont_si

gn三选

一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

如 ，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50px，

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和

image

、

cont_si

gn三选

一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由于图床的差

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

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cont_si

gn

和

image

、url三

选一

string -
图片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不支持批量传入签和image、url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不支持批量传入签

名名，样例："932301884,10680062193"

brief 否 string - 更新的摘要信息，最长256B。样例：{"name":"周杰伦", "id":"666"}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

范围内

的整数

更新的分类信息，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样例："100,11"

请求代码示例请求代码示例

提示一提示一：使用示例代码前，请记得替换其中的示例Token、图片地址或Base64信息。

提示二提示二：部分语言依赖的类或库，请在代码注释中查看下载地址。

bash

PHP

Java

Python

CPP

C#

Node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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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相同图片搜索

产品使用说明

在自建库中搜索相同图片，仅返回完全相同或局部相同的图片结果。

典型应用场景：图片去重、图片精确查找，如图片类站点对海量库存图片进行查重过滤

适用的图片类型：各种网络图片、实拍图均可；注意检索图和入库的原图要保持场景一致性检索图和入库的原图要保持场景一致性，比如入库的原图为标准的广告

图（无背景干扰），则检索图要尽量避免背景、其他干扰特征，否则模型计算图片的相似度时会有噪声，造成检索结果不准

确。

举个例子：小张入库了5万张海报设计图，都是标准的电子版海报图片，无任何背景干扰；在线下活动时，要根据手机拍摄的

海报图片判断是不是跟图库里的设计图重复了，手机实拍时要避免拍到海报图片之外的物体（如墙上的装饰、参加活动的人等

各种背景元素），同时要拍到海报的全部或者大部分主体内容，不能只拍到一个海报的小角落就去检索，以免影响检索效果。

相同图片搜索包含入库、检索、删除、更新4个子接口；在正式使用之前请在在正式使用之前请在控制台控制台创建应用后，在应用详情页申请建库，建创建应用后，在应用详情页申请建库，建

库成功后方可正常使用入库、检索、删除、更新接口库成功后方可正常使用入库、检索、删除、更新接口。

curlcurl -i -k  -i -k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similar/update?access_token=【调用'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similar/update?access_token=【调用
鉴权接口获取的token】'鉴权接口获取的token】' --data  --data 'brief={'brief={\"\"namename\"\"::\"\"小度2小度2\"\", , \"\"idid\"\"::\"\"22\"\"}&image=【图片Base64编码，需}&image=【图片Base64编码，需
UrlEncode】&tags=2,2'UrlEncode】&tags=2,2' -H  -H 'Content-Type: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Content-Type: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
    "log_id": 2263663554    "log_id": 22636635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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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建库时，图库的图片数量上限为50万，避免浪费资源；如果容量不够用，可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扩容如果容量不够用，可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扩容，工作人员会

在1-3个工作日内审批，每次扩容的申请上限也是50万，可以反复申请扩容可以反复申请扩容，原则上图库总量无上限，百万级、千万级、甚至

亿级的图片量都可以做到实时检索，秒级返回检索结果。

相同图片搜索—入库

在线调试

您可以在 您可以在 示例代码中心示例代码中心 中调试该接口 中调试该接口，可进行签名验证、查看在线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示例代码的自动生成。

请求说明

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

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同时可提交分类维度信息（具体变量为tags，最多可传入2个tag），方便对图库中的图片

进行管理、分类检索。

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

请求图片需经过 ：图片的base64编码指将一幅图片数据编码成一串字符串，使用该字符串代替图像地址。您可以

首先得到图片的二进制，然后用Base64格式编码即可。

注意注意：图片的base64编码是不包含图片头的，如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base64编码base64编码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realtime_search/same_hq/add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realtime_search/same_hq/a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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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和url二

选一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

如 ；最短边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

jpg/png/bmp格式。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提示不能重复入库。

url

和

image

二选一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

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

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brief 是 string -

检索时原样带回,最长256B。样例：{"name":"周杰伦", "id":"666"} 。请注意，检索接口请注意，检索接口

不返回原图，仅返回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调用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写不返回原图，仅返回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调用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写

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且不要重复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且不要重复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

范围内

的整数

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2个tag无层级关系，检索时支持逻辑运算。样

例："100,11" ；检索时可圈定分类维度进行检索检索时可圈定分类维度进行检索

请求代码示例请求代码示例

提示一提示一：使用示例代码前，请记得替换其中的示例Token、图片地址或Base64信息。

提示二提示二：部分语言依赖的类或库，请在代码注释中查看下载地址。

bash

PHP

Java

Python

CPP

C#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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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无实际意义，用于问题定位

cont_sig

n
是 string

输入图片的签名信息，请务必保存至本地，以便后续用作批量删除、查询某张图是否已经入过库

等用途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入库之后的图片，可在控制台的图库管理后台进行可视化管理，支持预览大图、更新摘要、更新分类信息、删除图片，入口

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管理图库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管理图库，注：大批量更新图片摘要/分类、删除图片请调用API。

同时，图库管理后台支持在线测试检索效果，点击右上角搜索框边上的“相机”标识，可以上传图片，测试检索效果。

curlcurl -i -k  -i -k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realtime_search/same_hq/add?access_token=【调用鉴权接口获取的'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realtime_search/same_hq/add?access_token=【调用鉴权接口获取的
token】'token】' --data  --data 'brief={'brief={\"\"namename\"\"::\"\"小度小度\"\", , \"\"idid\"\"::\"\"11\"\"}&image=【图片Base64编码，需UrlEncode】&tags=1,1'}&image=【图片Base64编码，需UrlEncode】&tags=1,1' -H -H  
'Content-Type: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Content-Type: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
    "log_id": 2263663554,    "log_id": 2263663554,
    "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    "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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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图片搜索—检索

完成入库后，可使用该接口实现相同图检索。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tags）进行检索，返回结果支持翻页（具体变

量pn、rn）。

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反馈当前填写的brief信息，请调用入库接口时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反馈当前填写的brief信息，请调用入库接口时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

等信息等信息。

请求图片需经过 ：图片的base64编码指将一幅图片数据编码成一串字符串，使用该字符串代替图像地址。您可以

首先得到图片的二进制，然后用Base64格式编码即可。

注意注意：图片的base64编码是不包含图片头的，如

在线调试

您可以在 您可以在 示例代码中心示例代码中心 中调试该接口 中调试该接口，可进行签名验证、查看在线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示例代码的自动生成。

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base64编码base64编码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realtime_search/same_hq/search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realtime_search/same_hq/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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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和url二

选一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

如 ；最短边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

jpg/png/bmp格式

url

和

image

二选一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

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

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

范围内

的整数

分类维度信息，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可传入2个tag，tag间无层级关系，示

例："100,11"

tag_logi

c
否 string 0,1 检索时tag之间的逻辑， 0：逻辑and，1：逻辑or

pn 否 string

0 - 999

范围内

的整数

分页功能，起始位置，例：0。未指定分页时，默认返回前300个结果；接口返回数量最未指定分页时，默认返回前300个结果；接口返回数量最

大限制1000条，例如：起始位置为900，截取条数500条，接口也只返回第900 - 1000条大限制1000条，例如：起始位置为900，截取条数500条，接口也只返回第900 - 1000条

的结果，共计100条的结果，共计100条

rn 否 string

1 -

1000范

围内的

整数

分页功能，截取条数，例：250

请求代码示例请求代码示例

提示一提示一：使用示例代码前，请记得替换其中的示例Token、图片地址或Base64信息。

提示二提示二：部分语言依赖的类或库，请在代码注释中查看下载地址。

bash

PHP

Java

Python

CPP

C#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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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无实际含义，用于问题定位

result_nu

m
是 uint32 检索结果数

result 是 object[] 结果数组

+cont_sig

n
是 string 图片签名，可以用来删除图片或定位问题

+score 是 float 图片相关性，取值范围0-1，越接近1表示越相关

+brief 是 string
调用add接口时添加的brief信息，为保证该结果有效性，请入库时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片库的有

效id信息

has_more 是 bool 是否还有下一页，返回值：true、false；如果不分页，不用关注该字段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相同图片搜索—删除

在线调试

curlcurl -i -k  -i -k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realtime_search/same_hq/search?access_token=【调用鉴权接口获取的'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realtime_search/same_hq/search?access_token=【调用鉴权接口获取的
token】'token】' --data  --data 'image=【图片Base64编码，需UrlEncode】''image=【图片Base64编码，需UrlEncode】' -H  -H 'Content-Type: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Content-Type: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
    "result_num": 1,    "result_num": 1,
    "result": [    "result": [
        {        {
            "score": 0.97976700290421,            "score": 0.97976700290421,
            "brief": "./data/jay1.jpg",            "brief": "./data/jay1.jpg",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        }
    ],    ],
 "has_more": "false", "has_more": "false",
    "log_id": 1968648150    "log_id": 1968648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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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 您可以在 示例代码中心示例代码中心 中调试该接口 中调试该接口，可进行签名验证、查看在线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示例代码的自动生成。

请求说明

删除图库中的图片，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传cont_sign参数，勿传image、url，最多支持100个cont_sign。

图片删除延时生效，每天数据库定时更新进行物理删除，刚删除时仍然可以在图库中检索到（但图库管理后台是同步清除），图片删除延时生效，每天数据库定时更新进行物理删除，刚删除时仍然可以在图库中检索到（但图库管理后台是同步清除），

请过一段时间再验证，一般最多延时4小时左右请过一段时间再验证，一般最多延时4小时左右。

请求图片需经过 ：图片的base64编码指将一幅图片数据编码成一串字符串，使用该字符串代替图像地址。您可以

首先得到图片的二进制，然后用Base64格式编码即可。

注意注意：图片的base64编码是不包含图片头的，如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和url、

cont_sig

n三选一

string -

图片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注意要去掉图片注意要去掉图片

头部头部，如 。最短边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

jpg/png/bmp格式

url

和

image、

cont_sig

n三选一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

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

请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cont_si

gn

和

image、

url三选

一

string -

图片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image、url，最多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image、url，最多

支持100个cont_sign列表，支持100个cont_sign列表，样

例："932301884,1068006219;316336521,553141152;2491030726,1352091083"

请求代码示例请求代码示例

提示一提示一：使用示例代码前，请记得替换其中的示例Token、图片地址或Base64信息。

提示二提示二：部分语言依赖的类或库，请在代码注释中查看下载地址。

bash

base64编码base64编码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realtime_search/same_hq/delete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realtime_search/same_hq/delete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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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P

Java

Python

CPP

C#

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相同图片搜索—更新

在线调试

您可以在 您可以在 示例代码中心示例代码中心 中调试该接口 中调试该接口，可进行签名验证、查看在线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示例代码的自动生成。

请求说明

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tags）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tags）

请求图片需经过 ：图片的base64编码指将一幅图片数据编码成一串字符串，使用该字符串代替图像地址。您可以

首先得到图片的二进制，然后用Base64格式编码即可。

注意注意：图片的base64编码是不包含图片头的，如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curlcurl -i -k  -i -k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realtime_search/same_hq/delete?access_token=【调用鉴权接口获取的'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realtime_search/same_hq/delete?access_token=【调用鉴权接口获取的
token】'token】' --data  --data 'image=【图片Base64编码，需UrlEncode】''image=【图片Base64编码，需UrlEncode】' -H  -H 'Content-Type: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Content-Type: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
  "log_id": 50488417  "log_id": 50488417
}}

base64编码base64编码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POST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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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和url、

cont_sig

n三选一

string -

图片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注意要去掉图片头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注意要去掉图片头

部部，如 ，最短边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

jpg/png/bmp格式

url

和

image、

cont_sig

n三选一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 ，由于图床的

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

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cont_si

gn

和

image、

url三选

一

string -
图片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不支持批量传入签和image、url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不支持批量传入签

名名，样例："932301884,10680062193"

brief 否 string - 更新的摘要信息，最长256B。样例：{"name":"周杰伦", "id":"666"}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

范围内

的整数

更新的分类信息，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样例："100,11"

请求代码示例请求代码示例

提示一提示一：使用示例代码前，请记得替换其中的示例Token、图片地址或Base64信息。

提示二提示二：部分语言依赖的类或库，请在代码注释中查看下载地址。

bash

PHP

Java

Python

CPP

C#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realtime_search/same_hq/update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realtime_search/same_hq/update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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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商品图片搜索

产品使用说明

针对商品类图片，专项训练检索模型，在自建图库中搜索相同及相似的商品图片集，可找到不同颜色、背景、角度的同款商品

典型应用场景：各类B2B、B2C电商平台，相似商品推荐、拍照搜同款或者相似商品

适用的图片类型：电商商品图片（实体商品为主，如数码3C、服装鞋帽、日化百货等）

注意：部分特殊商品，如面料、木材、瓷砖等，建议同步对比测试相似图搜索的效果，择优使用部分特殊商品，如面料、木材、瓷砖等，建议同步对比测试相似图搜索的效果，择优使用。

商品图片搜索包含入库、检索、删除、更新4个子接口；在正式使用之前请在在正式使用之前请在控制台控制台创建应用后，在应用详情页申请建库，建创建应用后，在应用详情页申请建库，建

库成功后方可正常使用入库、检索、删除、更新接口库成功后方可正常使用入库、检索、删除、更新接口。

curlcurl -i -k  -i -k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realtime_search/same_hq/update?access_token=【调用鉴权接口获取的'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realtime_search/same_hq/update?access_token=【调用鉴权接口获取的
token】'token】' --data  --data 'image=【图片Base64编码，需UrlEncode】''image=【图片Base64编码，需UrlEncode】' -H  -H 'Content-Type: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Content-Type: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
    "log_id": 2263663554    "log_id": 22636635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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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建库时，图库的图片数量上限为50万，避免浪费资源；如果容量不够用，可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扩容如果容量不够用，可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扩容，工作人员会

在1-3个工作日内审批，每次扩容的申请上限也是50万，可以反复申请扩容可以反复申请扩容，原则上图库总量无上限，百万级、千万级、甚至

亿级的图片量都可以做到实时检索，秒级返回检索结果。

商品图片搜索—入库

在线调试

您可以在 您可以在 示例代码中心示例代码中心 中调试该接口 中调试该接口，可进行签名验证、查看在线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示例代码的自动生成。

请求说明

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

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同时可提交分类维度信息（具体变量为class_id1、class_id2），方便对图库中的图片进行

管理、分类检索。

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

请求图片需经过 ：图片的base64编码指将一幅图片数据编码成一串字符串，使用该字符串代替图像地址。您可以

首先得到图片的二进制，然后用Base64格式编码即可。

注意注意：图片的base64编码是不包含图片头的，如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base64编码base64编码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product/add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product/a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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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和url二

选一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

如 ，最短边至少30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

jpg/png/bmp格式。重复添加会返回错误。

url

和

image

二选一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 ，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

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

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brief 是 string -

检索时原样带回,最长256B。样例{"name":"周杰伦", "id":"666"} 请注意，检索接口不返请注意，检索接口不返

回原图，仅返回当前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调用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写可关联回原图，仅返回当前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调用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写可关联

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且不要重复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且不要重复

class_i

d1
否 int32

1-

65535

范围内

的整数

商品分类维度1，检索时可圈定该分类维度进行检索；只传入class_id1，则检索结果中包只传入class_id1，则检索结果中包

含class_id1内容的都会被检索到；同时传入class_id1与class_id2，则检索结果中同时包含class_id1内容的都会被检索到；同时传入class_id1与class_id2，则检索结果中同时包

含class_id1和class_id2内容的才会被检索到含class_id1和class_id2内容的才会被检索到

class_i

d2
否 int32

1-

65535

范围内

的整数

商品分类维度2，检索时可圈定该分类维度进行检索 ，class_id1和class_id2无层级关

系，检索时支持逻辑运算

请求代码示例请求代码示例

提示一提示一：使用示例代码前，请记得替换其中的示例Token、图片地址或Base64信息。

提示二提示二：部分语言依赖的类或库，请在代码注释中查看下载地址。

bash

PHP

Java

Python

CPP

C#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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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cont_sig

n
是 string

上传图片的签名信息，请务必保存至本地，以便后续用作批量删除、查询某张图是否已经入过库

等用途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入库之后的图片，可在控制台的图库管理后台进行可视化管理，支持预览大图、更新摘要、更新分类信息、删除图片，入口

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管理图库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管理图库，注：大批量更新摘要或分类、删除图片请调用API。

同时，图库管理后台支持在线测试检索效果，点击右上角搜索框边上的“相机”标识，可以上传图片，测试检索效果。

curlcurl -i -k  -i -k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product/add?access_token=【调用鉴'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product/add?access_token=【调用鉴
权接口获取的token】'权接口获取的token】' --data  --data 'image=【图片Base64编码，需UrlEncode】''image=【图片Base64编码，需UrlEncode】' -H  -H 'Content-Type:application/x-www-form-'Content-Type:application/x-www-form-
urlencoded'urlencoded'

{{
    "log_id": 2263663554,    "log_id": 2263663554,
    "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    "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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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图片搜索—检索

完成入库后，可使用该接口实现商品检索。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class_id1、class_id2）进行检索，返回结果支持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class_id1、class_id2）进行检索，返回结果支持

翻页（具体变量pn、rn）。翻页（具体变量pn、rn）。

注意： 1、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反馈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请调用入库接口时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注意： 1、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反馈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请调用入库接口时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

图片url等信息。图片url等信息。

2、检索接口默认返回TOP 300的结果，如果图库里不满300张图片，会返回所有图片，请入库足量图片以便充分测试效果2、检索接口默认返回TOP 300的结果，如果图库里不满300张图片，会返回所有图片，请入库足量图片以便充分测试效果。

3、原则上任何2张图片都有相似度，只不过分值有高低，应用时可结合接口返回的相关性分数score（取值范围0-1，越接近13、原则上任何2张图片都有相似度，只不过分值有高低，应用时可结合接口返回的相关性分数score（取值范围0-1，越接近1

代表相似度越高）进行筛选，如选取score大于某个值的结果进行应用代表相似度越高）进行筛选，如选取score大于某个值的结果进行应用。

请求图片需经过 ：图片的base64编码指将一幅图片数据编码成一串字符串，使用该字符串代替图像地址。您可以

首先得到图片的二进制，然后用Base64格式编码即可。

注意注意：图片的base64编码是不包含图片头的，如

在线调试

您可以在 您可以在 示例代码中心示例代码中心 中调试该接口 中调试该接口，可进行签名验证、查看在线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示例代码的自动生成。

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base64编码base64编码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product/search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product/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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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和url二

选一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

如 ，最短边至少30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

jpg/png/bmp格式。

url

和

image

二选一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

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

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class_i

d1
否 int32 - 商品分类维度1，支持1-65535范围内的整数。

class_i

d2
否 int32 - 商品分类维度2，支持1-65535范围内的整数。

tag_logi

c
否 string 0,1 检索时tag之间的逻辑， 0：逻辑and，1：逻辑or

pn 否 string

0 - 999

范围内

的整数

分页功能，起始位置，例：0。未指定分页时，默认返回前300个结果；接口返回数量最未指定分页时，默认返回前300个结果；接口返回数量最

大限制1000条，例如：起始位置为900，截取条数500条，接口也只返回第900 - 1000条大限制1000条，例如：起始位置为900，截取条数500条，接口也只返回第900 - 1000条

的结果，共计100条的结果，共计100条

rn 否 string

1 -

1000范

围内的

整数

分页功能，截取条数，例：250

请求代码示例请求代码示例

提示一提示一：使用示例代码前，请记得替换其中的示例Token、图片地址或Base64信息。

提示二提示二：部分语言依赖的类或库，请在代码注释中查看下载地址。

bash

PHP

Java

Python

CPP

C#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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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result_num 是 uint32 检索结果数

result 是 realtime-search-item 结果数组

+cont_sign 是 string 图片签名，可以用来删除图片或定位问题

+score 是 float 图片相关性，取值范围0-1，越接近1代表越相似

+brief 是 string 入库时添加的brief信息

has_more 是 bool 是否还有下一页，返回值：true、false；如果不分页，不用关注该字段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商品图片搜索—删除

在线调试

您可以在 您可以在 示例代码中心示例代码中心 中调试该接口 中调试该接口，可进行签名验证、查看在线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示例代码的自动生成。

请求说明

删除图库中的图片，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传cont_sign参数，勿传image，最多支持100个cont_sign。

curlcurl -i -k  -i -k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product/search?access_token=【调用'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product/search?access_token=【调用
鉴权接口获取的token】'鉴权接口获取的token】' --data  --data 'image=【图片Base64编码，需UrlEncode】''image=【图片Base64编码，需UrlEncode】' -H  -H 'Content-Type:application/x-www-form-'Content-Type:application/x-www-form-
urlencoded'urlencoded'

{{
    "result_num": 1,    "result_num": 1,
    "result": [    "result": [
        {        {
            "score": 0.97976700290421,            "score": 0.97976700290421,
            "brief": "./data/jay1.jpg",            "brief": "./data/jay1.jpg",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        }
    ],    ],
 "has_more" : "false", "has_more" : "false",
    "log_id": 1968648150    "log_id": 1968648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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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删除延时生效，每天数据库定时更新进行物理删除，刚删除时仍然可以在图库中检索到（但图库管理后台是同步清除），图片删除延时生效，每天数据库定时更新进行物理删除，刚删除时仍然可以在图库中检索到（但图库管理后台是同步清除），

请过一段时间再验证，一般最多延时4小时左右请过一段时间再验证，一般最多延时4小时左右。

请求图片需经过 ：图片的base64编码指将一幅图片数据编码成一串字符串，使用该字符串代替图像地址。您可以

首先得到图片的二进制，然后用Base64格式编码即可。

注意注意：图片的base64编码是不包含图片头的，如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和url、

cont_si

gn 三选

一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注意要去掉图片头注意要去掉图片头

部部，如 。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

30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和

image

、

cont_si

gn三选

一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

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

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cont_si

gn

和

image

、url三

选一

string -

图片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优先级最低），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

image、url，最多支持100个cont_sign列表，image、url，最多支持100个cont_sign列表，样

例："932301884,1068006219;316336521,553141152;2491030726,1352091083"

请求代码示例请求代码示例

提示一提示一：使用示例代码前，请记得替换其中的示例Token、图片地址或Base64信息。

提示二提示二：部分语言依赖的类或库，请在代码注释中查看下载地址。

bash

PHP

Java

base64编码base64编码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product/delete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product/delete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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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

CPP

C#

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商品图片搜索—更新

在线调试

您可以在 您可以在 示例代码中心示例代码中心 中调试该接口 中调试该接口，可进行签名验证、查看在线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示例代码的自动生成。

请求说明

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class_id1/class_id2）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class_id1/class_id2）

请求图片需经过 ：图片的base64编码指将一幅图片数据编码成一串字符串，使用该字符串代替图像地址。您可以

首先得到图片的二进制，然后用Base64格式编码即可。

注意注意：图片的base64编码是不包含图片头的，如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curlcurl -i -k  -i -k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product/delete?access_token=【调用'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product/delete?access_token=【调用
鉴权接口获取的token】'鉴权接口获取的token】' --data  --data 'image=【图片Base64编码，需UrlEncode】''image=【图片Base64编码，需UrlEncode】' -H  -H 'Content-Type:application/x-www-form-'Content-Type:application/x-www-form-
urlencoded'urlencoded'

{{
  "log_id": 50488417  "log_id": 50488417
}}

base64编码base64编码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product/update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product/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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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和url、

cont_sign

三选一

string -

图像base64编码，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注意要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注意要

去掉图片头部去掉图片头部，如 ，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

最短边至少30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和

image、

cont_sign

三选一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由于图床的

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

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cont_si

gn

和

image、

url三选一

string -
图片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不支持批量传入签和image、url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不支持批量传入签

名名，样例："932301884,10680062193"

brief 否 string - 更新的摘要信息，最长256B。样例：{"name":"周杰伦", "id":"666"}

class_i

d1
否 int32 - 更新的商品分类1，支持1-65535范围内的整数。

class_i

d2
否 int32 - 更新的商品分类2，支持1-65535范围内的整数。

请求代码示例请求代码示例

提示一提示一：使用示例代码前，请记得替换其中的示例Token、图片地址或Base64信息。

提示二提示二：部分语言依赖的类或库，请在代码注释中查看下载地址。

bash

PHP

Java

Python

CPP

C#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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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绘本图片搜索

产品使用说明

可在自建图库中找到与检索图相同的绘本图片、儿童书本教材。支持用局部绘本页，找到内容相同的大图；可用于绘本、图绘本、图

书、教材的精确查找、重复图片过滤书、教材的精确查找、重复图片过滤等场景。

典型应用场景：进行儿童绘本、教材书本的“拍照搜书拍照搜书”，儿童通过学习机、pad等设备拍摄绘本、书本的照片，在学习库中

自动检索出对应的封面或者书页，实现绘本跟读、教材讲解等功能

适用的图片类型：各种网络图片、实拍图均可

绘本图片搜索包含入库、检索、删除、更新4个子接口；在正式使用之前请在在正式使用之前请在控制台控制台创建应用后，在应用详情页申请建库，建创建应用后，在应用详情页申请建库，建

库成功后方可正常使用入库、检索、删除、更新接口库成功后方可正常使用入库、检索、删除、更新接口。

curlcurl -i -k  -i -k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product/update?access_token=【调用'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product/update?access_token=【调用
鉴权接口获取的token】'鉴权接口获取的token】' --data  --data 'brief={'brief={\"\"namename\"\"::\"\"小度音响2小度音响2\"\",,\"\"idid\"\"::\"\"101101\"\"}&image=【图片Base64编码，需}&image=【图片Base64编码，需
UrlEncode】&tags=2,2'UrlEncode】&tags=2,2' -H  -H 'Content-Type: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Content-Type: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
    "log_id": 2263663554    "log_id": 22636635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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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建库时，图库的图片数量上限为50万，避免浪费资源；如果容量不够用，可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扩容如果容量不够用，可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扩容，工作人员会

在1-3个工作日内审批，每次扩容的申请上限也是50万，可以反复申请扩容可以反复申请扩容，原则上图库总量无上限，百万级、千万级、甚至

亿级的图片量都可以做到实时检索，秒级返回检索结果。

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在线调试

您可以在 您可以在 示例代码中心示例代码中心 中调试该接口 中调试该接口，可进行签名验证、查看在线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示例代码的自动生成。

请求说明

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

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同时可提交分类维度信息（具体变量为tags，最多可传入2个tag），方便对图库中的图片

进行管理、分类检索。

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

请求图片需经过 ：图片的base64编码指将一幅图片数据编码成一串字符串，使用该字符串代替图像地址。您可以

首先得到图片的二进制，然后用Base64格式编码即可。

注意注意：图片的base64编码是不包含图片头的，如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base64编码base64编码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search/v1/realtime_search/picturebook/add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search/v1/realtime_search/picturebook/a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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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和url二

选一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

如 ；最短边至少1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长宽比在1：

10-10：1之间。支持jpg/png/bmp格式。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提示不能

重复入库。

url

和

image

二选一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

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

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brief 是 string -

检索时原样带回,最长256B。样例：{"name":"周杰伦", "id":"666"} 。请注意，检索接口请注意，检索接口

不返回原图，仅返回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调用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写不返回原图，仅返回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调用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写

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且不要重复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且不要重复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

范围内

的整数

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2个tag无层级关系，检索时支持逻辑运算。样

例："100,11" ；检索时可圈定分类维度进行检索检索时可圈定分类维度进行检索

请求代码示例

提示一：使用示例代码前，请记得替换其中的示例Token、图片地址或Base64信息。

提示二：部分语言依赖的类或库，请在代码注释中查看下载地址。

bash

PHP

Java

Python

CPP

C#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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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无实际意义，用于问题定位

cont_sig

n
是 string

入库图片的签名信息，请务必保存至本地请务必保存至本地，以便后续用作批量删除、查询某张图是否已经入过库

等用途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入库之后的图片，可在控制台的图库管理后台进行可视化管理，支持预览大图、更新摘要、更新分类信息、删除图片，入口

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管理图库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管理图库

注：大批量更新图片摘要/分类、删除图片请调用API。注：大批量更新图片摘要/分类、删除图片请调用API。

#### 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curlcurl -i -k  -i -k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search/v1/realtime_search/picturebook/add?access_token=【调用'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search/v1/realtime_search/picturebook/add?access_token=【调用
鉴权接口获取的token】'鉴权接口获取的token】' --data  --data 'brief={"name":"小度", "id":"1"}&image=【图片Base64编码，需UrlEncode】&tags=1,1''brief={"name":"小度", "id":"1"}&image=【图片Base64编码，需UrlEncode】&tags=1,1' - -
H H 'Content-Type: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Content-Type: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
        "log_id""log_id"::  22636635542263663554,,
        "cont_sign""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4261577168,5019455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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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图库管理后台支持在线测试检索效果在线测试检索效果，点击右上角搜索框边上的“相机”标识，可以上传图片，测试检索效果。

绘本图片搜索—检索

在线调试

您可以在 您可以在 示例代码中心示例代码中心 中调试该接口 中调试该接口，可进行签名验证、查看在线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示例代码的自动生成。

请求说明

完成入库后，可使用该接口实现绘本图检索。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tags）进行检索，返回结果支持翻页（具体变

量pn、rn）。

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反馈当前填写的brief信息，请调用入库接口时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反馈当前填写的brief信息，请调用入库接口时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

等信息等信息。

请求图片需经过 ：图片的base64编码指将一幅图片数据编码成一串字符串，使用该字符串代替图像地址。您可以

首先得到图片的二进制，然后用Base64格式编码即可。

注意注意：图片的base64编码是不包含图片头的，如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base64编码base64编码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search/v1/realtime_search/picturebook/search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search/v1/realtime_search/picturebook/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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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和url二

选一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

如 ；最短边至少1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长宽比在1：

10-10：1之间。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和

image

二选一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

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

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

范围内

的整数

分类维度信息，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可传入2个tag，tag间无层级关系，示

例："100,11"

tag_logi

c
否 string 0,1 检索时tag之间的逻辑， 0：逻辑and，1：逻辑or

pn 否 string

0 - 99

范围内

的整数

分页功能，起始位置，例：0，代表从第1个结果开始。注：未指定分页时，默认返回第1注：未指定分页时，默认返回第1

个结果；接口返回数量最大限制100个，例如：起始位置为90，截取条数100条，接口也个结果；接口返回数量最大限制100个，例如：起始位置为90，截取条数100条，接口也

只返回第91 - 100条的结果，共计10条只返回第91 - 100条的结果，共计10条

rn 否 string

1 - 100

范围内

的整数

分页功能，截取条数，例：10

请求代码示例

提示一：使用示例代码前，请记得替换其中的示例Token、图片地址或Base64信息。

提示二：部分语言依赖的类或库，请在代码注释中查看下载地址。

bash

PHP

Java

Python

CPP

C#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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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无实际含义，用于问题定位

result_nu

m
是 uint32 检索结果数

result 是 object[] 结果数组

+cont_sig

n
是 string 入库图片签名，可以用来删除图片或定位问题

+score 是 float 图片相关性，取值范围0-1，越接近1表示越相关

+brief 是 string
调用入库add接口时添加的brief信息，为保证该结果有效性，请入库时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片库

的有效id信息

has_more 是 bool 是否还有下一页，返回值：true、false；如果不分页，不用关注该字段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绘本图片搜索—删除

在线调试

#### 绘本图片搜索—检索#### 绘本图片搜索—检索
curlcurl -i -k  -i -k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search/v1/realtime_search/picturebook/search?access_token=【调'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search/v1/realtime_search/picturebook/search?access_token=【调
用鉴权接口获取的token】'用鉴权接口获取的token】' --data  --data 'image=【图片Base64编码，需UrlEncode】&pn=200&rn=100''image=【图片Base64编码，需UrlEncode】&pn=200&rn=100' -H  -H 'Content-'Content-
Type: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Type: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
        "result_num""result_num"::  11,,
        "result""result"::  [[
                {{
                        "score""score"::  0.979767002904210.97976700290421,,
                        "brief""brief"::  "./data/jay1.jpg""./data/jay1.jpg",,
                        "cont_sign""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475124309,1080176642"
                }}
        ]],,
  "has_more""has_more"::  "false""false",,
        "log_id""log_id"::  19686481501968648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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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 您可以在 示例代码中心示例代码中心 中调试该接口 中调试该接口，可进行签名验证、查看在线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示例代码的自动生成。

请求说明

删除图库中的图片，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传cont_sign参数，勿传image、url，最多支持100个cont_sign。

图片删除延时生效，每天数据库定时更新进行物理删除，刚删除时仍然可以在图库中检索到（但图库管理后台是同步清除），图片删除延时生效，每天数据库定时更新进行物理删除，刚删除时仍然可以在图库中检索到（但图库管理后台是同步清除），

请过一段时间再验证，一般最多延时4小时左右请过一段时间再验证，一般最多延时4小时左右。

请求图片需经过 ：图片的base64编码指将一幅图片数据编码成一串字符串，使用该字符串代替图像地址。您可以

首先得到图片的二进制，然后用Base64格式编码即可。

注意注意：图片的base64编码是不包含图片头的，如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和url二

选一
string -

图片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注意要去掉图片头注意要去掉图片头

部部，如 。最短边至少1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长宽比在

1：10-10：1之间。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和

image

二选一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

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

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cont_si

gn
否 string -

图片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image、url，最多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image、url，最多

支持100个cont_sign列表，支持100个cont_sign列表，样

例："932301884,1068006219;316336521,553141152;2491030726,1352091083"

请求代码示例

提示一：使用示例代码前，请记得替换其中的示例Token、图片地址或Base64信息。

提示二：部分语言依赖的类或库，请在代码注释中查看下载地址。

bash

PHP

base64编码base64编码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search/v1/realtime_search/picturebook/delete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search/v1/realtime_search/picturebook/delete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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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

Python

CPP

C#

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在线调试

您可以在 您可以在 示例代码中心示例代码中心 中调试该接口 中调试该接口，可进行签名验证、查看在线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示例代码的自动生成。

请求说明

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tags）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tags）

请求图片需经过 ：图片的base64编码指将一幅图片数据编码成一串字符串，使用该字符串代替图像地址。您可以

首先得到图片的二进制，然后用Base64格式编码即可。

注意注意：图片的base64编码是不包含图片头的，如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 绘本图片搜索—删除#### 绘本图片搜索—删除
curlcurl -i -k  -i -k '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search/v1/realtime_search/picturebook/delete?access_token=【调'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search/v1/realtime_search/picturebook/delete?access_token=【调
用鉴权接口获取的token】'用鉴权接口获取的token】' --data  --data 'image=【图片Base64编码，需UrlEncode】''image=【图片Base64编码，需UrlEncode】' -H  -H 'Content-Type:application/x-www-form-'Content-Type:application/x-www-form-
urlencoded'urlencoded'

{{
    "log_id""log_id"::  5048841750488417
}}

base64编码base64编码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search/v1/realtime_search/picturebook/update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search/v1/realtime_search/picturebook/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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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和url、

cont_si

gn三选

一

string -

图片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

如 ，最短边至少1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长宽比在1：

10-10：1之间。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和

image

、

cont_si

gn三选

一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 ，由于图床的

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

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cont_si

gn

和

image

、url三

选一

string -
图片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不支持批量传入签和image、url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不支持批量传入签

名名，样例："932301884,10680062193"

brief 否 string - 更新的摘要信息，最长256B。样例：{"name":"周杰伦", "id":"666"}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

范围内

的整数

更新的分类信息，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样例："100,11"

请求代码示例

提示一：使用示例代码前，请记得替换其中的示例Token、图片地址或Base64信息。

提示二：部分语言依赖的类或库，请在代码注释中查看下载地址。

bash

PHP

Java

Python

CPP

C#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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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面料图片搜索

产品使用说明

可在自建图库中找到相似或相同纹理的布料、板材图片，适用于纹理权重关注较高的平面花纹类图片；可用于家纺面料的花纹家纺面料的花纹

设计查询、相似纹理的板材、瓷砖查找设计查询、相似纹理的板材、瓷砖查找等场景。

典型应用场景：找相似纹理图片集合，例如家纺面料图片、板材图片等

适用的图片类型：各种网络图片、实拍图均可，注意检索图和入库的原图尽可能保持场景一致性注意检索图和入库的原图尽可能保持场景一致性，比如入库的原图为标准的

平铺布料（无背景干扰），则检索图也尽量避免背景、其他干扰特征，否则模型计算图片的相似度时会有噪声，造成检索结

果不准确。

面料图片搜索包含入库、检索、删除、更新4个子接口；在正式使用之前请在在正式使用之前请在控制台控制台创建应用后，在应用详情页申请建库，建创建应用后，在应用详情页申请建库，建

库成功后方可正常使用入库、检索、删除、更新接口库成功后方可正常使用入库、检索、删除、更新接口。

#### 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curlcurl -i -k  -i -k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search/v1/realtime_search/picturebook/update?access_token=【调'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search/v1/realtime_search/picturebook/update?access_token=【调
用鉴权接口获取的token】'用鉴权接口获取的token】' --data  --data 'brief={"name":"小度2", "id":"2"}&image=【图片Base64编码，需'brief={"name":"小度2", "id":"2"}&image=【图片Base64编码，需
UrlEncode】&tags=2,2'UrlEncode】&tags=2,2' -H  -H 'Content-Type: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Content-Type: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
        "log_id""log_id"::  226366355422636635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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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建库时，图库的图片数量上限为50万，避免浪费资源；如果容量不够用，可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扩容如果容量不够用，可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扩容，工作人员会

在1-3个工作日内审批，每次扩容的申请上限也是50万。

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请求说明

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

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同时可提交分类维度信息（具体变量为tags，最多可传入2个tag），方便对图库中的图片

进行管理、分类检索。

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

请求图片需经过 ：图片的base64编码指将一幅图片数据编码成一串字符串，使用该字符串代替图像地址。您可以

首先得到图片的二进制，然后用Base64格式编码即可。

注意注意：图片的base64编码是不包含图片头的，如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base64编码base64编码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materiel/add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materiel/a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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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和url二

选一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

如 ；最大4096px，长宽比在1：20-20：1之间。支持

jpg/png/bmp格式。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提示不能重复入库。

url

和

image

二选一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图片

base64编码之后大小不超过4M，最长边至少4096px，长宽比在1：20-20：1之间。支持

jpg/png/bmp格式。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

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

码后上传

brief 是 string -

检索时原样带回,最长256B。样例：{"name":"周杰伦", "id":"666"} 。请注意，检索接口请注意，检索接口

不返回原图，仅返回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调用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写不返回原图，仅返回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调用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写

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且不要重复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且不要重复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

范围内

的整数

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2个tag无层级关系，检索时支持逻辑运算。样

例："100,11" ；检索时可圈定分类维度进行检索检索时可圈定分类维度进行检索

请求代码示例

提示一：使用示例代码前，请记得替换其中的示例Token、图片地址或Base64信息。

提示二：部分语言依赖的类或库，请在代码注释中查看下载地址。

bash

PHP

Java

Python

CPP

C#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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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无实际意义，用于问题定位

cont_sig

n
是 string

入库图片的签名信息，请务必保存至本地请务必保存至本地，以便后续用作批量删除、查询某张图是否已经入过库

等用途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入库之后的图片，可在控制台的图库管理后台进行可视化管理，支持预览大图、更新摘要、更新分类信息、删除图片，入口

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管理图库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管理图库

注：大批量更新图片摘要/分类、删除图片请调用API。注：大批量更新图片摘要/分类、删除图片请调用API。

#### 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curlcurl -i -k  -i -k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materiel/add?access_token=【调用鉴'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materiel/add?access_token=【调用鉴
权接口获取的token】'权接口获取的token】' --data  --data 'brief={"name":"小度", "id":"1"}&image=【图片Base64编码，需UrlEncode】&tags=1,1''brief={"name":"小度", "id":"1"}&image=【图片Base64编码，需UrlEncode】&tags=1,1' -H -H  
'Content-Type: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Content-Type: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
        "log_id""log_id"::  22636635542263663554,,
        "cont_sign""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4261577168,501945506"
}}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API文档

75



同时，图库管理后台支持在线测试检索效果在线测试检索效果，点击右上角搜索框边上的“相机”标识，可以上传图片，测试检索效果。

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请求说明

完成入库后，可使用该接口实现面料图检索。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tags）进行检索，返回结果支持翻页（具体变

量pn、rn）。

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反馈当前填写的brief信息，请调用入库接口时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反馈当前填写的brief信息，请调用入库接口时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

等信息等信息。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和url二

选一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

如 ；最长边最大4096px，长宽比在1：20-20：1之间。支持

jpg/png/bmp格式

url

和

image

二选一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

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

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

范围内

的整数

分类维度信息，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可传入2个tag，tag间无层级关系，示

例："100,11"

tag_logi

c
否 string 0,1 检索时tag之间的逻辑， 0：逻辑and，1：逻辑or

pn 否 string

0 - 299

范围内

的整数

分页功能，起始位置，例：0，代表从第1个结果开始。注：未指定分页时，默认返回第1注：未指定分页时，默认返回第1

个结果；接口返回数量最大限制300个，例如：起始位置为90，截取条数100条，接口也个结果；接口返回数量最大限制300个，例如：起始位置为90，截取条数100条，接口也

只返回第91 - 100条的结果，共计10条只返回第91 - 100条的结果，共计10条

rn 否 string

1 - 300

范围内

的整数

分页功能，截取条数，例：10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materiel/search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materiel/search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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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图片需经过 ：图片的base64编码指将一幅图片数据编码成一串字符串，使用该字符串代替图像地址。您可以

首先得到图片的二进制，然后用Base64格式编码即可。

注意注意：图片的base64编码是不包含图片头的，如

请求代码示例

提示一：使用示例代码前，请记得替换其中的示例Token、图片地址或Base64信息。

提示二：部分语言依赖的类或库，请在代码注释中查看下载地址。

bash

PHP

Java

Python

CPP

C#

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base64编码base64编码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 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curlcurl -i -k  -i -k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materiel/search?access_token=【调用'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materiel/search?access_token=【调用
鉴权接口获取的token】'鉴权接口获取的token】' --data  --data 'image=【图片Base64编码，需UrlEncode】&pn=200&rn=100''image=【图片Base64编码，需UrlEncode】&pn=200&rn=100' -H  -H 'Content-'Content-
Type: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Type: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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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无实际含义，用于问题定位

result_nu

m
是 uint32 检索结果数

result 是 object[] 结果数组

+cont_sig

n
是 string 入库图片签名，可以用来删除图片或定位问题

+score 是 float 图片相关性，取值范围0-1，越接近1表示越相关

+brief 是 string
调用入库add接口时添加的brief信息，为保证该结果有效性，请入库时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片库

的有效id信息

has_more 是 bool 是否还有下一页，返回值：true、false；如果不分页，不用关注该字段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面料图片搜索—删除

请求说明

删除图库中的图片，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传cont_sign参数，勿传image、url，最多支持100个cont_sign。

图片删除延时生效，每天数据库定时更新进行物理删除，刚删除时仍然可以在图库中检索到（但图库管理后台是同步清除），图片删除延时生效，每天数据库定时更新进行物理删除，刚删除时仍然可以在图库中检索到（但图库管理后台是同步清除），

请过一段时间再验证，一般最多延时4小时左右请过一段时间再验证，一般最多延时4小时左右。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
        "result_num""result_num"::  11,,
        "result""result"::  [[
                {{
                        "score""score"::  0.979767002904210.97976700290421,,
                        "brief""brief"::  "./data/jay1.jpg""./data/jay1.jpg",,
                        "cont_sign""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475124309,1080176642"
                }}
        ]],,
  "has_more""has_more"::  "false""false",,
        "log_id""log_id"::  19686481501968648150
}}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materiel/delete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materiel/de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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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和url二

选一
string -

图片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注意要去掉图片头注意要去掉图片头

部部，如 。最长边最大4096px，长宽比在1：20-20：1之间。

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和

image

二选一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

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

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cont_si

gn
否 string -

图片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image、url，最多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image、url，最多

支持100个cont_sign列表，支持100个cont_sign列表，样

例："932301884,1068006219;316336521,553141152;2491030726,1352091083"

请求图片需经过 ：图片的base64编码指将一幅图片数据编码成一串字符串，使用该字符串代替图像地址。您可以

首先得到图片的二进制，然后用Base64格式编码即可。

注意注意：图片的base64编码是不包含图片头的，如

请求代码示例

提示一：使用示例代码前，请记得替换其中的示例Token、图片地址或Base64信息。

提示二：部分语言依赖的类或库，请在代码注释中查看下载地址。

bash

PHP

Java

Python

CPP

C#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base64编码base64编码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 面料图片搜索—删除#### 面料图片搜索—删除
curlcurl -i -k  -i -k '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materiel/delete?access_token=【调用'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materiel/delete?access_token=【调用
鉴权接口获取的token】'鉴权接口获取的token】' --data  --data 'image=【图片Base64编码，需UrlEncode】''image=【图片Base64编码，需UrlEncode】' -H  -H 'Content-Type:application/x-www-form-'Content-Type:application/x-www-form-
urlencoded'url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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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请求说明

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tags）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tags）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
    "log_id""log_id"::  5048841750488417
}}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materiel/update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materiel/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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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和url、

cont_sig

n三选一

string -

图片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注意要去掉图片头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注意要去掉图片头

部部，如 ，最长边最大4096px，长宽比在1：20-20：1之间。

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和

image、

cont_sig

n三选一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 ，由于图床的

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

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cont_si

gn

和

image、

url三选

一

string -
图片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不支持批量传入签和image、url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不支持批量传入签

名名，样例："932301884,10680062193"

brief 否 string - 更新的摘要信息，最长256B。样例：{"name":"周杰伦", "id":"666"}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

范围内

的整数

更新的分类信息，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样例："100,11"

请求图片需经过 ：图片的base64编码指将一幅图片数据编码成一串字符串，使用该字符串代替图像地址。您可以

首先得到图片的二进制，然后用Base64格式编码即可。

注意注意：图片的base64编码是不包含图片头的，如  请求代码示例

提示一：使用示例代码前，请记得替换其中的示例Token、图片地址或Base64信息。

提示二：部分语言依赖的类或库，请在代码注释中查看下载地址。

bash

PHP

Java

Python

CPP

C#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base64编码base64编码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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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HTTP-SDK文档

Python语言
简介

Hi，您好，欢迎使用百度图像搜索服务。

本文档主要针对Python开发者，描述百度图像搜索接口服务的相关技术内容。如果您对文档内容有任何疑问，可以通过以下几

种方式联系我们：

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咨询问题类型请选择人工智能服务人工智能服务；

如有疑问，进入AI社区交流：http://ai.baidu.com/forum/topic/list/170

产品功能简述

#### 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curlcurl -i -k  -i -k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materiel/update?access_token=【调用'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materiel/update?access_token=【调用
鉴权接口获取的token】'鉴权接口获取的token】' --data  --data 'brief={"name":"小度2", "id":"2"}&image=【图片Base64编码，需UrlEncode】&tags=2,2''brief={"name":"小度2", "id":"2"}&image=【图片Base64编码，需UrlEncode】&tags=2,2'  
-H -H 'Content-Type: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Content-Type: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
        "log_id""log_id"::  226366355422636635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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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名服务名

称称
能力简要描述能力简要描述

相同图

片搜索

在自建图库中找到与检索图相同的图片，支持找到局部内容相同的大图，或适度调整背景和角度的相同图片；可用

于图片精确查找、重复图片过滤图片精确查找、重复图片过滤等场景。

相似图

片搜索

在自建图库中找到与检索图片语义相似的图片集，并给出相似度打分（综合图片类型、颜色、内容、布局等特

征）；适用于各种相似图片查找、相关内容推荐相似图片查找、相关内容推荐场景。

商品图

片搜索

针对商品类图片，专项训练检索模型，在自建图库中搜索相同及相似的商品图片集，可找到不同颜色、背景、角度

的同款商品；适用于电商平台拍照搜商品、相关商品推荐电商平台拍照搜商品、相关商品推荐等场景。

应用选型方案

1、 什么时候使用相同图片搜索什么时候使用相同图片搜索？

典型应用场景：图片去重、图片精确查找，如图片类站点对海量库存图片进行查重过滤

适用的图片类型：各种网络图片、实拍图均可；注意检索图和入库的原图要保持场景一致性检索图和入库的原图要保持场景一致性，比如入库的原图为标准的广告

图（无背景干扰），则检索图要尽量避免背景、其他干扰特征，否则模型计算图片的相似度时会有噪声，造成检索结果不准

确。

举个例子：小张入库了5万张海报设计图，都是标准的电子版海报图片，无任何背景干扰；在线下活动时，要根据手机拍摄的

海报图片判断是不是跟图库里的设计图重复了，手机实拍时要避免拍到海报图片之外的物体（如墙上的装饰、参加活动的人等

各种背景元素），同时要拍到海报的全部或者大部分主体内容，不能只拍到一个海报的小角落就去检索，以免影响检索效果。

2、 什么时候使用相似图片搜索什么时候使用相似图片搜索？

典型应用场景：找相似的图片集合（返回的结果包含相同的图片），各种设计素材、美术作品、UGC内容等

适用的图片类型：各种网络图片、实拍图均可；注意检索图和入库的原图要尽量保持场景一致性检索图和入库的原图要尽量保持场景一致性，比如入库的原图为标准的

广告图（无背景干扰），则检索图要尽量避免背景、其他干扰特征，否则模型计算图片的相似度时会有噪声，造成检索结果

不准确。

3、 什么时候使用商品图片搜索什么时候使用商品图片搜索？

典型应用场景：各类B2B、B2C电商平台，相似商品推荐、拍照搜同款或者相似商品

适用的图片类型：电商商品图片（实体商品为主，如数码3C、服装鞋帽、日化百货等）

注意：部分特殊商品，如面料、木材、瓷砖等，建议同步对比测试相似图搜索的效果，择优使用部分特殊商品，如面料、木材、瓷砖等，建议同步对比测试相似图搜索的效果，择优使用。

图库管理说明

1、百度相同图搜索/相似图搜索/商品图搜索API服务支持开发者基于自建图片库进行入库、检索、删除、更新操作。开发者在

控制台创建应用后，需要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建库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建库，建库成功后相关接口能力可正常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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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请建库时，图库的图片数量上限为50万，避免浪费资源；如果容量不够用，可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扩容如果容量不够用，可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扩容，工作人员

会在1-3个工作日内审批，每次扩容的申请上限也是50万，可以反复申请扩容可以反复申请扩容，原则上图库总量无上限，百万级、千万级、甚

至亿级的图片量都可以做到实时检索，秒级返回检索结果。

3、图像搜索控制台的图库管理功能，支持对图库里的图片进行可视化管理图像搜索控制台的图库管理功能，支持对图库里的图片进行可视化管理，可小批量上传图片、预览大图、修改摘要和分类

信息、删除图片，入口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管理图库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管理图库，注：大批量上传、修改、删除请调用API。

同时，图库管理后台支持在线测试检索效果，点击右上角搜索框边上的“相机”标识，可以上传图片，测试检索效果图库管理后台支持在线测试检索效果，点击右上角搜索框边上的“相机”标识，可以上传图片，测试检索效果。注：相似

图片搜索、商品图片搜索的在线测试默认返回相关性Top 50的结果图，如果图库里不满50张图，则全部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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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更新记录

上线日期上线日期 版本号版本号 更新内容更新内容

2020.08.06 4.15.1
a. 补充新能力的SDK下载包&文档：绘本图片搜索-入库/检索/删除/更新 

b. 修改SDK参数：相似图、相同图、商品图sdk更新入库接口的入参brief为必选项

2018.12.28 2.2.11 新增相同图、相似图、商品图更新接口的图片签名参数接口

2018.7.20 2.2.6 新增相同图、相似图、商品图update接口

2017.12.22 2.0.0 SDK代码重构

2017.11.28 1.6.9 加入图像商品搜索服务

2017.11.3 1.6.7 加入图像搜索服务

快速入门

安装图像搜索 Python SDK

图像搜索 Python SDK目录结构图像搜索 Python SDK目录结构

支持Python版本：2.7.+ ,3.+支持Python版本：2.7.+ ,3.+

安装使用Python SDK有如下方式安装使用Python SDK有如下方式：

如果已安装pip，执行 即可。

如果已安装setuptools，执行 即可。

新建AipImageSearch

AipImageSearch是图像搜索的Python SDK客户端，为使用图像搜索的开发人员提供了一系列的交互方法。

参考如下代码新建一个AipImageSearch：

├── README.md├── README.md
├── aip                   //SDK目录├── aip                   //SDK目录
│   ├── __init__.py       //导出类│   ├── __init__.py       //导出类
│   ├── base.py           //aip基类│   ├── base.py           //aip基类
│   ├── http.py           //http请求│   ├── http.py           //http请求
│   └── imagesearch.py //图像搜索│   └── imagesearch.py //图像搜索
└── setup.py              //setuptools安装└── setup.py              //setuptools安装

pip install baidu-aippip install baidu-aip

python setup.py installpython setup.py ins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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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代码中，常量 在百度云控制台中创建，常量 与 是在创建完毕应用后，系统分配给用户的，

均为字符串，用于标识用户，为访问做签名验证，可在AI服务控制台中的应用列表中查看，如下：

注意注意：如您以前是百度云的老用户，其中 对应百度云的“Access Key ID”， 对应百度云的“Access Key

Secret”。

配置AipImageSearch

如果用户需要配置AipImageSearch的网络请求参数(一般不需要配置)，可以在构造AipImageSearch之后调用接口设置参数，目

前只支持以下参数：

接口接口 说明说明

setConnectionTimeoutInMillis 建立连接的超时时间（单位：毫秒

setSocketTimeoutInMillis 通过打开的连接传输数据的超时时间（单位：毫秒）

接口说明

相同图片搜索

在自建库中搜索相同图片，仅返回完全相同或局部相同的图片结果。

典型应用场景：图片去重、图片精确查找，如图片类站点对海量库存图片进行查重过滤

适用的图片类型：各种网络图片、实拍图均可；注意检索图和入库的原图要保持场景一致性检索图和入库的原图要保持场景一致性，比如入库的原图为标准的广告

图（无背景干扰），则检索图要尽量避免背景、其他干扰特征，否则模型计算图片的相似度时会有噪声，造成检索结果不准

确。

举个例子：小张入库了5万张海报设计图，都是标准的电子版海报图片，无任何背景干扰；在线下活动时，要根据手机拍摄的

海报图片判断是不是跟图库里的设计图重复了，手机实拍时要避免拍到海报图片之外的物体（如墙上的装饰、参加活动的人等

各种背景元素），同时要拍到海报的全部或者大部分主体内容，不能只拍到一个海报的小角落就去检索，以免影响检索效果。

相同图片搜索包含入库、检索、删除、更新4个子接口；在正式使用之前请在在正式使用之前请在控制台控制台创建应用后，在应用详情页申请建库，建创建应用后，在应用详情页申请建库，建

库成功后方可正常使用入库、检索、删除、更新接口库成功后方可正常使用入库、检索、删除、更新接口。

from aip import AipImageSearchfrom aip import AipImageSearch

""" 你的 APPID AK SK """""" 你的 APPID AK SK """
APP_ID = '你的 App ID'APP_ID = '你的 App ID'
API_KEY = '你的 Api Key'API_KEY = '你的 Api Key'
SECRET_KEY = '你的 Secret Key'SECRET_KEY = '你的 Secret Key'

client = AipImageSearch(APP_ID, API_KEY, SECRET_KEY)client = AipImageSearch(APP_ID, API_KEY, SECRET_KEY)

APP_IDAPP_ID API_KEYAPI_KEY SECRET_KEYSECRET_KEY

API_KEYAPI_KEY SECRET_KEYSECRET_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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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建库时，图库的图片数量上限为50万，避免浪费资源；如果容量不够用，可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扩容如果容量不够用，可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扩容，工作人员会

在1-3个工作日内审批，每次扩容的申请上限也是50万，可以反复申请扩容可以反复申请扩容，原则上图库总量无上限，百万级、千万级、甚至

亿级的图片量都可以做到实时检索，秒级返回检索结果。

相同图片搜索—入库

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

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同时可提交分类维度信息（具体变量为tags，最多可传入2个tag），方便对图库中的图片

进行管理、分类检索。

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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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图片搜索—入库 请求参数详情相同图片搜索—入库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

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提示不能重复入库

url 是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当当

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

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brief 是 string

检索时原样带回,最长256B。样例：{"name":"周杰伦", "id":"666"} 。请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请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

图，仅返回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调用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图，仅返回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调用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

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范围内的整数，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样例："100,11" ；检索时可圈定分类

维度进行检索

相同图片搜索—入库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相同图片搜索—入库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 读取图片 """""" 读取图片 """
def get_file_content(filePath):def get_file_content(filePath):
    with open(filePath, 'rb') as fp:    with open(filePath, 'rb') as fp:
        return fp.read()        return fp.read()

image = get_file_content('example.jpg')image = get_file_content('example.jpg')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 调用相同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调用相同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client.sameHqAdd(image, brief)client.sameHqAdd(image, brief)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options = {}options = {}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client.sameHqAdd(image, brief, options)client.sameHqAdd(image, brief, options)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 调用相同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调用相同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client.sameHqAddUrl(url, brief)client.sameHqAddUrl(url, brief)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options = {}options = {}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client.sameHqAddUrl(url, brief, options)client.sameHqAddUrl(url, brief,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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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cont_sig

n
是 string

输入图片的签名信息，请务必保存至本地，以便后续用作批量删除、查询某张图是否已经入过库

等用途

相同图片搜索—入库 返回示例相同图片搜索—入库 返回示例

相同图片搜索—检索

完成入库后，可使用该接口实现相同图检索。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tags）进行检索，返回结果支持翻页（具体变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tags）进行检索，返回结果支持翻页（具体变

量pn、rn）量pn、rn）。

请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反馈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请调用入库接口时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请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反馈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请调用入库接口时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

片url等信息片url等信息。

相同图片搜索—检索 请求参数详情相同图片搜索—检索 请求参数详情

{{
    "log_id": 2263663554,    "log_id": 2263663554,
    "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    "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
}}

""" 读取图片 """""" 读取图片 """
def get_file_content(filePath):def get_file_content(filePath):
    with open(filePath, 'rb') as fp:    with open(filePath, 'rb') as fp:
        return fp.read()        return fp.read()

image = get_file_content('example.jpg')image = get_file_content('example.jpg')

""" 调用相同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调用相同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client.sameHqSearch(image)client.sameHqSearch(image)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options = {}options = {}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options["tag_logic"] = "0"options["tag_logic"] = "0"
options["pn"] = "100"options["pn"] = "100"
options["rn"] = "250"options["rn"] = "250"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client.sameHqSearch(image, options)client.sameHqSearch(image, options)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相同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调用相同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client.sameHqSearchUrl(url)client.sameHqSearchUrl(url)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options = {}options = {}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options["tag_logic"] = "0"options["tag_logic"] = "0"
options["pn"] = "100"options["pn"] = "100"
options["rn"] = "250"options["rn"] = "250"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client.sameHqSearchUrl(url, options)client.sameHqSearchUrl(url,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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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

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是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

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范围内的整数，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样例："100,11" ；检索时可圈定分类

维度进行检索

tag_logi

c
否 string 检索时tag之间的逻辑， 0：逻辑and，1：逻辑or

pn 否 string

分页功能，起始位置，例：0。未指定分页时，默认返回前300个结果；接口返回数量最大限制

1000条，例如：起始位置为900，截取条数500条，接口也只返回第900 - 1000条的结果，共计

100条

rn 否 string 分页功能，截取条数，例：250

相同图片搜索—检索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相同图片搜索—检索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字段字段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result_nu

m
是 uint32 检索结果数

result 是 object[] 结果数组

+cont_sig

n
是 string 图片签名，可以用来删除图片或定位问题

+score 是 float 图片相关性，取值范围0-1，越接近1表示越相关

+brief 是 string
调用入库接口添加的brief信息，为保证该结果有效性，请入库时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片库的有

效id信息

has_more 是 bool 是否还有下一页，返回值：true、false；如果不分页，不用关注该字段

相同图片搜索—检索 返回示例相同图片搜索—检索 返回示例

相同图片搜索—更新

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tags）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tags）。

{{
    "result_num": 1,    "result_num": 1,
    "result": [    "result": [
        {        {
            "score": 0.97976700290421,            "score": 0.97976700290421,
            "brief": "./data/jay1.jpg",            "brief": "./data/jay1.jpg",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        }
    ],    ],
    "log_id": 1968648150    "log_id": 1968648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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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图片搜索—更新 请求参数详情相同图片搜索—更新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

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

url 是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cont_si

gn
是 string 图片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不支持批量传入签名

brief 否 string 更新的摘要信息，最长256B。样例：{"name":"周杰伦", "id":"666"}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范围内的整数，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样例："100,11" ；检索时可圈定分类

维度进行检索

""" 读取图片 """""" 读取图片 """
def get_file_content(filePath):def get_file_content(filePath):
    with open(filePath, 'rb') as fp:    with open(filePath, 'rb') as fp:
        return fp.read()        return fp.read()

image = get_file_content('example.jpg')image = get_file_content('example.jpg')

""" 调用相同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调用相同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client.sameHqUpdate(image)client.sameHqUpdate(image)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options = {}options = {}
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client.sameHqUpdate(image, options)client.sameHqUpdate(image, options)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相同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调用相同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client.sameHqUpdateUrl(url)client.sameHqUpdateUrl(url)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options = {}options = {}
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client.sameHqUpdateUrl(url, options)client.sameHqUpdateUrl(url, options)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 调用相同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 调用相同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
client.sameHqUpdateContSign(contSign)client.sameHqUpdateContSign(contSign)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options = {}options = {}
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
client.sameHqUpdateContSign(contSign, options)client.sameHqUpdateContSign(contSign,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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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图片搜索—更新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相同图片搜索—更新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相同图片搜索—更新 返回示例相同图片搜索—更新 返回示例

相同图片搜索—删除

删除图库中的图片，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传cont_sign参数，勿传image，最多支持100个cont_sign删除图库中的图片，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传cont_sign参数，勿传image，最多支持100个cont_sign。

相同图片搜索—删除 请求参数详情相同图片搜索—删除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

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是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cont_si

gn
是 string

图片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image、url，最多支持100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image、url，最多支持100

个cont_sign列表，个cont_sign列表，样

例："932301884,1068006219;316336521,553141152;2491030726,1352091083"

相同图片搜索—删除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相同图片搜索—删除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是否必须是否必须 说明说明 示例示例

log_id number 是 请求标识码，随机数，唯一 507499361

相同图片搜索—删除 返回示例相同图片搜索—删除 返回示例

{{
    "log_id": 2263663554    "log_id": 2263663554
}}

""" 读取图片 """""" 读取图片 """
def get_file_content(filePath):def get_file_content(filePath):
    with open(filePath, 'rb') as fp:    with open(filePath, 'rb') as fp:
        return fp.read()        return fp.read()

image = get_file_content('example.jpg')image = get_file_content('example.jpg')

""" 调用删除相同图，传入参数为图片 """""" 调用删除相同图，传入参数为图片 """
client.sameHqDeleteByImage(image)client.sameHqDeleteByImage(image)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删除相同图，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调用删除相同图，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client.sameHqDeleteByUrl(url)client.sameHqDeleteByUrl(url)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 调用删除相同图，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 """""" 调用删除相同图，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 """
client.sameHqDeleteBySign(contSign)client.sameHqDeleteBySign(cont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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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图片搜索

在自建图库中找到与检索图片语义相似的图片集，并给出相似度打分（综合图片类型、颜色、内容、布局等特征）

典型应用场景：找相似的图片集合（返回的结果包含相同的图片），各种设计素材、美术作品、UGC内容等

适用的图片类型：各种网络图片、实拍图均可；注意检索图和入库的原图要尽量保持场景一致性检索图和入库的原图要尽量保持场景一致性，比如入库的原图为标准的

广告图（无背景干扰），则检索图要尽量避免背景、其他干扰特征，否则模型计算图片的相似度时会有噪声，造成检索结果

不准确。

相似图片搜索包含入库、检索、删除、更新4个子接口；在正式使用之前请在在正式使用之前请在控制台控制台创建应用后，在应用详情页申请建库，建创建应用后，在应用详情页申请建库，建

库成功后方可正常使用入库、检索、删除、更新接口。库成功后方可正常使用入库、检索、删除、更新接口。

申请建库时，图库的图片数量上限为50万，避免浪费资源；如果容量不够用，可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扩容如果容量不够用，可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扩容，工作人员会

在1-3个工作日内审批，每次扩容的申请上限也是50万，可以反复申请扩容可以反复申请扩容，原则上图库总量无上限，百万级、千万级、甚至

亿级的图片量都可以做到实时检索，秒级返回检索结果。

相似图片搜索—入库

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

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同时可提交分类维度信息（具体变量为tags，最多可传入2个tag），方便对图库中的图片

进行管理、分类检索。

{{
  "log_id": 50488417  "log_id": 504884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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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

相似图片搜索—入库 请求参数详情相似图片搜索—入库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

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提示不能重复入库。

url 是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

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brief 是 string

检索时原样带回,最长256B。样例：{"name":"周杰伦", "id":"666"} 。请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请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

图，仅返回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调用该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图，仅返回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调用该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

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范围内的整数，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样例："100,11" ；检索时可圈定分类

维度进行检索

相似图片搜索—入库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相似图片搜索—入库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 读取图片 """""" 读取图片 """
def get_file_content(filePath):def get_file_content(filePath):
    with open(filePath, 'rb') as fp:    with open(filePath, 'rb') as fp:
        return fp.read()        return fp.read()

image = get_file_content('example.jpg')image = get_file_content('example.jpg')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 调用相似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调用相似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client.similarAdd(image, brief)client.similarAdd(image, brief)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options = {}options = {}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client.similarAdd(image, brief, options)client.similarAdd(image, brief, options)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 调用相似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调用相似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client.similarAddUrl(url, brief)client.similarAddUrl(url, brief)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options = {}options = {}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client.similarAddUrl(url, brief, options)client.similarAddUrl(url, brief,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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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cont_sig

n
是 string

输入图片的签名信息，请务必保存至本地，以便后续用作批量删除、查询某张图是否已经入过库

等用途

相似图片搜索—入库 返回示例相似图片搜索—入库 返回示例

入库之后的图片，可在控制台的图库管理后台进行可视化管理，支持预览大图、更新摘要、更新分类信息、删除图片，入口

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管理图库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管理图库，注：大批量更新摘要或分类、删除图片请调用API。

同时，图库管理后台支持在线测试检索效果，点击右上角搜索框边上的“相机”标识，可以上传图片，测试检索效果。

相似图片搜索—检索

完成入库后，可使用该接口实现相似图检索。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tags）进行检索，返回结果支持翻页（具体变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tags）进行检索，返回结果支持翻页（具体变

量pn、rn）量pn、rn）。

注意：注意：

1、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反馈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请调用入库接口时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等1、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反馈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请调用入库接口时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等

信息。信息。

{{
    "log_id": 2263663554,    "log_id": 2263663554,
    "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    "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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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检索接口默认返回TOP 300的结果，如果图库里不满300张图片，会返回所有图片，请入库足量图片以便充分测试效果2、检索接口默认返回TOP 300的结果，如果图库里不满300张图片，会返回所有图片，请入库足量图片以便充分测试效果。

3、原则上任何2张图片都有相似度，只不过分值有高低，应用时可结合接口返回的相关性分数score（取值范围0-1，越接近13、原则上任何2张图片都有相似度，只不过分值有高低，应用时可结合接口返回的相关性分数score（取值范围0-1，越接近1

代表相似度越高）进行筛选，如选取score大于某个值的结果进行应用代表相似度越高）进行筛选，如选取score大于某个值的结果进行应用。

相似图片搜索—检索 请求参数详情相似图片搜索—检索 请求参数详情

""" 读取图片 """""" 读取图片 """
def get_file_content(filePath):def get_file_content(filePath):
    with open(filePath, 'rb') as fp:    with open(filePath, 'rb') as fp:
        return fp.read()        return fp.read()

image = get_file_content('example.jpg')image = get_file_content('example.jpg')

""" 调用相似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调用相似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client.similarSearch(image)client.similarSearch(image)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options = {}options = {}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options["tag_logic"] = "0"options["tag_logic"] = "0"
options["pn"] = "100"options["pn"] = "100"
options["rn"] = "250"options["rn"] = "250"

"""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client.similarSearch(image, options)client.similarSearch(image, options)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相似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调用相似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client.similarSearchUrl(url)client.similarSearchUrl(url)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options = {}options = {}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options["tag_logic"] = "0"options["tag_logic"] = "0"
options["pn"] = "100"options["pn"] = "100"
options["rn"] = "250"options["rn"] = "250"

"""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client.similarSearchUrl(url, options)client.similarSearchUrl(url,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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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

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是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

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范围内的整数，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样例："100,11" ；检索时可圈定分类

维度进行检索

tag_logi

c
否 string 检索时tag之间的逻辑， 0：逻辑and，1：逻辑or

pn 否 string

分页功能，起始位置，例：0。未指定分页时，默认返回前300个结果；接口返回数量最大限制

1000条，例如：起始位置为900，截取条数500条，接口也只返回第900 - 1000条的结果，共计

100条

rn 否 string 分页功能，截取条数，例：250

相似图片搜索—检索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相似图片搜索—检索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result_num 是 uint32 检索结果数

result 是 object[] 结果数组

+cont_sign 是 string 图片签名，可以用来删除图片或定位问题

+score 是 float 图片相关性，取值范围0-1，越接近1代表越相似

+brief 是 string 入库时添加的brief信息

has_more 是 bool 是否还有下一页，返回值：true、false；如果不分页，不用关注该字段

相似图片搜索—检索 返回示例相似图片搜索—检索 返回示例

相似图片搜索—更新

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tags）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tags）。

{{
    "result_num": 1,    "result_num": 1,
    "result": [    "result": [
        {        {
            "score": 0.97976700290421,            "score": 0.97976700290421,
            "brief": "./data/jay1.jpg",            "brief": "./data/jay1.jpg",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        }
    ],    ],
    "log_id": 1968648150    "log_id": 1968648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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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图片搜索—更新 请求参数详情相似图片搜索—更新 请求参数详情

""" 读取图片 """""" 读取图片 """
def get_file_content(filePath):def get_file_content(filePath):
    with open(filePath, 'rb') as fp:    with open(filePath, 'rb') as fp:
        return fp.read()        return fp.read()

image = get_file_content('example.jpg')image = get_file_content('example.jpg')

""" 调用相似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调用相似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client.similarUpdate(image)client.similarUpdate(image)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options = {}options = {}
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client.similarUpdate(image, options)client.similarUpdate(image, options)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相似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调用相似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client.similarUpdateUrl(url)client.similarUpdateUrl(url)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options = {}options = {}
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client.similarUpdateUrl(url, options)client.similarUpdateUrl(url, options)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 调用相似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 调用相似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
client.similarUpdateContSign(contSign);client.similarUpdateContSign(contSign);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options = {}options = {}
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
client.similarUpdateContSign(contSign, options)client.similarUpdateContSign(contSign,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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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15px，最长边最大

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

url 是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15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cont_si

gn
是 string 图片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不支持批量传入签名

brief 否 string 更新的摘要信息，最长256B。样例：{"name":"周杰伦", "id":"666"}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范围内的整数，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样例："100,11" ；检索时可圈定分类

维度进行检索

相似图片搜索—更新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相似图片搜索—更新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相似图片搜索—更新 返回示例相似图片搜索—更新 返回示例

相似图片搜索—删除

删除图库中的图片，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传cont_sign参数，勿传image，最多支持100个cont_sign删除图库中的图片，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传cont_sign参数，勿传image，最多支持100个cont_sign。

相似图片搜索—删除 请求参数详情相似图片搜索—删除 请求参数详情

{{
    "log_id": 2263663554    "log_id": 2263663554
}}

""" 读取图片 """""" 读取图片 """
def get_file_content(filePath):def get_file_content(filePath):
    with open(filePath, 'rb') as fp:    with open(filePath, 'rb') as fp:
        return fp.read()        return fp.read()

image = get_file_content('example.jpg')image = get_file_content('example.jpg')

""" 调用删除相似图，传入参数为图片 """""" 调用删除相似图，传入参数为图片 """
client.similarDeleteByImage(image)client.similarDeleteByImage(image)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删除相似图，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调用删除相似图，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client.similarDeleteByUrl(url)client.similarDeleteByUrl(url)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 调用删除相似图，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 """""" 调用删除相似图，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 """
client.similarDeleteBySign(contSign)client.similarDeleteBySign(cont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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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 。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

url 是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cont_si

gn
是 string

图片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image、url，最多支持100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image、url，最多支持100

个cont_sign列表个cont_sign列表。样

例："932301884,1068006219;316336521,553141152;2491030726,1352091083"

相似图片搜索—删除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相似图片搜索—删除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是否必须是否必须 说明说明 示例示例

log_id number 是 请求标识码，随机数，唯一 507499361

相似图检索—删除 返回示例相似图检索—删除 返回示例

商品图片搜索

针对商品类图片，专项训练检索模型，在自建图库中搜索相同及相似的商品图片集，可找到不同颜色、背景、角度的同款商

品。

典型应用场景：各类B2B、B2C电商平台，相似商品推荐、拍照搜同款或者相似商品

适用的图片类型：电商商品图片（实体商品为主，如数码3C、服装鞋帽、日化百货等）

注意：部分特殊商品，如面料、木材、瓷砖等，建议同步对比测试相似图搜索的效果，择优使用部分特殊商品，如面料、木材、瓷砖等，建议同步对比测试相似图搜索的效果，择优使用。

商品图片搜索包含入库、检索、删除、更新4个子接口；在正式使用之前请在在正式使用之前请在控制台控制台创建应用后，在应用详情页申请建库，建创建应用后，在应用详情页申请建库，建

库成功后方可正常使用入库、检索、删除、更新接口库成功后方可正常使用入库、检索、删除、更新接口。

申请建库时，图库的图片数量上限为50万，避免浪费资源；如果容量不够用，可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扩容如果容量不够用，可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扩容，工作人员会

在1-3个工作日内审批，每次扩容的申请上限也是50万，可以反复申请扩容可以反复申请扩容，原则上图库总量无上限，百万级、千万级、甚至

亿级的图片量都可以做到实时检索，秒级返回检索结果。

{{
      "log_id": 50488417      "log_id": 504884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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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图片搜索—入库

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

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同时可提交分类维度信息（具体变量为class_id1、class_id2），方便对图库中的图片进行

管理、分类检索。

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

商品图片搜索—入库 请求参数详情商品图片搜索—入库 请求参数详情

""" 读取图片 """""" 读取图片 """
def get_file_content(filePath):def get_file_content(filePath):
    with open(filePath, 'rb') as fp:    with open(filePath, 'rb') as fp:
        return fp.read()        return fp.read()

image = get_file_content('example.jpg')image = get_file_content('example.jpg')
brief = "{\"name\":\"手机\", \"id\":\"666\"}"brief = "{\"name\":\"手机\", \"id\":\"666\"}"

""" 调用商品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调用商品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client.productAdd(image, brief)client.productAdd(image, brief)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options = {}options = {}
options["class_id1"] = 1options["class_id1"] = 1
options["class_id2"] = 1options["class_id2"] = 1

"""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client.productAdd(image, brief, options)client.productAdd(image, brief, options)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brief = "{\"name\":\"手机\", \"id\":\"666\"}"brief = "{\"name\":\"手机\", \"id\":\"666\"}"

""" 调用商品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调用商品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client.productAddUrl(url, brief)client.productAddUrl(url, brief)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options = {}options = {}
options["class_id1"] = 1options["class_id1"] = 1
options["class_id2"] = 1options["class_id2"] = 1

"""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client.productAddUrl(url, brief, options)client.productAddUrl(url, brief,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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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4M。和url二和url二

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最短边至少300px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最短边至少30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重复

添加会返回错误。

url 是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30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

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

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brief 是 string
检索时原样带回,最长256B。请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反馈当前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调请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反馈当前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调

用该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用该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

class_i

d1
否 string 商品分类维度1，支持1-60范围内的整数。检索时可圈定该分类维度进行检索

class_i

d2
否 string 商品分类维度1，支持1-60范围内的整数。检索时可圈定该分类维度进行检索

商品图片搜索—入库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商品图片搜索—入库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字段字段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cont_sig

n
是 string

上传图片的签名信息，请务必保存至本地，以便后续用作批量删除、查询某张图是否已经入过库

等用途

商品图片搜索—入库 返回示例商品图片搜索—入库 返回示例

入库之后的图片，可在控制台的图库管理后台进行可视化管理，支持预览大图、更新摘要、更新分类信息、删除图片，入口

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管理图库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管理图库，注：大批量更新摘要或分类、删除图片请调用API。

同时，图库管理后台支持在线测试检索效果，点击右上角搜索框边上的“相机”标识，可以上传图片，测试检索效果。

{{
        "log_id": 2263663554,        "log_id": 2263663554,
        "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        "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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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图片搜索—检索

完成入库后，可使用该接口实现相似商品图片检索。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class_id1、class_id2）进行检索，返回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class_id1、class_id2）进行检索，返回

结果支持翻页（具体变量pn、rn）结果支持翻页（具体变量pn、rn）。

注意：注意：

1、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反馈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请调用入库接口时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等1、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反馈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请调用入库接口时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等

信息。信息。

2、检索接口默认返回TOP 300的结果，如果图库里不满300张图片，会返回所有图片，请入库足量图片以便充分测试效果2、检索接口默认返回TOP 300的结果，如果图库里不满300张图片，会返回所有图片，请入库足量图片以便充分测试效果。

3、原则上任何2张图片都有相似度，只不过分值有高低，应用时可结合接口返回的相关性分数score（取值范围0-1，越接近13、原则上任何2张图片都有相似度，只不过分值有高低，应用时可结合接口返回的相关性分数score（取值范围0-1，越接近1

代表相似度越高）进行筛选，如选取score大于某个值的结果进行应用代表相似度越高）进行筛选，如选取score大于某个值的结果进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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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图片搜索—检索 请求参数详情商品图片搜索—检索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300px，最长边最大

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 。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

url 是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30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

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class_i

d1
否 string 商品分类维度1，支持1-60范围内的整数。检索时可圈定该分类维度进行检索

class_i

d2
否 string 商品分类维度1，支持1-60范围内的整数。检索时可圈定该分类维度进行检索

pn 否 string

分页功能，起始位置，例：0。未指定分页时，默认返回前300个结果；接口返回数量最大限制

1000条，例如：起始位置为900，截取条数500条，接口也只返回第900 - 1000条的结果，共计

100条

rn 否 string 分页功能，截取条数，例：250

商品图片搜索—检索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商品图片搜索—检索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 读取图片 """    """ 读取图片 """
    def get_file_content(filePath):    def get_file_content(filePath):
        with open(filePath, 'rb') as fp:        with open(filePath, 'rb') as fp:
            return fp.read()            return fp.read()

    image = get_file_content('example.jpg')    image = get_file_content('example.jpg')

    """ 调用商品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 调用商品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client.productSearch(image)    client.productSearch(image)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options = {}    options = {}
    options["class_id1"] = 1    options["class_id1"] = 1
    options["class_id2"] = 1    options["class_id2"] = 1
    options["pn"] = "100"    options["pn"] = "100"
    options["rn"] = "250"    options["rn"] = "250"

    """ 带参数调用商品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 带参数调用商品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client.productSearch(image, options)    client.productSearch(image, options)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商品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 调用商品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client.productSearchUrl(url)    client.productSearchUrl(url)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options = {}    options = {}
    options["class_id1"] = 1    options["class_id1"] = 1
    options["class_id2"] = 1    options["class_id2"] = 1
    options["pn"] = "100"    options["pn"] = "100"
    options["rn"] = "250"    options["rn"] = "250"

    """ 带参数调用商品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 带参数调用商品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client.productSearchUrl(url, options)    client.productSearchUrl(url,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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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result_num 是 uint32 检索结果数

result 是 object[] 结果数组

+cont_sign 是 string 图片签名，可以用来删除图片或定位问题

+score 是 float 图片相关性，取值范围0-1，越接近1代表越相似

+brief 是 string 入库时添加的brief信息

has_more 是 bool 是否还有下一页，返回值：true、false；如果不分页，不用关注该字段

商品图片搜索—检索 返回示例商品图片搜索—检索 返回示例

商品图片搜索—更新

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class_id1/class_id2）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class_id1/class_id2）.

    {    {
        "result_num": 1,        "result_num": 1,
        "result": [        "result": [
            {            {
                "score": 0.97976700290421,                "score": 0.97976700290421,
                "brief": "./data/mobile.jpg",                "brief": "./data/mobile.jpg",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            }
        ],        ],
        "log_id": 1968648150        "log_id": 196864815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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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图片搜索—更新 请求参数详情商品图片搜索—更新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300px，最长边最大

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

url 是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30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brief 否 string 更新的摘要信息，最长256B。样例：{"name":"周杰伦", "id":"666"}

class_i

d1
否 string 更新的商品分类1，支持1-60范围内的整数。

class_i

d2
否 string 更新的商品分类2，支持1-60范围内的整数。

商品图片搜索—更新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商品图片搜索—更新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商品图片搜索—更新 返回示例商品图片搜索—更新 返回示例

    """ 读取图片 """    """ 读取图片 """
    def get_file_content(filePath):    def get_file_content(filePath):
        with open(filePath, 'rb') as fp:        with open(filePath, 'rb') as fp:
            return fp.read()            return fp.read()

    image = get_file_content('example.jpg')    image = get_file_content('example.jpg')

    """ 调用商品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 调用商品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client.productUpdate(image)    client.productUpdate(image)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options = {}    options = {}
    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options["class_id1"] = 1    options["class_id1"] = 1
    options["class_id2"] = 1    options["class_id2"] = 1

    """ 带参数调用商品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 带参数调用商品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client.productUpdate(image, options)    client.productUpdate(image, options)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商品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 调用商品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client.productUpdateUrl(url)    client.productUpdateUrl(url)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options = {}    options = {}
    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options["class_id1"] = 1    options["class_id1"] = 1
    options["class_id2"] = 1    options["class_id2"] = 1

    """ 带参数调用商品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 带参数调用商品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client.productUpdateUrl(url, options)    client.productUpdateUrl(url,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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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图片搜索—删除

删除图库中的图片，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传cont_sign参数，勿传image，最多支持100个cont_sign删除图库中的图片，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传cont_sign参数，勿传image，最多支持100个cont_sign。

商品图片搜索—删除 请求参数详情商品图片搜索—删除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300px，最长边最大

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

url 是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30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

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cont_si

gn
是 string

图片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优先级最低），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image、url，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image、url，

最多支持100个cont_sign列表，最多支持100个cont_sign列表，样

例："932301884,1068006219;316336521,553141152;2491030726,1352091083"

商品图片搜索—删除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商品图片搜索—删除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是否必须是否必须 说明说明 示例示例

log_id number 是 请求标识码，随机数，唯一 507499361

商品图片搜索—删除 返回示例商品图片搜索—删除 返回示例

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    {
        "log_id": 2263663554        "log_id": 2263663554
    }    }

    """ 读取图片 """    """ 读取图片 """
    def get_file_content(filePath):    def get_file_content(filePath):
        with open(filePath, 'rb') as fp:        with open(filePath, 'rb') as fp:
            return fp.read()            return fp.read()

    image = get_file_content('example.jpg')    image = get_file_content('example.jpg')

    """ 调用删除商品，传入参数为图片 """    """ 调用删除商品，传入参数为图片 """
    client.productDeleteByImage(image)    client.productDeleteByImage(image)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删除商品，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 调用删除商品，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client.productDeleteByUrl(url)    client.productDeleteByUrl(url)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 调用删除商品，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 """    """ 调用删除商品，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 """
    client.productDeleteBySign(contSign)    client.productDeleteBySign(contSign)

    {    {
      "log_id": 50488417      "log_id": 5048841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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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

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同时可提交分类维度信息（具体变量为tags，最多可传入2个tag），方便对图库中的图片

进行管理、分类检索。

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

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请求参数详情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请求参数详情

""" 读取图片 """""" 读取图片 """
def get_file_content(filePath):def get_file_content(filePath):
    with open(filePath, 'rb') as fp:    with open(filePath, 'rb') as fp:
        return fp.read()        return fp.read()

image = get_file_content('example.jpg')image = get_file_content('example.jpg')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 调用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调用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client.pictureBookAddImage(image, brief)client.pictureBookAddImage(image, brief)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options = {}options = {}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带参数调用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client.pictureBookAddImage(image, brief, options)client.pictureBookAddImage(image, brief, options)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 调用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调用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client.pictureBookAddUrl(url, brief)client.pictureBookAddUrl(url, brief)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options = {}options = {}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带参数调用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client.pictureBookAddUrl(url, brief, options)client.pictureBookAddUrl(url, brief,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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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

如 ；最短边至少1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长宽比在1：

10-10：1之间。支持jpg/png/bmp格式。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提示不能

重复入库。

url 否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

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

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brief 是 string -

检索时原样带回,最长256B。样例：{"name":"周杰伦", "id":"666"} 。请注意，检索接口请注意，检索接口

不返回原图，仅返回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调用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写不返回原图，仅返回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调用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写

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

范围内

的整数

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2个tag无层级关系，检索时支持逻辑运算。样

例："100,11" ；检索时可圈定分类维度进行检索检索时可圈定分类维度进行检索

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字段字段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无实际意义，用于问题定位

cont_sig

n
是 string

入库图片的签名信息，请务必保存至本地请务必保存至本地，以便后续用作批量删除、查询某张图是否已经入过库

等用途

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返回示例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返回示例

绘本图片搜索—检索

完成入库后，可使用该接口实现绘本图检索。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tags）进行检索，返回结果支持翻页（具体变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tags）进行检索，返回结果支持翻页（具体变

量pn、rn）量pn、rn）。

请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反馈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请调用入库接口时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请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反馈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请调用入库接口时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

片url等信息片url等信息。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
    "log_id": 2263663554,    "log_id": 2263663554,
    "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    "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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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图片搜索—检索 请求参数详情绘本图片搜索—检索 请求参数详情

""" 读取图片 """""" 读取图片 """
def get_file_content(filePath):def get_file_content(filePath):
    with open(filePath, 'rb') as fp:    with open(filePath, 'rb') as fp:
        return fp.read()        return fp.read()

image = get_file_content('example.jpg')image = get_file_content('example.jpg')

""" 调用绘本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调用绘本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client.pictureBookSearchImage(image)client.pictureBookSearchImage(image)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options = {}options = {}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options["tag_logic"] = "0"options["tag_logic"] = "0"
options["pn"] = "100"options["pn"] = "100"
options["rn"] = "250"options["rn"] = "250"

""" 带参数调用绘本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带参数调用绘本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client.pictureBookSearchImage(image, options)client.pictureBookSearchImage(image, options)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绘本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调用绘本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client.pictureBookSearchUrl(url)client.pictureBookSearchUrl(url)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options = {}options = {}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options["tag_logic"] = "0"options["tag_logic"] = "0"
options["pn"] = "100"options["pn"] = "100"
options["rn"] = "250"options["rn"] = "250"

""" 带参数调用绘本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带参数调用绘本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client.pictureBookSearchUrl(url, options)client.pictureBookSearchUrl(url,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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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

如 ；最短边至少1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长宽比在1：

10-10：1之间。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否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

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

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

范围内

的整数

分类维度信息，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可传入2个tag，tag间无层级关系，示

例："100,11"

tag_logi

c
否 string 0,1 检索时tag之间的逻辑， 0：逻辑and，1：逻辑or

pn 否 string

0 - 999

范围内

的整数

分页功能，起始位置，例：0，代表从第1个结果开始。注：未指定分页时，默认返回前注：未指定分页时，默认返回前

300个结果；接口返回数量最大限制1000个，例如：起始位置为900，截取条数500条，300个结果；接口返回数量最大限制1000个，例如：起始位置为900，截取条数500条，

接口也只返回第901 - 1000条的结果，共计100条接口也只返回第901 - 1000条的结果，共计100条

rn 否 string

1 -

1000范

围内的

整数

分页功能，截取条数，例：250

绘本图片搜索—检索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绘本图片搜索—检索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字段字段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无实际含义，用于问题定位

result_nu

m
是 uint32 检索结果数

result 是 object[] 结果数组

+cont_sig

n
是 string 入库图片签名，可以用来删除图片或定位问题

+score 是 float 图片相关性，取值范围0-1，越接近1表示越相关

+brief 是 string
调用入库add接口时添加的brief信息，为保证该结果有效性，请入库时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片库

的有效id信息

has_more 是 bool 是否还有下一页，返回值：true、false；如果不分页，不用关注该字段

绘本图片搜索—检索 返回示例绘本图片搜索—检索 返回示例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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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tags）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tags）。

{{
    "result_num": 1,    "result_num": 1,
    "result": [    "result": [
        {        {
            "score": 0.97976700290421,            "score": 0.97976700290421,
            "brief": "./data/jay1.jpg",            "brief": "./data/jay1.jpg",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        }
    ],    ],
 "has_more": "false", "has_more": "false",
    "log_id": 1968648150    "log_id": 1968648150
}}

""" 读取图片 """""" 读取图片 """
def get_file_content(filePath):def get_file_content(filePath):
    with open(filePath, 'rb') as fp:    with open(filePath, 'rb') as fp:
        return fp.read()        return fp.read()

image = get_file_content('example.jpg')image = get_file_content('example.jpg')

""" 调用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调用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client.pictureBookUpdate(image)client.pictureBookUpdate(image)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options = {}options = {}
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带参数调用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client.pictureBookUpdate(image, options)client.pictureBookUpdate(image, options)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调用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client.pictureBookUpdateUrl(url)client.pictureBookUpdateUrl(url)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options = {}options = {}
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带参数调用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client.pictureBookUpdateUrl(url, options)client.pictureBookUpdateUrl(url, options)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 调用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 调用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
client.pictureBookUpdateContSign(contSign)client.pictureBookUpdateContSign(contSign)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options = {}options = {}
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 带参数调用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
client.pictureBookUpdateContSign(contSign, options)client.pictureBookUpdateContSign(contSign,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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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请求参数详情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ring -

图片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

如 ，最短边至少1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长宽比在1：

10-10：1之间。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否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 ，由于图床的

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

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cont_si

gn
否 string -

图片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不支持批量传入签和image、url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不支持批量传入签

名名，样例："932301884,10680062193"

brief 否 string - 更新的摘要信息，最长256B。样例：{"name":"周杰伦", "id":"666"}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

范围内

的整数

更新的分类信息，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样例："100,11"

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返回示例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返回示例

绘本图片搜索—删除

删除图库中的图片，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传cont_sign参数，勿传image、url，最多支持100个cont_sign。

图片删除延时生效，每天数据库定时更新进行物理删除，刚删除时仍然可以在图库中检索到（但图库管理后台是同步清除），图片删除延时生效，每天数据库定时更新进行物理删除，刚删除时仍然可以在图库中检索到（但图库管理后台是同步清除），

请过一段时间再验证，一般最多延时4小时左右请过一段时间再验证，一般最多延时4小时左右。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
    "log_id": 2263663554    "log_id": 22636635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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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图片搜索—删除 请求参数详情绘本图片搜索—删除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ring -

图片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注意要去掉图片头注意要去掉图片头

部部，如 。最短边至少1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长宽比在

1：10-10：1之间。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否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

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

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cont_si

gn
否 string -

图片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image、url，最多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image、url，最多

支持100个cont_sign列表，支持100个cont_sign列表，样

例："932301884,1068006219;316336521,553141152;2491030726,1352091083"

绘本图片搜索—删除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绘本图片搜索—删除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绘本图片搜索—删除 返回示例绘本图片搜索—删除 返回示例

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SDK 调用示例SDK 调用示例

""" 读取图片 """""" 读取图片 """
def get_file_content(filePath):def get_file_content(filePath):
    with open(filePath, 'rb') as fp:    with open(filePath, 'rb') as fp:
        return fp.read()        return fp.read()

image = get_file_content('example.jpg')image = get_file_content('example.jpg')

""" 调用删除绘本图，传入参数为图片 """""" 调用删除绘本图，传入参数为图片 """
client.pictureBookDeleteByImage(image)client.pictureBookDeleteByImage(image)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删除绘本图，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调用删除绘本图，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client.pictureBookDeleteByUrl(url)client.pictureBookDeleteByUrl(url)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 调用删除绘本图，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 """""" 调用删除绘本图，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 """
client.pictureBookDeleteBySign(contSign)client.pictureBookDeleteBySign(contSign)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
  "log_id": 50488417  "log_id": 504884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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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可参考API文档：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SDK 调用示例SDK 调用示例

""" 读取图片 """""" 读取图片 """
def get_file_content(filePath):def get_file_content(filePath):
    with open(filePath, 'rb') as fp:    with open(filePath, 'rb') as fp:
        return fp.read()        return fp.read()

image = get_file_content('example.jpg')image = get_file_content('example.jpg')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client.materielAdd(image, brief)client.materielAdd(image, brief)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options = {}options = {}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client.materielAdd(image, brief, options)client.materielAdd(image, brief, options)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client.materielAddUrl(url, brief)client.materielAddUrl(url, brief)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options = {}options = {}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client.materielAddUrl(url, brief, options)client.materielAddUrl(url, brief,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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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可参考API文档：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SDK 调用示例SDK 调用示例

""" 读取图片 """""" 读取图片 """
def get_file_content(filePath):def get_file_content(filePath):
    with open(filePath, 'rb') as fp:    with open(filePath, 'rb') as fp:
        return fp.read()        return fp.read()

image = get_file_content('example.jpg')image = get_file_content('example.jpg')

"""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client.materielSearch(image)client.materielSearch(image)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options = {}options = {}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options["tag_logic"] = "0"options["tag_logic"] = "0"
options["pn"] = "100"options["pn"] = "100"
options["rn"] = "250"options["rn"] = "250"

"""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client.materielSearch(image, options)client.materielSearch(image, options)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client.materielSearchUrl(url)client.materielSearchUrl(url)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options = {}options = {}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options["tag_logic"] = "0"options["tag_logic"] = "0"
options["pn"] = "100"options["pn"] = "100"
options["rn"] = "250"options["rn"] = "250"

"""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client.materielSearchUrl(url, options)client.materielSearchUrl(url,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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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可参考API文档：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面料图片搜索—删除

SDK 调用示例SDK 调用示例

""" 读取图片 """""" 读取图片 """
def get_file_content(filePath):def get_file_content(filePath):
    with open(filePath, 'rb') as fp:    with open(filePath, 'rb') as fp:
        return fp.read()        return fp.read()

image = get_file_content('example.jpg')image = get_file_content('example.jpg')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client.materielUpdate(image, brief)client.materielUpdate(image, brief)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options = {}options = {}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client.materielUpdate(image, brief, options)client.materielUpdate(image, brief, options)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client.materielUpdateUrl(url ,brief)client.materielUpdateUrl(url ,brief)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options = {}options = {}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client.materielUpdateUrl(url, brief, options)client.materielUpdateUrl(url, brief, options)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
client.materielUpdateContSign(contSign, brief)client.materielUpdateContSign(contSign, brief)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options = {}options = {}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
client.materielUpdateContSign(contSign, brief, options)client.materielUpdateContSign(contSign, brief,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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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可参考API文档：面料图片搜索—删除

常见问题

Q：图像搜索怎么收费？Q：图像搜索怎么收费？

A：图像搜索按接口调用量进行计费（入库和检索），存储不单独收费存储不单独收费，入库与检索的计费方式为：按调用次数计费，支持按

调用量后付费、次数包预付费两种方式，详细价格方案请参考产品价格文档：https://ai.baidu.com/docs#/IMAGESEARCH-

Pricing/top

Q：相同图检索相似图检索有什么区别吗？Q：相同图检索相似图检索有什么区别吗？

A：服务的差别概况如下：

相似图搜索：在自建图库中找到与查询图片语义相似的图片集，并给出相似度打分，相似的图片里包括了相同的图片。主要

应用场景是找相似的图片集合。

相同图搜索：在自建图库中找到与查询图片包含相同主体的图片，仅返回一模一样或局部相同的图片。主要应用场景是图片

去重、图片精确查找。

Q：图像搜索中自建图库是存在哪里？Q：图像搜索中自建图库是存在哪里？

A：图片库存储在百度服务器上，专有云服务，别人访问不到，有效保障数据安全。

Q：图像搜索可以在百度图片库里帮我找到我想要的图片吗？Q：图像搜索可以在百度图片库里帮我找到我想要的图片吗？

A：图像搜索范围是在您建立的自有图片库中查找目标图片，百度图片的检索结果只是网络信息，不作为检索图库。

Q：公司用了其他的云服务，调用百度的接口时，必须要在百度建库吗？可以直接调其他云服务器上的数据吗？Q：公司用了其他的云服务，调用百度的接口时，必须要在百度建库吗？可以直接调其他云服务器上的数据吗？

A：需要将图片数据上传至平台建库，目前不支持直接调取其他云服务上的数据。因为算法是搭在百度服务器上的，图片入库

时需要进行特征提取。

Q：相似图片搜索和商品搜索在匹配度算法上是不是一样的？我应该用哪个接口呢？Q：相似图片搜索和商品搜索在匹配度算法上是不是一样的？我应该用哪个接口呢？

A：商品搜索与相似图搜索的差别在于，商品搜索针对商品场景做了专门的特征优化，可以找到不同颜色、背景、不同角度的

同款商品，在商品场景下效果更好。

""" 读取图片 """""" 读取图片 """
def get_file_content(filePath):def get_file_content(filePath):
    with open(filePath, 'rb') as fp:    with open(filePath, 'rb') as fp:
        return fp.read()        return fp.read()

image = get_file_content('example.jpg')image = get_file_content('example.jpg')

""" 调用删除面料图片，传入参数为图片 """""" 调用删除面料图片，传入参数为图片 """
client.materielDeleteByImage(image)client.materielDeleteByImage(image)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删除面料图片，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调用删除面料图片，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client.materielDeleteByUrl(url)client.materielDeleteByUrl(url)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 调用删除面料图片，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 """""" 调用删除面料图片，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 """
client.materielDeleteBySign(contSign)client.materielDeleteBySign(cont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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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部分特殊商品，如面料、木材、瓷砖等，建议同步对比测试相似图搜索的效果，择优使用。

Q：图像搜索可以保证并发么？Q：图像搜索可以保证并发么？

A：接口在免费状态下默认2个QPS的并发，可以在控制台开通付费、或者购买次数包，保证10 QPS的并发，价格介绍请参考文

档：http://ai.baidu.com/docs#/IMAGESEARCH-Pricing/top

如果10 QPS仍然不够用，可提交工单联系我们沟通QPS购买、提额。

Q：图像搜索上传报错216203，是什么原因？Q：图像搜索上传报错216203，是什么原因？

A：216203错误是：模型提取不到有效的图片特征，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

图片尺寸太小，比如小于300px，甚至200px；或者图片长宽比太大，比如细长的长条图、竖条图。

图片特征过于单一，比如纯色图、只有一根黑色的圆柱体等。

图片中主体太多，比如一张图里有十几双鞋子、或者多只口红啥的，模型不知道应该以哪一个主体为识别目标，就处理不了

了。

商品图片搜索，入库时模型会对图片主体进行判断，如果图片明显不是商品，则提取不到商品特征，进而报错。

Q：调用接口时，传入的是图片URL，但是报错“url download timeout”、“url response invalid”，该如何处理Q：调用接口时，传入的是图片URL，但是报错“url download timeout”、“url response invalid”，该如何处理？

A：“url download timeout”表示url对应的图片下载超时，可能是图床/图片无法下载或链路状况不好，您可以重新尝试一下，如

果多次尝试后仍不行，建议更换图片地址 。

“url response invalid”表示url返回无效参数，一般是图片url抓图失败，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

url可能抓不到图，请将图片下载到本地，用image转码后上传入库。

Q：完全相同的图片不能重复入库，如果实在有业务上的特殊情况，需要入库相同的图片，是否有处理方法Q：完全相同的图片不能重复入库，如果实在有业务上的特殊情况，需要入库相同的图片，是否有处理方法？

A：如果同一张图确实需要重复上传，可以考虑两种方式：

入库时接口报错图片已存在后，调用更新接口，把新的图片标题/说明信息等补充到已有图片的brief里，变相实现1对多的关

系

对后面入库的图片做一些小处理，比如增加不明显的水印、调整大小等，只要图片不是一模一样，就可以入库成功

Q：调用入库接口上传了一些图片，但是在控制台图库管理后台里有些图片展示不出来，少了一部分图片，是怎么回事呢Q：调用入库接口上传了一些图片，但是在控制台图库管理后台里有些图片展示不出来，少了一部分图片，是怎么回事呢？

A：控制台图库管理后台的图片都是从数据库定期同步过来进行展示，一般会有分钟级、最多小时级的延时。

同时，因为前端页面性能的问题，部分图片可能同步展示失败，比如图片边长过长、图片太大、图片没有brief（注：未传入未传入

brief参数的图片不会同步至图库后台brief参数的图片不会同步至图库后台）等，因此图库管理后台的图片数量是 ≤ 数据库里的图片量的，检索时请以接口调用为

准。

Q：上传了几张、几十张图片到图库里测试相似图搜索/商品图搜索，检索时为何不太相似的图片也返回了Q：上传了几张、几十张图片到图库里测试相似图搜索/商品图搜索，检索时为何不太相似的图片也返回了？

A：针对相似图搜索和商品图搜索，调用检索接口时，默认返回相关性TOP 300的结果，如果图库里不满300张图片，会返回所

有图片，请入库足量图片以便充分测试效果。（控制台图库管理后台，在线测试默认返回相关性Top 50的结果图，如果图库里

不满50张图，则全部返回；后续会在图库管理后台的返回结果里增加展示相关性分数score，方便大家理解）

从图片像素特征的角度，原则上任何2张图片都有相似度，只不过分值有高低，应用时可结合接口返回的相关性分数score（取

值范围0-1，越接近1代表相似度越高）进行筛选，如选取score大于某个值的结果进行应用。

Q：图像搜索的图库支持一键清空么？Q：图像搜索的图库支持一键清空么？

A：为了避免误操作的风险，暂不支持直接清空图库，建议：原来的应用和图库搁置；新建个应用、图库，重新入库测试。

Q：图像搜索在管理相似图片的图库时，系统提示，上传图片“建议长宽比3：1 ，其中宽度在4096px和30px之间”，请问如果长Q：图像搜索在管理相似图片的图库时，系统提示，上传图片“建议长宽比3：1 ，其中宽度在4096px和30px之间”，请问如果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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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比例不是3:1，会是什么情况？宽比例不是3:1，会是什么情况？

A：长宽比3:1只是建议，不是强制要求，图片大小的强制要求是：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50px，最长边最

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

注：其余使用过程中的问题，可通过QQ群（630770006）联系群管、或提交工单进行反馈，感谢大家对百度图像搜索产品的

关注与支持。

错误信息

错误返回格式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_codeerror_code：错误码。

error_msg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错误码

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1
Unknown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630770006）或提交工单联系技

术支持团队

2

Service

temporaril

y

unavailabl

e

服务暂不可用，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630770006）或提交工单联系技术

支持团队

3

Unsuppor

ted

openapi

method

调用的API不存在，请检查请求URL后重新尝试，一般为URL中有非英文字符，如“-”，可手动输入重试

4

Open api

request

limit

reached

集群超限额，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630770006）或提交工单联系技术支

持团队

6

No

permissio

n to

access

data

无权限访问该用户数据，创建应用时未勾选相关接口，请登录百度云控制台，找到对应的应用，编辑应

用，勾选上相关接口，然后重试调用

13

Get

service

token

failed

获取token失败

14

IAM

Certificati

on failed

IAM 鉴权失败，建议参照文档自查生成sign的方式是否正确，或换用控制台中ak sk的方式调用

15

app not

exsits or

create

failed

应用不存在或者创建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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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Open api

daily

request

limit

reached

每天请求量超限额；未上线计费的接口，可通过QQ群（630770006）联系群管、或提交工单申请提额；

已上线计费的接口，可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或购买次数包，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次数计费，并保

证10 qps的并发

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超限额；未上线计费的接口，可通过QQ群（630770006）联系群管、或提交工单申请提额；已上线

计费的接口，可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或购买次数包，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次数计费，并保证10

qps的并发

19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请求总量超限额，请通过QQ群（630770006）联系群管、或提交工单申请提额

100

Invalid

paramete

r

无效的access_token参数，token拉取失败，可以参考“Access Token获取”重新获取

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access_token无效，token有效期为30天，注意需要定期更换，也可以每次请求都拉取新token

111

Access

token

expired

access token过期，token有效期为30天，注意需要定期更换，也可以每次请求都拉取新token

282000
internal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630770006）或提交工单联系技

术支持团队。

216017
not

initialized

未建库，请先前往百度云控制台，找到对应的应用，在应用详情页 下方申请建库未建库，请先前往百度云控制台，找到对应的应用，在应用详情页 下方申请建库，建库成功后方可正常

使用入库、检索、删除、更新接口

216100
invalid

param
请求中包含非法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216101

not

enough

param

缺少必须的参数，请检查参数是否有遗漏

216102

service

not

support

请求了不支持的服务，请检查调用的url

216103
param

too long
请求中某些参数过长，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216110
appid not

exist
appid不存在，请重新核对信息是否为后台应用列表中的appid

216200
empty

image
图片为空，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216201

image

format

error

上传的图片格式错误，现阶段支持的图片格式为：PNG、JPG、JPEG、BMP，请进行转码或更换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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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

216202
image

size error

上传的图片大小错误，现阶段支持的图片大小为：base64编码后小于4M，分辨率不高于4096*4096，

请重新上传图片

216203

input

image

cannot

handle

模型提取不到有效的图片特征模型提取不到有效的图片特征，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1）图片尺寸太小，比如小于300px，甚至

200px；或者图片长宽比太大，比如细长的长条图、竖条图；2）图片特征过于单一，比如纯色图、只有

一根黑色的圆柱体等；3）图片中主体太多，比如一张图里有十几双鞋子、或者多只口红啥的，模型不知

道应该以哪一个主体为识别目标，就处理不了了。请更换图片

216630
recognize

error

识别错误，请再次请求，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630770006）或提交工单联系技术支持

团队。

216680
item not

exist
item不在库里

216681 item exist item已经在库里，完全相同的图片不能重复入库

216634
detect

error

检测错误，请再次请求，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630770006）或提交工单联系技术支持

团队。

282003

missing

paramete

rs: {参数

名}

请求参数缺失

282005

batch

processin

g error

处理批量任务时发生部分或全部错误，请根据具体错误码排查

282006

batch

task limit

reached

批量任务处理数量超出限制，请将任务数量减少到10或10以下

282111
url format

illegal
图片url格式非法，建议更换图片地址

282112

url

download

timeout

url下载超时，对应的图床/图片无法下载或链路状况不好url下载超时，对应的图床/图片无法下载或链路状况不好，您可以重新尝试一下，如果多次尝试后仍不

行，建议更换图片地址

282113

url

response

invalid

URL返回无效参数，一般是图片URL抓图失败，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一般是图片URL抓图失败，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

URL可能抓不到图URL可能抓不到图，请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282114
url size

error
图片URL长度超过1024字节或为0

282808

request

id: xxxxx

not exist

request id xxxxx 不存在

282809
result

type error
返回结果请求错误（不属于excel或json）

282810

image

recognize

error

图像识别错误

283300

image

recognize

error

数据格式有误，可以检查base64编码、代码格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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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语言
简介

Hi，您好，欢迎使用百度图像搜索服务。

本文档主要针对Java开发者，描述百度图像搜索接口服务的相关技术内容。如果您对文档内容有任何疑问，可以通过以下几种

方式联系我们：

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咨询问题类型请选择人工智能服务人工智能服务；

如有疑问，进入AI社区交流AI社区交流：http://ai.baidu.com/forum/topic/list/170

产品功能简述

服务名服务名

称称
能力简要描述能力简要描述

相同图

片搜索

在自建图库中找到与检索图相同的图片，支持找到局部内容相同的大图，或适度调整背景和角度的相同图片；可用

于图片精确查找、重复图片过滤图片精确查找、重复图片过滤等场景。

相似图

片搜索

在自建图库中找到与检索图片语义相似的图片集，并给出相似度打分（综合图片类型、颜色、内容、布局等特

征）；适用于各种相似图片查找、相关内容推荐相似图片查找、相关内容推荐场景。

商品图

片搜索

针对商品类图片，专项训练检索模型，在自建图库中搜索相同及相似的商品图片集，可找到不同颜色、背景、角度

的同款商品；适用于电商平台拍照搜商品、相关商品推荐电商平台拍照搜商品、相关商品推荐等场景。

应用选型方案

1、 什么时候使用相同图片搜索什么时候使用相同图片搜索？

典型应用场景：图片去重、图片精确查找，如图片类站点对海量库存图片进行查重过滤

适用的图片类型：各种网络图片、实拍图均可；注意检索图和入库的原图要保持场景一致性检索图和入库的原图要保持场景一致性，比如入库的原图为标准的广告

图（无背景干扰），则检索图要尽量避免背景、其他干扰特征，否则模型计算图片的相似度时会有噪声，造成检索结果不准

确。

举个例子：小张入库了5万张海报设计图，都是标准的电子版海报图片，无任何背景干扰；在线下活动时，要根据手机拍摄的

海报图片判断是不是跟图库里的设计图重复了，手机实拍时要避免拍到海报图片之外的物体（如墙上的装饰、参加活动的人等

各种背景元素），同时要拍到海报的全部或者大部分主体内容，不能只拍到一个海报的小角落就去检索，以免影响检索效果。

2、 什么时候使用相似图片搜索什么时候使用相似图片搜索？

典型应用场景：找相似的图片集合（返回的结果包含相同的图片），各种设计素材、美术作品、UGC内容等

适用的图片类型：各种网络图片、实拍图均可；注意检索图和入库的原图要尽量保持场景一致性检索图和入库的原图要尽量保持场景一致性，比如入库的原图为标准的

广告图（无背景干扰），则检索图要尽量避免背景、其他干扰特征，否则模型计算图片的相似度时会有噪声，造成检索结果

不准确。

3、 什么时候使用商品图片搜索什么时候使用商品图片搜索？

典型应用场景：各类B2B、B2C电商平台，相似商品推荐、拍照搜同款或者相似商品

适用的图片类型：电商商品图片（实体商品为主，如数码3C、服装鞋帽、日化百货等）

注意：部分特殊商品，如面料、木材、瓷砖等，建议同步对比测试相似图搜索的效果，择优使用部分特殊商品，如面料、木材、瓷砖等，建议同步对比测试相似图搜索的效果，择优使用。

图库管理说明

1、百度相同图搜索/相似图搜索/商品图搜索API服务支持开发者基于自建图片库进行入库、检索、删除、更新操作。开发者在

控制台创建应用后，需要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建库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建库，建库成功后相关接口能力可正常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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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请建库时，图库的图片数量上限为50万，避免浪费资源；如果容量不够用，可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扩容如果容量不够用，可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扩容，工作人员

会在1-3个工作日内审批，每次扩容的申请上限也是50万，可以反复申请扩容可以反复申请扩容，原则上图库总量无上限，百万级、千万级、甚

至亿级的图片量都可以做到实时检索，秒级返回检索结果。

3、图像搜索控制台的图库管理功能，支持对图库里的图片进行可视化管理图像搜索控制台的图库管理功能，支持对图库里的图片进行可视化管理，可小批量上传图片、预览大图、修改摘要和分类

信息、删除图片，入口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管理图库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管理图库，注：大批量上传、修改、删除请调用API。

同时，图库管理后台支持在线测试检索效果，点击右上角搜索框边上的“相机”标识，可以上传图片，测试检索效果图库管理后台支持在线测试检索效果，点击右上角搜索框边上的“相机”标识，可以上传图片，测试检索效果。注：相似

图片搜索、商品图片搜索的在线测试默认返回相关性Top 50的结果图，如果图库里不满50张图，则全部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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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更新记录

上线日期上线日期 版本号版本号 更新内容更新内容

2020.08.06 4.15.1 补充新能力的SDK下载包&文档：人像动漫化、图像清晰度增强、图像风格转换、天空分割、图像修复

2018.12.29 4.10.0 相同、相似、商品图更新接口增加cont_sign参数支持

2018.7.20 4.5.0 新增相同图、相似图、商品图update接口

2017.12.22 4.0.0 接口统一升级

2017.11.28 3.4.0 新增商品检索接口

2017.11.3 3.3.0 加入图像搜索服务

快速入门

安装ImageSearch Java SDK

ImageSearch Java SDK目录结构ImageSearch Java SDK目录结构

支持 JAVA版本：1.7+支持 JAVA版本：1.7+

查看源码查看源码

Java SDK代码现已公开，您可以查看代码、或者在License范围内修改和编译SDK以适配您的环境。 github链

接：https://github.com/Baidu-AIP/java-sdk

使用maven依赖使用maven依赖：

添加以下依赖即可。其中版本号可在maven官网查询

com.baidu.aipcom.baidu.aip
       ├── auth                                //签名相关类       ├── auth                                //签名相关类
       ├── http                                //Http通信相关类       ├── http                                //Http通信相关类
       ├── client                              //公用类       ├── client                              //公用类
       ├── exception                           //exception类       ├── exception                           //exception类
       ├── imagesearch       ├── imagesearch
       │       └── AipImageSearch           //AipImageSearch类       │       └── AipImageSearch           //AipImageSearch类
       └── util                                //工具类       └── util                                //工具类

<dependency><dependency>
    <groupId>com.baidu.aip</groupId>    <groupId>com.baidu.aip</groupId>
    <artifactId>java-sdk</artifactId>    <artifactId>java-sdk</artifactId>
    <version>${version}</version>    <version>${version}</version>
</dependency></depend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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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使用JAR包步骤如下直接使用JAR包步骤如下：

1.在官方网站下载Java SDK压缩工具包。

2.将下载的 解压后，复制到工程文件夹中。

3.在Eclipse右键“工程 -> Properties -> Java Build Path -> Add JARs”。

4.添加SDK工具包 和第三方依赖工具包  。

其中， 为版本号，添加完成后，用户就可以在工程中使用ImageSearch Java SDK。

新建AipImageSearch

AipImageSearch是图像搜索的Java客户端，为使用图像搜索的开发人员提供了一系列的交互方法。

用户可以参考如下代码新建一个AipImageSearch,初始化完成后建议单例使用单例使用,避免重复获取access_token：

其中示例的log4j.properties文件内容如下：

aip-java-sdk-version.zipaip-java-sdk-version.zip

aip-java-sdk-version.jaraip-java-sdk-version.jar json-20160810.jarjson-20160810.jar log4j-1.2.17.jarlog4j-1.2.17.jar

versionversion

publicpublic  classclass  SampleSample  {{
        //设置APPID/AK/SK//设置APPID/AK/SK
        publicpublic  staticstatic  finalfinal  StringString APP_ID  APP_ID ==  "你的 App ID""你的 App ID";;
        publicpublic  staticstatic  finalfinal  StringString API_KEY  API_KEY ==  "你的 Api Key""你的 Api Key";;
        publicpublic  staticstatic  finalfinal  StringString SECRET_KEY  SECRET_KEY ==  "你的 Secret Key""你的 Secret Key";;

        publicpublic  staticstatic  voidvoid  mainmain((StringString[[]] args args))  {{
                // 初始化一个AipImageSearch// 初始化一个AipImageSearch
                AipImageSearchAipImageSearch client  client ==  newnew  AipImageSearchAipImageSearch((APP_IDAPP_ID,, API_KEY API_KEY,, SECRET_KEY SECRET_KEY));;

                // 可选：设置网络连接参数// 可选：设置网络连接参数
        client        client..setConnectionTimeoutInMillissetConnectionTimeoutInMillis((20002000));;
        client        client..setSocketTimeoutInMillissetSocketTimeoutInMillis((6000060000));;

                // 可选：设置代理服务器地址, http和socket二选一，或者均不设置// 可选：设置代理服务器地址, http和socket二选一，或者均不设置
        client        client..setHttpProxysetHttpProxy(("proxy_host""proxy_host",, proxy_port proxy_port));;    // 设置http代理// 设置http代理
        client        client..setSocketProxysetSocketProxy(("proxy_host""proxy_host",, proxy_port proxy_port));;    // 设置socket代理// 设置socket代理

                // 可选：设置log4j日志输出格式，若不设置，则使用默认配置// 可选：设置log4j日志输出格式，若不设置，则使用默认配置
                // 也可以直接通过jvm启动参数设置此环境变量// 也可以直接通过jvm启动参数设置此环境变量
                SystemSystem..setPropertysetProperty(("aip.log4j.conf""aip.log4j.conf",,  "path/to/your/log4j.properties""path/to/your/log4j.properties"));;

                // 调用接口// 调用接口
                StringString path  path ==  "test.jpg""test.jpg";;
                JSONObjectJSONObject res  res == client client..sameHqSearchsameHqSearch((pathpath,,  newnew  HashMapHashMap<<StringString,,  StringString>>(())));;
                SystemSystem..outout..printlnprintln((resres..toStringtoString((2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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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代码中，常量 在百度云控制台中创建，常量 与 是在创建完毕应用后，系统分配给用户的，

均为字符串，用于标识用户，为访问做签名验证，可在AI服务控制台中的应用列表中查看，如下：

注意注意：如您以前是百度云的老用户，其中 对应百度云的“Access Key ID”， 对应百度云的“Access Key

Secret”。

配置AipImageSearch

如果用户需要配置AipImageSearch的一些细节参数，可以在构造AipImageSearch之后调用接口设置参数，目前只支持以下参

数：

接口接口 说明说明

setConnectionTimeoutInMillis 建立连接的超时时间（单位：毫秒）

setSocketTimeoutInMillis 通过打开的连接传输数据的超时时间（单位：毫秒）

setHttpProxy 设置http代理服务器

setSocketProxy 设置socket代理服务器 （http和socket类型代理服务器只能二选一）

接口说明

相同图片搜索

在自建库中搜索相同图片，仅返回完全相同或局部相同的图片结果。

典型应用场景：图片去重、图片精确查找，如图片类站点对海量库存图片进行查重过滤

适用的图片类型：各种网络图片、实拍图均可；注意检索图和入库的原图要保持场景一致性检索图和入库的原图要保持场景一致性，比如入库的原图为标准的广告

##### 可以设置级别：debug>info>error##### 可以设置级别：debug>info>error
##### debug：显示debug、info、error##### debug：显示debug、info、error
##### info：显示info、error##### info：显示info、error
##### error：只error##### error：只error
log4j.rootLogger=debug,appender1log4j.rootLogger=debug,appender1
##### log4j.rootLogger=info,appender1##### log4j.rootLogger=info,appender1
##### log4j.rootLogger=error,appender1##### log4j.rootLogger=error,appender1

##### 输出到控制台##### 输出到控制台
log4j.appender.appender1=org.apache.log4j.ConsoleAppenderlog4j.appender.appender1=org.apache.log4j.ConsoleAppender
##### 样式为TTCCLayout##### 样式为TTCCLayout
log4j.appender.appender1.layout=org.apache.log4j.PatternLayoutlog4j.appender.appender1.layout=org.apache.log4j.PatternLayout

##### 自定义样式##### 自定义样式
##### %r 时间 0##### %r 时间 0
##### %t 方法名 main##### %t 方法名 main
##### %p 优先级 DEBUG/INFO/ERROR##### %p 优先级 DEBUG/INFO/ERROR
##### %c 所属类的全名(包括包名)##### %c 所属类的全名(包括包名)
##### %l 发生的位置，在某个类的某行##### %l 发生的位置，在某个类的某行
##### %m 输出代码中指定的讯息，如log(message)中的message##### %m 输出代码中指定的讯息，如log(message)中的message
##### %n 输出一个换行##### %n 输出一个换行

log4j.appender.appender1.layout.ConversionPattern=[%d{yy/MM/dd HH:mm:ss:SSS}][%t][%p] -%l %m%nlog4j.appender.appender1.layout.ConversionPattern=[%d{yy/MM/dd HH:mm:ss:SSS}][%t][%p] -%l %m%n

APP_IDAPP_ID API_KEYAPI_KEY SECRET_KEYSECRET_KEY

API_KEYAPI_KEY SECRET_KEYSECRET_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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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无背景干扰），则检索图要尽量避免背景、其他干扰特征，否则模型计算图片的相似度时会有噪声，造成检索结果不准

确。

举个例子：小张入库了5万张海报设计图，都是标准的电子版海报图片，无任何背景干扰；在线下活动时，要根据手机拍摄的

海报图片判断是不是跟图库里的设计图重复了，手机实拍时要避免拍到海报图片之外的物体（如墙上的装饰、参加活动的人等

各种背景元素），同时要拍到海报的全部或者大部分主体内容，不能只拍到一个海报的小角落就去检索，以免影响检索效果。

相同图片搜索包含入库、检索、删除、更新4个子接口；在正式使用之前请在在正式使用之前请在控制台控制台创建应用后，在应用详情页申请建库，建创建应用后，在应用详情页申请建库，建

库成功后方可正常使用入库、检索、删除、更新接口库成功后方可正常使用入库、检索、删除、更新接口。

申请建库时，图库的图片数量上限为50万，避免浪费资源；如果容量不够用，可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扩容如果容量不够用，可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扩容，工作人员会

在1-3个工作日内审批，每次扩容的申请上限也是50万，可以反复申请扩容可以反复申请扩容，原则上图库总量无上限，百万级、千万级、甚至

亿级的图片量都可以做到实时检索，秒级返回检索结果。

相同图片搜索—入库

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

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同时可提交分类维度信息（具体变量为tags，最多可传入2个tag），方便对图库中的图片

进行管理、分类检索。

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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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图片搜索—入库 请求参数详情相同图片搜索—入库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是 mixed 本地图片路径或者图片二进制数据。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提示不能重复入库

url 是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

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brief 是 String

检索时原样带回,最长256B。样例：{"name":"周杰伦", "id":"666"} 。请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请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

图，仅返回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调用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图，仅返回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调用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

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范围内的整数，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无层级关系。样例："100,11" ；检索

时可圈定分类维度进行检索

相同图片搜索—入库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相同图片搜索—入库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字段字段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cont_sig

n
是 string

输入图片的签名信息，请务必保存至本地，以便后续用作批量删除、查询某张图是否已经入过库

等用途

相同图片搜索—入库 返回示例相同图片搜索—入库 返回示例

入库之后的图片，可在控制台的图库管理后台进行可视化管理，支持预览大图、更新摘要、更新分类信息、删除图片，入口

public void sample(AipImageSearch client) {public void sample(AipImageSearch client) {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HashMap<String, String>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String>();    HashMap<String, String>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String>();
    options.put("tags", "100,11");    options.put("tags", "100,11");
        
    String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String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 参数为本地路径    // 参数为本地路径
    String image = "test.jpg";    String image = "test.jpg";
    JSONObject res = client.sameHqAdd(image, brief,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sameHqAdd(image, brief,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参数为二进制数组    // 参数为二进制数组
    byte[] file = readFile("test.jpg");    byte[] file = readFile("test.jpg");
    res = client.sameHqAdd(file, brief, options);    res = client.sameHqAdd(file, brief,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相同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相同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JSONObject res = client.sameHqAddUrl(url, brief,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sameHqAddUrl(url, brief,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
    "log_id": 2263663554,    "log_id": 2263663554,
    "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    "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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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管理图库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管理图库，注：大批量更新图片摘要/分类、删除图片请调用API。

同时，图库管理后台支持在线测试检索效果，点击右上角搜索框边上的“相机”标识，可以上传图片，测试检索效果。

相同图片搜索—检索

完成入库后，可使用该接口实现相同图检索。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tags）进行检索，返回结果支持翻页（具体变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tags）进行检索，返回结果支持翻页（具体变

量pn、rn）量pn、rn）。

请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反馈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请调用入库接口时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

片url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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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图片搜索—检索 请求参数详情相同图片搜索—检索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是 mixed 本地图片路径或者图片二进制数据

url 是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

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范围内的整数，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样例："100,11"

tag_logi

c
否 String 检索时tag之间的逻辑， 0：逻辑and，1：逻辑or

pn 否 String

分页功能，起始位置，例：0。未指定分页时，默认返回前300个结果；接口返回数量最大限制

1000条，例如：起始位置为900，截取条数500条，接口也只返回第900 - 1000条的结果，共计

100条

rn 否 String 分页功能，截取条数，例：250

相同图片搜索—检索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相同图片搜索—检索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public void sample(AipImageSearch client) {public void sample(AipImageSearch client) {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HashMap<String, String>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String>();    HashMap<String, String>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String>();
    options.put("tags", "100,11");    options.put("tags", "100,11");
    options.put("tag_logic", "0");    options.put("tag_logic", "0");
    options.put("pn", "100");    options.put("pn", "100");
    options.put("rn", "250");    options.put("rn", "250");
        
        
    // 参数为本地路径    // 参数为本地路径
    String image = "test.jpg";    String image = "test.jpg";
    JSONObject res = client.sameHqSearch(image,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sameHqSearch(image,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参数为二进制数组    // 参数为二进制数组
    byte[] file = readFile("test.jpg");    byte[] file = readFile("test.jpg");
    res = client.sameHqSearch(file, options);    res = client.sameHqSearch(file,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相同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相同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JSONObject res = client.sameHqSearchUrl(url,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sameHqSearchUrl(url,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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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result_nu

m
是 uint32 检索结果数

result 是 object[] 结果数组

+cont_sig

n
是 string 图片签名，可以用来删除图片或定位问题

+score 是 float 图片相关性，取值范围0-1，越接近1表示越相关

+brief 是 string
调用入库接口添加的brief信息，为保证该结果有效性，请入库时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片库的有

效id信息

has_more 是 bool 是否还有下一页，返回值：true、false；如果不分页，不用关注该字段

相同图片搜索—检索 返回示例相同图片搜索—检索 返回示例

相同图片搜索—更新

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tags）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tags）

{{
    "result_num": 1,    "result_num": 1,
    "result": [    "result": [
        {        {
            "score": 0.97976700290421,            "score": 0.97976700290421,
            "brief": "./data/jay1.jpg",            "brief": "./data/jay1.jpg",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        }
    ],    ],
    "log_id": 1968648150    "log_id": 1968648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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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图片搜索—更新 请求参数详情相同图片搜索—更新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是 mixed 本地图片路径或者图片二进制数据

url 是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brief 否 String 更新的摘要信息，最长256B。样例：{"name":"周杰伦", "id":"666"}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范围内的整数，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样例："100,11" ；检索时可圈定分类

维度进行检索

相同图片搜索—更新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相同图片搜索—更新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相同图片搜索—更新 返回示例相同图片搜索—更新 返回示例

相同图片搜索—删除

删除图库中的图片，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传cont_sign参数，勿传image，最多支持100个cont_sign删除图库中的图片，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传cont_sign参数，勿传image，最多支持100个cont_sign。

public void sample(AipImageSearch client) {public void sample(AipImageSearch client) {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HashMap<String, String>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String>();    HashMap<String, String>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String>();
    options.put("brief", "{\"name\":\"周杰伦\", \"id\":\"666\"}");    options.put("brief", "{\"name\":\"周杰伦\", \"id\":\"666\"}");
    options.put("tags", "100,11");    options.put("tags", "100,11");
        
        
    // 参数为本地路径    // 参数为本地路径
    String image = "test.jpg";    String image = "test.jpg";
    JSONObject res = client.sameHqUpdate(image,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sameHqUpdate(image,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参数为二进制数组    // 参数为二进制数组
    byte[] file = readFile("test.jpg");    byte[] file = readFile("test.jpg");
    res = client.sameHqUpdate(file, options);    res = client.sameHqUpdate(file,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相同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相同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JSONObject res = client.sameHqUpdateUrl(url,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sameHqUpdateUrl(url,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相同图检索—更新,根据签名更新    // 相同图检索—更新,根据签名更新
    String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String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JSONObject res = client.sameHqUpdateContSign(contSign,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sameHqUpdateContSign(contSign,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
    "log_id": 2263663554    "log_id": 22636635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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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图片搜索—删除 请求参数详情相同图片搜索—删除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是 mixed 本地图片路径或者图片二进制数据

url 是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cont_si

gn
是 String

图片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image、url，最多支持100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image、url，最多支持100

个cont_sign列表，个cont_sign列表，样

例："932301884,1068006219;316336521,553141152;2491030726,1352091083"

相同图片搜索—删除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相同图片搜索—删除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是否必须是否必须 说明说明 示例示例

log_id number 是 请求标识码，随机数，唯一 507499361

相同图片搜索—删除 返回示例相同图片搜索—删除 返回示例

相似图片搜索

在自建图库中找到与检索图片语义相似的图片集，并给出相似度打分（综合图片类型、颜色、内容、布局等特征）

典型应用场景：找相似的图片集合（返回的结果包含相同的图片），各种设计素材、美术作品、UGC内容等

适用的图片类型：各种网络图片、实拍图均可；注意检索图和入库的原图要尽量保持场景一致性检索图和入库的原图要尽量保持场景一致性，比如入库的原图为标准的

广告图（无背景干扰），则检索图要尽量避免背景、其他干扰特征，否则模型计算图片的相似度时会有噪声，造成检索结果

public void sample(AipImageSearch client) {public void sample(AipImageSearch client) {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HashMap<String, String>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String>();    HashMap<String, String>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String>();
        
        
    // 参数为本地路径    // 参数为本地路径
    String image = "test.jpg";    String image = "test.jpg";
    JSONObject res = client.sameHqDeleteByImage(image,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sameHqDeleteByImage(image,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参数为二进制数组    // 参数为二进制数组
    byte[] file = readFile("test.jpg");    byte[] file = readFile("test.jpg");
    res = client.sameHqDeleteByImage(file, options);    res = client.sameHqDeleteByImage(file,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删除相同图，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删除相同图，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JSONObject res = client.sameHqDeleteByUrl(url,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sameHqDeleteByUrl(url,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删除相同图，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    // 删除相同图，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
    JSONObject res = client.sameHqDeleteBySign(contSign,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sameHqDeleteBySign(contSign,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
  "log_id": 50488417  "log_id": 504884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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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准确。

相似图片搜索包含入库、检索、删除、更新4个子接口；在正式使用之前请在在正式使用之前请在控制台控制台创建应用后，在应用详情页申请建库，建创建应用后，在应用详情页申请建库，建

库成功后方可正常使用入库、检索、删除、更新接口。库成功后方可正常使用入库、检索、删除、更新接口。

申请建库时，图库的图片数量上限为50万，避免浪费资源；如果容量不够用，可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扩容如果容量不够用，可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扩容，工作人员会

在1-3个工作日内审批，每次扩容的申请上限也是50万，可以反复申请扩容可以反复申请扩容，原则上图库总量无上限，百万级、千万级、甚至

亿级的图片量都可以做到实时检索，秒级返回检索结果。

相似图片搜索—入库

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

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同时可提交分类维度信息（具体变量为tags，最多可传入2个tag），方便对图库中的图片

进行管理、分类检索。

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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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图片搜索—入库 请求参数详情相似图片搜索—入库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是 mixed 本地图片路径或者图片二进制数据。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提示不能重复入库。

url 是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

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brief 是 String

检索时原样带回,最长256B。样例：{"name":"周杰伦", "id":"666"} 。请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请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

图，仅返回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调用该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图，仅返回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调用该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

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范围内的整数，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无层级关系。样例："100,11" ；检索

时可圈定分类维度进行检索

相似图片搜索—入库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相似图片搜索—入库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字段字段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cont_sig

n
是 string

输入图片的签名信息，请务必保存至本地，以便后续用作批量删除、查询某张图是否已经入过库

等用途

相似图片搜索—入库 返回示例相似图片搜索—入库 返回示例

入库之后的图片，可在控制台的图库管理后台进行可视化管理，支持预览大图、更新摘要、更新分类信息、删除图片，入口

public void sample(AipImageSearch client) {public void sample(AipImageSearch client) {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HashMap<String, String>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String>();    HashMap<String, String>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String>();
    options.put("tags", "100,11");    options.put("tags", "100,11");
        
    String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String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 参数为本地路径    // 参数为本地路径
    String image = "test.jpg";    String image = "test.jpg";
    JSONObject res = client.similarAdd(image, brief,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similarAdd(image, brief,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参数为二进制数组    // 参数为二进制数组
    byte[] file = readFile("test.jpg");    byte[] file = readFile("test.jpg");
    res = client.similarAdd(file, brief, options);    res = client.similarAdd(file, brief,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相似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相似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JSONObject res = client.similarAddUrl(url, brief,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similarAddUrl(url, brief,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
    "log_id": 2263663554,    "log_id": 2263663554,
    "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    "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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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管理图库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管理图库，注：大批量更新摘要或分类、删除图片请调用API。

同时，图库管理后台支持在线测试检索效果，点击右上角搜索框边上的“相机”标识，可以上传图片，测试检索效果。

相似图片搜索—检索

完成入库后，可使用该接口实现相似图检索。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tags）进行检索，返回结果支持翻页（具体变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tags）进行检索，返回结果支持翻页（具体变

量pn、rn）量pn、rn）。

注意： 1、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反馈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请调用入库接口时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注意： 1、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反馈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请调用入库接口时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

图片url等信息。图片url等信息。

2、检索接口默认返回TOP 300的结果，如果图库里不满300张图片，会返回所有图片，请入库足量图片以便充分测试效果2、检索接口默认返回TOP 300的结果，如果图库里不满300张图片，会返回所有图片，请入库足量图片以便充分测试效果。

3、原则上任何2张图片都有相似度，只不过分值有高低，应用时可结合接口返回的相关性分数score（取值范围0-1，越接近13、原则上任何2张图片都有相似度，只不过分值有高低，应用时可结合接口返回的相关性分数score（取值范围0-1，越接近1

代表相似度越高）进行筛选，如选取score大于某个值的结果进行应用代表相似度越高）进行筛选，如选取score大于某个值的结果进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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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图片搜索—检索 请求参数详情相似图片搜索—检索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是 mixed 本地图片路径或者图片二进制数据

url 是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

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范围内的整数，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样例："100,11" ；检索时可圈定分类

维度进行检索

tag_logi

c
否 String 检索时tag之间的逻辑， 0：逻辑and，1：逻辑or

pn 否 String

分页功能，起始位置，例：0。未指定分页时，默认返回前300个结果；接口返回数量最大限制

1000条，例如：起始位置为900，截取条数500条，接口也只返回第900 - 1000条的结果，共计

100条

rn 否 String 分页功能，截取条数，例：250

相似图片搜索—检索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相似图片搜索—检索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public void sample(AipImageSearch client) {public void sample(AipImageSearch client) {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HashMap<String, String>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String>();    HashMap<String, String>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String>();
    options.put("tags", "100,11");    options.put("tags", "100,11");
    options.put("tag_logic", "0");    options.put("tag_logic", "0");
    options.put("pn", "100");    options.put("pn", "100");
    options.put("rn", "250");    options.put("rn", "250");
        
        
    // 参数为本地路径    // 参数为本地路径
    String image = "test.jpg";    String image = "test.jpg";
    JSONObject res = client.similarSearch(image,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similarSearch(image,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参数为二进制数组    // 参数为二进制数组
    byte[] file = readFile("test.jpg");    byte[] file = readFile("test.jpg");
    res = client.similarSearch(file, options);    res = client.similarSearch(file,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相似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相似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JSONObject res = client.similarSearchUrl(url,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similarSearchUrl(url,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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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result_num 是 uint32 检索结果数

result 是 object[] 结果数组

+cont_sign 是 string 图片签名，可以用来删除图片或定位问题

+score 是 float 图片相关性，取值范围0-1，越接近1代表越相似

+brief 是 string 入库时添加的brief信息

has_more 是 bool 是否还有下一页，返回值：true、false；如果不分页，不用关注该字段

相似图片搜索—检索 返回示例相似图片搜索—检索 返回示例

相似图片搜索—更新

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tags）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tags）。

相似图片搜索—更新 请求参数详情相似图片搜索—更新 请求参数详情

{{
    "result_num": 1,    "result_num": 1,
    "result": [    "result": [
        {        {
            "score": 0.97976700290421,            "score": 0.97976700290421,
            "brief": "./data/jay1.jpg",            "brief": "./data/jay1.jpg",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        }
    ],    ],
    "log_id": 1968648150    "log_id": 1968648150
}}

publicpublic  voidvoid  samplesample((AipImageSearchAipImageSearch client client))  {{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HashMapHashMap<<StringString,,  StringString>> options  options ==  newnew  HashMapHashMap<<StringString,,  StringString>>(());;
    options    options..putput(("brief""brief",,  "{\"name\":\"周杰伦\", \"id\":\"666\"}""{\"name\":\"周杰伦\", \"id\":\"666\"}"));;
    options    options..putput(("tags""tags",,  "100,11""100,11"));;
        
        
        // 参数为本地路径// 参数为本地路径
        StringString image  image ==  "test.jpg""test.jpg";;
        JSONObjectJSONObject res  res == client client..similarUpdatesimilarUpdate((imageimage,, options options));;
        SystemSystem..outout..printlnprintln((resres..toStringtoString((22))));;

        // 参数为二进制数组// 参数为二进制数组
        bytebyte[[]] file  file ==  readFilereadFile(("test.jpg""test.jpg"));;
    res     res == client client..similarUpdatesimilarUpdate((filefile,, options options));;
        SystemSystem..outout..printlnprintln((resres..toStringtoString((22))));;
        
        // 相似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相似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JSONObjectJSONObject res  res == client client..similarUpdateUrlsimilarUpdateUrl((urlurl,, options options));;
        SystemSystem..outout..printlnprintln((resres..toStringtoString((22))));;

        // 相似图检索—更新, 根据签名更新// 相似图检索—更新, 根据签名更新
        StringString contSign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8cnn32frvrr2cd901";;
        JSONObjectJSONObject res  res == client client..similarUpdateContSignsimilarUpdateContSign((contSigncontSign,, options options));;
        SystemSystem..outout..printlnprintln((resres..toStringtoString((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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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是 mixed 本地图片路径或者图片二进制数据

url 是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cont_si

gn
否 string

图片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不支持批量传入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不支持批量传入签名，样

例："932301884,10680062193"

brief 否 String 更新的摘要信息，最长256B。样例：{"name":"周杰伦", "id":"666"}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范围内的整数，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样例："100,11" ；检索时可圈定分类

维度进行检索

相似图片搜索—更新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相似图片搜索—更新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相似图片搜索—更新 返回示例相似图片搜索—更新 返回示例

相似图片搜索—删除

删除图库中的图片，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传cont_sign参数，勿传image，最多支持100个cont_sign删除图库中的图片，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传cont_sign参数，勿传image，最多支持100个cont_sign。

相似图片搜索—删除 请求参数详情相似图片搜索—删除 请求参数详情

{{
    "log_id": 2263663554    "log_id": 2263663554
}}

public void sample(AipImageSearch client) {public void sample(AipImageSearch client) {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HashMap<String, String>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String>();    HashMap<String, String>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String>();
        
        
    // 参数为本地路径    // 参数为本地路径
    String image = "test.jpg";    String image = "test.jpg";
    JSONObject res = client.similarDeleteByImage(image,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similarDeleteByImage(image,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参数为二进制数组    // 参数为二进制数组
    byte[] file = readFile("test.jpg");    byte[] file = readFile("test.jpg");
    res = client.similarDeleteByImage(file, options);    res = client.similarDeleteByImage(file,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删除相似图，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删除相似图，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JSONObject res = client.similarDeleteByUrl(url,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similarDeleteByUrl(url,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删除相似图，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    // 删除相似图，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
    JSONObject res = client.similarDeleteBySign(contSign,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similarDeleteBySign(contSign,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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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是 mixed 本地图片路径或者图片二进制数据。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

url 是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15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cont_si

gn
是 String

图片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image、url，最多支持100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image、url，最多支持100

个cont_sign列表个cont_sign列表。样

例："932301884,1068006219;316336521,553141152;2491030726,1352091083"

相似图片搜索—删除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相似图片搜索—删除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是否必须是否必须 说明说明 示例示例

log_id number 是 请求标识码，随机数，唯一 507499361

相似图片搜索—删除 返回示例相似图片搜索—删除 返回示例

商品图片搜索

针对商品类图片，专项训练检索模型，在自建图库中搜索相同及相似的商品图片集，可找到不同颜色、背景、角度的同款商

品。

典型应用场景：各类B2B、B2C电商平台，相似商品推荐、拍照搜同款或者相似商品

适用的图片类型：电商商品图片（实体商品为主，如数码3C、服装鞋帽、日化百货等）

注意：部分特殊商品，如面料、木材、瓷砖等，建议同步对比测试相似图搜索的效果，择优使用部分特殊商品，如面料、木材、瓷砖等，建议同步对比测试相似图搜索的效果，择优使用。

商品图片搜索包含入库、检索、删除、更新4个子接口；在正式使用之前请在在正式使用之前请在控制台控制台创建应用后，在应用详情页申请建库，建创建应用后，在应用详情页申请建库，建

库成功后方可正常使用入库、检索、删除、更新接口库成功后方可正常使用入库、检索、删除、更新接口。

申请建库时，图库的图片数量上限为50万，避免浪费资源；如果容量不够用，可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扩容如果容量不够用，可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扩容，工作人员会

在1-3个工作日内审批，每次扩容的申请上限也是50万，可以反复申请扩容可以反复申请扩容，原则上图库总量无上限，百万级、千万级、甚至

亿级的图片量都可以做到实时检索，秒级返回检索结果。

{{
  "log_id": 50488417  "log_id": 504884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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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图片搜索—入库

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

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同时可提交分类维度信息（具体变量为class_id1、class_id2），方便对图库中的图片进行

管理、分类检索。

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

商品图片搜索—入库 请求参数详情商品图片搜索—入库 请求参数详情

public void sample(AipImageSearch client) {public void sample(AipImageSearch client) {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HashMap<String, String>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String>();    HashMap<String, String>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String>();
    options.put("class_id1", "1");    options.put("class_id1", "1");
    options.put("class_id2", "1");    options.put("class_id2", "1");
        
    String brief = "{\"name\":\"手机\", \"id\":\"666\"}";    String brief = "{\"name\":\"手机\", \"id\":\"666\"}";
        
    // 参数为本地路径    // 参数为本地路径
    String image = "test.jpg";    String image = "test.jpg";
    JSONObject res = client.productAdd(image, brief,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productAdd(image, brief,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参数为二进制数组    // 参数为二进制数组
    byte[] file = readFile("test.jpg");    byte[] file = readFile("test.jpg");
    res = client.productAdd(file, brief, options);    res = client.productAdd(file, brief,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商品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商品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JSONObject res = client.productAddUrl(url, brief,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productAddUrl(url, brief,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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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是 mixed 本地图片路径或者图片二进制数据。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重复添加会返回错误。

url 是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30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

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brief 是 String

检索时原样带回,最长256B。样例{"name":"周杰伦", "id":"666"} 。请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请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

图，仅反馈当前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调用该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图，仅反馈当前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调用该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

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

class_i

d1
否 String 商品分类维度1，支持1-65535范围内的整数。检索时可圈定该分类维度进行检索

class_i

d2
否 String 商品分类维度1，支持1-65535范围内的整数。检索时可圈定该分类维度进行检索

商品图片搜索—入库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商品图片搜索—入库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字段字段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cont_sig

n
是 string

上传图片的签名信息，请务必保存至本地，以便后续用作批量删除、查询某张图是否已经入过库

等用途

商品图片搜索—入库 返回示例商品图片搜索—入库 返回示例

入库之后的图片，可在控制台的图库管理后台进行可视化管理，支持预览大图、更新摘要、更新分类信息、删除图片，入口

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管理图库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管理图库，注：大批量更新摘要或分类、删除图片请调用API。

同时，图库管理后台支持在线测试检索效果，点击右上角搜索框边上的“相机”标识，可以上传图片，测试检索效果。

{{
    "log_id": 2263663554,    "log_id": 2263663554,
    "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    "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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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图片搜索—检索

完成入库后，可使用该接口实现相似商品图片检索。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class_id1、class_id2）进行检索，返回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class_id1、class_id2）进行检索，返回

结果支持翻页（具体变量pn、rn）结果支持翻页（具体变量pn、rn）。

注意： 1、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反馈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请调用入库接口时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注意： 1、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反馈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请调用入库接口时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

图片url等信息。图片url等信息。

2、检索接口默认返回TOP 300的结果，如果图库里不满300张图片，会返回所有图片，请入库足量图片以便充分测试效果2、检索接口默认返回TOP 300的结果，如果图库里不满300张图片，会返回所有图片，请入库足量图片以便充分测试效果。

3、原则上任何2张图片都有相似度，只不过分值有高低，应用时可结合接口返回的相关性分数score（取值范围0-1，越接近13、原则上任何2张图片都有相似度，只不过分值有高低，应用时可结合接口返回的相关性分数score（取值范围0-1，越接近1

代表相似度越高）进行筛选，如选取score大于某个值的结果进行应用代表相似度越高）进行筛选，如选取score大于某个值的结果进行应用。

商品图片搜索—检索 请求参数详情商品图片搜索—检索 请求参数详情

public void sample(AipImageSearch client) {public void sample(AipImageSearch client) {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HashMap<String, String>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String>();    HashMap<String, String>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String>();
    options.put("class_id1", "1");    options.put("class_id1", "1");
    options.put("class_id2", "1");    options.put("class_id2", "1");
    options.put("pn", "100");    options.put("pn", "100");
    options.put("rn", "250");    options.put("rn", "250");
        
        
    // 参数为本地路径    // 参数为本地路径
    String image = "test.jpg";    String image = "test.jpg";
    JSONObject res = client.productSearch(image,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productSearch(image,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参数为二进制数组    // 参数为二进制数组
    byte[] file = readFile("test.jpg");    byte[] file = readFile("test.jpg");
    res = client.productSearch(file, options);    res = client.productSearch(file,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商品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商品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JSONObject res = client.productSearchUrl(url,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productSearchUrl(url,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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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是 mixed 本地图片路径或者图片二进制数据。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

url 是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30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

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class_i

d1
否 String 商品分类维度1，支持1-65535范围内的整数。检索时可圈定该分类维度进行检索

class_i

d2
否 String 商品分类维度1，支持1-65535范围内的整数。检索时可圈定该分类维度进行检索

tag_logi

c
否 String 检索时tag之间的逻辑， 0：逻辑and，1：逻辑or

pn 否 String

分页功能，起始位置，例：0。未指定分页时，默认返回前300个结果；接口返回数量最大限制

1000条，例如：起始位置为900，截取条数500条，接口也只返回第900 - 1000条的结果，共计

100条

rn 否 String 分页功能，截取条数，例：250

商品图片搜索—检索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商品图片搜索—检索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result_num 是 uint32 检索结果数

result 是 object[] 结果数组

+cont_sign 是 string 图片签名，可以用来删除图片或定位问题

+score 是 float 图片相关性，取值范围0-1，越接近1代表越相似

+brief 是 string 入库时添加的brief信息

has_more 是 bool 是否还有下一页，返回值：true、false；如果不分页，不用关注该字段

商品图片搜索—检索 返回示例商品图片搜索—检索 返回示例

商品图片搜索—更新

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class_id1/class_id2）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class_id1/class_id2）。

{{
    "result_num": 1,    "result_num": 1,
    "result": [    "result": [
        {        {
            "score": 0.97976700290421,            "score": 0.97976700290421,
            "brief": "./data/mobile.jpg",            "brief": "./data/mobile.jpg",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        }
    ],    ],
    "log_id": 1968648150    "log_id": 1968648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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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图片搜索—更新 请求参数详情商品图片搜索—更新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是 mixed 本地图片路径或者图片二进制数据

url 是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30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cont_si

gn
否 string

图片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不支持批量传入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不支持批量传入签名，样

例："932301884,10680062193"

brief 否 String 更新的摘要信息，最长256B。样例：{"name":"周杰伦", "id":"666"}

class_i

d1
否 String 更新的商品分类1，支持1-65535范围内的整数。

class_i

d2
否 String 更新的商品分类2，支持1-65535范围内的整数。

商品图片搜索—更新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商品图片搜索—更新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商品图片搜索—更新 返回示例商品图片搜索—更新 返回示例

商品图片搜索—删除

删除图库中的图片，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传cont_sign参数，勿传image，最多支持100个cont_sign删除图库中的图片，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传cont_sign参数，勿传image，最多支持100个cont_sign。

public void sample(AipImageSearch client) {public void sample(AipImageSearch client) {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HashMap<String, String>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String>();    HashMap<String, String>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String>();
    options.put("brief", "{\"name\":\"周杰伦\", \"id\":\"666\"}");    options.put("brief", "{\"name\":\"周杰伦\", \"id\":\"666\"}");
    options.put("class_id1", "1");    options.put("class_id1", "1");
    options.put("class_id2", "1");    options.put("class_id2", "1");
        
        
    // 参数为本地路径    // 参数为本地路径
    String image = "test.jpg";    String image = "test.jpg";
    JSONObject res = client.productUpdate(image,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productUpdate(image,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参数为二进制数组    // 参数为二进制数组
    byte[] file = readFile("test.jpg");    byte[] file = readFile("test.jpg");
    res = client.productUpdate(file, options);    res = client.productUpdate(file,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商品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商品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JSONObject res = client.productUpdateUrl(url,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productUpdateUrl(url,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
    "log_id": 2263663554    "log_id": 22636635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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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图片搜索—删除 请求参数详情商品图片搜索—删除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是 mixed
本地图片路径或者图片二进制数据。（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cont_sign）

url 是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30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

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cont_si

gn
是 String

图片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优先级最低），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image、url，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image、url，

最多支持100个cont_sign列表，最多支持100个cont_sign列表，样

例："932301884,1068006219;316336521,553141152;2491030726,1352091083"

商品图片搜索—删除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商品图片搜索—删除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是否必须是否必须 说明说明 示例示例

log_id number 是 请求标识码，随机数，唯一 507499361

商品图片搜索—删除 返回示例商品图片搜索—删除 返回示例

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

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同时可提交分类维度信息（具体变量为tags，最多可传入2个tag），方便对图库中的图片

public void sample(AipImageSearch client) {public void sample(AipImageSearch client) {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HashMap<String, String>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String>();    HashMap<String, String>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String>();
        
        
    // 参数为本地路径    // 参数为本地路径
    String image = "test.jpg";    String image = "test.jpg";
    JSONObject res = client.productDeleteByImage(image,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productDeleteByImage(image,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参数为二进制数组    // 参数为二进制数组
    byte[] file = readFile("test.jpg");    byte[] file = readFile("test.jpg");
    res = client.productDeleteByImage(file, options);    res = client.productDeleteByImage(file,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删除商品，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删除商品，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JSONObject res = client.productDeleteByUrl(url,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productDeleteByUrl(url,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删除商品，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    // 删除商品，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
    JSONObject res = client.productDeleteBySign(contSign,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productDeleteBySign(contSign,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
  "log_id": 50488417  "log_id": 504884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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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管理、分类检索。

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

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请求参数详情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

如 ；最短边至少1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长宽比在1：

10-10：1之间。支持jpg/png/bmp格式。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提示不能

重复入库。

url 否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

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

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brief 是 string -

检索时原样带回,最长256B。样例：{"name":"周杰伦", "id":"666"} 。请注意，检索接口请注意，检索接口

不返回原图，仅返回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调用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写不返回原图，仅返回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调用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写

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

范围内

的整数

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2个tag无层级关系，检索时支持逻辑运算。样

例："100,11" ；检索时可圈定分类维度进行检索检索时可圈定分类维度进行检索

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public void sample(AipImageSearch client) {public void sample(AipImageSearch client) {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HashMap<String, String>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String>();    HashMap<String, String>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String>();
    options.put("tags", "100,11");    options.put("tags", "100,11");

    JSONObject brief = new JSONObject();    JSONObject brief = new JSONObject();
    brief.put("name", "周杰伦");    brief.put("name", "周杰伦");
    brief.put("id", "566");    brief.put("id", "566");

    // 参数为本地路径    // 参数为本地路径
    String image = "test.jpg";    String image = "test.jpg";
    JSONObject res = client.pictureBookAddImage(image, brief,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pictureBookAddImage(image, brief,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参数为二进制数组    // 参数为二进制数组
    byte[] file = readFile("test.jpg");    byte[] file = readFile("test.jpg");
    res = client.pictureBookAddImage(file, brief, options);    res = client.pictureBookAddImage(file, brief,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String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String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res = client.pictureBookAddUrl(url, brief, options);    res = client.pictureBookAddUrl(url, brief,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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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无实际意义，用于问题定位

cont_sig

n
是 string

入库图片的签名信息，请务必保存至本地请务必保存至本地，以便后续用作批量删除、查询某张图是否已经入过库

等用途

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返回示例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返回示例

绘本图片搜索—检索

完成入库后，可使用该接口实现绘本图检索。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tags）进行检索，返回结果支持翻页（具体变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tags）进行检索，返回结果支持翻页（具体变

量pn、rn）量pn、rn）。

请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反馈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请调用入库接口时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请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反馈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请调用入库接口时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

片url等信息片url等信息。

绘本图片搜索—检索 请求参数详情绘本图片搜索—检索 请求参数详情

{{
    "log_id": 2263663554,    "log_id": 2263663554,
    "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    "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
}}

public void sample(AipImageSearch client) {public void sample(AipImageSearch client) {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HashMap<String, String>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String>();    HashMap<String, String>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String>();
    options.put("tags", "100,11");    options.put("tags", "100,11");
    options.put("tag_logic", "0");    options.put("tag_logic", "0");
    options.put("pn", "100");    options.put("pn", "100");
    options.put("rn", "250");    options.put("rn", "250");

    // 参数为本地路径    // 参数为本地路径
    String image = "test.jpg";    String image = "test.jpg";
    JSONObject res = client.pictureBookSearchImage(image,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pictureBookSearchImage(image,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参数为二进制数组    // 参数为二进制数组
    byte[] file = readFile("test.jpg");    byte[] file = readFile("test.jpg");
    res = client.pictureBookSearchImage(file, options);    res = client.pictureBookSearchImage(file,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String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String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res = client.pictureBookSearchUrl(url, options);    res = client.pictureBookSearchUrl(url,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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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

如 ；最短边至少1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长宽比在1：

10-10：1之间。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否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

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

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

范围内

的整数

分类维度信息，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可传入2个tag，tag间无层级关系，示

例："100,11"

tag_logi

c
否 string 0,1 检索时tag之间的逻辑， 0：逻辑and，1：逻辑or

pn 否 string

0 - 999

范围内

的整数

分页功能，起始位置，例：0，代表从第1个结果开始。注：未指定分页时，默认返回前注：未指定分页时，默认返回前

300个结果；接口返回数量最大限制1000个，例如：起始位置为900，截取条数500条，300个结果；接口返回数量最大限制1000个，例如：起始位置为900，截取条数500条，

接口也只返回第901 - 1000条的结果，共计100条接口也只返回第901 - 1000条的结果，共计100条

rn 否 string

1 -

1000范

围内的

整数

分页功能，截取条数，例：250

绘本图片搜索—检索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绘本图片搜索—检索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字段字段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无实际含义，用于问题定位

result_nu

m
是 uint32 检索结果数

result 是 object[] 结果数组

+cont_sig

n
是 string 入库图片签名，可以用来删除图片或定位问题

+score 是 float 图片相关性，取值范围0-1，越接近1表示越相关

+brief 是 string
调用入库add接口时添加的brief信息，为保证该结果有效性，请入库时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片库

的有效id信息

has_more 是 bool 是否还有下一页，返回值：true、false；如果不分页，不用关注该字段

绘本图片搜索—检索 返回示例绘本图片搜索—检索 返回示例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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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tags）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tags）。

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请求参数详情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请求参数详情

{{
    "result_num": 1,    "result_num": 1,
    "result": [    "result": [
        {        {
            "score": 0.97976700290421,            "score": 0.97976700290421,
            "brief": "./data/jay1.jpg",            "brief": "./data/jay1.jpg",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        }
    ],    ],
 "has_more": "false", "has_more": "false",
    "log_id": 1968648150    "log_id": 1968648150
}}

publicpublic  voidvoid  samplesample((AipImageSearchAipImageSearch client client))  {{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HashMapHashMap<<StringString,,  StringString>> options  options ==  newnew  HashMapHashMap<<StringString,,  StringString>>(());;
        
        JSONObjectJSONObject brief  brief ==  newnew  JSONObjectJSONObject(());;
    brief    brief..putput(("name""name",,  "周杰伦""周杰伦"));;
    brief    brief..putput(("id""id",,  "566""566"));;

    options    options..putput(("brief""brief",, brief brief));;
    options    options..putput(("tags""tags",,  "100,11""100,11"));;

        // 参数为本地路径// 参数为本地路径
        StringString image  image ==  "test.jpg""test.jpg";;
        JSONObjectJSONObject res  res == client client..pictureBookUpdatepictureBookUpdate((imageimage,, options options));;
        SystemSystem..outout..printlnprintln((resres..toStringtoString((22))));;

        // 参数为二进制数组// 参数为二进制数组
        bytebyte[[]] file  file ==  readFilereadFile(("test.jpg""test.jpg"));;
    res     res == client client..pictureBookUpdatepictureBookUpdate((filefile,, options options));;
        SystemSystem..outout..printlnprintln((resres..toStringtoString((22))));;

        // 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StringString url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http//www.x.com/sample.jpg";;
    res     res == client client..pictureBookUpdateUrlpictureBookUpdateUrl((urlurl,, options options));;
        SystemSystem..outout..printlnprintln((resres..toStringtoString((22))));;

                // 参数为根据签名更新// 参数为根据签名更新
        StringString contSign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8cnn32frvrr2cd901";;
    res     res == client client..pictureBookUpdateContSignpictureBookUpdateContSign((contSigncontSign,, options options));;
        SystemSystem..outout..printlnprintln((resres..toStringtoString((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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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ring -

图片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

如 ，最短边至少1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长宽比在1：

10-10：1之间。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否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 ，由于图床的

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

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cont_si

gn
否 string -

图片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不支持批量传入签和image、url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不支持批量传入签

名名，样例："932301884,10680062193"

brief 否 string - 更新的摘要信息，最长256B。样例：{"name":"周杰伦", "id":"666"}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

范围内

的整数

更新的分类信息，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样例："100,11"

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返回示例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返回示例

绘本图片搜索—删除

删除图库中的图片，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传cont_sign参数，勿传image、url，最多支持100个cont_sign。

图片删除延时生效，每天数据库定时更新进行物理删除，刚删除时仍然可以在图库中检索到（但图库管理后台是同步清除），图片删除延时生效，每天数据库定时更新进行物理删除，刚删除时仍然可以在图库中检索到（但图库管理后台是同步清除），

请过一段时间再验证，一般最多延时4小时左右请过一段时间再验证，一般最多延时4小时左右。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
    "log_id": 2263663554    "log_id": 22636635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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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图片搜索—删除 请求参数详情绘本图片搜索—删除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ring -

图片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注意要去掉图片头注意要去掉图片头

部部，如 。最短边至少1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长宽比在

1：10-10：1之间。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否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

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

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cont_si

gn
否 string -

图片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image、url，最多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image、url，最多

支持100个cont_sign列表，支持100个cont_sign列表，样

例："932301884,1068006219;316336521,553141152;2491030726,1352091083"

绘本图片搜索—删除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绘本图片搜索—删除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绘本图片搜索—删除 返回示例绘本图片搜索—删除 返回示例

public void sample(AipImageSearch client) {public void sample(AipImageSearch client) {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HashMap<String, String>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String>();    HashMap<String, String>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String>();
    JSONObject brief = new JSONObject();    JSONObject brief = new JSONObject();
    brief.put("name", "周杰伦");    brief.put("name", "周杰伦");
    brief.put("id", "566");    brief.put("id", "566");

    options.put("brief", brief);    options.put("brief", brief);
    options.put("tags", "100,11");    options.put("tags", "100,11");

    // 参数为本地路径    // 参数为本地路径
    String image = "test.jpg";    String image = "test.jpg";
    JSONObject res = client.pictureBookDeleteByImage(image,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pictureBookDeleteByImage(image,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参数为二进制数组    // 参数为二进制数组
    byte[] file = readFile("test.jpg");    byte[] file = readFile("test.jpg");
    res = client.pictureBookDeleteByImage(file, options);    res = client.pictureBookDeleteByImage(file,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String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String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res = client.pictureBookDeleteByUrl(url, options);    res = client.pictureBookDeleteByUrl(url,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String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String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res = client.pictureBookDeleteBySign(contSign, options);    res = client.pictureBookDeleteBySign(contSign,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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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料图片搜索

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SDK 调用示例SDK 调用示例

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可参考API文档：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SDK 调用示例SDK 调用示例

{{
  "log_id": 50488417  "log_id": 50488417
}}

public void sample(AipImageSearch client) {public void sample(AipImageSearch client) {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HashMap<String, String>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String>();    HashMap<String, String>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String>();
    options.put("tags", "100,11");    options.put("tags", "100,11");
        
    String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String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 参数为本地路径    // 参数为本地路径
    String image = "test.jpg";    String image = "test.jpg";
    JSONObject res = client.materielAdd(image, brief,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materielAdd(image, brief,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参数为二进制数组    // 参数为二进制数组
    byte[] file = readFile("test.jpg");    byte[] file = readFile("test.jpg");
    res = client.materielAdd(file, brief, options);    res = client.materielAdd(file, brief,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JSONObject res = client.materielAddUrl(url, brief,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materielAddUrl(url, brief,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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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可参考API文档：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SDK 调用示例SDK 调用示例

public void sample(AipImageSearch client) {public void sample(AipImageSearch client) {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HashMap<String, String>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String>();    HashMap<String, String>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String>();
    options.put("tags", "100,11");    options.put("tags", "100,11");
    options.put("tag_logic", "0");    options.put("tag_logic", "0");
    options.put("pn", "100");    options.put("pn", "100");
    options.put("rn", "250");    options.put("rn", "250");
        
        
    // 参数为本地路径    // 参数为本地路径
    String image = "test.jpg";    String image = "test.jpg";
    JSONObject res = client.materielSearch(image,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materielSearch(image,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参数为二进制数组    // 参数为二进制数组
    byte[] file = readFile("test.jpg");    byte[] file = readFile("test.jpg");
    res = client.materielSearch(file, options);    res = client.materielSearch(file,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JSONObject res = client.materielSearchUrl(url,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materielSearchUrl(url,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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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可参考API文档：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面料图片搜索—删除

SDK 调用示例SDK 调用示例

public void sample(AipImageSearch client) {public void sample(AipImageSearch client) {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HashMap<String, String>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String>();    HashMap<String, String>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String>();
    options.put("brief", "{\"name\":\"周杰伦\", \"id\":\"666\"}");    options.put("brief", "{\"name\":\"周杰伦\", \"id\":\"666\"}");
    options.put("tags", "100,11");    options.put("tags", "100,11");
        
        
    // 参数为本地路径    // 参数为本地路径
    String image = "test.jpg";    String image = "test.jpg";
    JSONObject res = client.materielUpdate(image,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materielUpdate(image,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参数为二进制数组    // 参数为二进制数组
    byte[] file = readFile("test.jpg");    byte[] file = readFile("test.jpg");
    res = client.materielUpdate(file, options);    res = client.materielUpdate(file,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String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String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JSONObject res = client.materielUpdateUrl(url,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materielUpdateUrl(url,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面料图片搜索—更新,根据签名更新    // 面料图片搜索—更新,根据签名更新
    String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String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JSONObject res = client.materielUpdateContSign(contSign,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materielUpdateContSign(contSign,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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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可参考API文档：面料图片搜索—删除

常见问题

Q：图像搜索怎么收费？Q：图像搜索怎么收费？

A：图像搜索按接口调用量进行计费（入库和检索），存储不单独收费存储不单独收费，入库与检索的计费方式为：按调用次数计费，支持按

调用量后付费、次数包预付费两种方式，详细价格方案请参考产品价格文档：https://ai.baidu.com/docs#/IMAGESEARCH-

Pricing/top

Q：相同图检索相似图检索有什么区别吗？Q：相同图检索相似图检索有什么区别吗？

A：服务的差别概况如下：

相似图搜索：在自建图库中找到与查询图片语义相似的图片集，并给出相似度打分，相似的图片里包括了相同的图片。主要

应用场景是找相似的图片集合。

相同图搜索：在自建图库中找到与查询图片包含相同主体的图片，仅返回一模一样或局部相同的图片。主要应用场景是图片

去重、图片精确查找。

Q：图像搜索中自建图库是存在哪里？Q：图像搜索中自建图库是存在哪里？

A：图片库存储在百度服务器上，专有云服务，别人访问不到，有效保障数据安全。

Q：图像搜索可以在百度图片库里帮我找到我想要的图片吗？Q：图像搜索可以在百度图片库里帮我找到我想要的图片吗？

A：图像搜索范围是在您建立的自有图片库中查找目标图片，百度图片的检索结果只是网络信息，不作为检索图库。

Q：公司用了其他的云服务，调用百度的接口时，必须要在百度建库吗？可以直接调其他云服务器上的数据吗？Q：公司用了其他的云服务，调用百度的接口时，必须要在百度建库吗？可以直接调其他云服务器上的数据吗？

A：需要将图片数据上传至平台建库，目前不支持直接调取其他云服务上的数据。因为算法是搭在百度服务器上的，图片入库

public void sample(AipImageSearch client) {public void sample(AipImageSearch client) {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HashMap<String, String>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String>();    HashMap<String, String>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String>();
        
        
    // 参数为本地路径    // 参数为本地路径
    String image = "test.jpg";    String image = "test.jpg";
    JSONObject res = client.materielDeleteByImage(image,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materielDeleteByImage(image,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参数为二进制数组    // 参数为二进制数组
    byte[] file = readFile("test.jpg");    byte[] file = readFile("test.jpg");
    res = client.materielDeleteByImage(file, options);    res = client.materielDeleteByImage(file,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删除面料图片，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删除面料图片，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String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String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JSONObject res = client.materielDeleteByUrl(url,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materielDeleteByUrl(url,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删除面料图片，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    // 删除面料图片，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
    String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String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JSONObject res = client.materielDeleteBySign(contSign,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materielDeleteBySign(contSign,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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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需要进行特征提取。

Q：相似图片搜索和商品搜索在匹配度算法上是不是一样的？我应该用哪个接口呢？Q：相似图片搜索和商品搜索在匹配度算法上是不是一样的？我应该用哪个接口呢？

A：商品搜索与相似图搜索的差别在于，商品搜索针对商品场景做了专门的特征优化，可以找到不同颜色、背景、不同角度的

同款商品，在商品场景下效果更好。

注意：部分特殊商品，如面料、木材、瓷砖等，建议同步对比测试相似图搜索的效果，择优使用。

Q：图像搜索可以保证并发么？Q：图像搜索可以保证并发么？

A：接口在免费状态下默认2个QPS的并发，可以在控制台开通付费、或者购买次数包，保证10 QPS的并发，价格介绍请参考文

档：http://ai.baidu.com/docs#/IMAGESEARCH-Pricing/top

如果10 QPS仍然不够用，可提交工单联系我们沟通QPS购买、提额。

Q：图像搜索上传报错216203，是什么原因？Q：图像搜索上传报错216203，是什么原因？

A：216203错误是：模型提取不到有效的图片特征，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

图片尺寸太小，比如小于300px，甚至200px；或者图片长宽比太大，比如细长的长条图、竖条图。

图片特征过于单一，比如纯色图、只有一根黑色的圆柱体等。

图片中主体太多，比如一张图里有十几双鞋子、或者多只口红啥的，模型不知道应该以哪一个主体为识别目标，就处理不了

了。

商品图片搜索，入库时模型会对图片主体进行判断，如果图片明显不是商品，则提取不到商品特征，进而报错。

Q：调用接口时，传入的是图片URL，但是报错“url download timeout”、“url response invalid”，该如何处理Q：调用接口时，传入的是图片URL，但是报错“url download timeout”、“url response invalid”，该如何处理？

A：“url download timeout”表示url对应的图片下载超时，可能是图床/图片无法下载或链路状况不好，您可以重新尝试一下，如

果多次尝试后仍不行，建议更换图片地址 。

“url response invalid”表示url返回无效参数，一般是图片url抓图失败，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

url可能抓不到图，请将图片下载到本地，用image转码后上传入库。

Q：完全相同的图片不能重复入库，如果实在有业务上的特殊情况，需要入库相同的图片，是否有处理方法Q：完全相同的图片不能重复入库，如果实在有业务上的特殊情况，需要入库相同的图片，是否有处理方法？

A：如果同一张图确实需要重复上传，可以考虑两种方式：

入库时接口报错图片已存在后，调用更新接口，把新的图片标题/说明信息等补充到已有图片的brief里，变相实现1对多的关

系

对后面入库的图片做一些小处理，比如增加不明显的水印、调整大小等，只要图片不是一模一样，就可以入库成功

Q：调用入库接口上传了一些图片，但是在控制台图库管理后台里有些图片展示不出来，少了一部分图片，是怎么回事呢Q：调用入库接口上传了一些图片，但是在控制台图库管理后台里有些图片展示不出来，少了一部分图片，是怎么回事呢？

A：控制台图库管理后台的图片都是从数据库定期同步过来进行展示，一般会有分钟级、最多小时级的延时。

同时，因为前端页面性能的问题，部分图片可能同步展示失败，比如图片边长过长、图片太大、图片没有brief（注：未传入未传入

brief参数的图片不会同步至图库后台brief参数的图片不会同步至图库后台）等，因此图库管理后台的图片数量是 ≤ 数据库里的图片量的，检索时请以接口调用为

准。

Q：上传了几张、几十张图片到图库里测试相似图搜索/商品图搜索，检索时为何不太相似的图片也返回了Q：上传了几张、几十张图片到图库里测试相似图搜索/商品图搜索，检索时为何不太相似的图片也返回了？

A：针对相似图搜索和商品图搜索，调用检索接口时，默认返回相关性TOP 300的结果，如果图库里不满300张图片，会返回所

有图片，请入库足量图片以便充分测试效果。（控制台图库管理后台，在线测试默认返回相关性Top 50的结果图，如果图库里

不满50张图，则全部返回；后续会在图库管理后台的返回结果里增加展示相关性分数score，方便大家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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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片像素特征的角度，原则上任何2张图片都有相似度，只不过分值有高低，应用时可结合接口返回的相关性分数score（取

值范围0-1，越接近1代表相似度越高）进行筛选，如选取score大于某个值的结果进行应用。

Q：图像搜索的图库支持一键清空么？Q：图像搜索的图库支持一键清空么？

A：为了避免误操作的风险，暂不支持直接清空图库，建议：原来的应用和图库搁置；新建个应用、图库，重新入库测试。

Q：图像搜索在管理相似图片的图库时，系统提示，上传图片“建议长宽比3：1 ，其中宽度在4096px和30px之间”，请问如果长Q：图像搜索在管理相似图片的图库时，系统提示，上传图片“建议长宽比3：1 ，其中宽度在4096px和30px之间”，请问如果长

宽比例不是3:1，会是什么情况？宽比例不是3:1，会是什么情况？

A：长宽比3:1只是建议，不是强制要求，图片大小的强制要求是：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50px，最长边最

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

注：其余使用过程中的问题，可通过QQ群（630770006）联系群管、或提交工单进行反馈，感谢大家对百度图像搜索产品的

关注与支持。

错误信息

错误返回格式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_codeerror_code：错误码。

error_msg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错误码

SDK本地检测参数返回的错误码SDK本地检测参数返回的错误码：

error_codeerror_code error_msgerror_msg 备注备注

SDK100 image size error 图片大小超限

SDK101 image length error 图片边长不符合要求

SDK102 read image file error 读取图片文件错误

SDK108 connection or read data time out 连接超时或读取数据超时

SDK109 unsupported image format 不支持的图片格式

服务端返回的错误码服务端返回的错误码

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1
Unknown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630770006）或提交工单联系技

术支持团队

2

Service

temporaril

y

unavailabl

e

服务暂不可用，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630770006）或提交工单联系技术

支持团队

3

Unsuppor

ted

openapi

method

调用的API不存在，请检查请求URL后重新尝试，一般为URL中有非英文字符，如“-”，可手动输入重试

4

Open api

request

limit

集群超限额，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630770006）或提交工单联系技术支

持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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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hed

6

No

permissio

n to

access

data

无权限访问该用户数据，创建应用时未勾选相关接口，请登录百度云控制台，找到对应的应用，编辑应

用，勾选上相关接口，然后重试调用

13

Get

service

token

failed

获取token失败

14

IAM

Certificati

on failed

IAM 鉴权失败，建议参照文档自查生成sign的方式是否正确，或换用控制台中ak sk的方式调用

15

app not

exsits or

create

failed

应用不存在或者创建失败

17

Open api

daily

request

limit

reached

每天请求量超限额；未上线计费的接口，可通过QQ群（630770006）联系群管、或提交工单申请提额；

已上线计费的接口，可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或购买次数包，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次数计费，并保

证10qps的并发

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超限额；未上线计费的接口，可通过QQ群（630770006）联系群管、或提交工单申请提额；已上线

计费的接口，可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或购买次数包，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次数计费，并保证

10qps的并发

19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请求总量超限额，请通过QQ群（630770006）联系群管、或提交工单申请提额

100

Invalid

paramete

r

无效的access_token参数，token拉取失败，可以参考“Access Token获取”重新获取

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access_token无效，token有效期为30天，注意需要定期更换，也可以每次请求都拉取新token

111

Access

token

expired

access token过期，token有效期为30天，注意需要定期更换，也可以每次请求都拉取新token

282000
internal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630770006）或提交工单联系技

术支持团队。

216017
not

initialized

未建库，请先前往百度云控制台，找到对应的应用，在应用详情页 下方申请建库未建库，请先前往百度云控制台，找到对应的应用，在应用详情页 下方申请建库，建库成功后方可正常

使用入库、检索、删除、更新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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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100
invalid

param
请求中包含非法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216101

not

enough

param

缺少必须的参数，请检查参数是否有遗漏

216102

service

not

support

请求了不支持的服务，请检查调用的url

216103
param

too long
请求中某些参数过长，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216110
appid not

exist
appid不存在，请重新核对信息是否为后台应用列表中的appid

216200
empty

image
图片为空，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216201

image

format

error

上传的图片格式错误，现阶段支持的图片格式为：PNG、JPG、JPEG、BMP，请进行转码或更换图片

216202
image

size error

上传的图片大小错误，现阶段支持的图片大小为：base64编码后小于4M，分辨率不高于4096*4096，

请重新上传图片

216203

input

image

cannot

handle

模型提取不到有效的图片特征模型提取不到有效的图片特征，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1）图片尺寸太小，比如小于300px，甚至

200px；或者图片长宽比太大，比如细长的长条图、竖条图；2）图片特征过于单一，比如纯色图、只有

一根黑色的圆柱体等；3）图片中主体太多，比如一张图里有十几双鞋子、或者多只口红啥的，模型不知

道应该以哪一个主体为识别目标，就处理不了了。请更换图片

216630
recognize

error

识别错误，请再次请求，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630770006）或提交工单联系技术支持

团队。

216680
item not

exist
item不在库里

216681 item exist item已经在库里，完全相同的图片不能重复入库

216634
detect

error

检测错误，请再次请求，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630770006）或提交工单联系技术支持

团队。

282003

missing

paramete

rs: {参数

名}

请求参数缺失

282005

batch

processin

g error

处理批量任务时发生部分或全部错误，请根据具体错误码排查

282006

batch

task limit

reached

批量任务处理数量超出限制，请将任务数量减少到10或10以下

282111
url format

illegal
图片url格式非法，建议更换图片地址

282112

url

download

timeout

url下载超时，对应的图床/图片无法下载或链路状况不好url下载超时，对应的图床/图片无法下载或链路状况不好，您可以重新尝试一下，如果多次尝试后仍不

行，建议更换图片地址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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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113

url

response

invalid

URL返回无效参数，一般是图片URL抓图失败，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一般是图片URL抓图失败，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

URL可能抓不到图URL可能抓不到图，请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282114
url size

error
图片URL长度超过1024字节或为0

282808

request

id: xxxxx

not exist

request id xxxxx 不存在

282809
result

type error
返回结果请求错误（不属于excel或json）

282810

image

recognize

error

图像识别错误

283300

image

recognize

error

数据格式有误，可以检查base64编码、代码格式等

PHP语言
简介

Hi，您好，欢迎使用百度图像搜索服务。

本文档主要针对PHP开发者，描述百度图像搜索接口服务的相关技术内容。如果您对文档内容有任何疑问，可以通过以下几种

方式联系我们：

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咨询问题类型请选择人工智能服务人工智能服务；

如有疑问，进入AI社区交流：http://ai.baidu.com/forum/topic/list/170

服务说明

1、百度相同图/相似图/商品图检索API服务支持开发者基于自建图片库进行入库、检索、删除、更新操作。开发者在控制台创

建应用后，需要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建库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建库，建库成功后相关接口能力可正常调用。

2、申请建库时，图库的图片数量上限为50万，避免浪费资源；如果容量不够用，可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扩容如果容量不够用，可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扩容，工作人员

会在1-3个工作日内审批，每次扩容的申请上限也是50万，可以反复申请扩容可以反复申请扩容，原则上图库总量无上限。 

3、图像搜索已上线图库管理功能，支持对图库里的图片进行可视化管理图像搜索已上线图库管理功能，支持对图库里的图片进行可视化管理，可小批量上传图片、预览大图、修改摘要和分类信

息、删除图片、查询某张图是否在库里，入口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管理图库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管理图库，注：大批量上传、修改、删除请调用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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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能力

接口名称接口名称 接口能力简要描述接口能力简要描述

相同图检

索
基于查询照片，返回自建图库中相同图片集合。

相似图检

索
基于查询照片，返回自建图库中的相似图片集合。

商品检索
更适用于电商平台等场景下所使用的商品类型图片，基于查询商品类型照片，返回自建商品图库中的相同或相似

图片集合。

版本更新记录

上线日期上线日期 版本号版本号 更新内容更新内容

2020.08.06 4.15.1
a. 补充新能力的SDK下载包&文档：绘本图片搜索-入库/检索/删除/更新 

b. 修改SDK参数：相似图、相同图、商品图sdk更新入库接口的入参brief为必选项

2018.7.20 2.2.6 新增相同图、相似图、商品图update接口

2017.12.22 2.0.0 SDK代码重构

2017.11.28 1.6.9 加入图像商品搜索服务

2017.11.3 1.6.7 加入图像搜索服务

快速入门

安装图像搜索 PHP SDK

图像搜索 PHP SDK目录结构图像搜索 PHP SDK目录结构

支持PHP版本：5.3+支持PHP版本：5.3+

使用PHP SDK开发骤如下使用PHP SDK开发骤如下：

1.在官方网站下载php SDK压缩包。

2.将下载的 解压后，复制AipImageSearch.php以及lib/*到工程文件夹中。

├── AipImageSearch.php             //图像搜索├── AipImageSearch.php             //图像搜索
└── lib└── lib
    ├── AipHttpClient.php        //内部http请求类    ├── AipHttpClient.php        //内部http请求类
    ├── AipBCEUtil.php           //内部工具类    ├── AipBCEUtil.php           //内部工具类
    └── AipBase                  //Aip基类    └── AipBase                  //Aip基类

aip-php-sdk-version.zipaip-php-sdk-version.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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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引入AipImageSearch.php

新建AipImageSearch

AipImageSearch是图像搜索的PHP SDK客户端，为使用图像搜索的开发人员提供了一系列的交互方法。

参考如下代码新建一个AipImageSearch：

在上面代码中，常量 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中创建，常量 与 是在创建完毕应用后，系统分配给用户

的，均为字符串，用于标识用户，为访问做签名验证，可在AI服务控制台中的应用列表中查看，如下：

注意注意：如您以前是百度智能云的老用户，其中 对应百度智能云的“Access Key ID”， 对应百度智能云

的“Access Key Secret”。

配置AipImageSearch

如果用户需要配置AipImageSearch的网络请求参数(一般不需要配置)，可以在构造AipImageSearch之后调用接口设置参数，目

前只支持以下参数：

接口接口 说明说明

setConnectionTimeoutInMillis 建立连接的超时时间（单位：毫秒)

setSocketTimeoutInMillis 通过打开的连接传输数据的超时时间（单位：毫秒）

接口说明

相同图检索—入库

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

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同时可提交分类维度信息（具体变量为tags，最多可传入2个tag），方便对图库中的图片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同时可提交分类维度信息（具体变量为tags，最多可传入2个tag），方便对图库中的图片

进行管理、分类检索。**进行管理、分类检索。**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

require_once 'AipImageSearch.php';require_once 'AipImageSearch.php';

// 你的 APPID AK SK// 你的 APPID AK SK
const APP_ID = '你的 App ID';const APP_ID = '你的 App ID';
const API_KEY = '你的 Api Key';const API_KEY = '你的 Api Key';
const SECRET_KEY = '你的 Secret Key';const SECRET_KEY = '你的 Secret Key';

$client = new AipImageSearch(APP_ID, API_KEY, SECRET_KEY);$client = new AipImageSearch(APP_ID, API_KEY, SECRET_KEY);

APP_IDAPP_ID API_KEYAPI_KEY SECRET_KEYSECRET_KEY

API_KEYAPI_KEY SECRET_KEYSECRET_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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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图检索—入库 请求参数详情相同图检索—入库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

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是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brief 是 string 检索时原样带回,最长256B。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范围内的整数，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样例："100,11" ；检索时可圈定分类

维度进行检索

相同图检索—入库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相同图检索—入库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cont_sign 是 string 输入图片签名，可用于删除

相同图检索—入库 返回示例相同图检索—入库 返回示例

相同图检索—检索

完成入库后，可使用该接口实现相同图检索。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tags）进行检索，返回结果支持翻页（具体变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tags）进行检索，返回结果支持翻页（具体变

量pn、rn）。**量pn、rn）。**请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反馈当前填写的brief信息，请调用入库接口时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

$image = file_get_contents('example.jpg');$image = file_get_contents('example.jpg');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 调用相同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调用相同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client->sameHqAdd($image, $brief);$client->sameHqAdd($image, $brief);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options = array();$options = array();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client->sameHqAdd($image, $brief, $options);$client->sameHqAdd($image, $brief, $options);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 调用相同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相同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sameHqAddUrl($url, $brief);$client->sameHqAddUrl($url, $brief);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options = array();$options = array();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sameHqAddUrl($url, $brief, $options);$client->sameHqAddUrl($url, $brief, $options);

{{
    "log_id": 2263663554,    "log_id": 2263663554,
    "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    "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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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id或者图片url等信息。**

相同图检索—检索 请求参数详情相同图检索—检索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

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是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范围内的整数，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样例："100,11" ；检索时可圈定分类

维度进行检索

tag_logi

c
否 string 检索时tag之间的逻辑， 0：逻辑and，1：逻辑or

pn 否 string

分页功能，起始位置，例：0。未指定分页时，默认返回前300个结果；接口返回数量最大限制

1000条，例如：起始位置为900，截取条数500条，接口也只返回第900 - 1000条的结果，共计

100条

rn 否 string 分页功能，截取条数，例：250

相同图检索—检索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相同图检索—检索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image = file_get_contents('example.jpg');$image = file_get_contents('example.jpg');

// 调用相同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调用相同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client->sameHqSearch($image);$client->sameHqSearch($image);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options = array();$options = array();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options["tag_logic"] = "0";$options["tag_logic"] = "0";
$options["pn"] = "100";$options["pn"] = "100";
$options["rn"] = "250";$options["rn"] = "250";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client->sameHqSearch($image, $options);$client->sameHqSearch($image, $options);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相同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相同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sameHqSearchUrl($url);$client->sameHqSearchUrl($url);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options = array();$options = array();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options["tag_logic"] = "0";$options["tag_logic"] = "0";
$options["pn"] = "100";$options["pn"] = "100";
$options["rn"] = "250";$options["rn"] = "250";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sameHqSearchUrl($url, $options);$client->sameHqSearchUrl($url,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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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result_nu

m
是 uint32 检索结果数

result 是 object[] 结果数组

+cont_sig

n
是 string 图片签名，可以用来删除图片或定位问题

+score 是 float 图片相关性，0-1

+brief 是 string
调用add接口添加的brief信息，为保证该结果有效性，请入库是填写有效可关联至本地图片库的

有效id信息

has_more 是 bool 是否还有下一页，返回值：true、false；如果不分页，不用关注该字段

相同图检索—检索 返回示例相同图检索—检索 返回示例

相同图检索—更新

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tags）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tags）

{{
    "result_num": 1,    "result_num": 1,
    "result": [    "result": [
        {        {
            "score": 0.97976700290421,            "score": 0.97976700290421,
            "brief": "./data/jay1.jpg",            "brief": "./data/jay1.jpg",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        }
    ],    ],
    "log_id": 1968648150    "log_id": 1968648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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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图检索—更新 请求参数详情相同图检索—更新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

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50px，最长边最

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是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

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

过4M，最短边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

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

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cont_si

gn

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 ，由于图床的

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

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

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brief 否 string
更新的摘要信息，最长256B。样例：

{"name":"周杰伦", "id":"666"}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范围内的整数，tag间以逗号分隔，

最多2个tag。样例："100,11" ；检索时可圈

定分类维度进行检索

相同图检索—更新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相同图检索—更新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image$image  ==  file_get_contentsfile_get_contents(('example.jpg''example.jpg'));;

        // 调用相同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调用相同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client$client-->>sameHqUpdatesameHqUpdate(($image$image));;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options$options  ==  arrayarray(());;
        $options$options[["brief""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name\":\"周杰伦\", \"id\":\"666\"}";;
        $options$options[["tags""tags"]]  ==  "100,11""100,11";;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client$client-->>sameHqUpdatesameHqUpdate(($image$image,,  $options$options));;
        $url$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相同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相同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client-->>sameHqUpdateUrlsameHqUpdateUrl(($url$url));;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options$options  ==  arrayarray(());;
        $options$options[["brief""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name\":\"周杰伦\", \"id\":\"666\"}";;
        $options$options[["tags""tags"]]  ==  "100,11""100,11";;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client-->>sameHqUpdateUrlsameHqUpdateUrl(($url$url,,  $options$options));;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更新, 图片签名//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更新, 图片签名
        $cont_sign$cont_sign=="g988312421""g988312421";;
        $client$client-->>sameHqUpdateContSignsameHqUpdateContSign(($cont_sign$cont_sign,,  $options$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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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相同图检索—更新 返回示例相同图检索—更新 返回示例

相同图检索—删除

删除图库中的图片，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传cont_sign参数，勿传image，最多支持1000个cont_sign删除图库中的图片，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传cont_sign参数，勿传image，最多支持1000个cont_sign

相同图检索—删除 请求参数详情相同图检索—删除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

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是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cont_si

gn
是 string 图片签名

相同图检索—删除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相同图检索—删除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是否必须是否必须 说明说明 示例示例

log_id number 是 请求标识码，随机数，唯一 507499361

相同图检索—删除 返回示例相同图检索—删除 返回示例

相似图检索—入库

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

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同时可提交分类维度信息（具体变量为tags，最多可传入2个tag），方便对图库中的图片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同时可提交分类维度信息（具体变量为tags，最多可传入2个tag），方便对图库中的图片

进行管理、分类检索。**进行管理、分类检索。**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

{{
    "log_id": 2263663554    "log_id": 2263663554
}}

$image = file_get_contents('example.jpg');$image = file_get_contents('example.jpg');

// 调用删除相同图，传入参数为图片// 调用删除相同图，传入参数为图片
$client->sameHqDeleteByImage($image);$client->sameHqDeleteByImage($image);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删除相同图，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删除相同图，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sameHqDeleteByUrl($url);$client->sameHqDeleteByUrl($url);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 调用删除相同图，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 调用删除相同图，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
$client->sameHqDeleteBySign($contSign);$client->sameHqDeleteBySign($contSign);

{{
  "log_id": 50488417  "log_id": 504884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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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图检索—入库 请求参数详情相似图检索—入库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

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是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brief 是 string 检索时原样带回,最长256B。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范围内的整数，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样例："100,11" ；检索时可圈定分类

维度进行检索

相似图检索—入库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相似图检索—入库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cont_sign 是 string 输入图片签名，可用于删除

相似图检索—入库 返回示例相似图检索—入库 返回示例

相似图检索—检索

完成入库后，可使用该接口实现相似图检索。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tags）进行检索，返回结果支持翻页（具体变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tags）进行检索，返回结果支持翻页（具体变

量pn、rn）。**量pn、rn）。**请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反馈当前填写的brief信息，请调用入库接口时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

$image = file_get_contents('example.jpg');$image = file_get_contents('example.jpg');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 调用相似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调用相似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client->similarAdd($image, $brief);$client->similarAdd($image, $brief);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options = array();$options = array();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client->similarAdd($image, $brief, $options);$client->similarAdd($image, $brief, $options);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 调用相似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相似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similarAddUrl($url, $brief);$client->similarAddUrl($url, $brief);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options = array();$options = array();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similarAddUrl($url, $brief, $options);$client->similarAddUrl($url, $brief, $options);

{{
    "log_id": 2263663554,    "log_id": 2263663554,
    "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    "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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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id或者图片url等信息。**

相似图检索—检索 请求参数详情相似图检索—检索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

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是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范围内的整数，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样例："100,11" ；检索时可圈定分类

维度进行检索

tag_logi

c
否 string 检索时tag之间的逻辑， 0：逻辑and，1：逻辑or

pn 否 string

分页功能，起始位置，例：0。未指定分页时，默认返回前300个结果；接口返回数量最大限制

1000条，例如：起始位置为900，截取条数500条，接口也只返回第900 - 1000条的结果，共计

100条

rn 否 string 分页功能，截取条数，例：250

相似图检索—检索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相似图检索—检索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image = file_get_contents('example.jpg');$image = file_get_contents('example.jpg');

// 调用相似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调用相似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client->similarSearch($image);$client->similarSearch($image);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options = array();$options = array();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options["tag_logic"] = "0";$options["tag_logic"] = "0";
$options["pn"] = "100";$options["pn"] = "100";
$options["rn"] = "250";$options["rn"] = "250";

//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client->similarSearch($image, $options);$client->similarSearch($image, $options);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相似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相似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similarSearchUrl($url);$client->similarSearchUrl($url);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options = array();$options = array();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options["tag_logic"] = "0";$options["tag_logic"] = "0";
$options["pn"] = "100";$options["pn"] = "100";
$options["rn"] = "250";$options["rn"] = "250";

//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similarSearchUrl($url, $options);$client->similarSearchUrl($url,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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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result_num 是 uint32 检索结果数

result 是 object[] 结果数组

+cont_sign 是 string 图片签名，可以用来删除图片或定位问题

+score 是 float 图片相关性，0-1

+brief 是 string add是添加的brief信息

has_more 是 bool 是否还有下一页，返回值：true、false；如果不分页，不用关注该字段

相似图检索—检索 返回示例相似图检索—检索 返回示例

相似图检索—更新

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tags）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tags）

{{
    "result_num": 1,    "result_num": 1,
    "result": [    "result": [
        {        {
            "score": 0.97976700290421,            "score": 0.97976700290421,
            "brief": "./data/jay1.jpg",            "brief": "./data/jay1.jpg",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        }
    ],    ],
    "log_id": 1968648150    "log_id": 1968648150
}}

        $image$image  ==  file_get_contentsfile_get_contents(('example.jpg''example.jpg'));;

        // 调用相似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调用相似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client$client-->>similarUpdatesimilarUpdate(($image$image));;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options$options  ==  arrayarray(());;
        $options$options[["brief""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name\":\"周杰伦\", \"id\":\"666\"}";;
        $options$options[["tags""tags"]]  ==  "100,11""100,11";;

        //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client$client-->>similarUpdatesimilarUpdate(($image$image,,  $options$options));;
        $url$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相似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相似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client-->>similarUpdateUrlsimilarUpdateUrl(($url$url));;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options$options  ==  arrayarray(());;
        $options$options[["brief""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name\":\"周杰伦\", \"id\":\"666\"}";;
        $options$options[["tags""tags"]]  ==  "100,11""100,11";;

        //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client-->>similarUpdateUrlsimilarUpdateUrl(($url$url,,  $options$options));;
        
        //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更新, 图片签名//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更新, 图片签名
        $cont_sign$cont_sign=="g988312421""g988312421";;
        $client$client-->>similarUpdateContSignsimilarUpdateContSign(($cont_sign$cont_sign,,  $options$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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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图检索—更新 请求参数详情相似图检索—更新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

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50px，最长边最

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是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

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

过4M，最短边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

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

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cont_si

gn

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 ，由于图床的

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

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

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brief 否 string
更新的摘要信息，最长256B。样例：

{"name":"周杰伦", "id":"666"}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范围内的整数，tag间以逗号分隔，

最多2个tag。样例："100,11" ；检索时可圈

定分类维度进行检索

相似图检索—更新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相似图检索—更新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相似图检索—更新 返回示例相似图检索—更新 返回示例

相似图检索—删除

删除图库中的图片，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传cont_sign参数，勿传image，最多支持1000个cont_sign删除图库中的图片，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传cont_sign参数，勿传image，最多支持1000个cont_sign

相似图检索—删除 请求参数详情相似图检索—删除 请求参数详情

{{
    "log_id": 2263663554    "log_id": 2263663554
}}

$image = file_get_contents('example.jpg');$image = file_get_contents('example.jpg');

// 调用删除相似图，传入参数为图片// 调用删除相似图，传入参数为图片
$client->similarDeleteByImage($image);$client->similarDeleteByImage($image);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删除相似图，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删除相似图，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similarDeleteByUrl($url);$client->similarDeleteByUrl($url);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 调用删除相似图，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 调用删除相似图，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
$client->similarDeleteBySign($contSign);$client->similarDeleteBySign($cont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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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

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是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cont_si

gn
是 string 图片签名

相似图检索—删除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相似图检索—删除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是否必须是否必须 说明说明 示例示例

log_id number 是 请求标识码，随机数，唯一 507499361

相似图检索—删除 返回示例相似图检索—删除 返回示例

商品检索—入库

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

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同时可提交分类维度信息（具体变量为class_id1、class_id2），方便对图库中的图片进行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同时可提交分类维度信息（具体变量为class_id1、class_id2），方便对图库中的图片进行

管理、分类检索。**管理、分类检索。**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

商品检索—入库 请求参数详情商品检索—入库 请求参数详情

{{
  "log_id": 50488417  "log_id": 50488417
}}

$image = file_get_contents('example.jpg');$image = file_get_contents('example.jpg');
$brief = "{\"name\":\"手机\", \"id\":\"666\"}";$brief = "{\"name\":\"手机\", \"id\":\"666\"}";

// 调用商品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调用商品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client->productAdd($image, $brief);$client->productAdd($image, $brief);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options = array();$options = array();
$options["class_id1"] = 1;$options["class_id1"] = 1;
$options["class_id2"] = 1;$options["class_id2"] = 1;

//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client->productAdd($image, $brief, $options);$client->productAdd($image, $brief, $options);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brief = "{\"name\":\"手机\", \"id\":\"666\"}";$brief = "{\"name\":\"手机\", \"id\":\"666\"}";

// 调用商品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商品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productAddUrl($url, $brief);$client->productAddUrl($url, $brief);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options = array();$options = array();
$options["class_id1"] = 1;$options["class_id1"] = 1;
$options["class_id2"] = 1;$options["class_id2"] = 1;

//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productAddUrl($url, $brief, $options);$client->productAddUrl($url, $brief,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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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300px，最长边最大

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是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30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brief 是 string
检索时原样带回,最长256B。请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反馈当前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调请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反馈当前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调

用该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用该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

class_i

d1
否 string 商品分类维度1，支持1-60范围内的整数。检索时可圈定该分类维度进行检索

class_i

d2
否 string 商品分类维度1，支持1-60范围内的整数。检索时可圈定该分类维度进行检索

商品检索—入库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商品检索—入库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cont_sign 是 string 输入图片签名，可用于删除

商品检索—入库 返回示例商品检索—入库 返回示例

商品检索—检索

完成入库后，可使用该接口实现商品检索。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class_id1、class_id2）进行检索，返回结果支持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class_id1、class_id2）进行检索，返回结果支持

翻页（具体变量pn、rn）。**翻页（具体变量pn、rn）。**请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反馈当前填写的brief信息，请调用入库接口时尽量填写可关联

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等信息**

{{
    "log_id": 2263663554,    "log_id": 2263663554,
    "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    "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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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检索—检索 请求参数详情商品检索—检索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300px，最长边最大

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是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30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class_i

d1
否 string 商品分类维度1，支持1-60范围内的整数。检索时可圈定该分类维度进行检索

class_i

d2
否 string 商品分类维度1，支持1-60范围内的整数。检索时可圈定该分类维度进行检索

pn 否 string

分页功能，起始位置，例：0。未指定分页时，默认返回前300个结果；接口返回数量最大限制

1000条，例如：起始位置为900，截取条数500条，接口也只返回第900 - 1000条的结果，共计

100条

rn 否 string 分页功能，截取条数，例：250

商品检索—检索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商品检索—检索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image = file_get_contents('example.jpg');$image = file_get_contents('example.jpg');

// 调用商品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调用商品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client->productSearch($image);$client->productSearch($image);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options = array();$options = array();
$options["class_id1"] = 1;$options["class_id1"] = 1;
$options["class_id2"] = 1;$options["class_id2"] = 1;
$options["pn"] = "100";$options["pn"] = "100";
$options["rn"] = "250";$options["rn"] = "250";

//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client->productSearch($image, $options);$client->productSearch($image, $options);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商品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商品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productSearchUrl($url);$client->productSearchUrl($url);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options = array();$options = array();
$options["class_id1"] = 1;$options["class_id1"] = 1;
$options["class_id2"] = 1;$options["class_id2"] = 1;
$options["pn"] = "100";$options["pn"] = "100";
$options["rn"] = "250";$options["rn"] = "250";

//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productSearchUrl($url, $options);$client->productSearchUrl($url,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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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result_num 是 uint32 检索结果数

result 是 object[] 结果数组

+cont_sign 是 string 图片签名，可以用来删除图片或定位问题

+score 是 float 图片相关性，0-1

+brief 是 string add是添加的brief信息

has_more 是 bool 是否还有下一页，返回值：true、false；如果不分页，不用关注该字段

商品检索—检索 返回示例商品检索—检索 返回示例

商品检索—更新

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class_id1/class_id2）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class_id1/class_id2）

{{
    "result_num": 1,    "result_num": 1,
    "result": [    "result": [
        {        {
            "score": 0.97976700290421,            "score": 0.97976700290421,
            "brief": "./data/mobile.jpg",            "brief": "./data/mobile.jpg",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        }
    ],    ],
    "log_id": 1968648150    "log_id": 1968648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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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检索—更新 请求参数详情商品检索—更新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

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300px，最长边最

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是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

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

4M，最短边至少300px，最长边最大4096px,

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

url字段失效

cont_si

gn

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 ，由于图床的

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

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

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brief 否 string
更新的摘要信息，最长256B。样例：

{"name":"周杰伦", "id":"666"}

class_i

d1
否 string 更新的商品分类1，支持1-60范围内的整数。

class_i

d2
否 string 更新的商品分类2，支持1-60范围内的整数。

商品检索—更新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商品检索—更新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image$image  ==  file_get_contentsfile_get_contents(('example.jpg''example.jpg'));;

        // 调用商品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调用商品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client$client-->>productUpdateproductUpdate(($image$image));;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options$options  ==  arrayarray(());;
        $options$options[["brief""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name\":\"周杰伦\", \"id\":\"666\"}";;
        $options$options[["class_id1""class_id1"]]  ==  11;;
        $options$options[["class_id2""class_id2"]]  ==  11;;

        //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client$client-->>productUpdateproductUpdate(($image$image,,  $options$options));;
        $url$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商品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商品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client-->>productUpdateUrlproductUpdateUrl(($url$url));;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options$options  ==  arrayarray(());;
        $options$options[["brief""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name\":\"周杰伦\", \"id\":\"666\"}";;
        $options$options[["class_id1""class_id1"]]  ==  11;;
        $options$options[["class_id2""class_id2"]]  ==  11;;

        //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client-->>productUpdateUrlproductUpdateUrl(($url$url,,  $options$options));;
          //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更新, 图片签名//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更新, 图片签名
          $cont_sign$cont_sign=="g988312421""g988312421";;
        $client$client-->>productUpdateContSignproductUpdateContSign(($cont_sign$cont_sign,,  $options$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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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商品检索—更新 返回示例商品检索—更新 返回示例

商品检索—删除

删除图库中的图片，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传cont_sign参数，勿传image，最多支持1000个cont_sign删除图库中的图片，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传cont_sign参数，勿传image，最多支持1000个cont_sign

商品检索—删除 请求参数详情商品检索—删除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300px，最长边最大

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是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30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cont_si

gn
是 string 图片签名

商品检索—删除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商品检索—删除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是否必须是否必须 说明说明 示例示例

log_id number 是 请求标识码，随机数，唯一 507499361

商品检索—删除 返回示例商品检索—删除 返回示例

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

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同时可提交分类维度信息（具体变量为tags，最多可传入2个tag），方便对图库中的图片

进行管理、分类检索。

{{
    "log_id": 2263663554    "log_id": 2263663554
}}

$image = file_get_contents('example.jpg');$image = file_get_contents('example.jpg');

// 调用删除商品，传入参数为图片// 调用删除商品，传入参数为图片
$client->productDeleteByImage($image);$client->productDeleteByImage($image);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删除商品，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删除商品，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productDeleteByUrl($url);$client->productDeleteByUrl($url);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 调用删除商品，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 调用删除商品，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
$client->productDeleteBySign($contSign);$client->productDeleteBySign($contSign);

{{
  "log_id": 50488417  "log_id": 504884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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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

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请求参数详情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

如 ；最短边至少1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长宽比在1：

10-10：1之间。支持jpg/png/bmp格式。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提示不能

重复入库。

url 否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

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

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brief 是 string -

检索时原样带回,最长256B。样例：{"name":"周杰伦", "id":"666"} 。请注意，检索接口请注意，检索接口

不返回原图，仅返回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调用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写不返回原图，仅返回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调用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写

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

范围内

的整数

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2个tag无层级关系，检索时支持逻辑运算。样

例："100,11" ；检索时可圈定分类维度进行检索检索时可圈定分类维度进行检索

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字段字段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无实际意义，用于问题定位

cont_sig

n
是 string

入库图片的签名信息，请务必保存至本地请务必保存至本地，以便后续用作批量删除、查询某张图是否已经入过库

等用途

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返回示例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返回示例

绘本图片搜索—检索

完成入库后，可使用该接口实现绘本图检索。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tags）进行检索，返回结果支持翻页（具体变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tags）进行检索，返回结果支持翻页（具体变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options = array("tags"=> "100,11")$options = array("tags"=> "100,11")

$image = file_get_contents('example.jpg');$image = file_get_contents('example.jpg');
$brief = array("name"=>"周杰伦", "id"=>"666")$brief = array("name"=>"周杰伦", "id"=>"666")

// 调用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调用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client->pictureBookAddImage($image, $brief, options);$client->pictureBookAddImage($image, $brief, options);

// 调用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client->pictureBookAddUrl($url, $brief, options);$client->pictureBookAddUrl($url, $brief, options);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
    "log_id": 2263663554,    "log_id": 2263663554,
    "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    "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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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pn、rn）量pn、rn）。

请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反馈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请调用入库接口时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请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反馈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请调用入库接口时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

片url等信息片url等信息。

绘本图片搜索—检索 请求参数详情绘本图片搜索—检索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

如 ；最短边至少1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长宽比在1：

10-10：1之间。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否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

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

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

范围内

的整数

分类维度信息，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可传入2个tag，tag间无层级关系，示

例："100,11"

tag_logi

c
否 string 0,1 检索时tag之间的逻辑， 0：逻辑and，1：逻辑or

pn 否 string

0 - 999

范围内

的整数

分页功能，起始位置，例：0，代表从第1个结果开始。注：未指定分页时，默认返回前注：未指定分页时，默认返回前

300个结果；接口返回数量最大限制1000个，例如：起始位置为900，截取条数500条，300个结果；接口返回数量最大限制1000个，例如：起始位置为900，截取条数500条，

接口也只返回第901 - 1000条的结果，共计100条接口也只返回第901 - 1000条的结果，共计100条

rn 否 string

1 -

1000范

围内的

整数

分页功能，截取条数，例：250

绘本图片搜索—检索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绘本图片搜索—检索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options = array("tags"=> "100,11", "tag_logic"=>"0", "pn"=>"100", "rn"=>"250")$options = array("tags"=> "100,11", "tag_logic"=>"0", "pn"=>"100", "rn"=>"250")

// 带参数调用绘本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带参数调用绘本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client.pictureBookSearchImage($image, $options)client.pictureBookSearchImage($image, $options)

// 调用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调用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image = file_get_contents('example.jpg');$image = file_get_contents('example.jpg');
$client->pictureBookSearchUrl($image, $options);$client->pictureBookSearchUrl($image, $options);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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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无实际含义，用于问题定位

result_nu

m
是 uint32 检索结果数

result 是 object[] 结果数组

+cont_sig

n
是 string 入库图片签名，可以用来删除图片或定位问题

+score 是 float 图片相关性，取值范围0-1，越接近1表示越相关

+brief 是 string
调用入库add接口时添加的brief信息，为保证该结果有效性，请入库时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片库

的有效id信息

has_more 是 bool 是否还有下一页，返回值：true、false；如果不分页，不用关注该字段

绘本图片搜索—检索 返回示例绘本图片搜索—检索 返回示例

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tags）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tags）。

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请求参数详情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请求参数详情

{{
    "result_num": 1,    "result_num": 1,
    "result": [    "result": [
        {        {
            "score": 0.97976700290421,            "score": 0.97976700290421,
            "brief": "./data/jay1.jpg",            "brief": "./data/jay1.jpg",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        }
    ],    ],
 "has_more": "false", "has_more": "false",
    "log_id": 1968648150    "log_id": 1968648150
}}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options = array("brief"=> array("name"=>"周杰伦", "id"=>"6666"), "tags"=>"100,11")$options = array("brief"=> array("name"=>"周杰伦", "id"=>"6666"), "tags"=>"100,11")

// 带参数调用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带参数调用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image = file_get_contents('example.jpg');$image = file_get_contents('example.jpg');
$client->pictureBookUpdate($image, $options)$client->pictureBookUpdate($image, $options)

// 调用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client->pictureBookUpdateUrl($url, $options);$client->pictureBookUpdateUrl($url, $options);

// 带参数调用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带参数调用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client.pictureBookUpdateContSign($contSign, $options)$client.pictureBookUpdateContSign($contSign,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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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ring -

图片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

如 ，最短边至少1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长宽比在1：

10-10：1之间。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否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 ，由于图床的

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

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cont_si

gn
否 string -

图片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不支持批量传入签和image、url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不支持批量传入签

名名，样例："932301884,10680062193"

brief 否 string - 更新的摘要信息，最长256B。样例：{"name":"周杰伦", "id":"666"}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

范围内

的整数

更新的分类信息，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样例："100,11"

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返回示例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返回示例

绘本图片搜索—删除

删除图库中的图片，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传cont_sign参数，勿传image、url，最多支持100个cont_sign。

图片删除延时生效，每天数据库定时更新进行物理删除，刚删除时仍然可以在图库中检索到（但图库管理后台是同步清除），图片删除延时生效，每天数据库定时更新进行物理删除，刚删除时仍然可以在图库中检索到（但图库管理后台是同步清除），

请过一段时间再验证，一般最多延时4小时左右请过一段时间再验证，一般最多延时4小时左右。

绘本图片搜索—删除 请求参数详情绘本图片搜索—删除 请求参数详情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
    "log_id": 2263663554    "log_id": 2263663554
}}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options = array("brief"=> array("name"=>"周杰伦", "id"=>"6666"), "tags"=>"100,11")$options = array("brief"=> array("name"=>"周杰伦", "id"=>"6666"), "tags"=>"100,11")

// 带参数调用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带参数调用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image = file_get_contents('example.jpg');$image = file_get_contents('example.jpg');
$client->pictureBookDeleteByImage($image, $options)$client->pictureBookDeleteByImage($image, $options)

// 调用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client->pictureBookDeleteByUrl($url, $options);$client->pictureBookDeleteByUrl($url, $options);

// 带参数调用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带参数调用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client.pictureBookDeleteBySign($contSign, $options)$client.pictureBookDeleteBySign($contSign,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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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ring -

图片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注意要去掉图片头注意要去掉图片头

部部，如 。最短边至少1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长宽比在

1：10-10：1之间。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否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

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

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cont_si

gn
否 string -

图片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image、url，最多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image、url，最多

支持100个cont_sign列表，支持100个cont_sign列表，样

例："932301884,1068006219;316336521,553141152;2491030726,1352091083"

绘本图片搜索—删除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绘本图片搜索—删除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绘本图片搜索—删除 返回示例绘本图片搜索—删除 返回示例

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SDK 调用示例SDK 调用示例

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
  "log_id": 50488417  "log_id": 50488417
}}

$image = file_get_contents('example.jpg');$image = file_get_contents('example.jpg');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client->materielAdd($image, $brief);$client->materielAdd($image, $brief);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options = array();$options = array();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client->materielAdd($image, $brief, $options);$client->materielAdd($image, $brief, $options);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materielAddUrl($url, $brief);$client->materielAddUrl($url, $brief);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options = array();$options = array();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materielAddUrl($url, $brief, $options);$client->materielAddUrl($url, $brief,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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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参考API文档：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SDK 调用示例SDK 调用示例

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可参考API文档：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SDK 调用示例SDK 调用示例

$image = file_get_contents('example.jpg');$image = file_get_contents('example.jpg');

//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client->materielSearch($image);$client->materielSearch($image);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options = array();$options = array();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options["tag_logic"] = "0";$options["tag_logic"] = "0";
$options["pn"] = "100";$options["pn"] = "100";
$options["rn"] = "250";$options["rn"] = "250";

//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client->materielSearch($image, $options);$client->materielSearch($image, $options);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materielSearchUrl($url);$client->materielSearchUrl($url);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options = array();$options = array();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options["tag_logic"] = "0";$options["tag_logic"] = "0";
$options["pn"] = "100";$options["pn"] = "100";
$options["rn"] = "250";$options["rn"] = "250";

//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materielSearchUrl($url, $options);$client->materielSearchUrl($url,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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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可参考API文档：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面料图片搜索—删除

SDK 调用示例SDK 调用示例

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可参考API文档：面料图片搜索—删除

错误信息

错误返回格式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image = file_get_contents('example.jpg');    $image = file_get_contents('example.jpg');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client->materielUpdate($image, $brief);    $client->materielUpdate($image, $brief);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options = array();      $options = array();  
    $options["tags"] = "100,11";    $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client->materielUpdate($image, $brief, $options);    $client->materielUpdate($image, $brief, $options);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materielUpdateUrl($url, $brief);    $client->materielUpdateUrl($url, $brief);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options = array();        $options = array();    
    $options["tags"] = "100,11";    $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materielUpdateUrl($url, $brief, $options);    $client->materielUpdateUrl($url, $brief, $options);
        
     //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签名     //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签名
    $cont_sign="g988312421";    $cont_sign="g988312421";
    $client->materielUpdateContSign($cont_sign, $brief, $options);    $client->materielUpdateContSign($cont_sign, $brief, $options);

$image = file_get_contents('example.jpg');$image = file_get_contents('example.jpg');

// 调用删除面料图片，传入参数为图片// 调用删除面料图片，传入参数为图片
$client->materielDeleteByImage($image);$client->materielDeleteByImage($image);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删除面料图片，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删除面料图片，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materielDeleteByUrl($url);$client->materielDeleteByUrl($url);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 调用删除面料图片，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 调用删除面料图片，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
$client->materielDeleteBySign($contSign);$client->materielDeleteBySign($cont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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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_codeerror_code：错误码。

error_msg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错误码

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4
Open api request limit

reached
集群超限额

14 IAM Certification failed
IAM鉴权失败，建议用户参照文档自查生成sign的方式是否正确，或换用控制台中ak sk的

方式调用

17
Open api daily request

limit reached
每天流量超限额

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超限额

19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请求总量超限额

100 Invalid parameter 无效参数

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Access Token失效

111 Access token expired Access token过期

282000 internal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630770006）或

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216017 not initialized 未建库，请先前往控制台申请建库

216100 invalid param 请求中包含非法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216101 not enough param 缺少必须的参数，请检查参数是否有遗漏

216102 service not support 请求了不支持的服务，请检查调用的url

216103 param too long 请求中某些参数过长，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216110 appid not exist appid不存在，请重新核对信息是否为后台应用列表中的appid

216200 empty image 图片为空，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216201 image format error
上传的图片格式错误，现阶段我们支持的图片格式为：PNG、JPG、JPEG、BMP，请进行

转码或更换图片

216202 image size error
上传的图片大小错误，现阶段我们支持的图片大小为：base64编码后小于4M，分辨率不

高于4096*4096，请重新上传图片

216203 image size error 上传图片错误，通常情况下为图片base64编码错误，请重新上传图片

216630 recognize error
识别错误，请再次请求，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630770006）或工单联

系技术支持团队。

216631 recognize bank card error
识别银行卡错误，出现此问题的原因一般为：您上传的图片非银行卡正面，上传了异形卡

的图片或上传的银行卡正品图片不完整

216633 recognize idcard error
识别身份证错误，出现此问题的原因一般为：您上传了非身份证图片或您上传的身份证图

片不完整

216680 item not exist item不在库里

216681 item exist item已经在库里，不能重复入库

216634 detect error
检测错误，请再次请求，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630770006）或工单联

系技术支持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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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技术支持团队。

282003
missing parameters: {参

数名}
请求参数缺失

282005 batch  processing error 处理批量任务时发生部分或全部错误，请根据具体错误码排查

282006 batch task  limit reached 批量任务处理数量超出限制，请将任务数量减少到10或10以下

282114 url size error URL长度超过1024字节或为0

282808 request id: xxxxx not exist request id xxxxx 不存在

282809 result type error 返回结果请求错误（不属于excel或json）

282810 image recognize error 图像识别错误

283300 image recognize error 数据格式有误，可以检查base64编码、代码格式等

C#语言
简介

Hi，您好，欢迎使用百度图像搜索服务。

本文档主要针对C#开发者，描述百度图像搜索接口服务的相关技术内容。如果您对文档内容有任何疑问，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

式联系我们：

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咨询问题类型请选择人工智能服务人工智能服务；

如有疑问，进入AI社区交流：http://ai.baidu.com/forum/topic/list/170

服务说明

1、百度相同图/相似图/商品图检索API服务支持开发者基于自建图片库进行入库、检索、删除、更新操作。开发者在控制台创

建应用后，需要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建库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建库，建库成功后相关接口能力可正常调用。

2、申请建库时，图库的图片数量上限为50万，避免浪费资源；如果容量不够用，可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扩容如果容量不够用，可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扩容，工作人员

会在1-3个工作日内审批，每次扩容的申请上限也是50万，可以反复申请扩容可以反复申请扩容，原则上图库总量无上限。 

3、图像搜索已上线图库管理功能，支持对图库里的图片进行可视化管理图像搜索已上线图库管理功能，支持对图库里的图片进行可视化管理，可小批量上传图片、预览大图、修改摘要和分类信

息、删除图片、查询某张图是否在库里，入口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管理图库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管理图库，注：大批量上传、修改、删除请调用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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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能力

接口名接口名

称称
接口能力简要描述接口能力简要描述

相同图

检索
基于查询照片，返回自建图库中相同图片集合。

相似图

检索
基于查询照片，返回自建图库中的相似图片集合。

商品检

索

更适用于电商平台等场景下所使用的商品类型图片，基于查询商品类型照片，返回自建商品图库中的相同或相似图

片集合。

绘本检

索

可在自建图库中找到与检索图相同的绘本图片、儿童书本教材。支持用局部绘本页，找到内容相同的大图；可用于

绘本、图书、教材的精确查找、重复图片过滤等场景。

版本更新记录

上线日期上线日期 版本号版本号 更新内容更新内容

2017.7.24 3.6.2 新增相同图、相似图、商品图update接口

2017.12.21 3.3.0 接口升级

2017.11.28 3.2.2 新增商品检索

2017.11.3 3.2.0 加入图像搜索服务

2021.02.23 4.15.4 绘本检索

快速入门

安装图像搜索 C# SDK

C# SDK 现已开源! https://github.com/Baidu-AIP/dotnet-sdk

支持平台：.Net Framework 3.5 4.0 4.5， .Net Core 2.0支持平台：.Net Framework 3.5 4.0 4.5， .Net Core 2.0

方法一：使用Nuget管理依赖 （推荐）方法一：使用Nuget管理依赖 （推荐）

在NuGet中搜索 ，安装最新版即可。

packet地址 https://www.nuget.org/packages/Baidu.AI/

方法二：下载安装方法二：下载安装

图像搜索 C# SDK目录结构图像搜索 C# SDK目录结构

Baidu.AIBaidu.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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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在 Unity 平台使用，可引用工程源码自行编译。

安装安装

1.在官方网站下载C# SDK压缩工具包。

2.解压后，将  和  中添加为引用。

新建交互类

Baidu.Aip.ImageSearch.ImageSearch是图像搜索的交互类，为使用图像搜索的开发人员提供了一系列的交互方法。

用户可以参考如下代码新建一个交互类：

在上面代码中，常量 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中创建，常量 与 是在创建完毕应用后，系统分配给用户

的，均为字符串，用于标识用户，为访问做签名验证，可在AI服务控制台中的应用列表中查看，如下：

注意注意：如您以前是百度智能云的老用户，其中 对应百度智能云的“Access Key ID”， 对应百度智能云

的“Access Key Secret”。

接口说明

相同图检索—入库

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

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同时可提交分类维度信息（具体变量为tags，最多可传入2个tag），方便对图库中的图片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同时可提交分类维度信息（具体变量为tags，最多可传入2个tag），方便对图库中的图片

进行管理、分类检索。**进行管理、分类检索。**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

Baidu.AipBaidu.Aip
    ├── net35    ├── net35
    │   ├── AipSdk.dll             // 百度AI服务 windows 动态库    │   ├── AipSdk.dll             // 百度AI服务 windows 动态库
    │   ├── AipSdk.xml             // 注释文件    │   ├── AipSdk.xml             // 注释文件
    │   └── Newtonsoft.Json.dll    // 第三方依赖    │   └── Newtonsoft.Json.dll    // 第三方依赖
    ├── net40    ├── net40
    ├── net45    ├── net45
    └── netstandard2.0    └── netstandard2.0
        ├── AipSdk.deps.json        ├── AipSdk.deps.json
        └── AipSdk.dll        └── AipSdk.dll

AipSdk.dllAipSdk.dll Newtonsoft.Json.dllNewtonsoft.Json.dll

// 设置APPID/AK/SK// 设置APPID/AK/SK
var APP_ID = "你的 App ID";var APP_ID = "你的 App ID";
var API_KEY = "你的 Api Key";var API_KEY = "你的 Api Key";
var SECRET_KEY = "你的 Secret Key";var SECRET_KEY = "你的 Secret Key";

var client = new Baidu.Aip.ImageSearch.ImageSearch(API_KEY, SECRET_KEY);var client = new Baidu.Aip.ImageSearch.ImageSearch(API_KEY, SECRET_KEY);
client.Timeout = 60000;  // 修改超时时间client.Timeout = 60000;  // 修改超时时间

APP_IDAPP_ID API_KEYAPI_KEY SECRET_KEYSECRET_KEY

API_KEYAPI_KEY SECRET_KEYSECRET_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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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图检索—入库 请求参数详情相同图检索—入库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是 byte[] 二进制图像数据

url 是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brief 否 string 检索时原样带回,最长256B。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范围内的整数，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样例："100,11" ；检索时可圈定分类

维度进行检索

相同图检索—入库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相同图检索—入库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cont_sign 是 string 输入图片签名，可用于删除

相同图检索—入库 返回示例相同图检索—入库 返回示例

相同图检索—检索

public void SameHqAddDemo() {public void SameHqAddDemo() {
 var image = File.ReadAllBytes("图片文件路径"); var image = File.ReadAllBytes("图片文件路径");
 // 调用相同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相同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SameHqAdd(image); var result = client.SameHqAdd(image);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brief", "{\"name\":\"周杰伦\", \"id\":\"666\"}"},     {"brief", "{\"name\":\"周杰伦\", \"id\":\"666\"}"},
     {"tags", "100,11"}     {"tags", "100,11"}
 }; };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result = client.SameHqAdd(image, options); result = client.SameHqAdd(image, options);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public void SameHqAddUrlDemo() {public void SameHqAddUrlDemo() {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相同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相同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SameHqAddUrl(url); var result = client.SameHqAddUrl(url);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brief", "{\"name\":\"周杰伦\", \"id\":\"666\"}"},     {"brief", "{\"name\":\"周杰伦\", \"id\":\"666\"}"},
     {"tags", "100,11"}     {"tags", "100,11"}
 }; };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result = client.SameHqAddUrl(url, options); result = client.SameHqAddUrl(url, options);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
    "log_id": 2263663554,    "log_id": 2263663554,
    "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    "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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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入库后，可使用该接口实现相同图检索。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tags）进行检索，返回结果支持翻页（具体变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tags）进行检索，返回结果支持翻页（具体变

量pn、rn）。**量pn、rn）。**请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反馈当前填写的brief信息，请调用入库接口时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

图片id或者图片url等信息。**

相同图检索—检索 请求参数详情相同图检索—检索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是 byte[] 二进制图像数据

url 是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范围内的整数，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样例："100,11" ；检索时可圈定分类

维度进行检索

tag_logi

c
否 string 检索时tag之间的逻辑， 0：逻辑and，1：逻辑or

pn 否 string

分页功能，起始位置，例：0。未指定分页时，默认返回前300个结果；接口返回数量最大限制

1000条，例如：起始位置为900，截取条数500条，接口也只返回第900 - 1000条的结果，共计

100条

rn 否 string 分页功能，截取条数，例：250

相同图检索—检索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相同图检索—检索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public void SameHqSearchDemo() {public void SameHqSearchDemo() {
 var image = File.ReadAllBytes("图片文件路径"); var image = File.ReadAllBytes("图片文件路径");

 // 调用相同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相同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SameHqSearch(image); var result = client.SameHqSearch(image);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tags", "100,11"},     {"tags", "100,11"},

     {"tag_logic", "0"},     {"tag_logic", "0"},
     {"pn", "100"},     {"pn", "100"},

     {"rn", "250"}     {"rn", "250"}
 }; };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result = client.SameHqSearch(image, options); result = client.SameHqSearch(image, options);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public void SameHqSearchUrlDemo() {public void SameHqSearchUrlDemo() {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相同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相同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SameHqSearchUrl(url); var result = client.SameHqSearchUrl(url);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tags", "100,11"},     {"tags", "100,11"},
     {"tag_logic", "0"},     {"tag_logic", "0"},

     {"pn", "100"},     {"pn", "100"},
     {"rn", "250"}     {"rn", "250"}

 }; };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result = client.SameHqSearchUrl(url, options); result = client.SameHqSearchUrl(url, options);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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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result_nu

m
是 uint32 检索结果数

result 是 object[] 结果数组

+cont_sig

n
是 string 图片签名，可以用来删除图片或定位问题

+score 是 float 图片相关性，0-1

+brief 是 string
调用add接口添加的brief信息，为保证该结果有效性，请入库是填写有效可关联至本地图片库的

有效id信息

has_more 是 bool 是否还有下一页，返回值：true、false；如果不分页，不用关注该字段

相同图检索—检索 返回示例相同图检索—检索 返回示例

相同图检索—更新

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tags）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tags）

{{
    "result_num": 1,    "result_num": 1,
    "result": [    "result": [
        {        {
            "score": 0.97976700290421,            "score": 0.97976700290421,
            "brief": "./data/jay1.jpg",            "brief": "./data/jay1.jpg",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        }
    ],    ],
    "log_id": 1968648150    "log_id": 1968648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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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图检索—更新 请求参数详情相同图检索—更新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是 byte[] 二进制图像数据

url 是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cont_si

gn
是 string 图片签名

brief 否 string 更新的摘要信息，最长256B。样例：{"name":"周杰伦", "id":"666"}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范围内的整数，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样例："100,11" ；检索时可圈定分类

维度进行检索

相同图检索—更新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相同图检索—更新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相同图检索—更新 返回示例相同图检索—更新 返回示例

    public void SameHqUpdateDemo() {    public void SameHqUpdateDemo() {
     var image = File.ReadAllBytes("图片文件路径");     var image = File.ReadAllBytes("图片文件路径");
     // 调用相同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相同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SameHqUpdate(image);     var result = client.SameHqUpdate(image);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brief", "{\"name\":\"周杰伦\", \"id\":\"666\"}"},         {"brief", "{\"name\":\"周杰伦\", \"id\":\"666\"}"},
         {"tags", "100,11"}         {"tags", "100,11"}
     };     };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result = client.SameHqUpdate(image, options);     result = client.SameHqUpdate(image, options);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
    public void SameHqUpdateUrlDemo() {    public void SameHqUpdateUrlDemo() {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相同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相同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SameHqUpdateUrl(url);     var result = client.SameHqUpdateUrl(url);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brief", "{\"name\":\"周杰伦\", \"id\":\"666\"}"},         {"brief", "{\"name\":\"周杰伦\", \"id\":\"666\"}"},
         {"tags", "100,11"}         {"tags", "100,11"}
     };     };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result = client.SameHqUpdateUrl(url, options);     result = client.SameHqUpdateUrl(url, options);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
   public void SameHqUpdateBySignDemo() {   public void SameHqUpdateBySignDemo() {
     var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var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 调用更新摘要信息，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更新摘要信息，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SameHqUpdateBySign(contSign);     var result = client.SameHqUpdateBySign(contSign);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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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图检索—删除

删除图库中的图片，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传cont_sign参数，勿传image，最多支持1000个cont_sign删除图库中的图片，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传cont_sign参数，勿传image，最多支持1000个cont_sign

相同图检索—删除 请求参数详情相同图检索—删除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否 byte[] -
二进制图像数据（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大小不

超过4M，最短边至少30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否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

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

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cont_si

gn
否 string -

图片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优先级最低），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

image、url，最多支持50个cont_sign列表，image、url，最多支持50个cont_sign列表，样

例："932301884,1068006219;316336521,553141152;2491030726,1352091083"

相同图检索—删除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相同图检索—删除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是否必须是否必须 说明说明 示例示例

log_id number 是 请求标识码，随机数，唯一 507499361

相同图检索—删除 返回示例相同图检索—删除 返回示例

相似图检索—入库

{{
    "log_id": 2263663554    "log_id": 2263663554
}}

public void SameHqDeleteByImageDemo() {public void SameHqDeleteByImageDemo() {
 var image = File.ReadAllBytes("图片文件路径"); var image = File.ReadAllBytes("图片文件路径");
 // 调用删除相同图，传入参数为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删除相同图，传入参数为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SameHqDeleteByImage(image); var result = client.SameHqDeleteByImage(image);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public void SameHqDeleteByUrlDemo() {public void SameHqDeleteByUrlDemo() {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删除相同图，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删除相同图，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SameHqDeleteByUrl(url); var result = client.SameHqDeleteByUrl(url);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public void SameHqDeleteBySignDemo() {public void SameHqDeleteBySignDemo() {
 var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var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 调用删除相同图，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删除相同图，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SameHqDeleteBySign(contSign); var result = client.SameHqDeleteBySign(contSign);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
  "log_id": 50488417  "log_id": 504884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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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

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同时可提交分类维度信息（具体变量为tags，最多可传入2个tag），方便对图库中的图片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同时可提交分类维度信息（具体变量为tags，最多可传入2个tag），方便对图库中的图片

进行管理、分类检索。**进行管理、分类检索。**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

相似图检索—入库 请求参数详情相似图检索—入库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是 byte[] 二进制图像数据

url 是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brief 否 string 检索时原样带回,最长256B。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范围内的整数，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样例："100,11" ；检索时可圈定分类

维度进行检索

相似图检索—入库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相似图检索—入库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cont_sign 是 string 输入图片签名，可用于删除

相似图检索—入库 返回示例相似图检索—入库 返回示例

public void SimilarAddDemo() {public void SimilarAddDemo() {
 var image = File.ReadAllBytes("图片文件路径"); var image = File.ReadAllBytes("图片文件路径");
 // 调用相似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相似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SimilarAdd(image); var result = client.SimilarAdd(image);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brief", "{\"name\":\"周杰伦\", \"id\":\"666\"}"},     {"brief", "{\"name\":\"周杰伦\", \"id\":\"666\"}"},
     {"tags", "100,11"}     {"tags", "100,11"}
 }; };
 //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result = client.SimilarAdd(image, options); result = client.SimilarAdd(image, options);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public void SimilarAddUrlDemo() {public void SimilarAddUrlDemo() {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相似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相似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SimilarAddUrl(url); var result = client.SimilarAddUrl(url);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brief", "{\"name\":\"周杰伦\", \"id\":\"666\"}"},     {"brief", "{\"name\":\"周杰伦\", \"id\":\"666\"}"},
     {"tags", "100,11"}     {"tags", "100,11"}
 }; };
 //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result = client.SimilarAddUrl(url, options); result = client.SimilarAddUrl(url, options);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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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图检索—检索

完成入库后，可使用该接口实现相似图检索。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tags）进行检索，返回结果支持翻页（具体变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tags）进行检索，返回结果支持翻页（具体变

量pn、rn）。**量pn、rn）。**请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反馈当前填写的brief信息，请调用入库接口时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

图片id或者图片url等信息。**

相似图检索—检索 请求参数详情相似图检索—检索 请求参数详情

{{
    "log_id": 2263663554,    "log_id": 2263663554,
    "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    "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
}}

public void SimilarSearchDemo() {public void SimilarSearchDemo() {
 var image = File.ReadAllBytes("图片文件路径"); var image = File.ReadAllBytes("图片文件路径");
 // 调用相似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相似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SimilarSearch(image); var result = client.SimilarSearch(image);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tags", "100,11"},     {"tags", "100,11"},
     {"tag_logic", "0"},     {"tag_logic", "0"},
     {"pn", "100"},     {"pn", "100"},
     {"rn", "250"}     {"rn", "250"}
 }; };
 //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result = client.SimilarSearch(image, options); result = client.SimilarSearch(image, options);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public void SimilarSearchUrlDemo() {public void SimilarSearchUrlDemo() {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相似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相似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SimilarSearchUrl(url); var result = client.SimilarSearchUrl(url);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tags", "100,11"},     {"tags", "100,11"},
     {"tag_logic", "0"},     {"tag_logic", "0"},
     {"pn", "100"},     {"pn", "100"},
     {"rn", "250"}     {"rn", "250"}
 }; };
 //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result = client.SimilarSearchUrl(url, options); result = client.SimilarSearchUrl(url, options);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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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是 byte[] 二进制图像数据

url 是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范围内的整数，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样例："100,11" ；检索时可圈定分类

维度进行检索

tag_logi

c
否 string 检索时tag之间的逻辑， 0：逻辑and，1：逻辑or

pn 否 string

分页功能，起始位置，例：0。未指定分页时，默认返回前300个结果；接口返回数量最大限制

1000条，例如：起始位置为900，截取条数500条，接口也只返回第900 - 1000条的结果，共计

100条

rn 否 string 分页功能，截取条数，例：250

相似图检索—检索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相似图检索—检索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result_num 是 uint32 检索结果数

result 是 object[] 结果数组

+cont_sign 是 string 图片签名，可以用来删除图片或定位问题

+score 是 float 图片相关性，0-1

+brief 是 string add是添加的brief信息

has_more 是 bool 是否还有下一页，返回值：true、false；如果不分页，不用关注该字段

相似图检索—检索 返回示例相似图检索—检索 返回示例

相似图检索—更新

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tags）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tags）

{{
    "result_num": 1,    "result_num": 1,
    "result": [    "result": [
        {        {
            "score": 0.97976700290421,            "score": 0.97976700290421,
            "brief": "./data/jay1.jpg",            "brief": "./data/jay1.jpg",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        }
    ],    ],
    "log_id": 1968648150    "log_id": 1968648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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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图检索—更新 请求参数详情相似图检索—更新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是 byte[] 二进制图像数据

url 是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cont_si

gn
是 string 图片签名

brief 否 string 更新的摘要信息，最长256B。样例：{"name":"周杰伦", "id":"666"}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范围内的整数，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样例："100,11" ；检索时可圈定分类

维度进行检索

相似图检索—更新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相似图检索—更新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public void SimilarUpdateDemo() {    public void SimilarUpdateDemo() {
     var image = File.ReadAllBytes("图片文件路径");     var image = File.ReadAllBytes("图片文件路径");
     // 调用相似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相似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SimilarUpdate(image);     var result = client.SimilarUpdate(image);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brief", "{\"name\":\"周杰伦\", \"id\":\"666\"}"},         {"brief", "{\"name\":\"周杰伦\", \"id\":\"666\"}"},
         {"tags", "100,11"}         {"tags", "100,11"}
     };     };
     //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result = client.SimilarUpdate(image, options);     result = client.SimilarUpdate(image, options);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
    public void SimilarUpdateUrlDemo() {    public void SimilarUpdateUrlDemo() {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相似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相似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SimilarUpdateUrl(url);     var result = client.SimilarUpdateUrl(url);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brief", "{\"name\":\"周杰伦\", \"id\":\"666\"}"},         {"brief", "{\"name\":\"周杰伦\", \"id\":\"666\"}"},
         {"tags", "100,11"}         {"tags", "100,11"}
     };     };
     //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result = client.SimilarUpdateUrl(url, options);     result = client.SimilarUpdateUrl(url, options);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
        
   public void SimilarUpdateBySignDemo() {   public void SimilarUpdateBySignDemo() {
     var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var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 调用相似图更新，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相似图更新，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SimilarUpdateBySign(contSign);     var result = client.SimilarUpdateBySign(contSign);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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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图检索—更新 返回示例相似图检索—更新 返回示例

相似图检索—删除

删除图库中的图片，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传cont_sign参数，勿传image，最多支持1000个cont_sign删除图库中的图片，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传cont_sign参数，勿传image，最多支持1000个cont_sign

相似图检索—删除 请求参数详情相似图检索—删除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否 byte[] -
二进制图像数据（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大小不

超过4M，最短边至少30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否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

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

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cont_si

gn
否 string -

图片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优先级最低），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

image、url，最多支持50个cont_sign列表，image、url，最多支持50个cont_sign列表，样

例："932301884,1068006219;316336521,553141152;2491030726,1352091083"

相似图检索—删除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相似图检索—删除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是否必须是否必须 说明说明 示例示例

log_id number 是 请求标识码，随机数，唯一 507499361

相似图检索—删除 返回示例相似图检索—删除 返回示例

{{
    "log_id": 2263663554    "log_id": 2263663554
}}

public void SimilarDeleteByImageDemo() {public void SimilarDeleteByImageDemo() {
 var image = File.ReadAllBytes("图片文件路径"); var image = File.ReadAllBytes("图片文件路径");
 // 调用删除相似图，传入参数为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删除相似图，传入参数为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SimilarDeleteByImage(image); var result = client.SimilarDeleteByImage(image);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public void SimilarDeleteByUrlDemo() {public void SimilarDeleteByUrlDemo() {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删除相似图，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删除相似图，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SimilarDeleteByUrl(url); var result = client.SimilarDeleteByUrl(url);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public void SimilarDeleteBySignDemo() {public void SimilarDeleteBySignDemo() {
 var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var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 调用删除相似图，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删除相似图，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SimilarDeleteBySign(contSign); var result = client.SimilarDeleteBySign(contSign);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
  "log_id": 50488417  "log_id": 504884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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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检索—入库

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

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同时可提交分类维度信息（具体变量为class_id1、class_id2），方便对图库中的图片进行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同时可提交分类维度信息（具体变量为class_id1、class_id2），方便对图库中的图片进行

管理、分类检索。**管理、分类检索。**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

商品检索—入库 请求参数详情商品检索—入库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是 byte[] 二进制图像数据

url 是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30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brief 否 string
检索时原样带回,最长256B。请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反馈当前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调请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反馈当前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调

用该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用该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

class_i

d1
否 string 商品分类维度1，支持1-60范围内的整数。检索时可圈定该分类维度进行检索

class_i

d2
否 string 商品分类维度1，支持1-60范围内的整数。检索时可圈定该分类维度进行检索

商品检索—入库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商品检索—入库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public void ProductAddDemo() {public void ProductAddDemo() {
 var image = File.ReadAllBytes("图片文件路径"); var image = File.ReadAllBytes("图片文件路径");
 // 调用商品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商品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ProductAdd(image); var result = client.ProductAdd(image);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brief", "{\"name\":\"手机\", \"id\":\"666\"}"},     {"brief", "{\"name\":\"手机\", \"id\":\"666\"}"},
     {"class_id1", 1},     {"class_id1", 1},
     {"class_id2", 1}     {"class_id2", 1}
 }; };
 //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result = client.ProductAdd(image, options); result = client.ProductAdd(image, options);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public void ProductAddUrlDemo() {public void ProductAddUrlDemo() {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商品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商品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ProductAddUrl(url); var result = client.ProductAddUrl(url);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brief", "{\"name\":\"手机\", \"id\":\"666\"}"},     {"brief", "{\"name\":\"手机\", \"id\":\"666\"}"},
     {"class_id1", 1},     {"class_id1", 1},
     {"class_id2", 1}     {"class_id2", 1}
 }; };
 //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result = client.ProductAddUrl(url, options); result = client.ProductAddUrl(url, options);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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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cont_sign 是 string 输入图片签名，可用于删除

商品检索—入库 返回示例商品检索—入库 返回示例

商品检索—检索

完成入库后，可使用该接口实现商品检索。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class_id1、class_id2）进行检索，返回结果支持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class_id1、class_id2）进行检索，返回结果支持

翻页（具体变量pn、rn）。**翻页（具体变量pn、rn）。**请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反馈当前填写的brief信息，请调用入库接口时尽量填写可关联

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等信息**

商品检索—检索 请求参数详情商品检索—检索 请求参数详情

{{
    "log_id": 2263663554,    "log_id": 2263663554,
    "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    "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
}}

public void ProductSearchDemo() {public void ProductSearchDemo() {
 var image = File.ReadAllBytes("图片文件路径"); var image = File.ReadAllBytes("图片文件路径");
 // 调用商品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商品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ProductSearch(image); var result = client.ProductSearch(image);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class_id1", 1},     {"class_id1", 1},
     {"class_id2", 1},     {"class_id2", 1},
     {"pn", "100"},     {"pn", "100"},
     {"rn", "250"}     {"rn", "250"}
 }; };
 //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result = client.ProductSearch(image, options); result = client.ProductSearch(image, options);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public void ProductSearchUrlDemo() {public void ProductSearchUrlDemo() {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商品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商品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ProductSearchUrl(url); var result = client.ProductSearchUrl(url);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class_id1", 1},     {"class_id1", 1},
     {"class_id2", 1},     {"class_id2", 1},
     {"pn", "100"},     {"pn", "100"},
     {"rn", "250"}     {"rn", "250"}
 }; };
 //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result = client.ProductSearchUrl(url, options); result = client.ProductSearchUrl(url, options);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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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是 byte[] 二进制图像数据

url 是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30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class_i

d1
否 string 商品分类维度1，支持1-60范围内的整数。检索时可圈定该分类维度进行检索

class_i

d2
否 string 商品分类维度1，支持1-60范围内的整数。检索时可圈定该分类维度进行检索

pn 否 string

分页功能，起始位置，例：0。未指定分页时，默认返回前300个结果；接口返回数量最大限制

1000条，例如：起始位置为900，截取条数500条，接口也只返回第900 - 1000条的结果，共计

100条

rn 否 string 分页功能，截取条数，例：250

商品检索—检索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商品检索—检索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result_num 是 uint32 检索结果数

result 是 object[] 结果数组

+cont_sign 是 string 图片签名，可以用来删除图片或定位问题

+score 是 float 图片相关性，0-1

+brief 是 string add是添加的brief信息

has_more 是 bool 是否还有下一页，返回值：true、false；如果不分页，不用关注该字段

商品检索—检索 返回示例商品检索—检索 返回示例

商品检索—更新

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class_id1/class_id2）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class_id1/class_id2）

{{
    "result_num": 1,    "result_num": 1,
    "result": [    "result": [
        {        {
            "score": 0.97976700290421,            "score": 0.97976700290421,
            "brief": "./data/mobile.jpg",            "brief": "./data/mobile.jpg",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        }
    ],    ],
    "log_id": 1968648150    "log_id": 1968648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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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检索—更新 请求参数详情商品检索—更新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是 byte[] 二进制图像数据

url 是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30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cont_si

gn
是 string 图片签名

brief 否 string 更新的摘要信息，最长256B。样例：{"name":"周杰伦", "id":"666"}

class_i

d1
否 string 更新的商品分类1，支持1-60范围内的整数。

class_i

d2
否 string 更新的商品分类2，支持1-60范围内的整数。

商品检索—更新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商品检索—更新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public void ProductUpdateDemo() {    public void ProductUpdateDemo() {
     var image = File.ReadAllBytes("图片文件路径");     var image = File.ReadAllBytes("图片文件路径");
     // 调用商品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商品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ProductUpdate(image);     var result = client.ProductUpdate(image);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brief", "{\"name\":\"周杰伦\", \"id\":\"666\"}"},         {"brief", "{\"name\":\"周杰伦\", \"id\":\"666\"}"},
         {"class_id1", 1},         {"class_id1", 1},
         {"class_id2", 1}         {"class_id2", 1}
     };     };
     //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result = client.ProductUpdate(image, options);     result = client.ProductUpdate(image, options);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
    public void ProductUpdateUrlDemo() {    public void ProductUpdateUrlDemo() {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商品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商品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ProductUpdateUrl(url);     var result = client.ProductUpdateUrl(url);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brief", "{\"name\":\"周杰伦\", \"id\":\"666\"}"},         {"brief", "{\"name\":\"周杰伦\", \"id\":\"666\"}"},
         {"class_id1", 1},         {"class_id1", 1},
         {"class_id2", 1}         {"class_id2", 1}
     };     };
     //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result = client.ProductUpdateUrl(url, options);     result = client.ProductUpdateUrl(url, options);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

   public void ProductUpdateBySignDemo() {   public void ProductUpdateBySignDemo() {
     var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var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 商品更新，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商品更新，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ProductUpdateBySign(contSign);     var result = client.ProductUpdateBySign(contSign);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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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商品检索—更新 返回示例商品检索—更新 返回示例

商品检索—删除

删除图库中的图片，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传cont_sign参数，勿传image，最多支持1000个cont_sign删除图库中的图片，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传cont_sign参数，勿传image，最多支持1000个cont_sign

商品检索—删除 请求参数详情商品检索—删除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否 byte[] -
二进制图像数据（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大小不

超过4M，最短边至少30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否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

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

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cont_si

gn
否 string -

图片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优先级最低），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

image、url，最多支持50个cont_sign列表，image、url，最多支持50个cont_sign列表，样

例："932301884,1068006219;316336521,553141152;2491030726,1352091083"

商品检索—删除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商品检索—删除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是否必须是否必须 说明说明 示例示例

log_id number 是 请求标识码，随机数，唯一 507499361

商品检索—删除 返回示例商品检索—删除 返回示例

{{
    "log_id": 2263663554    "log_id": 2263663554
}}

public void ProductDeleteByImageDemo() {public void ProductDeleteByImageDemo() {
 var image = File.ReadAllBytes("图片文件路径"); var image = File.ReadAllBytes("图片文件路径");
 // 调用删除商品，传入参数为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删除商品，传入参数为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ProductDeleteByImage(image); var result = client.ProductDeleteByImage(image);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public void ProductDeleteByUrlDemo() {public void ProductDeleteByUrlDemo() {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删除商品，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删除商品，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ProductDeleteByUrl(url); var result = client.ProductDeleteByUrl(url);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public void ProductDeleteBySignDemo() {public void ProductDeleteBySignDemo() {
 var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var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 调用删除商品，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删除商品，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ProductDeleteBySign(contSign); var result = client.ProductDeleteBySign(contSign);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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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料图片搜索

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SDK 调用示例SDK 调用示例

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可参考API文档：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SDK 调用示例SDK 调用示例

{{
  "log_id": 50488417  "log_id": 50488417
}}

public void MaterielAddDemo() {public void MaterielAddDemo() {
 var image = File.ReadAllBytes("图片文件路径"); var image = File.ReadAllBytes("图片文件路径");
    var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var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MaterielAdd(image, brief); var result = client.MaterielAdd(image, brief);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tags", "100,11"}     {"tags", "100,11"}
 }; };
 //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result = client.MaterielAdd(image, brief, options); result = client.MaterielAdd(image, brief, options);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public void MaterielAddUrlDemo() {public void MaterielAddUrlDemo() {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var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var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MaterielAddUrl(url, brief); var result = client.MaterielAddUrl(url, brief);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tags", "100,11"}     {"tags", "100,11"}
 }; };
 //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result = client.MaterielAddUrl(url, brief, options); result = client.MaterielAddUrl(url, brief, options);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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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可参考API文档：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SDK 调用示例SDK 调用示例

public void MaterielSearchDemo() {public void MaterielSearchDemo() {
 var image = File.ReadAllBytes("图片文件路径"); var image = File.ReadAllBytes("图片文件路径");
 //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MaterielSearch(image); var result = client.MaterielSearch(image);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tags", "100,11"},     {"tags", "100,11"},
     {"tag_logic", "0"},     {"tag_logic", "0"},
     {"pn", "100"},     {"pn", "100"},
     {"rn", "250"}     {"rn", "250"}
 }; };
 //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result = client.MaterielSearch(image, options); result = client.MaterielSearch(image, options);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public void MaterielSearchUrlDemo() {public void MaterielSearchUrlDemo() {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MaterielSearchUrl(url); var result = client.MaterielSearchUrl(url);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tags", "100,11"},     {"tags", "100,11"},
     {"tag_logic", "0"},     {"tag_logic", "0"},
     {"pn", "100"},     {"pn", "100"},
     {"rn", "250"}     {"rn", "250"}
 }; };
 //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result = client.MaterielSearchUrl(url, options); result = client.MaterielSearchUrl(url, options);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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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可参考API文档：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面料图片搜索—删除

SDK 调用示例SDK 调用示例

    public void MaterielUpdateDemo() {    public void MaterielUpdateDemo() {
     var image = File.ReadAllBytes("图片文件路径");     var image = File.ReadAllBytes("图片文件路径");
        var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var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MaterielUpdate(image, brief);     var result = client.MaterielUpdate(image, brief);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brief", "{"name":"周杰伦", "id":"666"}"},         {"brief", "{"name":"周杰伦", "id":"666"}"},
         {"tags", "100,11"}         {"tags", "100,11"}
     };     };
     //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result = client.MaterielUpdate(image, brief, options);     result = client.MaterielUpdate(image, brief, options);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
    public void MaterielUpdateUrlDemo() {    public void MaterielUpdateUrlDemo() {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var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var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MaterielUpdateUrl(url, brief);     var result = client.MaterielUpdateUrl(url, brief);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brief", "{"name":"周杰伦", "id":"666"}"},         {"brief", "{"name":"周杰伦", "id":"666"}"},
         {"tags", "100,11"}         {"tags", "100,11"}
     };     };
     //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result = client.MaterielUpdateUrl(url, brief, options);     result = client.MaterielUpdateUrl(url, brief, options);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
   public void MaterielUpdateBySignDemo() {   public void MaterielUpdateBySignDemo() {
     var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var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var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var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 调用更新摘要信息，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更新摘要信息，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MaterielUpdateContSign(contSign, brief);     var result = client.MaterielUpdateContSign(contSign, brief);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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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可参考API文档：面料图片搜索—删除

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

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同时可提交分类维度信息（具体变量为tags，最多可传入2个tag），方便对图库中的图片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同时可提交分类维度信息（具体变量为tags，最多可传入2个tag），方便对图库中的图片

进行管理、分类检索。进行管理、分类检索。

public void MaterielDeleteByImageDemo() {public void MaterielDeleteByImageDemo() {
 var image = File.ReadAllBytes("图片文件路径"); var image = File.ReadAllBytes("图片文件路径");
 // 调用删除面料，传入参数为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删除面料，传入参数为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MaterielDeleteByImage(image); var result = client.MaterielDeleteByImage(image);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public void MaterielDeleteByUrlDemo() {public void MaterielDeleteByUrlDemo() {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删除面料，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删除面料，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MaterielDeleteByUrl(url); var result = client.MaterielDeleteByUrl(url);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public void MaterielDeleteBySignDemo() {public void MaterielDeleteBySignDemo() {
 var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var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 调用删除面料图片，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删除面料图片，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MaterielDeleteBySign(contSign); var result = client.MaterielDeleteBySign(contSign);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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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

如 ；最短边至少1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长宽比在1：

10-10：1之间。支持jpg/png/bmp格式。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提示不能

重复入库。

url 否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

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

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brief 是 string -

检索时原样带回,最长256B。样例：{"name":"周杰伦", "id":"666"} 。请注意，检索接口请注意，检索接口

不返回原图，仅返回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调用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写不返回原图，仅返回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调用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写

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

范围内

的整数

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2个tag无层级关系，检索时支持逻辑运算。样

例："100,11" ；检索时可圈定分类维度进行检索检索时可圈定分类维度进行检索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public void PicturebookAddDemo() {public void PicturebookAddDemo() {
 var image = File.ReadAllBytes("图片文件路径"); var image = File.ReadAllBytes("图片文件路径");
 // 调用相同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相同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PicturebookAdd(image); var result = client.PicturebookAdd(image);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brief", "{\"name\":\"周杰伦\", \"id\":\"666\"}"},     {"brief", "{\"name\":\"周杰伦\", \"id\":\"666\"}"},
     {"tags", "100,11"}     {"tags", "100,11"}
 }; };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result = client.PicturebookAdd(image, options); result = client.PicturebookAdd(image, options);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public void PicturebookAddUrlDemo() {public void PicturebookAddUrlDemo() {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相同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相同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PicturebookAddUrl(url); var result = client.PicturebookAddUrl(url);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brief", "{\"name\":\"周杰伦\", \"id\":\"666\"}"},     {"brief", "{\"name\":\"周杰伦\", \"id\":\"666\"}"},
     {"tags", "100,11"}     {"tags", "100,11"}
 }; };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result = client.PicturebookAddUrl(url, options); result = client.PicturebookAddUrl(url, options);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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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无实际意义，用于问题定位

cont_sig

n
是 string

入库图片的签名信息，请务必保存至本地请务必保存至本地，以便后续用作批量删除、查询某张图是否已经入过库

等用途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绘本图片搜索—检索

完成入库后，可使用该接口实现绘本图检索。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tags）进行检索，返回结果支持翻页（具体变完成入库后，可使用该接口实现绘本图检索。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tags）进行检索，返回结果支持翻页（具体变

量pn、rn）量pn、rn）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
    "log_id": 2263663554,    "log_id": 2263663554,
    "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    "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
}}

public void PicturebookSearchDemo() {public void PicturebookSearchDemo() {
 var image = File.ReadAllBytes("图片文件路径"); var image = File.ReadAllBytes("图片文件路径");
 // 调用相同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相同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PicturebookSearch(image); var result = client.PicturebookSearch(image);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tags", "100,11"},     {"tags", "100,11"},
     {"tag_logic", "0"},     {"tag_logic", "0"},
     {"pn", "100"},     {"pn", "100"},
     {"rn", "250"}     {"rn", "250"}
 }; };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result = client.PicturebookSearch(image, options); result = client.PicturebookSearch(image, options);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public void PicturebookSearchUrlDemo() {public void PicturebookSearchUrlDemo() {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相同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相同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PicturebookSearchUrl(url); var result = client.PicturebookSearchUrl(url);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tags", "100,11"},     {"tags", "100,11"},
     {"tag_logic", "0"},     {"tag_logic", "0"},
     {"pn", "100"},     {"pn", "100"},
     {"rn", "250"}     {"rn", "250"}
 }; };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result = client.PicturebookSearchUrl(url, options); result = client.PicturebookSearchUrl(url, options);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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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

如 ；最短边至少1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长宽比在1：

10-10：1之间。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否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

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

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

范围内

的整数

分类维度信息，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可传入2个tag，tag间无层级关系，示

例："100,11"

tag_logi

c
否 string 0,1 检索时tag之间的逻辑， 0：逻辑and，1：逻辑or

pn 否 string

0 - 999

范围内

的整数

分页功能，起始位置，例：0，代表从第1个结果开始。注：未指定分页时，默认返回前注：未指定分页时，默认返回前

300个结果；接口返回数量最大限制1000个，例如：起始位置为900，截取条数500条，300个结果；接口返回数量最大限制1000个，例如：起始位置为900，截取条数500条，

接口也只返回第901 - 1000条的结果，共计100条接口也只返回第901 - 1000条的结果，共计100条

rn 否 string

1 -

1000范

围内的

整数

分页功能，截取条数，例：250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无实际含义，用于问题定位

result_nu

m
是 uint32 检索结果数

result 是 object[] 结果数组

+cont_sig

n
是 string 入库图片签名，可以用来删除图片或定位问题

+score 是 float 图片相关性，取值范围0-1，越接近1表示越相关

+brief 是 string
调用入库add接口时添加的brief信息，为保证该结果有效性，请入库时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片库

的有效id信息

has_more 是 bool 是否还有下一页，返回值：true、false；如果不分页，不用关注该字段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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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图片搜索—删除

删除图库中的图片，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传cont_sign参数，勿传image、url，最多支持100个cont_sign。删除图库中的图片，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传cont_sign参数，勿传image、url，最多支持100个cont_sign。

绘本检索—删除 请求参数详情绘本检索—删除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否 byte[] -
二进制图像数据（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大小不

超过4M，最短边至少30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否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

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

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cont_si

gn
否 string -

图片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优先级最低），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

image、url，最多支持50个cont_sign列表，image、url，最多支持50个cont_sign列表，样

例："932301884,1068006219;316336521,553141152;2491030726,1352091083"

绘本检索—删除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绘本检索—删除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是否必须是否必须 说明说明 示例示例

log_id number 是 请求标识码，随机数，唯一 507499361

{{
    "result_num": 1,    "result_num": 1,
    "result": [    "result": [
        {        {
            "score": 0.97976700290421,            "score": 0.97976700290421,
            "brief": "./data/jay1.jpg",            "brief": "./data/jay1.jpg",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        }
    ],    ],
 "has_more": "false", "has_more": "false",
    "log_id": 1968648150    "log_id": 1968648150
}}

public void PitureboolDeleteByImageDemo() {public void PitureboolDeleteByImageDemo() {
 var image = File.ReadAllBytes("图片文件路径"); var image = File.ReadAllBytes("图片文件路径");
 // 调用删除商品，传入参数为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删除商品，传入参数为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PicturebookDeleteByImage(image); var result = client.PicturebookDeleteByImage(image);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public void ProductDeleteByUrlDemo() {public void ProductDeleteByUrlDemo() {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删除商品，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删除商品，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PicturebookDeleteByUrl(url); var result = client.PicturebookDeleteByUrl(url);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public void ProductDeleteBySignDemo() {public void ProductDeleteBySignDemo() {
 var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var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 调用删除商品，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删除商品，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PicturebookDeleteByContSign(contSign); var result = client.PicturebookDeleteByContSign(contSign);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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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检索—删除 返回示例绘本检索—删除 返回示例

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tags）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tags）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
  "log_id": 50488417  "log_id": 50488417
}}

    public void PicturebookUpdateDemo() {    public void PicturebookUpdateDemo() {
     var image = File.ReadAllBytes("图片文件路径");     var image = File.ReadAllBytes("图片文件路径");
     // 调用绘本图片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绘本图片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PicturebookUpdate(image);     var result = client.PicturebookUpdate(image);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brief", "{\"name\":\"周杰伦\", \"id\":\"666\"}"},         {"brief", "{\"name\":\"周杰伦\", \"id\":\"666\"}"},
         {"tags", "100,11"}         {"tags", "100,11"}
     };     };
     // 带参数调用相绘本图片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 带参数调用相绘本图片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result = client.PicturebookUpdate(image, options);     result = client.PicturebookUpdate(image, options);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
    public void PicturebookUpdateUrlDemo() {    public void PicturebookUpdateUrlDemo() {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绘本图片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绘本图片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PicturebookUpdateUrl(url);     var result = client.PicturebookUpdateUrl(url);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var option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brief", "{\"name\":\"周杰伦\", \"id\":\"666\"}"},         {"brief", "{\"name\":\"周杰伦\", \"id\":\"666\"}"},
         {"tags", "100,11"}         {"tags", "100,11"}
     };     };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result = client.PicturebookUpdateUrl(url, options);     result = client.PicturebookUpdateUrl(url, options);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
     public void PicturebookUpdateBySignDemo() {     public void PicturebookUpdateBySignDemo() {
     var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var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 绘本图片检索—更新，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绘本图片检索—更新，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PicturebookUpdateBySign(contSign);     var result = client.PicturebookUpdateBySign(contSign);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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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ring -

图片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

如 ，最短边至少1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长宽比在1：

10-10：1之间。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否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 ，由于图床的

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

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cont_si

gn
否 string -

图片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不支持批量传入签和image、url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不支持批量传入签

名名，样例："932301884,10680062193"

brief 否 string - 更新的摘要信息，最长256B。样例：{"name":"周杰伦", "id":"666"}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

范围内

的整数

更新的分类信息，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样例："100,11"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FAQ

1. 调用接口时抛出异常：基础连接已关闭1. 调用接口时抛出异常：基础连接已关闭

此问题一般是网络原因，请检查网络相关问题：

检查网络连通性

检查网络是否有代理

2. SSL报错 "The authentication or decryption has failed"2. SSL报错 "The authentication or decryption has failed"

可能由于网络代理等原因导致证书不正确，属于常见的https问题，可以参考这个答案。 如果报此错，请开发者务必关注HTTPS

安全。

3. 调用接口，等待一段时间后出现超时3. 调用接口，等待一段时间后出现超时

可以设置Timeout参数。

4. 在.Net Core下运行报错 'GBK' is not a supported encoding name'4. 在.Net Core下运行报错 'GBK' is not a supported encoding name'

添加System.Text.Encoding.CodePages引用，并注册。 

错误信息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
    "log_id": 2263663554    "log_id": 2263663554
}}

Encoding.RegisterProvider(CodePagesEncodingProvider.Instance)Encoding.RegisterProvider(CodePagesEncodingProvider.Instance)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HTTP-SDK文档

215

https://stackoverflow.com/questions/4926676/mono-https-webrequest-fails-with-the-authentication-or-decryption-has-failed


错误返回格式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_codeerror_code：错误码。

error_msg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错误码

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4
Open api request limit

reached
集群超限额

14 IAM Certification failed
IAM鉴权失败，建议用户参照文档自查生成sign的方式是否正确，或换用控制台中ak sk的方

式调用

17
Open api daily request

limit reached
每天流量超限额

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超限额

19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请求总量超限额

100 Invalid parameter 无效参数

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Access Token失效

111 Access token expired Access token过期

282000 internal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630770006）或工

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216017 not initialized 未建库，请先前往控制台申请建库

216100 invalid param 请求中包含非法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216101 not enough param
缺少必须的参数，请检查参数是否有遗漏，调用接口时会返回具体缺失的参数，如：param

image not exist 代表image参数不存在，请检查调用参数

216102 service not support 请求了不支持的服务，请检查调用的url

216103 param too long 请求中某些参数过长，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216110 appid not exist appid不存在，请重新核对信息是否为后台应用列表中的appid

216200 empty image 图片为空，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216201 image format error
上传的图片格式错误，现阶段我们支持的图片格式为：PNG、JPG、JPEG、BMP，请进行转

码或更换图片

216202 image size error
上传的图片大小错误，现阶段我们支持的图片大小为：base64编码后小于4M，分辨率不高

于4096*4096，请重新上传图片

216203 image size error 上传图片错误，通常情况下为图片base64编码错误，请重新上传图片

216630 recognize error
识别错误，请再次请求，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630770006）或工单联系

技术支持团队。

216631
recognize bank card

error

识别银行卡错误，出现此问题的原因一般为：您上传的图片非银行卡正面，上传了异形卡的

图片或上传的银行卡正品图片不完整

216633 recognize idcard error
识别身份证错误，出现此问题的原因一般为：您上传了非身份证图片或您上传的身份证图片

不完整

216680 item not exist item不在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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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680 item not exist item不在库里

216681 item exist item已经在库里，不能重复入库

216634 detect error
检测错误，请再次请求，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630770006）或工单联系

技术支持团队。

282003
missing parameters:

{参数名}
请求参数缺失

282005 batch  processing error 处理批量任务时发生部分或全部错误，请根据具体错误码排查

282006
batch task  limit

reached
批量任务处理数量超出限制，请将任务数量减少到10或10以下

282114 url size error URL长度超过1024字节或为0

282808
request id: xxxxx not

exist
request id xxxxx 不存在

282809 result type error 返回结果请求错误（不属于excel或json）

282810 image recognize error 图像识别错误

283300 image recognize error 数据格式有误，可以检查base64编码、代码格式等

Go语言
简介

Hi，您好，欢迎使用百度图像搜索服务。

本文档主要针对Go语言开发者，描述百度图像搜索接口服务的相关技术内容。如果您对文档内容有任何疑问，可以通过以下几

种方式联系我们：

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咨询问题类型请选择人工智能服务人工智能服务；

如有疑问，进入AI社区交流AI社区交流：http://ai.baidu.com/forum/topic/list/170

产品功能简述

服务名服务名

称称
能力简要描述能力简要描述

相同图

片搜索

在自建图库中找到与检索图相同的图片，支持找到局部内容相同的大图，或适度调整背景和角度的相同图片；可用

于图片精确查找、重复图片过滤图片精确查找、重复图片过滤等场景。

相似图

片搜索

在自建图库中找到与检索图片语义相似的图片集，并给出相似度打分（综合图片类型、颜色、内容、布局等特

征）；适用于各种相似图片查找、相关内容推荐相似图片查找、相关内容推荐场景。

商品图

片搜索

针对商品类图片，专项训练检索模型，在自建图库中搜索相同及相似的商品图片集，可找到不同颜色、背景、角度

的同款商品；适用于电商平台拍照搜商品、相关商品推荐电商平台拍照搜商品、相关商品推荐等场景。

绘本图

片搜索

可在自建图库中找到与检索图相同的绘本图片、儿童书本教材。支持用局部绘本页，找到内容相同的大图；可用

于绘本、图书、教材的精确查找、重复图片过滤绘本、图书、教材的精确查找、重复图片过滤等场景。

应用选型方案

1、 什么时候使用相同图片搜索什么时候使用相同图片搜索？

典型应用场景：图片去重、图片精确查找，如图片类站点对海量库存图片进行查重过滤

适用的图片类型：各种网络图片、实拍图均可；注意检索图和入库的原图要保持场景一致性检索图和入库的原图要保持场景一致性，比如入库的原图为标准的广告

图（无背景干扰），则检索图要尽量避免背景、其他干扰特征，否则模型计算图片的相似度时会有噪声，造成检索结果不准

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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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小张入库了5万张海报设计图，都是标准的电子版海报图片，无任何背景干扰；在线下活动时，要根据手机拍摄的

海报图片判断是不是跟图库里的设计图重复了，手机实拍时要避免拍到海报图片之外的物体（如墙上的装饰、参加活动的人等

各种背景元素），同时要拍到海报的全部或者大部分主体内容，不能只拍到一个海报的小角落就去检索，以免影响检索效果。

2、 什么时候使用相似图片搜索什么时候使用相似图片搜索？

典型应用场景：找相似的图片集合（返回的结果包含相同的图片），各种设计素材、美术作品、UGC内容等

适用的图片类型：各种网络图片、实拍图均可；注意检索图和入库的原图要尽量保持场景一致性检索图和入库的原图要尽量保持场景一致性，比如入库的原图为标准的

广告图（无背景干扰），则检索图要尽量避免背景、其他干扰特征，否则模型计算图片的相似度时会有噪声，造成检索结果

不准确。

3、 什么时候使用商品图片搜索什么时候使用商品图片搜索？

典型应用场景：各类B2B、B2C电商平台，相似商品推荐、拍照搜同款或者相似商品

适用的图片类型：电商商品图片（实体商品为主，如数码3C、服装鞋帽、日化百货等）

注意：部分特殊商品，如面料、木材、瓷砖等，建议同步对比测试相似图搜索的效果，择优使用部分特殊商品，如面料、木材、瓷砖等，建议同步对比测试相似图搜索的效果，择优使用。

图库管理说明

1、百度相同图搜索/相似图搜索/商品图搜索API服务支持开发者基于自建图片库进行入库、检索、删除、更新操作。开发者在

控制台创建应用后，需要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建库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建库，建库成功后相关接口能力可正常调用。

2、申请建库时，图库的图片数量上限为50万，避免浪费资源；如果容量不够用，可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扩容如果容量不够用，可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扩容，工作人员

会在1-3个工作日内审批，每次扩容的申请上限也是50万，可以反复申请扩容可以反复申请扩容，原则上图库总量无上限，百万级、千万级、甚

至亿级的图片量都可以做到实时检索，秒级返回检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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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图像搜索控制台的图库管理功能，支持对图库里的图片进行可视化管理图像搜索控制台的图库管理功能，支持对图库里的图片进行可视化管理，可小批量上传图片、预览大图、修改摘要和分类

信息、删除图片，入口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管理图库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管理图库，注：大批量上传、修改、删除请调用API。

同时，图库管理后台支持在线测试检索效果，点击右上角搜索框边上的“相机”标识，可以上传图片，测试检索效果图库管理后台支持在线测试检索效果，点击右上角搜索框边上的“相机”标识，可以上传图片，测试检索效果。注：相似

图片搜索、商品图片搜索的在线测试默认返回相关性Top 50的结果图，如果图库里不满50张图，则全部返回。

版本更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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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线日期上线日期 版本号版本号 更新内容更新内容

2020.08.06 4.15.1 补充新能力的SDK下载包&文档：人像动漫化、图像清晰度增强、图像风格转换、天空分割、图像修复

2018.12.29 4.10.0 相同、相似、商品图更新接口增加cont_sign参数支持

2018.7.20 4.5.0 新增相同图、相似图、商品图update接口

2017.12.22 4.0.0 接口统一升级

2017.11.28 3.4.0 新增商品检索接口

2017.11.3 3.3.0 加入图像搜索服务

快速入门

安装 Go SDK

目录结构

支持 GO版本：1.2+支持 GO版本：1.2+

查看源码查看源码 github链接：https://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

直接使用JAR包步骤如下直接使用JAR包步骤如下：

1.在go.mod的文件所在目录执行 go get -u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v1.0.8

2.项目中直接引用就可以使用

新建ImageSearchClient

支持两种鉴权方式。

一、通过access_token鉴权，调用接口。

二、鉴权使用百度云API认证机制

代码示例：

├── README.md├── README.md

├── aip      // 应用目录├── aip      // 应用目录
│   ├── censor│   ├── censor

│   │   └── ContentCensorClient.go│   │   └── ContentCensorClient.go

│   └── imagesearch   // 图像搜索包│   └── imagesearch   // 图像搜索包
│       └── ImageSearchClient.go   // 图像搜索客户端│       └── ImageSearchClient.go   // 图像搜索客户端

├── baseClient├── baseClient
│   └── BaseClient.go│   └── BaseClient.go

├── go.mod├── go.mod

├── test├── test
│   ├── imagesearch│   ├── imagesearch

│   │   └── ImageSearchClientTest.go   // 图像搜索测试包│   │   └── ImageSearchClientTest.go   // 图像搜索测试包

│   └── resources│   └── resources
│       └── image│       └── image

│           └── baidu_image.png│           └── baidu_image.png
└── util      // 工具类└── util      // 工具类

    └── FileUtil.go    └── FileUtil.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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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代码中，常量APP_ID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中创建，API_KEY与SECRET_KEY是在创建完毕应用后，系统分配给用户的，均

为字符串，用于标识用户，为访问做签名验证，可在AI服务控制台中的应用列表中查看。

注意：如您以前是百度智能云的老用户，其中API_KEY对应百度智能云的“Access Key ID”，SECRET_KEY对应百度智能云

的“Access Key Secret”。

接口说明

相似图片搜索

在自建图库中找到与检索图片语义相似的图片集，并给出相似度打分（综合图片类型、颜色、内容、布局等特征）

典型应用场景：找相似的图片集合（返回的结果包含相同的图片），各种设计素材、美术作品、UGC内容等

适用的图片类型：各种网络图片、实拍图均可；注意检索图和入库的原图要尽量保持场景一致性检索图和入库的原图要尽量保持场景一致性，比如入库的原图为标准的

广告图（无背景干扰），则检索图要尽量避免背景、其他干扰特征，否则模型计算图片的相似度时会有噪声，造成检索结果

不准确。

相似图片搜索 - 入库相似图片搜索 - 入库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

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同时可提交分类维度信息（具体变量为tags，最多可传入2个tag），方便对图库中的图片

进行管理、分类检索。 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

请求图片需经过 ：图片的base64编码指将一幅图片数据编码成一串字符串，使用该字符串代替图像地址。您可以

首先得到图片的二进制，然后用Base64格式编码即可。

注意注意：图片的base64编码是不包含图片头的，如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packagepackage main main

importimport  ((
  "fmt""fmt"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aip/imagesearch""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aip/imagesearch"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util""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util"
))

funcfunc  mainmain(())  {{
        //通过access_toke //通过access_toke 
 client  client :=:= imagesearch imagesearch..NewClientNewClient(("API_KEY""API_KEY",,"SECRET_KEY""SECRET_KEY"))
        //使用百度云API认证机制 //使用百度云API认证机制 
    client     client :=:= imagesearch imagesearch..NewCloudClientNewCloudClient(("API_KEY""API_KEY",,"SECRET_KEY""SECRET_KEY"))

}}

base64编码base64编码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similar/add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similar/a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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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

如 ，最短边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

jpg/png/bmp格式。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提示不能重复入库。

url 否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

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

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brief 是 string -

检索时原样带回,最长256B。样例：{"name":"周杰伦", "id":"666"} 。请注意，检索接口请注意，检索接口

不返回原图，仅返回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调用该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不返回原图，仅返回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调用该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

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且不要重复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且不要重复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

范围内

的整数

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2个tag无层级关系，检索时支持逻辑运算。样

例："100,11" ；检索时可圈定分类维度进行检索检索时可圈定分类维度进行检索

示例代码示例代码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packagepackage main main

importimport  ((
  "fmt""fmt"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aip/imagesearch""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aip/imagesearch"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util""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util"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test/resources""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test/resources"
))

varvar image  image == util util..ReadFileToBase64ReadFileToBase64(("test/resources/image/baidu_image.png""test/resources/image/baidu_image.png"))
varvar url  url ==  "https://baidu.aip.test.com""https://baidu.aip.test.com"
varvar brief  brief ==  "{\"name\":\"百度\", \"id\":\"123\"}""{\"name\":\"百度\", \"id\":\"123\"}"
varvar options  options ==  makemake((mapmap[[stringstring]]interfaceinterface{{}}))
varvar contSign  contSign ==  "123""123"

// SimilarAddTest 相似图片搜索 - 入库// SimilarAddTest 相似图片搜索 - 入库
funcfunc  SimilarAddTestSimilarAddTest((client client **imagesearchimagesearch..ImageSearchClientImageSearchClient))  {{
 fmt fmt..PrintlnPrintln((clientclient..SimilarAddSimilarAdd((imageimage,, brief brief,, options options))))
}}

// SimilarAddUrlTest 相似图片搜索 - 入库// SimilarAddUrlTest 相似图片搜索 - 入库
funcfunc  SimilarAddUrlTestSimilarAddUrlTest((client client **imagesearchimagesearch..ImageSearchClientImageSearchClient))  {{
 fmt fmt..PrintlnPrintln((clientclient..SimilarAddUrlSimilarAddUrl((urlurl,, brief brief,, options op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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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无实际意义，用于问题定位

cont_sig

n
是 string

输入图片的签名信息，请务必保存至本地，以便后续用作批量删除、查询某张图是否已经入过库

等用途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相似图片搜索 - 检索相似图片搜索 - 检索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
        "log_id""log_id"::  22636635542263663554,,
        "cont_sign""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4261577168,501945506"
}}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similar/search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similar/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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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

如 ，最短边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

jpg/png/bmp格式.

url 否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 ，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

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

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

范围内

的整数

分类维度信息，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可传入2个tag，2个tag无层级关系，检索时支持

逻辑运算。示例："100,11"

tag_logi

c
否 string 0,1 检索时tag之间的逻辑， 0：逻辑and，1：逻辑or

pn 否 string

0 - 999

范围内

的整数

分页功能，起始位置，例：0。未指定分页时，默认返回前300个结果；接口返回数量最未指定分页时，默认返回前300个结果；接口返回数量最

大限制1000条，例如：起始位置为900，截取条数500条，接口也只返回第900 - 1000条大限制1000条，例如：起始位置为900，截取条数500条，接口也只返回第900 - 1000条

的结果，共计100条的结果，共计100条

rn 否 string

1 -

1000范

围内的

整数

分页功能，截取条数，例：250

示例代码示例代码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packagepackage main main

importimport  ((
  "fmt""fmt"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aip/imagesearch""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aip/imagesearch"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util""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util"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test/resources""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test/resources"
))

varvar image  image == util util..ReadFileToBase64ReadFileToBase64(("test/resources/image/baidu_image.png""test/resources/image/baidu_image.png"))
varvar url  url ==  "https://baidu.aip.test.com""https://baidu.aip.test.com"
varvar brief  brief ==  "{\"name\":\"百度\", \"id\":\"123\"}""{\"name\":\"百度\", \"id\":\"123\"}"
varvar options  options ==  makemake((mapmap[[stringstring]]interfaceinterface{{}}))
varvar contSign  contSign ==  "123""123"

// SimilarSearchTest 相似图片搜索 - 检索// SimilarSearchTest 相似图片搜索 - 检索
funcfunc  SimilarSearchTestSimilarSearchTest((client client **imagesearchimagesearch..ImageSearchClientImageSearchClient))  {{
 fmt fmt..PrintlnPrintln((clientclient..SimilarSearchSimilarSearch((imageimage,, options options))))
}}

// SimilarSearchUrlTest 相似图片搜索 - 检索// SimilarSearchUrlTest 相似图片搜索 - 检索
funcfunc  SimilarSearchUrlTestSimilarSearchUrlTest((client client **imagesearchimagesearch..ImageSearchClientImageSearchClient))  {{
 fmt fmt..PrintlnPrintln((clientclient..SimilarSearchUrlSimilarSearchUrl((urlurl,, options op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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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result_num 是 uint32 检索结果数

result 是 object[] 结果数组

+cont_sign 是 string 图片签名，可以用来删除图片或定位问题

+score 是 float 图片相关性，取值范围0-1，越接近1代表越相似

+brief 是 string add时添加的brief信息

has_more 是 bool 是否还有下一页，返回值：true、false；如果不分页，不用关注该字段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相似图片搜索 - 删除相似图片搜索 - 删除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删除图库中的图片，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传cont_sign参数，勿传image，最多支持100个cont_sign

图片删除延时生效，每天数据库定时更新进行物理删除，刚删除时仍然可以在图库中检索到（但图库管理后台是同步清除），图片删除延时生效，每天数据库定时更新进行物理删除，刚删除时仍然可以在图库中检索到（但图库管理后台是同步清除），

请过一段时间再验证，一般最多延时4小时左右请过一段时间再验证，一般最多延时4小时左右。

请求图片需经过 ：图片的base64编码指将一幅图片数据编码成一串字符串，使用该字符串代替图像地址。您可以

首先得到图片的二进制，然后用Base64格式编码即可。

注意注意：图片的base64编码是不包含图片头的，如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
    "result_num": 1,    "result_num": 1,
    "result": [    "result": [
        {        {
            "score": 0.97976700290421,            "score": 0.97976700290421,
            "brief": "./data/jay1.jpg",            "brief": "./data/jay1.jpg",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        }
    ],    ],
    "has_more": "false",    "has_more": "false",
    "log_id": 1968648150    "log_id": 1968648150
}}

base64编码base64编码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similar/delete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similar/de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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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

如 。最短边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

jpg/png/bmp格式

url 否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

cont_si

gn
否 string -

图片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image、url，最多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image、url，最多

支持100个cont_sign列表，支持100个cont_sign列表，样

例："932301884,1068006219;316336521,553141152;2491030726,1352091083"

示例代码示例代码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packagepackage main main

importimport  ((
  "fmt""fmt"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aip/imagesearch""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aip/imagesearch"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util""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util"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test/resources""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test/resources"
))

varvar image  image == util util..ReadFileToBase64ReadFileToBase64(("test/resources/image/baidu_image.png""test/resources/image/baidu_image.png"))
varvar url  url ==  "https://baidu.aip.test.com""https://baidu.aip.test.com"
varvar brief  brief ==  "{\"name\":\"百度\", \"id\":\"123\"}""{\"name\":\"百度\", \"id\":\"123\"}"
varvar options  options ==  makemake((mapmap[[stringstring]]interfaceinterface{{}}))
varvar contSign  contSign ==  "123""123"

// SimilarDeleteTest 相似图片搜索 - 删除// SimilarDeleteTest 相似图片搜索 - 删除
funcfunc  SimilarDeleteTestSimilarDeleteTest((client client **imagesearchimagesearch..ImageSearchClientImageSearchClient))  {{
 fmt fmt..PrintlnPrintln((clientclient..SimilarDeleteSimilarDelete((imageimage,, options options))))
}}

// SimilarDeleteUrlTest 相似图片搜索 - 删除// SimilarDeleteUrlTest 相似图片搜索 - 删除
funcfunc  SimilarDeleteUrlTestSimilarDeleteUrlTest((client client **imagesearchimagesearch..ImageSearchClientImageSearchClient))  {{
 fmt fmt..PrintlnPrintln((clientclient..SimilarDeleteUrlSimilarDeleteUrl((urlurl,, options options))))
}}

// SimilarDeleteSignTest 相似图片搜索 - 删除// SimilarDeleteSignTest 相似图片搜索 - 删除
funcfunc  SimilarDeleteSignTestSimilarDeleteSignTest((client client **imagesearchimagesearch..ImageSearchClientImageSearchClient))  {{
 fmt fmt..PrintlnPrintln((clientclient..SimilarDeleteSignSimilarDeleteSign((contSigncontSign,, options op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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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相似图片搜索 - 更新相似图片搜索 - 更新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tags）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tags）

请求图片需经过 ：图片的base64编码指将一幅图片数据编码成一串字符串，使用该字符串代替图像地址。您可以

首先得到图片的二进制，然后用Base64格式编码即可。

注意注意：图片的base64编码是不包含图片头的，如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
    "log_id""log_id"::  5048841750488417
}}

base64编码base64编码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similar/update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similar/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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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和url、

cont_si

gn三选

一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

如 ，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50px，

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和

image

、

cont_si

gn三选

一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由于图床的差

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

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cont_si

gn

和

image

、url三

选一

string -
图片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不支持批量传入签和image、url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不支持批量传入签

名名，样例："932301884,10680062193"

brief 否 string - 更新的摘要信息，最长256B。样例：{"name":"周杰伦", "id":"666"}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

范围内

的整数

更新的分类信息，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样例："100,11"

示例代码示例代码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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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相同图片搜索

在自建库中搜索相同图片，仅返回完全相同或局部相同的图片结果。

典型应用场景：图片去重、图片精确查找，如图片类站点对海量库存图片进行查重过滤

适用的图片类型：各种网络图片、实拍图均可；注意检索图和入库的原图要保持场景一致性检索图和入库的原图要保持场景一致性，比如入库的原图为标准的广告

图（无背景干扰），则检索图要尽量避免背景、其他干扰特征，否则模型计算图片的相似度时会有噪声，造成检索结果不准

确。

举个例子：小张入库了5万张海报设计图，都是标准的电子版海报图片，无任何背景干扰；在线下活动时，要根据手机拍摄的

海报图片判断是不是跟图库里的设计图重复了，手机实拍时要避免拍到海报图片之外的物体（如墙上的装饰、参加活动的人等

各种背景元素），同时要拍到海报的全部或者大部分主体内容，不能只拍到一个海报的小角落就去检索，以免影响检索效果。

packagepackage main main

importimport  ((
  "fmt""fmt"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aip/imagesearch""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aip/imagesearch"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util""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util"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test/resources""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test/resources"
))

varvar image  image == util util..ReadFileToBase64ReadFileToBase64(("test/resources/image/baidu_image.png""test/resources/image/baidu_image.png"))
varvar url  url ==  "https://baidu.aip.test.com""https://baidu.aip.test.com"
varvar brief  brief ==  "{\"name\":\"百度\", \"id\":\"123\"}""{\"name\":\"百度\", \"id\":\"123\"}"
varvar options  options ==  makemake((mapmap[[stringstring]]interfaceinterface{{}}))
varvar contSign  contSign ==  "123""123"

// SimilarUpdateTest 相似图片搜索 - 更新// SimilarUpdateTest 相似图片搜索 - 更新
funcfunc  SimilarUpdateTestSimilarUpdateTest((client client **imagesearchimagesearch..ImageSearchClientImageSearchClient))  {{
 fmt fmt..PrintlnPrintln((clientclient..SimilarUpdateSimilarUpdate((imageimage,, options options))))
}}

// SimilarUpdateUrlTest 相似图片搜索 - 更新// SimilarUpdateUrlTest 相似图片搜索 - 更新
funcfunc  SimilarUpdateUrlTestSimilarUpdateUrlTest((client client **imagesearchimagesearch..ImageSearchClientImageSearchClient))  {{
 fmt fmt..PrintlnPrintln((clientclient..SimilarUpdateUrlSimilarUpdateUrl((urlurl,, options options))))
}}

// SimilarUpdateSignTest 相似图片搜索 - 更新// SimilarUpdateSignTest 相似图片搜索 - 更新
funcfunc  SimilarUpdateSignTestSimilarUpdateSignTest((client client **imagesearchimagesearch..ImageSearchClientImageSearchClient))  {{
 fmt fmt..PrintlnPrintln((clientclient..SimilarUpdateSignSimilarUpdateSign((urlurl,, options options))))
}}

{{
        "log_id""log_id"::  226366355422636635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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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图片搜索 - 入库相同图片搜索 - 入库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

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同时可提交分类维度信息（具体变量为tags，最多可传入2个tag），方便对图库中的图片

进行管理、分类检索。

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

请求图片需经过 ：图片的base64编码指将一幅图片数据编码成一串字符串，使用该字符串代替图像地址。您可以

首先得到图片的二进制，然后用Base64格式编码即可。

注意注意：图片的base64编码是不包含图片头的，如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

如 ；最短边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

jpg/png/bmp格式。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提示不能重复入库。

url 否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

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

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brief 是 string -

检索时原样带回,最长256B。样例：{"name":"周杰伦", "id":"666"} 。请注意，检索接口请注意，检索接口

不返回原图，仅返回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调用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写不返回原图，仅返回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调用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写

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且不要重复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且不要重复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

范围内

的整数

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2个tag无层级关系，检索时支持逻辑运算。样

例："100,11" ；检索时可圈定分类维度进行检索检索时可圈定分类维度进行检索

示例代码示例代码

base64编码base64编码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realtime_search/same_hq/add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realtime_search/same_hq/add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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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无实际意义，用于问题定位

cont_sig

n
是 string

输入图片的签名信息，请务必保存至本地，以便后续用作批量删除、查询某张图是否已经入过库

等用途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相同图片搜索 - 检索相同图片搜索 - 检索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packagepackage main main

importimport  ((
  "fmt""fmt"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aip/imagesearch""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aip/imagesearch"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util""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util"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test/resources""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test/resources"
))

varvar image  image == util util..ReadFileToBase64ReadFileToBase64(("test/resources/image/baidu_image.png""test/resources/image/baidu_image.png"))
varvar url  url ==  "https://baidu.aip.test.com""https://baidu.aip.test.com"
varvar brief  brief ==  "{\"name\":\"百度\", \"id\":\"123\"}""{\"name\":\"百度\", \"id\":\"123\"}"
varvar options  options ==  makemake((mapmap[[stringstring]]interfaceinterface{{}}))
varvar contSign  contSign ==  "123""123"

// SameHqAddTest 相同图片搜索 - 入库// SameHqAddTest 相同图片搜索 - 入库
funcfunc  SameHqAddTestSameHqAddTest((client client **imagesearchimagesearch..ImageSearchClientImageSearchClient))  {{
 fmt fmt..PrintlnPrintln((clientclient..SameHqAddSameHqAdd((imageimage,, brief brief,, options options))))
}}

// SameHqAddUrlTest 相同图片搜索 - 入库// SameHqAddUrlTest 相同图片搜索 - 入库
funcfunc  SameHqAddUrlTestSameHqAddUrlTest((client client **imagesearchimagesearch..ImageSearchClientImageSearchClient))  {{
 fmt fmt..PrintlnPrintln((clientclient..SimilarAddUrlSimilarAddUrl((urlurl,, brief brief,, options options))))
}}

{{
        "log_id""log_id"::  22636635542263663554,,
        "cont_sign""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4261577168,501945506"
}}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realtime_search/same_hq/search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realtime_search/same_hq/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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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

如 ；最短边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

jpg/png/bmp格式

url 否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

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

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

范围内

的整数

分类维度信息，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可传入2个tag，tag间无层级关系，示

例："100,11"

tag_logi

c
否 string 0,1 检索时tag之间的逻辑， 0：逻辑and，1：逻辑or

pn 否 string

0 - 999

范围内

的整数

分页功能，起始位置，例：0。未指定分页时，默认返回前300个结果；接口返回数量最未指定分页时，默认返回前300个结果；接口返回数量最

大限制1000条，例如：起始位置为900，截取条数500条，接口也只返回第900 - 1000条大限制1000条，例如：起始位置为900，截取条数500条，接口也只返回第900 - 1000条

的结果，共计100条的结果，共计100条

rn 否 string

1 -

1000范

围内的

整数

分页功能，截取条数，例：250

示例代码示例代码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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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无实际含义，用于问题定位

result_nu

m
是 uint32 检索结果数

result 是 object[] 结果数组

+cont_sig

n
是 string 图片签名，可以用来删除图片或定位问题

+score 是 float 图片相关性，取值范围0-1，越接近1表示越相关

+brief 是 string
调用add接口时添加的brief信息，为保证该结果有效性，请入库时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片库的有

效id信息

has_more 是 bool 是否还有下一页，返回值：true、false；如果不分页，不用关注该字段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packagepackage main main

importimport  ((
  "fmt""fmt"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aip/imagesearch""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aip/imagesearch"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util""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util"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test/resources""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test/resources"
))

varvar image  image == util util..ReadFileToBase64ReadFileToBase64(("test/resources/image/baidu_image.png""test/resources/image/baidu_image.png"))
varvar url  url ==  "https://baidu.aip.test.com""https://baidu.aip.test.com"
varvar brief  brief ==  "{\"name\":\"百度\", \"id\":\"123\"}""{\"name\":\"百度\", \"id\":\"123\"}"
varvar options  options ==  makemake((mapmap[[stringstring]]interfaceinterface{{}}))
varvar contSign  contSign ==  "123""123"

// SameHqSearchTest 相同图片搜索 - 检索// SameHqSearchTest 相同图片搜索 - 检索
funcfunc  SameHqSearchTestSameHqSearchTest((client client **imagesearchimagesearch..ImageSearchClientImageSearchClient))  {{
 fmt fmt..PrintlnPrintln((clientclient..SameHqSearchSameHqSearch((imageimage,, options options))))
}}

// SameHqSearchUrlTest 相同图片搜索 - 检索// SameHqSearchUrlTest 相同图片搜索 - 检索
funcfunc  SameHqSearchUrlTestSameHqSearchUrlTest((client client **imagesearchimagesearch..ImageSearchClientImageSearchClient))  {{
 fmt fmt..PrintlnPrintln((clientclient..SameHqSearchUrlSameHqSearchUrl((urlurl,, options op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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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图片搜索 - 删除相同图片搜索 - 删除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删除图库中的图片，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传cont_sign参数，勿传image、url，最多支持100个cont_sign。

图片删除延时生效，每天数据库定时更新进行物理删除，刚删除时仍然可以在图库中检索到（但图库管理后台是同步清除），图片删除延时生效，每天数据库定时更新进行物理删除，刚删除时仍然可以在图库中检索到（但图库管理后台是同步清除），

请过一段时间再验证，一般最多延时4小时左右请过一段时间再验证，一般最多延时4小时左右。

请求图片需经过 ：图片的base64编码指将一幅图片数据编码成一串字符串，使用该字符串代替图像地址。您可以

首先得到图片的二进制，然后用Base64格式编码即可。

注意注意：图片的base64编码是不包含图片头的，如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
        "result_num""result_num"::  11,,
        "result""result"::  [[
                {{
                        "score""score"::  0.979767002904210.97976700290421,,
                        "brief""brief"::  "./data/jay1.jpg""./data/jay1.jpg",,
                        "cont_sign""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475124309,1080176642"
                }}
        ]],,
        "has_more""has_more"::  "false""false",,
        "log_id""log_id"::  19686481501968648150
}}

base64编码base64编码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realtime_search/same_hq/delete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realtime_search/same_hq/de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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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ring -

图片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注意要去掉图片头注意要去掉图片头

部部，如 。最短边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

jpg/png/bmp格式

url 否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

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

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cont_si

gn
否 string -

图片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image、url，最多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image、url，最多

支持100个cont_sign列表，支持100个cont_sign列表，样

例："932301884,1068006219;316336521,553141152;2491030726,1352091083"

示例代码示例代码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packagepackage main main

importimport  ((
  "fmt""fmt"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aip/imagesearch""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aip/imagesearch"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util""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util"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test/resources""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test/resources"
))

varvar image  image == util util..ReadFileToBase64ReadFileToBase64(("test/resources/image/baidu_image.png""test/resources/image/baidu_image.png"))
varvar url  url ==  "https://baidu.aip.test.com""https://baidu.aip.test.com"
varvar brief  brief ==  "{\"name\":\"百度\", \"id\":\"123\"}""{\"name\":\"百度\", \"id\":\"123\"}"
varvar options  options ==  makemake((mapmap[[stringstring]]interfaceinterface{{}}))
varvar contSign  contSign ==  "123""123"

// SameHqDeleteTest 相同图片搜索 - 删除// SameHqDeleteTest 相同图片搜索 - 删除
funcfunc  SameHqDeleteTestSameHqDeleteTest((client client **imagesearchimagesearch..ImageSearchClientImageSearchClient))  {{
 fmt fmt..PrintlnPrintln((clientclient..SameHqDeleteSameHqDelete((imageimage,, options options))))
}}

// SameHqDeleteUrlTest 相同图片搜索 - 删除// SameHqDeleteUrlTest 相同图片搜索 - 删除
funcfunc  SameHqDeleteUrlTestSameHqDeleteUrlTest((client client **imagesearchimagesearch..ImageSearchClientImageSearchClient))  {{
 fmt fmt..PrintlnPrintln((clientclient..SimilarDeleteUrlSimilarDeleteUrl((urlurl,, options options))))
}}

// SameHqDeleteSignTest 相同图片搜索 - 删除// SameHqDeleteSignTest 相同图片搜索 - 删除
funcfunc  SameHqDeleteSignTestSameHqDeleteSignTest((client client **imagesearchimagesearch..ImageSearchClientImageSearchClient))  {{
 fmt fmt..PrintlnPrintln((clientclient..SameHqDeleteSignSameHqDeleteSign((contSigncontSign,, options op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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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图片搜索 - 更新相同图片搜索 - 更新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tags）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tags）

请求图片需经过 ：图片的base64编码指将一幅图片数据编码成一串字符串，使用该字符串代替图像地址。您可以

首先得到图片的二进制，然后用Base64格式编码即可。

注意注意：图片的base64编码是不包含图片头的，如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ring -

图片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

如 ，最短边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

jpg/png/bmp格式

url 否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 ，由于图床的

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

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cont_si

gn
否 string -

图片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不支持批量传入签和image、url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不支持批量传入签

名名，样例："932301884,10680062193"

brief 否 string - 更新的摘要信息，最长256B。样例：{"name":"周杰伦", "id":"666"}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

范围内

的整数

更新的分类信息，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样例："100,11"

示例代码示例代码

{{
    "log_id""log_id"::  5048841750488417
}}

base64编码base64编码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realtime_search/same_hq/update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realtime_search/same_hq/update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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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商品图片搜索

针对商品类图片，专项训练检索模型，在自建图库中搜索相同及相似的商品图片集，可找到不同颜色、背景、角度的同款商品

典型应用场景：各类B2B、B2C电商平台，相似商品推荐、拍照搜同款或者相似商品

适用的图片类型：电商商品图片（实体商品为主，如数码3C、服装鞋帽、日化百货等）

注意：部分特殊商品，如面料、木材、瓷砖等，建议同步对比测试相似图搜索的效果，择优使用部分特殊商品，如面料、木材、瓷砖等，建议同步对比测试相似图搜索的效果，择优使用。

商品图片搜索 - 入库商品图片搜索 - 入库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packagepackage main main

importimport  ((
  "fmt""fmt"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aip/imagesearch""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aip/imagesearch"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util""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util"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test/resources""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test/resources"
))

varvar image  image == util util..ReadFileToBase64ReadFileToBase64(("test/resources/image/baidu_image.png""test/resources/image/baidu_image.png"))
varvar url  url ==  "https://baidu.aip.test.com""https://baidu.aip.test.com"
varvar brief  brief ==  "{\"name\":\"百度\", \"id\":\"123\"}""{\"name\":\"百度\", \"id\":\"123\"}"
varvar options  options ==  makemake((mapmap[[stringstring]]interfaceinterface{{}}))
varvar contSign  contSign ==  "123""123"

// SameHqUpdateTest 相同图片搜索 - 更新// SameHqUpdateTest 相同图片搜索 - 更新
funcfunc  SameHqUpdateTestSameHqUpdateTest((client client **imagesearchimagesearch..ImageSearchClientImageSearchClient))  {{
 fmt fmt..PrintlnPrintln((clientclient..SameHqUpdateSameHqUpdate((imageimage,, options options))))
}}

// SameHqUpdateUrlTest 相同图片搜索 - 更新// SameHqUpdateUrlTest 相同图片搜索 - 更新
funcfunc  SameHqUpdateUrlTestSameHqUpdateUrlTest((client client **imagesearchimagesearch..ImageSearchClientImageSearchClient))  {{
 fmt fmt..PrintlnPrintln((clientclient..SameHqUpdateUrlSameHqUpdateUrl((urlurl,, options options))))
}}

// SameHqUpdateSignTest 相同图片搜索 - 更新// SameHqUpdateSignTest 相同图片搜索 - 更新
funcfunc  SameHqUpdateSignTestSameHqUpdateSignTest((client client **imagesearchimagesearch..ImageSearchClientImageSearchClient))  {{
 fmt fmt..PrintlnPrintln((clientclient..SameHqUpdateSignSameHqUpdateSign((urlurl,, options options))))
}}

{{
        "log_id""log_id"::  226366355422636635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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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

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同时可提交分类维度信息（具体变量为class_id1、class_id2），方便对图库中的图片进行

管理、分类检索。

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

请求图片需经过 ：图片的base64编码指将一幅图片数据编码成一串字符串，使用该字符串代替图像地址。您可以

首先得到图片的二进制，然后用Base64格式编码即可。

注意注意：图片的base64编码是不包含图片头的，如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

如 ，最短边至少30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

jpg/png/bmp格式。重复添加会返回错误。

url 否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 ，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

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

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brief 是 string -

检索时原样带回,最长256B。样例{"name":"周杰伦", "id":"666"} 请注意，检索接口不返请注意，检索接口不返

回原图，仅返回当前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调用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写可关联回原图，仅返回当前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调用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写可关联

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且不要重复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且不要重复

class_i

d1
否 int32

1-

65535

范围内

的整数

商品分类维度1，检索时可圈定该分类维度进行检索；只传入class_id1，则检索结果中包只传入class_id1，则检索结果中包

含class_id1内容的都会被检索到；同时传入class_id1与class_id2，则检索结果中同时包含class_id1内容的都会被检索到；同时传入class_id1与class_id2，则检索结果中同时包

含class_id1和class_id2内容的才会被检索到含class_id1和class_id2内容的才会被检索到

class_i

d2
否 int32

1-

65535

范围内

的整数

商品分类维度2，检索时可圈定该分类维度进行检索 ，class_id1和class_id2无层级关

系，检索时支持逻辑运算

示例代码示例代码

base64编码base64编码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product/add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product/add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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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cont_sig

n
是 string

上传图片的签名信息，请务必保存至本地，以便后续用作批量删除、查询某张图是否已经入过库

等用途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商品图片搜索 - 检索商品图片搜索 - 检索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packagepackage main main

importimport  ((
  "fmt""fmt"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aip/imagesearch""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aip/imagesearch"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util""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util"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test/resources""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test/resources"
))

varvar image  image == util util..ReadFileToBase64ReadFileToBase64(("test/resources/image/baidu_image.png""test/resources/image/baidu_image.png"))
varvar url  url ==  "https://baidu.aip.test.com""https://baidu.aip.test.com"
varvar brief  brief ==  "{\"name\":\"百度\", \"id\":\"123\"}""{\"name\":\"百度\", \"id\":\"123\"}"
varvar options  options ==  makemake((mapmap[[stringstring]]interfaceinterface{{}}))
varvar contSign  contSign ==  "123""123"

// ProductAddTest 商品图片搜索 - 入库// ProductAddTest 商品图片搜索 - 入库
funcfunc  ProductAddTestProductAddTest((client client **imagesearchimagesearch..ImageSearchClientImageSearchClient))  {{
 fmt fmt..PrintlnPrintln((clientclient..ProductAddProductAdd((imageimage,, brief brief,, options options))))
}}

// ProductAddUrlTest 商品图片搜索 - 入库// ProductAddUrlTest 商品图片搜索 - 入库
funcfunc  ProductAddUrlTestProductAddUrlTest((client client **imagesearchimagesearch..ImageSearchClientImageSearchClient))  {{
 fmt fmt..PrintlnPrintln((clientclient..ProductAddUrlProductAddUrl((urlurl,, brief brief,, options options))))
}}

{{
        "log_id""log_id"::  22636635542263663554,,
        "cont_sign""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4261577168,501945506"
}}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product/search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product/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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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

如 ，最短边至少30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

jpg/png/bmp格式。

url 否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

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

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class_i

d1
否 int32 - 商品分类维度1，支持1-65535范围内的整数。

class_i

d2
否 int32 - 商品分类维度2，支持1-65535范围内的整数。

tag_logi

c
否 string 0,1 检索时tag之间的逻辑， 0：逻辑and，1：逻辑or

pn 否 string

0 - 999

范围内

的整数

分页功能，起始位置，例：0。未指定分页时，默认返回前300个结果；接口返回数量最未指定分页时，默认返回前300个结果；接口返回数量最

大限制1000条，例如：起始位置为900，截取条数500条，接口也只返回第900 - 1000条大限制1000条，例如：起始位置为900，截取条数500条，接口也只返回第900 - 1000条

的结果，共计100条的结果，共计100条

rn 否 string

1 -

1000范

围内的

整数

分页功能，截取条数，例：250

示例代码示例代码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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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result_num 是 uint32 检索结果数

result 是 realtime-search-item 结果数组

+cont_sign 是 string 图片签名，可以用来删除图片或定位问题

+score 是 float 图片相关性，取值范围0-1，越接近1代表越相似

+brief 是 string 入库时添加的brief信息

has_more 是 bool 是否还有下一页，返回值：true、false；如果不分页，不用关注该字段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packagepackage main main

importimport  ((
  "fmt""fmt"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aip/imagesearch""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aip/imagesearch"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util""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util"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test/resources""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test/resources"
))

varvar image  image == util util..ReadFileToBase64ReadFileToBase64(("test/resources/image/baidu_image.png""test/resources/image/baidu_image.png"))
varvar url  url ==  "https://baidu.aip.test.com""https://baidu.aip.test.com"
varvar brief  brief ==  "{\"name\":\"百度\", \"id\":\"123\"}""{\"name\":\"百度\", \"id\":\"123\"}"
varvar options  options ==  makemake((mapmap[[stringstring]]interfaceinterface{{}}))
varvar contSign  contSign ==  "123""123"

// ProductSearchTest 商品图片搜索 - 检索// ProductSearchTest 商品图片搜索 - 检索
funcfunc  ProductSearchTestProductSearchTest((client client **imagesearchimagesearch..ImageSearchClientImageSearchClient))  {{
 fmt fmt..PrintlnPrintln((clientclient..ProductSearchProductSearch((imageimage,, options options))))
}}

// ProductSearchUrlTest 商品图片搜索 - 检索// ProductSearchUrlTest 商品图片搜索 - 检索
funcfunc  ProductSearchUrlTestProductSearchUrlTest((client client **imagesearchimagesearch..ImageSearchClientImageSearchClient))  {{
 fmt fmt..PrintlnPrintln((clientclient..ProductSearchUrlProductSearchUrl((urlurl,, options options))))
}}

{{
        "result_num""result_num"::  11,,
        "result""result"::  [[
                {{
                        "score""score"::  0.979767002904210.97976700290421,,
                        "brief""brief"::  "./data/jay1.jpg""./data/jay1.jpg",,
                        "cont_sign""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475124309,1080176642"
                }}
        ]],,
        "has_more""has_more"  ::  "false""false",,
        "log_id""log_id"::  19686481501968648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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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图片搜索 - 删除商品图片搜索 - 删除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删除图库中的图片，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传cont_sign参数，勿传image，最多支持100个cont_sign。

图片删除延时生效，每天数据库定时更新进行物理删除，刚删除时仍然可以在图库中检索到（但图库管理后台是同步清除），图片删除延时生效，每天数据库定时更新进行物理删除，刚删除时仍然可以在图库中检索到（但图库管理后台是同步清除），

请过一段时间再验证，一般最多延时4小时左右请过一段时间再验证，一般最多延时4小时左右。

请求图片需经过 ：图片的base64编码指将一幅图片数据编码成一串字符串，使用该字符串代替图像地址。您可以

首先得到图片的二进制，然后用Base64格式编码即可。

注意注意：图片的base64编码是不包含图片头的，如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注意要去掉图片头注意要去掉图片头

部部，如 。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

30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否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

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

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cont_si

gn
否 string -

图片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优先级最低），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

image、url，最多支持100个cont_sign列表，image、url，最多支持100个cont_sign列表，样

例："932301884,1068006219;316336521,553141152;2491030726,1352091083"

示例代码示例代码

base64编码base64编码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product/delete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product/delete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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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商品图片搜索 - 更新商品图片搜索 - 更新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class_id1/class_id2）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class_id1/class_id2）

请求图片需经过 ：图片的base64编码指将一幅图片数据编码成一串字符串，使用该字符串代替图像地址。您可以

首先得到图片的二进制，然后用Base64格式编码即可。

注意注意：图片的base64编码是不包含图片头的，如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packagepackage main main

importimport  ((
  "fmt""fmt"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aip/imagesearch""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aip/imagesearch"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util""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util"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test/resources""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test/resources"
))

varvar image  image == util util..ReadFileToBase64ReadFileToBase64(("test/resources/image/baidu_image.png""test/resources/image/baidu_image.png"))
varvar url  url ==  "https://baidu.aip.test.com""https://baidu.aip.test.com"
varvar brief  brief ==  "{\"name\":\"百度\", \"id\":\"123\"}""{\"name\":\"百度\", \"id\":\"123\"}"
varvar options  options ==  makemake((mapmap[[stringstring]]interfaceinterface{{}}))
varvar contSign  contSign ==  "123""123"

// ProductDeleteTest 商品图片搜索 - 删除// ProductDeleteTest 商品图片搜索 - 删除
funcfunc  ProductDeleteTestProductDeleteTest((client client **imagesearchimagesearch..ImageSearchClientImageSearchClient))  {{
 fmt fmt..PrintlnPrintln((clientclient..ProductDeleteProductDelete((imageimage,, options options))))
}}

// ProductDeleteUrlTest 商品图片搜索 - 删除// ProductDeleteUrlTest 商品图片搜索 - 删除
funcfunc  ProductDeleteUrlTestProductDeleteUrlTest((client client **imagesearchimagesearch..ImageSearchClientImageSearchClient))  {{
 fmt fmt..PrintlnPrintln((clientclient..ProductDeleteUrlProductDeleteUrl((urlurl,, options options))))
}}

// ProductDeleteSignTest 商品图片搜索 - 删除// ProductDeleteSignTest 商品图片搜索 - 删除
funcfunc  ProductDeleteSignTestProductDeleteSignTest((client client **imagesearchimagesearch..ImageSearchClientImageSearchClient))  {{
 fmt fmt..PrintlnPrintln((clientclient..ProductDeleteSignProductDeleteSign((contSigncontSign,, options options))))
}}

{{
    "log_id""log_id"::  5048841750488417
}}

base64编码base64编码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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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ring -

图像base64编码，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注意要去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注意要去

掉图片头部掉图片头部，如 ，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

边至少30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否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由于图床的差

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

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cont_si

gn
否 string -

图片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不支持批量传入签和image、url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不支持批量传入签

名名，样例："932301884,10680062193"

brief 否 string - 更新的摘要信息，最长256B。样例：{"name":"周杰伦", "id":"666"}

class_i

d1
否 int32 - 更新的商品分类1，支持1-65535范围内的整数。

class_i

d2
否 int32 - 更新的商品分类2，支持1-65535范围内的整数。

示例代码示例代码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product/update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1/realtime_search/product/update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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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绘本图片搜索

绘本图片搜索 - 入库绘本图片搜索 - 入库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

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同时可提交分类维度信息（具体变量为tags，最多可传入2个tag），方便对图库中的图片

进行管理、分类检索。

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

请求图片需经过 ：图片的base64编码指将一幅图片数据编码成一串字符串，使用该字符串代替图像地址。您可以

packagepackage main main

importimport  ((
  "fmt""fmt"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aip/imagesearch""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aip/imagesearch"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util""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util"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test/resources""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test/resources"
))

varvar image  image == util util..ReadFileToBase64ReadFileToBase64(("test/resources/image/baidu_image.png""test/resources/image/baidu_image.png"))
varvar url  url ==  "https://baidu.aip.test.com""https://baidu.aip.test.com"
varvar brief  brief ==  "{\"name\":\"百度\", \"id\":\"123\"}""{\"name\":\"百度\", \"id\":\"123\"}"
varvar options  options ==  makemake((mapmap[[stringstring]]interfaceinterface{{}}))
varvar contSign  contSign ==  "123""123"

// ProductUpdateTest 商品图片搜索 - 更新// ProductUpdateTest 商品图片搜索 - 更新
funcfunc  ProductUpdateTestProductUpdateTest((client client **imagesearchimagesearch..ImageSearchClientImageSearchClient))  {{
 fmt fmt..PrintlnPrintln((clientclient..ProductUpdateProductUpdate((imageimage,, options options))))
}}

// ProductUpdateUrlTest 商品图片搜索 - 更新// ProductUpdateUrlTest 商品图片搜索 - 更新
funcfunc  ProductUpdateUrlTestProductUpdateUrlTest((client client **imagesearchimagesearch..ImageSearchClientImageSearchClient))  {{
 fmt fmt..PrintlnPrintln((clientclient..ProductUpdateUrlProductUpdateUrl((urlurl,, options options))))
}}

// ProductUpdateSignTest 商品图片搜索 - 更新// ProductUpdateSignTest 商品图片搜索 - 更新
funcfunc  ProductUpdateSignTestProductUpdateSignTest((client client **imagesearchimagesearch..ImageSearchClientImageSearchClient))  {{
 fmt fmt..PrintlnPrintln((clientclient..ProductUpdateSignProductUpdateSign((urlurl,, options options))))
}}

{{
        "log_id""log_id"::  22636635542263663554
}}

base64编码base64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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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得到图片的二进制，然后用Base64格式编码即可。

注意注意：图片的base64编码是不包含图片头的，如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

如 ；最短边至少1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长宽比在1：

10-10：1之间。支持jpg/png/bmp格式。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提示不能

重复入库。

url 否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

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

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brief 是 string -

检索时原样带回,最长256B。样例：{"name":"周杰伦", "id":"666"} 。请注意，检索接口请注意，检索接口

不返回原图，仅返回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调用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写不返回原图，仅返回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调用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写

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且不要重复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且不要重复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

范围内

的整数

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2个tag无层级关系，检索时支持逻辑运算。样

例："100,11" ；检索时可圈定分类维度进行检索检索时可圈定分类维度进行检索

示例代码示例代码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search/v1/realtime_search/picturebook/add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search/v1/realtime_search/picturebook/add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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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无实际意义，用于问题定位

cont_sig

n
是 string

入库图片的签名信息，请务必保存至本地请务必保存至本地，以便后续用作批量删除、查询某张图是否已经入过库

等用途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绘本图片搜索 - 检索绘本图片搜索 - 检索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完成入库后，可使用该接口实现绘本图检索。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tags）进行检索，返回结果支持翻页（具体变

量pn、rn）。

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反馈当前填写的brief信息，请调用入库接口时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反馈当前填写的brief信息，请调用入库接口时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

等信息等信息。

请求图片需经过 ：图片的base64编码指将一幅图片数据编码成一串字符串，使用该字符串代替图像地址。您可以

首先得到图片的二进制，然后用Base64格式编码即可。

packagepackage main main

importimport  ((
  "fmt""fmt"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aip/imagesearch""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aip/imagesearch"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util""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util"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test/resources""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test/resources"
))

varvar image  image == util util..ReadFileToBase64ReadFileToBase64(("test/resources/image/baidu_image.png""test/resources/image/baidu_image.png"))
varvar url  url ==  "https://baidu.aip.test.com""https://baidu.aip.test.com"
varvar brief  brief ==  "{\"name\":\"百度\", \"id\":\"123\"}""{\"name\":\"百度\", \"id\":\"123\"}"
varvar options  options ==  makemake((mapmap[[stringstring]]interfaceinterface{{}}))
varvar contSign  contSign ==  "123""123"

// PictureBookAddTest 绘本图片搜索 - 入库// PictureBookAddTest 绘本图片搜索 - 入库
funcfunc  PictureBookAddTestPictureBookAddTest((client client **imagesearchimagesearch..ImageSearchClientImageSearchClient))  {{
 fmt fmt..PrintlnPrintln((clientclient..PictureBookAddPictureBookAdd((imageimage,, brief brief,, options options))))
}}

// PictureBookAddUrlTest 绘本图片搜索 - 入库// PictureBookAddUrlTest 绘本图片搜索 - 入库
funcfunc  PictureBookAddUrlTestPictureBookAddUrlTest((client client **imagesearchimagesearch..ImageSearchClientImageSearchClient))  {{
 fmt fmt..PrintlnPrintln((clientclient..PictureBookAddUrlPictureBookAddUrl((urlurl,, brief brief,, options options))))
}}

{{
        "log_id""log_id"::  22636635542263663554,,
        "cont_sign""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4261577168,501945506"
}}

base64编码base64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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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注意：图片的base64编码是不包含图片头的，如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

如 ；最短边至少1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长宽比在1：

10-10：1之间。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否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

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

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

范围内

的整数

分类维度信息，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可传入2个tag，tag间无层级关系，示

例："100,11"

tag_logi

c
否 string 0,1 检索时tag之间的逻辑， 0：逻辑and，1：逻辑or

pn 否 string

0 - 99

范围内

的整数

分页功能，起始位置，例：0，代表从第1个结果开始。注：未指定分页时，默认返回第1注：未指定分页时，默认返回第1

个结果；接口返回数量最大限制100个，例如：起始位置为90，截取条数100条，接口也个结果；接口返回数量最大限制100个，例如：起始位置为90，截取条数100条，接口也

只返回第91 - 100条的结果，共计10条只返回第91 - 100条的结果，共计10条

rn 否 string

1 - 100

范围内

的整数

分页功能，截取条数，例：10

示例代码示例代码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search/v1/realtime_search/picturebook/search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search/v1/realtime_search/picturebook/search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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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无实际含义，用于问题定位

result_nu

m
是 uint32 检索结果数

result 是 object[] 结果数组

+cont_sig

n
是 string 入库图片签名，可以用来删除图片或定位问题

+score 是 float 图片相关性，取值范围0-1，越接近1表示越相关

+brief 是 string
调用入库add接口时添加的brief信息，为保证该结果有效性，请入库时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片库

的有效id信息

has_more 是 bool 是否还有下一页，返回值：true、false；如果不分页，不用关注该字段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packagepackage main main

importimport  ((
  "fmt""fmt"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aip/imagesearch""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aip/imagesearch"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util""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util"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test/resources""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test/resources"
))

varvar image  image == util util..ReadFileToBase64ReadFileToBase64(("test/resources/image/baidu_image.png""test/resources/image/baidu_image.png"))
varvar url  url ==  "https://baidu.aip.test.com""https://baidu.aip.test.com"
varvar brief  brief ==  "{\"name\":\"百度\", \"id\":\"123\"}""{\"name\":\"百度\", \"id\":\"123\"}"
varvar options  options ==  makemake((mapmap[[stringstring]]interfaceinterface{{}}))
varvar contSign  contSign ==  "123""123"

// PictureBookSearchTest 绘本图片搜索 - 检索// PictureBookSearchTest 绘本图片搜索 - 检索
funcfunc  PictureBookSearchTestPictureBookSearchTest((client client **imagesearchimagesearch..ImageSearchClientImageSearchClient))  {{
 fmt fmt..PrintlnPrintln((clientclient..PictureBookSearchPictureBookSearch((imageimage,, options options))))
}}

// PictureBookSearchUrlTest 绘本图片搜索 - 检索// PictureBookSearchUrlTest 绘本图片搜索 - 检索
funcfunc  PictureBookSearchUrlTestPictureBookSearchUrlTest((client client **imagesearchimagesearch..ImageSearchClientImageSearchClient))  {{
 fmt fmt..PrintlnPrintln((clientclient..PictureBookSearchUrlPictureBookSearchUrl((urlurl,, options op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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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图片搜索 - 删除绘本图片搜索 - 删除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删除图库中的图片，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传cont_sign参数，勿传image、url，最多支持100个cont_sign。

图片删除延时生效，每天数据库定时更新进行物理删除，刚删除时仍然可以在图库中检索到（但图库管理后台是同步清除），图片删除延时生效，每天数据库定时更新进行物理删除，刚删除时仍然可以在图库中检索到（但图库管理后台是同步清除），

请过一段时间再验证，一般最多延时4小时左右请过一段时间再验证，一般最多延时4小时左右。

请求图片需经过 ：图片的base64编码指将一幅图片数据编码成一串字符串，使用该字符串代替图像地址。您可以

首先得到图片的二进制，然后用Base64格式编码即可。

注意注意：图片的base64编码是不包含图片头的，如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
        "result_num""result_num"::  11,,
        "result""result"::  [[
                {{
                        "score""score"::  0.979767002904210.97976700290421,,
                        "brief""brief"::  "./data/jay1.jpg""./data/jay1.jpg",,
                        "cont_sign""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475124309,1080176642"
                }}
        ]],,
        "has_more""has_more"::  "false""false",,
        "log_id""log_id"::  19686481501968648150
}}

base64编码base64编码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search/v1/realtime_search/picturebook/delete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search/v1/realtime_search/picturebook/de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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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ring -

图片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注意要去掉图片头注意要去掉图片头

部部，如 。最短边至少1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长宽比在

1：10-10：1之间。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否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

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

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cont_si

gn
否 string -

图片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image、url，最多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image、url，最多

支持100个cont_sign列表，支持100个cont_sign列表，样

例："932301884,1068006219;316336521,553141152;2491030726,1352091083"

示例代码示例代码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packagepackage main main

importimport  ((
  "fmt""fmt"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aip/imagesearch""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aip/imagesearch"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util""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util"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test/resources""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test/resources"
))

varvar image  image == util util..ReadFileToBase64ReadFileToBase64(("test/resources/image/baidu_image.png""test/resources/image/baidu_image.png"))
varvar url  url ==  "https://baidu.aip.test.com""https://baidu.aip.test.com"
varvar brief  brief ==  "{\"name\":\"百度\", \"id\":\"123\"}""{\"name\":\"百度\", \"id\":\"123\"}"
varvar options  options ==  makemake((mapmap[[stringstring]]interfaceinterface{{}}))
varvar contSign  contSign ==  "123""123"

// PictureBookDeleteTest 绘本图片搜索 - 删除// PictureBookDeleteTest 绘本图片搜索 - 删除
funcfunc  PictureBookDeleteTestPictureBookDeleteTest((client client **imagesearchimagesearch..ImageSearchClientImageSearchClient))  {{
 fmt fmt..PrintlnPrintln((clientclient..PictureBookDeletePictureBookDelete((imageimage,, options options))))
}}

// PictureBookDeleteUrlTest 绘本图片搜索 - 删除// PictureBookDeleteUrlTest 绘本图片搜索 - 删除
funcfunc  PictureBookDeleteUrlTestPictureBookDeleteUrlTest((client client **imagesearchimagesearch..ImageSearchClientImageSearchClient))  {{
 fmt fmt..PrintlnPrintln((clientclient..PictureBookDeleteUrlPictureBookDeleteUrl((urlurl,, options options))))
}}

// PictureBookDeleteSignTest 绘本图片搜索 - 删除// PictureBookDeleteSignTest 绘本图片搜索 - 删除
funcfunc  PictureBookDeleteSignTestPictureBookDeleteSignTest((client client **imagesearchimagesearch..ImageSearchClientImageSearchClient))  {{
 fmt fmt..PrintlnPrintln((clientclient..PictureBookDeleteSignPictureBookDeleteSign((contSigncontSign,, options op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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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图片搜索 - 更新绘本图片搜索 - 更新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tags）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tags）

请求图片需经过 ：图片的base64编码指将一幅图片数据编码成一串字符串，使用该字符串代替图像地址。您可以

首先得到图片的二进制，然后用Base64格式编码即可。

注意注意：图片的base64编码是不包含图片头的，如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ring -

图片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

如 ，最短边至少1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长宽比在1：

10-10：1之间。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否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 ，由于图床的

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

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cont_si

gn
否 string -

图片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不支持批量传入签和image、url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不支持批量传入签

名名，样例："932301884,10680062193"

brief 否 string - 更新的摘要信息，最长256B。样例：{"name":"周杰伦", "id":"666"}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

范围内

的整数

更新的分类信息，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样例："100,11"

示例代码示例代码

{{
    "log_id""log_id"::  5048841750488417
}}

base64编码base64编码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search/v1/realtime_search/picturebook/update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search/v1/realtime_search/picturebook/update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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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面料图片搜索

面料图片搜索—入库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SDK 调用示例SDK 调用示例

packagepackage main main

importimport  ((
  "fmt""fmt"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aip/imagesearch""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aip/imagesearch"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util""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util"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test/resources""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test/resources"
))

varvar image  image == util util..ReadFileToBase64ReadFileToBase64(("test/resources/image/baidu_image.png""test/resources/image/baidu_image.png"))
varvar url  url ==  "https://baidu.aip.test.com""https://baidu.aip.test.com"
varvar brief  brief ==  "{\"name\":\"百度\", \"id\":\"123\"}""{\"name\":\"百度\", \"id\":\"123\"}"
varvar options  options ==  makemake((mapmap[[stringstring]]interfaceinterface{{}}))
varvar contSign  contSign ==  "123""123"

// PictureBookUpdateTest 绘本图片搜索 - 更新// PictureBookUpdateTest 绘本图片搜索 - 更新
funcfunc  PictureBookUpdateTestPictureBookUpdateTest((client client **imagesearchimagesearch..ImageSearchClientImageSearchClient))  {{
 fmt fmt..PrintlnPrintln((clientclient..PictureBookUpdatePictureBookUpdate((imageimage,, options options))))
}}

// PictureBookUpdateUrlTest 绘本图片搜索 - 更新// PictureBookUpdateUrlTest 绘本图片搜索 - 更新
funcfunc  PictureBookUpdateUrlTestPictureBookUpdateUrlTest((client client **imagesearchimagesearch..ImageSearchClientImageSearchClient))  {{
 fmt fmt..PrintlnPrintln((clientclient..PictureBookUpdateUrlPictureBookUpdateUrl((urlurl,, options options))))
}}

// PictureBookUpdateSignTest 绘本图片搜索 - 更新// PictureBookUpdateSignTest 绘本图片搜索 - 更新
funcfunc  PictureBookUpdateSignTestPictureBookUpdateSignTest((client client **imagesearchimagesearch..ImageSearchClientImageSearchClient))  {{
 fmt fmt..PrintlnPrintln((clientclient..PictureBookUpdateSignPictureBookUpdateSign((contSigncontSign,, options options))))
}}

{{
        "log_id""log_id"::  226366355422636635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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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可参考API文档：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面料图片搜索—检索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SDK 调用示例SDK 调用示例

packagepackage main main

importimport  ((
  "fmt""fmt"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aip/imagesearch""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aip/imagesearch"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util""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util"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test/resources""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test/resources"
))

varvar image  image == util util..ReadFileToBase64ReadFileToBase64(("test/resources/image/baidu_image.png""test/resources/image/baidu_image.png"))
varvar url  url ==  "https://baidu.aip.test.com""https://baidu.aip.test.com"
varvar brief  brief ==  "{""{"namename":"":"百度百度", "", "idid":"":"123123"}""}"
varvar options  options ==  makemake((mapmap[[stringstring]]interfaceinterface{{}}))
varvar contSign  contSign ==  "123""123"

// MaterielAddTest 面料图片搜索 - 入库// MaterielAddTest 面料图片搜索 - 入库
funcfunc  MaterielAddTestMaterielAddTest((client client **imagesearchimagesearch..ImageSearchClientImageSearchClient))  {{
 fmt fmt..PrintlnPrintln((clientclient..MaterielAddMaterielAdd((imageimage,, brief brief,, options options))))
}}

// MaterielAddUrlTest 面料图片搜索 - 入库// MaterielAddUrlTest 面料图片搜索 - 入库
funcfunc  MaterielAddUrlTestMaterielAddUrlTest((client client **imagesearchimagesearch..ImageSearchClientImageSearchClient))  {{
 fmt fmt..PrintlnPrintln((clientclient..MaterielAddUrlMaterielAddUrl((urlurl,, brief brief,, options op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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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可参考API文档：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面料图片搜索—更新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SDK 调用示例SDK 调用示例

packagepackage main main

importimport  ((
  "fmt""fmt"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aip/imagesearch""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aip/imagesearch"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util""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util"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test/resources""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test/resources"
))

varvar image  image == util util..ReadFileToBase64ReadFileToBase64(("test/resources/image/baidu_image.png""test/resources/image/baidu_image.png"))
varvar url  url ==  "https://baidu.aip.test.com""https://baidu.aip.test.com"
varvar brief  brief ==  "{""{"namename":"":"百度百度", "", "idid":"":"123123"}""}"
varvar options  options ==  makemake((mapmap[[stringstring]]interfaceinterface{{}}))
varvar contSign  contSign ==  "123""123"

// MaterielSearchTest 面料图片搜索 - 检索// MaterielSearchTest 面料图片搜索 - 检索
funcfunc  MaterielSearchTestMaterielSearchTest((client client **imagesearchimagesearch..ImageSearchClientImageSearchClient))  {{
 fmt fmt..PrintlnPrintln((clientclient..MaterielSearchMaterielSearch((imageimage,, options options))))
}}

// MaterielSearchUrlTest 面料图片搜索 - 检索// MaterielSearchUrlTest 面料图片搜索 - 检索
funcfunc  MaterielSearchUrlTestMaterielSearchUrlTest((client client **imagesearchimagesearch..ImageSearchClientImageSearchClient))  {{
 fmt fmt..PrintlnPrintln((clientclient..MaterielSearchUrlMaterielSearchUrl((urlurl,, options op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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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可参考API文档：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面料图片搜索—删除面料图片搜索—删除

SDK 调用示例SDK 调用示例

packagepackage main main

importimport  ((
  "fmt""fmt"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aip/imagesearch""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aip/imagesearch"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util""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util"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test/resources""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test/resources"
))

varvar image  image == util util..ReadFileToBase64ReadFileToBase64(("test/resources/image/baidu_image.png""test/resources/image/baidu_image.png"))
varvar url  url ==  "https://baidu.aip.test.com""https://baidu.aip.test.com"
varvar brief  brief ==  "{""{"namename":"":"百度百度", "", "idid":"":"123123"}""}"
varvar options  options ==  makemake((mapmap[[stringstring]]interfaceinterface{{}}))
varvar contSign  contSign ==  "123""123"

// MaterielUpdateTest 面料图片搜索 - 更新// MaterielUpdateTest 面料图片搜索 - 更新
funcfunc  SameHqUpdateTestSameHqUpdateTest((client client **imagesearchimagesearch..ImageSearchClientImageSearchClient))  {{
 fmt fmt..PrintlnPrintln((clientclient..MaterielUpdateMaterielUpdate((imageimage,, brief brief,, options options))))
}}

// MaterielUpdateUrlTest 面料图片搜索 - 更新// MaterielUpdateUrlTest 面料图片搜索 - 更新
funcfunc  MaterielUpdateUrlTestMaterielUpdateUrlTest((client client **imagesearchimagesearch..ImageSearchClientImageSearchClient))  {{
 fmt fmt..PrintlnPrintln((clientclient..MaterielUpdateUrlMaterielUpdateUrl((urlurl,, brief brief,, options options))))
}}

// MaterielUpdateSignTest 面料图片搜索 - 更新// MaterielUpdateSignTest 面料图片搜索 - 更新
funcfunc  MaterielUpdateSignTestMaterielUpdateSignTest((client client **imagesearchimagesearch..ImageSearchClientImageSearchClient))  {{
 fmt fmt..PrintlnPrintln((clientclient..MaterielUpdateSignMaterielUpdateSign((urlurl,, brief brief,, options op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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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可参考API文档：面料图片搜索—删除

错误信息

错误返回格式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_codeerror_code：错误码。

error_msg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错误码

SDK本地检测参数返回的错误码SDK本地检测参数返回的错误码：

error_codeerror_code error_msgerror_msg 备注备注

SDK100 image size error 图片大小超限

SDK101 image length error 图片边长不符合要求

SDK102 read image file error 读取图片文件错误

SDK108 connection or read data time out 连接超时或读取数据超时

SDK109 unsupported image format 不支持的图片格式

packagepackage main main

importimport  ((
  "fmt""fmt"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aip/imagesearch""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aip/imagesearch"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util""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util"

  "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test/resources""github.com/Baidu-AIP/golang-sdk/test/resources"
))

varvar image  image == util util..ReadFileToBase64ReadFileToBase64(("test/resources/image/baidu_image.png""test/resources/image/baidu_image.png"))
varvar url  url ==  "https://baidu.aip.test.com""https://baidu.aip.test.com"
varvar brief  brief ==  "{""{"namename":"":"百度百度", "", "idid":"":"123123"}""}"
varvar options  options ==  makemake((mapmap[[stringstring]]interfaceinterface{{}}))
varvar contSign  contSign ==  "123""123"

// MaterielDeleteTest 面料图片搜索 - 删除// MaterielDeleteTest 面料图片搜索 - 删除
funcfunc  MaterielDeleteTestMaterielDeleteTest((client client **imagesearchimagesearch..ImageSearchClientImageSearchClient))  {{
 fmt fmt..PrintlnPrintln((clientclient..MaterielDeleteMaterielDelete((imageimage,, options options))))
}}

// MaterielDeleteUrlTest 面料图片搜索 - 删除// MaterielDeleteUrlTest 面料图片搜索 - 删除
funcfunc  MaterielDeleteUrlTestMaterielDeleteUrlTest((client client **imagesearchimagesearch..ImageSearchClientImageSearchClient))  {{
 fmt fmt..PrintlnPrintln((clientclient..MaterielDeleteUrlMaterielDeleteUrl((urlurl,, options options))))
}}

// MaterielDeleteSignTest 面料图片搜索 - 删除// MaterielDeleteSignTest 面料图片搜索 - 删除
funcfunc  MaterielDeleteSignTestMaterielDeleteSignTest((client client **imagesearchimagesearch..ImageSearchClientImageSearchClient))  {{
 fmt fmt..PrintlnPrintln((clientclient..MaterielDeleteSignMaterielDeleteSign((contSigncontSign,, options op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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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端返回的错误码服务端返回的错误码

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1
Unknown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630770006）或提交工单联系技

术支持团队

2

Service

temporaril

y

unavailabl

e

服务暂不可用，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630770006）或提交工单联系技术

支持团队

3

Unsuppor

ted

openapi

method

调用的API不存在，请检查请求URL后重新尝试，一般为URL中有非英文字符，如“-”，可手动输入重试

4

Open api

request

limit

reached

集群超限额，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630770006）或提交工单联系技术支

持团队

6

No

permissio

n to

access

data

无权限访问该用户数据，创建应用时未勾选相关接口，请登录百度云控制台，找到对应的应用，编辑应

用，勾选上相关接口，然后重试调用

13

Get

service

token

failed

获取token失败

14

IAM

Certificati

on failed

IAM 鉴权失败，建议参照文档自查生成sign的方式是否正确，或换用控制台中ak sk的方式调用

15

app not

exsits or

create

failed

应用不存在或者创建失败

17

Open api

daily

request

limit

reached

每天请求量超限额；未上线计费的接口，可通过QQ群（630770006）联系群管、或提交工单申请提额；

已上线计费的接口，可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或购买次数包，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次数计费，并保

证10qps的并发

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超限额；未上线计费的接口，可通过QQ群（630770006）联系群管、或提交工单申请提额；已上线

计费的接口，可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或购买次数包，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次数计费，并保证

10qps的并发

19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请求总量超限额，请通过QQ群（630770006）联系群管、或提交工单申请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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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

reached

100

Invalid

paramete

r

无效的access_token参数，token拉取失败，可以参考“Access Token获取”重新获取

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access_token无效，token有效期为30天，注意需要定期更换，也可以每次请求都拉取新token

111

Access

token

expired

access token过期，token有效期为30天，注意需要定期更换，也可以每次请求都拉取新token

282000
internal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630770006）或提交工单联系技

术支持团队。

216017
not

initialized

未建库，请先前往百度云控制台，找到对应的应用，在应用详情页 下方申请建库未建库，请先前往百度云控制台，找到对应的应用，在应用详情页 下方申请建库，建库成功后方可正常

使用入库、检索、删除、更新接口

216100
invalid

param
请求中包含非法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216101

not

enough

param

缺少必须的参数，请检查参数是否有遗漏

216102

service

not

support

请求了不支持的服务，请检查调用的url

216103
param

too long
请求中某些参数过长，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216110
appid not

exist
appid不存在，请重新核对信息是否为后台应用列表中的appid

216200
empty

image
图片为空，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216201

image

format

error

上传的图片格式错误，现阶段支持的图片格式为：PNG、JPG、JPEG、BMP，请进行转码或更换图片

216202
image

size error

上传的图片大小错误，现阶段支持的图片大小为：base64编码后小于4M，分辨率不高于4096*4096，

请重新上传图片

216203

input

image

cannot

handle

模型提取不到有效的图片特征模型提取不到有效的图片特征，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1）图片尺寸太小，比如小于300px，甚至

200px；或者图片长宽比太大，比如细长的长条图、竖条图；2）图片特征过于单一，比如纯色图、只有

一根黑色的圆柱体等；3）图片中主体太多，比如一张图里有十几双鞋子、或者多只口红啥的，模型不知

道应该以哪一个主体为识别目标，就处理不了了。请更换图片

216630
recognize

error

识别错误，请再次请求，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630770006）或提交工单联系技术支持

团队。

216680
item not

exist
item不在库里

216681 item exist item已经在库里，完全相同的图片不能重复入库

216634
detect 检测错误，请再次请求，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630770006）或提交工单联系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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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634
error 团队。

282003

missing

paramete

rs: {参数

名}

请求参数缺失

282005

batch

processin

g error

处理批量任务时发生部分或全部错误，请根据具体错误码排查

282006

batch

task limit

reached

批量任务处理数量超出限制，请将任务数量减少到10或10以下

282111
url format

illegal
图片url格式非法，建议更换图片地址

282112

url

download

timeout

url下载超时，对应的图床/图片无法下载或链路状况不好url下载超时，对应的图床/图片无法下载或链路状况不好，您可以重新尝试一下，如果多次尝试后仍不

行，建议更换图片地址

282113

url

response

invalid

URL返回无效参数，一般是图片URL抓图失败，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一般是图片URL抓图失败，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

URL可能抓不到图URL可能抓不到图，请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282114
url size

error
图片URL长度超过1024字节或为0

282808

request

id: xxxxx

not exist

request id xxxxx 不存在

282809
result

type error
返回结果请求错误（不属于excel或json）

282810

image

recognize

error

图像识别错误

283300

image

recognize

error

数据格式有误，可以检查base64编码、代码格式等

常见问题

Q：图像搜索怎么收费？Q：图像搜索怎么收费？

A：图像搜索按接口调用量进行计费（入库和检索），存储不单独收费存储不单独收费，入库与检索的计费方式为：按调用次数计费，支持按

调用量后付费、次数包预付费两种方式，详细价格方案请参考产品价格文档：https://ai.baidu.com/docs#/IMAGESEARCH-

Pricing/top

Q：相同图检索相似图检索有什么区别吗？Q：相同图检索相似图检索有什么区别吗？

A：服务的差别概况如下：

相似图搜索：在自建图库中找到与查询图片语义相似的图片集，并给出相似度打分，相似的图片里包括了相同的图片。主要

应用场景是找相似的图片集合。

相同图搜索：在自建图库中找到与查询图片包含相同主体的图片，仅返回一模一样或局部相同的图片。主要应用场景是图片

去重、图片精确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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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图像搜索中自建图库是存在哪里？Q：图像搜索中自建图库是存在哪里？

A：图片库存储在百度服务器上，专有云服务，别人访问不到，有效保障数据安全。

Q：图像搜索可以在百度图片库里帮我找到我想要的图片吗？Q：图像搜索可以在百度图片库里帮我找到我想要的图片吗？

A：图像搜索范围是在您建立的自有图片库中查找目标图片，百度图片的检索结果只是网络信息，不作为检索图库。

Q：公司用了其他的云服务，调用百度的接口时，必须要在百度建库吗？可以直接调其他云服务器上的数据吗？Q：公司用了其他的云服务，调用百度的接口时，必须要在百度建库吗？可以直接调其他云服务器上的数据吗？

A：需要将图片数据上传至平台建库，目前不支持直接调取其他云服务上的数据。因为算法是搭在百度服务器上的，图片入库

时需要进行特征提取。

Q：相似图片搜索和商品搜索在匹配度算法上是不是一样的？我应该用哪个接口呢？Q：相似图片搜索和商品搜索在匹配度算法上是不是一样的？我应该用哪个接口呢？

A：商品搜索与相似图搜索的差别在于，商品搜索针对商品场景做了专门的特征优化，可以找到不同颜色、背景、不同角度的

同款商品，在商品场景下效果更好。

注意：部分特殊商品，如面料、木材、瓷砖等，建议同步对比测试相似图搜索的效果，择优使用。

Q：图像搜索可以保证并发么？Q：图像搜索可以保证并发么？

A：接口在免费状态下默认2个QPS的并发，可以在控制台开通付费、或者购买次数包，保证10 QPS的并发，价格介绍请参考文

档：http://ai.baidu.com/docs#/IMAGESEARCH-Pricing/top

如果10 QPS仍然不够用，可提交工单联系我们沟通QPS购买、提额。

Q：图像搜索上传报错216203，是什么原因？Q：图像搜索上传报错216203，是什么原因？

A：216203错误是：模型提取不到有效的图片特征，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

图片尺寸太小，比如小于300px，甚至200px；或者图片长宽比太大，比如细长的长条图、竖条图。

图片特征过于单一，比如纯色图、只有一根黑色的圆柱体等。

图片中主体太多，比如一张图里有十几双鞋子、或者多只口红啥的，模型不知道应该以哪一个主体为识别目标，就处理不了

了。

商品图片搜索，入库时模型会对图片主体进行判断，如果图片明显不是商品，则提取不到商品特征，进而报错。

Q：调用接口时，传入的是图片URL，但是报错“url download timeout”、“url response invalid”，该如何处理Q：调用接口时，传入的是图片URL，但是报错“url download timeout”、“url response invalid”，该如何处理？

A：“url download timeout”表示url对应的图片下载超时，可能是图床/图片无法下载或链路状况不好，您可以重新尝试一下，如

果多次尝试后仍不行，建议更换图片地址 。

“url response invalid”表示url返回无效参数，一般是图片url抓图失败，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

url可能抓不到图，请将图片下载到本地，用image转码后上传入库。

Q：完全相同的图片不能重复入库，如果实在有业务上的特殊情况，需要入库相同的图片，是否有处理方法Q：完全相同的图片不能重复入库，如果实在有业务上的特殊情况，需要入库相同的图片，是否有处理方法？

A：如果同一张图确实需要重复上传，可以考虑两种方式：

入库时接口报错图片已存在后，调用更新接口，把新的图片标题/说明信息等补充到已有图片的brief里，变相实现1对多的关

系

对后面入库的图片做一些小处理，比如增加不明显的水印、调整大小等，只要图片不是一模一样，就可以入库成功

Q：调用入库接口上传了一些图片，但是在控制台图库管理后台里有些图片展示不出来，少了一部分图片，是怎么回事呢Q：调用入库接口上传了一些图片，但是在控制台图库管理后台里有些图片展示不出来，少了一部分图片，是怎么回事呢？

A：控制台图库管理后台的图片都是从数据库定期同步过来进行展示，一般会有分钟级、最多小时级的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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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因为前端页面性能的问题，部分图片可能同步展示失败，比如图片边长过长、图片太大、图片没有brief（注：未传入未传入

brief参数的图片不会同步至图库后台brief参数的图片不会同步至图库后台）等，因此图库管理后台的图片数量是 ≤ 数据库里的图片量的，检索时请以接口调用为

准。

Q：上传了几张、几十张图片到图库里测试相似图搜索/商品图搜索，检索时为何不太相似的图片也返回了Q：上传了几张、几十张图片到图库里测试相似图搜索/商品图搜索，检索时为何不太相似的图片也返回了？

A：针对相似图搜索和商品图搜索，调用检索接口时，默认返回相关性TOP 300的结果，如果图库里不满300张图片，会返回所

有图片，请入库足量图片以便充分测试效果。（控制台图库管理后台，在线测试默认返回相关性Top 50的结果图，如果图库里

不满50张图，则全部返回；后续会在图库管理后台的返回结果里增加展示相关性分数score，方便大家理解）

从图片像素特征的角度，原则上任何2张图片都有相似度，只不过分值有高低，应用时可结合接口返回的相关性分数score（取

值范围0-1，越接近1代表相似度越高）进行筛选，如选取score大于某个值的结果进行应用。

Q：图像搜索的图库支持一键清空么？Q：图像搜索的图库支持一键清空么？

A：为了避免误操作的风险，暂不支持直接清空图库，建议：原来的应用和图库搁置；新建个应用、图库，重新入库测试。

Q：图像搜索在管理相似图片的图库时，系统提示，上传图片“建议长宽比3：1 ，其中宽度在4096px和30px之间”，请问如果长Q：图像搜索在管理相似图片的图库时，系统提示，上传图片“建议长宽比3：1 ，其中宽度在4096px和30px之间”，请问如果长

宽比例不是3:1，会是什么情况？宽比例不是3:1，会是什么情况？

A：长宽比3:1只是建议，不是强制要求，图片大小的强制要求是：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50px，最长边最

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

注：其余使用过程中的问题，可通过QQ群（630770006）联系群管、或提交工单进行反馈，感谢大家对百度图像搜索产品的

关注与支持。

Node语言
简介

Hi，您好，欢迎使用百度图像搜索服务。

本文档主要针对Nodejs开发者，描述百度图像搜索接口服务的相关技术内容。如果您对文档内容有任何疑问，可以通过以下几

种方式联系我们：

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咨询问题类型请选择人工智能服务人工智能服务；

如有疑问，进入AI社区交流：http://ai.baidu.com/forum/topic/list/170

服务说明

1、百度相同图/相似图/商品图检索API服务支持开发者基于自建图片库进行入库、检索、删除、更新操作。开发者在控制台创

建应用后，需要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建库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建库，建库成功后相关接口能力可正常调用。

2、申请建库时，图库的图片数量上限为50万，避免浪费资源；如果容量不够用，可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扩容如果容量不够用，可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扩容，工作人员

会在1-3个工作日内审批，每次扩容的申请上限也是50万，可以反复申请扩容可以反复申请扩容，原则上图库总量无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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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图像搜索已上线图库管理功能，支持对图库里的图片进行可视化管理图像搜索已上线图库管理功能，支持对图库里的图片进行可视化管理，可小批量上传图片、预览大图、修改摘要和分类信

息、删除图片、查询某张图是否在库里，入口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管理图库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管理图库，注：大批量上传、修改、删除请调用API。 

接口能力

接口名称接口名称 接口能力简要描述接口能力简要描述

相同图检

索
基于查询照片，返回自建图库中相同图片集合。

相似图检

索
基于查询照片，返回自建图库中的相似图片集合。

商品检索
更适用于电商平台等场景下所使用的商品类型图片，基于查询商品类型照片，返回自建商品图库中的相同或相似

图片集合。

版本更新记录

上线日期上线日期 版本号版本号 更新内容更新内容

2020.08.06 4.15.1
a. 补充新能力的SDK下载包&文档：绘本图片搜索-入库/检索/删除/更新 

b. 修改SDK参数：相似图、相同图、商品图sdk更新入库接口的入参brief为必选项

2018.7.20 2.3.4 新增图像，商品检索的更新接口

2017.12.21 2.0.0 实现代码重构，接口返回标准promise对象

2017.11.28 1.5.2 新增商品检索接口

2017.11.3 1.5.0 新增图像搜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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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入门

安装图像搜索 Node SDK

图像搜索 Node SDK目录结构图像搜索 Node SDK目录结构

支持 node 版本 4.0+支持 node 版本 4.0+

查看源码查看源码

Nodejs SDK代码已开源，您可以查看代码、或者在License范围内修改和编译SDK以适配您的环境。

github链接：https://github.com/Baidu-AIP/nodejs-sdk

直接使用node开发包步骤如下直接使用node开发包步骤如下：

1.在官方网站下载node SDK压缩包。

2.将下载的 解压后，复制到工程文件夹中。

3.进入目录，运行npm install安装sdk依赖库

4.把目录当做模块依赖

其中， 为版本号，添加完成后，用户就可以在工程中使用图像搜索 Node SDK。

直接使用npm安装依赖直接使用npm安装依赖：

新建AipImageSearchClient

AipImageSearchClient是图像搜索的node客户端，为使用图像搜索的开发人员提供了一系列的交互方法。

用户可以参考如下代码新建一个AipImageSearchClient：

为了使开发者更灵活的控制请求，模块提供了设置全局参数和全局请求拦截器的方法；本库发送网络请求依赖的是request模

块，因此参数格式与request模块的参数相同

更多参数细节您可以参考request官方参数文档。

├── src├── src
│  ├── auth                                //授权相关类│  ├── auth                                //授权相关类
│  ├── http                                //Http通信相关类│  ├── http                                //Http通信相关类
│  ├── client                              //公用类│  ├── client                              //公用类
│  ├── util                                //工具类│  ├── util                                //工具类
│  └── const                               //常量类│  └── const                               //常量类
├── AipImageSearch.js                      //图像搜索交互类├── AipImageSearch.js                      //图像搜索交互类
├── index.js                               //入口文件├── index.js                               //入口文件
└── package.json                           //npm包描述文件└── package.json                           //npm包描述文件

aip-node-sdk-version.zipaip-node-sdk-version.zip

versionversion

npm install baidu-aip-sdknpm install baidu-aip-sdk

var AipImageSearchClient = require("baidu-aip-sdk").imageSearch;var AipImageSearchClient = require("baidu-aip-sdk").imageSearch;

// 设置APPID/AK/SK// 设置APPID/AK/SK
var APP_ID = "你的 App ID";var APP_ID = "你的 App ID";
var API_KEY = "你的 Api Key";var API_KEY = "你的 Api Key";
var SECRET_KEY = "你的 Secret Key";var SECRET_KEY = "你的 Secret Key";

// 新建一个对象，建议只保存一个对象调用服务接口// 新建一个对象，建议只保存一个对象调用服务接口
var client = new AipImageSearchClient(APP_ID, API_KEY, SECRET_KEY);var client = new AipImageSearchClient(APP_ID, API_KEY, SECRET_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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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代码中，常量 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中创建，常量 与 是在创建完毕应用后，系统分配给用户

的，均为字符串，用于标识用户，为访问做签名验证，可在AI服务控制台中的应用列表中查看，如下：

注意注意：如您以前是百度智能云的老用户，其中 对应百度智能云的“Access Key ID”， 对应百度智能云

的“Access Key Secret”。

接口说明

相同图检索—入库

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

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同时可提交分类维度信息（具体变量为tags，最多可传入2个tag），方便对图库中的图片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同时可提交分类维度信息（具体变量为tags，最多可传入2个tag），方便对图库中的图片

进行管理、分类检索。**进行管理、分类检索。**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

var HttpClient = require("baidu-aip-sdk").HttpClient;var HttpClient = require("baidu-aip-sdk").HttpClient;

// 设置request库的一些参数，例如代理服务地址，超时时间等// 设置request库的一些参数，例如代理服务地址，超时时间等
// request参数请参考 https://github.com/request/request#requestoptions-callback// request参数请参考 https://github.com/request/request#requestoptions-callback
HttpClient.setRequestOptions({timeout: 5000});HttpClient.setRequestOptions({timeout: 5000});

// 也可以设置拦截每次请求（设置拦截后，调用的setRequestOptions设置的参数将不生效）,// 也可以设置拦截每次请求（设置拦截后，调用的setRequestOptions设置的参数将不生效）,
// 可以按需修改request参数（无论是否修改，必须返回函数调用参数）// 可以按需修改request参数（无论是否修改，必须返回函数调用参数）
// request参数请参考 https://github.com/request/request#requestoptions-callback// request参数请参考 https://github.com/request/request#requestoptions-callback
HttpClient.setRequestInterceptor(function(requestOptions) {HttpClient.setRequestInterceptor(function(requestOptions) {
    // 查看参数    // 查看参数
    console.log(requestOptions)    console.log(requestOptions)
    // 修改参数    // 修改参数
    requestOptions.timeout = 5000;    requestOptions.timeout = 5000;
    // 返回参数    // 返回参数
    return requestOptions;    return requestOptions;
});});

APP_IDAPP_ID API_KEYAPI_KEY SECRET_KEYSECRET_KEY

API_KEYAPI_KEY SECRET_KEYSECRET_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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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图检索—入库 请求参数详情相同图检索—入库 请求参数详情

var fs = require('fs');var fs = require('fs');

var image = fs.readFileSync("assets/example.jpg").toString("base64");var image = fs.readFileSync("assets/example.jpg").toString("base64");
var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var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 调用相同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调用相同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client.sameHqAdd(image, brief).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sameHqAdd(image, brief).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var options = {};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client.sameHqAdd(image, brief,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sameHqAdd(image, brief,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var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var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 调用相同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相同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sameHqAddUrl(url, brief).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sameHqAddUrl(url, brief).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var options = {};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sameHqAddUrl(url, brief,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sameHqAddUrl(url, brief,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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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ring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

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否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brief 是 string 检索时原样带回,最长256B。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范围内的整数，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样例："100,11" ；检索时可圈定分类

维度进行检索

相同图检索—入库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相同图检索—入库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cont_sign 是 string 输入图片签名，可用于删除

相同图检索—入库 返回示例相同图检索—入库 返回示例

相同图检索—检索

完成入库后，可使用该接口实现相同图检索。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tags）进行检索，返回结果支持翻页（具体变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tags）进行检索，返回结果支持翻页（具体变

量pn、rn）。**量pn、rn）。**请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反馈当前填写的brief信息，请调用入库接口时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

图片id或者图片url等信息。**

{{
    "log_id": 2263663554,    "log_id": 2263663554,
    "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    "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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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图检索—检索 请求参数详情相同图检索—检索 请求参数详情

var fs = require('fs');var fs = require('fs');

var image = fs.readFileSync("assets/example.jpg").toString("base64");var image = fs.readFileSync("assets/example.jpg").toString("base64");

// 调用相同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调用相同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client.sameHqSearch(image).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sameHqSearch(image).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var options = {};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options["tag_logic"] = "0";options["tag_logic"] = "0";
options["pn"] = "100";options["pn"] = "100";
options["rn"] = "250";options["rn"] = "250";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client.sameHqSearch(image,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sameHqSearch(image,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相同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相同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sameHqSearchUrl(url).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sameHqSearchUrl(url).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var options = {};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options["tag_logic"] = "0";options["tag_logic"] = "0";
options["pn"] = "100";options["pn"] = "100";
options["rn"] = "250";options["rn"] = "250";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sameHqSearchUrl(url,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sameHqSearchUrl(url,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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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ring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

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否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范围内的整数，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样例："100,11" ；检索时可圈定分类

维度进行检索

tag_logi

c
否 string 检索时tag之间的逻辑， 0：逻辑and，1：逻辑or

pn 否 string

分页功能，起始位置，例：0。未指定分页时，默认返回前300个结果；接口返回数量最大限制

1000条，例如：起始位置为900，截取条数500条，接口也只返回第900 - 1000条的结果，共计

100条

rn 否 string 分页功能，截取条数，例：250

相同图检索—检索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相同图检索—检索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字段字段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result_nu

m
是 uint32 检索结果数

result 是 object[] 结果数组

+cont_sig

n
是 string 图片签名，可以用来删除图片或定位问题

+score 是 float 图片相关性，0-1

+brief 是 string
调用add接口添加的brief信息，为保证该结果有效性，请入库是填写有效可关联至本地图片库的

有效id信息

has_more 是 bool 是否还有下一页，返回值：true、false；如果不分页，不用关注该字段

相同图检索—检索 返回示例相同图检索—检索 返回示例

相同图检索—更新

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tags）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tags）

{{
    "result_num": 1,    "result_num": 1,
    "result": [    "result": [
        {        {
            "score": 0.97976700290421,            "score": 0.97976700290421,
            "brief": "./data/jay1.jpg",            "brief": "./data/jay1.jpg",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        }
    ],    ],
    "log_id": 1968648150    "log_id": 1968648150
}}

var fs = require('fs');var fs = require('fs');

var image = fs.readFileSync("assets/example.jpg").toString("base64");var image = fs.readFileSync("assets/example.jpg").toString("bas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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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image = fs.readFileSync("assets/example.jpg").toString("base64");var image = fs.readFileSync("assets/example.jpg").toString("base64");

// 调用相同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调用相同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client.sameHqUpdate(image).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sameHqUpdate(image).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var options = {};
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client.sameHqUpdate(image,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sameHqUpdate(image,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相同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相同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sameHqUpdateUrl(url).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sameHqUpdateUrl(url).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var options = {};
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sameHqUpdateUrl(url,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sameHqUpdateUrl(url,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var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var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 调用相同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调用相同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client.sameHqUpdateContSign(contSign).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sameHqUpdateContSign(contSign).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var options = {};
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client.sameHqUpdateContSign(contSign,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sameHqUpdateContSign(contSign,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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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图检索—更新 请求参数详情相同图检索—更新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ring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

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否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cont_si

gn
是 string 图片签名

brief 否 string 更新的摘要信息，最长256B。样例：{"name":"周杰伦", "id":"666"}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范围内的整数，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样例："100,11" ；检索时可圈定分类

维度进行检索

相同图检索—更新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相同图检索—更新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相同图检索—更新 返回示例相同图检索—更新 返回示例

相同图检索—删除

删除图库中的图片，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传cont_sign参数，勿传image，最多支持1000个cont_sign删除图库中的图片，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传cont_sign参数，勿传image，最多支持1000个cont_sign

client.sameHqUpdateContSign(contSign,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sameHqUpdateContSign(contSign,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
    "log_id": 2263663554    "log_id": 22636635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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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图检索—删除 请求参数详情相同图检索—删除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ring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

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否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cont_si

gn
是 string 图片签名

相同图检索—删除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相同图检索—删除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是否必须是否必须 说明说明 示例示例

log_id number 是 请求标识码，随机数，唯一 507499361

相同图检索—删除 返回示例相同图检索—删除 返回示例

相似图检索—入库

var fs = require('fs');var fs = require('fs');

var image = fs.readFileSync("assets/example.jpg").toString("base64");var image = fs.readFileSync("assets/example.jpg").toString("base64");

// 调用删除相同图，传入参数为图片// 调用删除相同图，传入参数为图片
client.sameHqDeleteByImage(image).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sameHqDeleteByImage(image).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删除相同图，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删除相同图，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sameHqDeleteByUrl(url).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sameHqDeleteByUrl(url).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var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var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 调用删除相同图，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 调用删除相同图，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
client.sameHqDeleteBySign(contSign).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sameHqDeleteBySign(contSign).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
  "log_id": 50488417  "log_id": 504884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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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

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同时可提交分类维度信息（具体变量为tags，最多可传入2个tag），方便对图库中的图片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同时可提交分类维度信息（具体变量为tags，最多可传入2个tag），方便对图库中的图片

进行管理、分类检索。**进行管理、分类检索。**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

相似图检索—入库 请求参数详情相似图检索—入库 请求参数详情

var fs = require('fs');var fs = require('fs');

var image = fs.readFileSync("assets/example.jpg").toString("base64");var image = fs.readFileSync("assets/example.jpg").toString("base64");
var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var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 调用相似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调用相似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client.similarAdd(image, brief).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similarAdd(image, brief).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var options = {};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client.similarAdd(image, brief,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similarAdd(image, brief,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var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var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 调用相似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相似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similarAddUrl(url, brief).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similarAddUrl(url, brief).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var options = {};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similarAddUrl(url, brief,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similarAddUrl(url, brief,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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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ring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

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否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brief 是 string 检索时原样带回,最长256B。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范围内的整数，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样例："100,11" ；检索时可圈定分类

维度进行检索

相似图检索—入库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相似图检索—入库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cont_sign 是 string 输入图片签名，可用于删除

相似图检索—入库 返回示例相似图检索—入库 返回示例

相似图检索—检索

完成入库后，可使用该接口实现相似图检索。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tags）进行检索，返回结果支持翻页（具体变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tags）进行检索，返回结果支持翻页（具体变

量pn、rn）。**量pn、rn）。**请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反馈当前填写的brief信息，请调用入库接口时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

图片id或者图片url等信息。**

{{

    "log_id": 2263663554,    "log_id": 2263663554,

    "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    "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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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图检索—检索 请求参数详情相似图检索—检索 请求参数详情

var fs = require('fs');var fs = require('fs');

var image = fs.readFileSync("assets/example.jpg").toString("base64");var image = fs.readFileSync("assets/example.jpg").toString("base64");

// 调用相似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调用相似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client.similarSearch(image).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similarSearch(image).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var options = {};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options["tag_logic"] = "0";options["tag_logic"] = "0";
options["pn"] = "100";options["pn"] = "100";
options["rn"] = "250";options["rn"] = "250";

//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client.similarSearch(image,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similarSearch(image,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相似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相似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similarSearchUrl(url).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similarSearchUrl(url).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var options = {};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options["tag_logic"] = "0";options["tag_logic"] = "0";
options["pn"] = "100";options["pn"] = "100";
options["rn"] = "250";options["rn"] = "250";

//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similarSearchUrl(url,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similarSearchUrl(url,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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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ring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

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否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范围内的整数，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样例："100,11" ；检索时可圈定分类

维度进行检索

tag_logi

c
否 string 检索时tag之间的逻辑， 0：逻辑and，1：逻辑or

pn 否 string

分页功能，起始位置，例：0。未指定分页时，默认返回前300个结果；接口返回数量最大限制

1000条，例如：起始位置为900，截取条数500条，接口也只返回第900 - 1000条的结果，共计

100条

rn 否 string 分页功能，截取条数，例：250

相似图检索—检索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相似图检索—检索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result_num 是 uint32 检索结果数

result 是 object[] 结果数组

+cont_sign 是 string 图片签名，可以用来删除图片或定位问题

+score 是 float 图片相关性，0-1

+brief 是 string add是添加的brief信息

has_more 是 bool 是否还有下一页，返回值：true、false；如果不分页，不用关注该字段

相似图检索—检索 返回示例相似图检索—检索 返回示例

相似图检索—更新

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tags）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tags）

{{
    "result_num": 1,    "result_num": 1,

    "result": [    "result": [

        {        {
            "score": 0.97976700290421,            "score": 0.97976700290421,

            "brief": "./data/jay1.jpg",            "brief": "./data/jay1.jpg",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        }

    ],    ],
    "log_id": 1968648150    "log_id": 1968648150

}}

var fs = require('fs');var fs = require('fs');

var image = fs.readFileSync("assets/example.jpg").toString("base64");var image = fs.readFileSync("assets/example.jpg").toString("base64");

// 调用相似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调用相似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client.similarUpdate(image).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similarUpdate(image).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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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var options = {};
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client.similarUpdate(image,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similarUpdate(image,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相似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相似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similarUpdateUrl(url).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similarUpdateUrl(url).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var options = {};
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similarUpdateUrl(url,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similarUpdateUrl(url,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var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var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 调用相似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调用相似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client.similarUpdateContSign(contSign).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similarUpdateContSign(contSign).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var options = {};
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client.similarUpdateContSign(contSign,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similarUpdateContSign(contSign,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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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图检索—更新 请求参数详情相似图检索—更新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ring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

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否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cont_si

gn
是 string 图片签名

brief 否 string 更新的摘要信息，最长256B。样例：{"name":"周杰伦", "id":"666"}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范围内的整数，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样例："100,11" ；检索时可圈定分类

维度进行检索

相似图检索—更新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相似图检索—更新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相似图检索—更新 返回示例相似图检索—更新 返回示例

相似图检索—删除

删除图库中的图片，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传cont_sign参数，勿传image，最多支持1000个cont_sign删除图库中的图片，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传cont_sign参数，勿传image，最多支持1000个cont_sign

});;});;

{{
    "log_id": 2263663554    "log_id": 2263663554
}}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HTTP-SDK文档

278



相似图检索—删除 请求参数详情相似图检索—删除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ring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

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否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cont_si

gn
是 string 图片签名

相似图检索—删除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相似图检索—删除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是否必须是否必须 说明说明 示例示例

log_id number 是 请求标识码，随机数，唯一 507499361

相似图检索—删除 返回示例相似图检索—删除 返回示例

商品检索—入库

var fs = require('fs');var fs = require('fs');

var image = fs.readFileSync("assets/example.jpg").toString("base64");var image = fs.readFileSync("assets/example.jpg").toString("base64");

// 调用删除相似图，传入参数为图片// 调用删除相似图，传入参数为图片
client.similarDeleteByImage(image).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similarDeleteByImage(image).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删除相似图，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删除相似图，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similarDeleteByUrl(url).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similarDeleteByUrl(url).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var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var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 调用删除相似图，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 调用删除相似图，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
client.similarDeleteBySign(contSign).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similarDeleteBySign(contSign).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
  "log_id": 50488417  "log_id": 504884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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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

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同时可提交分类维度信息（具体变量为class_id1、class_id2），方便对图库中的图片进行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同时可提交分类维度信息（具体变量为class_id1、class_id2），方便对图库中的图片进行

管理、分类检索。**管理、分类检索。**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

商品检索—入库 请求参数详情商品检索—入库 请求参数详情

var fs = require('fs');var fs = require('fs');

var image = fs.readFileSync("assets/example.jpg").toString("base64");var image = fs.readFileSync("assets/example.jpg").toString("base64");
var brief = "{\"name\":\"手机\", \"id\":\"666\"}";var brief = "{\"name\":\"手机\", \"id\":\"666\"}";

// 调用商品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调用商品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client.productAdd(image, brief).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productAdd(image, brief).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var options = {};
options["class_id1"] = "1";options["class_id1"] = "1";
options["class_id2"] = "1";options["class_id2"] = "1";

//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client.productAdd(image, brief,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productAdd(image, brief,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var brief = "{\"name\":\"手机\", \"id\":\"666\"}";var brief = "{\"name\":\"手机\", \"id\":\"666\"}";

// 调用商品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商品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productAddUrl(url, brief).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productAddUrl(url, brief).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var options = {};
options["class_id1"] = "1";options["class_id1"] = "1";
options["class_id2"] = "1";options["class_id2"] = "1";

//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productAddUrl(url, brief,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productAddUrl(url, brief,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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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ring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300px，最长边最大

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否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30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brief 是 string
检索时原样带回,最长256B。请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反馈当前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调请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反馈当前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调

用该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用该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

class_i

d1
否 string 商品分类维度1，支持1-65535范围内的整数。检索时可圈定该分类维度进行检索

class_i

d2
否 string 商品分类维度1，支持1-65535范围内的整数。检索时可圈定该分类维度进行检索

商品检索—入库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商品检索—入库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cont_sign 是 string 输入图片签名，可用于删除

商品检索—入库 返回示例商品检索—入库 返回示例

商品检索—检索

完成入库后，可使用该接口实现商品检索。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class_id1、class_id2）进行检索，返回结果支持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class_id1、class_id2）进行检索，返回结果支持

翻页（具体变量pn、rn）。**翻页（具体变量pn、rn）。**请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反馈当前填写的brief信息，请调用入库接口时尽量填写可关联

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等信息**

{{
    "log_id": 2263663554,    "log_id": 2263663554,
    "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    "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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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检索—检索 请求参数详情商品检索—检索 请求参数详情

var fs = require('fs');var fs = require('fs');

var image = fs.readFileSync("assets/example.jpg").toString("base64");var image = fs.readFileSync("assets/example.jpg").toString("base64");

// 调用商品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调用商品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client.productSearch(image).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productSearch(image).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var options = {};
options["class_id1"] = "1";options["class_id1"] = "1";
options["class_id2"] = "1";options["class_id2"] = "1";
options["pn"] = "100";options["pn"] = "100";
options["rn"] = "250";options["rn"] = "250";

//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client.productSearch(image,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productSearch(image,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商品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商品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productSearchUrl(url).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productSearchUrl(url).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var options = {};
options["class_id1"] = "1";options["class_id1"] = "1";
options["class_id2"] = "1";options["class_id2"] = "1";
options["pn"] = "100";options["pn"] = "100";
options["rn"] = "250";options["rn"] = "250";

//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productSearchUrl(url,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productSearchUrl(url,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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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ring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300px，最长边最大

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否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30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class_i

d1
否 string 商品分类维度1，支持1-65535范围内的整数。检索时可圈定该分类维度进行检索

class_i

d2
否 string 商品分类维度1，支持1-65535范围内的整数。检索时可圈定该分类维度进行检索

pn 否 string

分页功能，起始位置，例：0。未指定分页时，默认返回前300个结果；接口返回数量最大限制

1000条，例如：起始位置为900，截取条数500条，接口也只返回第900 - 1000条的结果，共计

100条

rn 否 string 分页功能，截取条数，例：250

商品检索—检索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商品检索—检索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result_num 是 uint32 检索结果数

result 是 object[] 结果数组

+cont_sign 是 string 图片签名，可以用来删除图片或定位问题

+score 是 float 图片相关性，0-1

+brief 是 string add是添加的brief信息

has_more 是 bool 是否还有下一页，返回值：true、false；如果不分页，不用关注该字段

商品检索—检索 返回示例商品检索—检索 返回示例

商品检索—更新

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class_id1/class_id2）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class_id1/class_id2）

{{
    "result_num": 1,    "result_num": 1,
    "result": [    "result": [
        {        {
            "score": 0.97976700290421,            "score": 0.97976700290421,
            "brief": "./data/mobile.jpg",            "brief": "./data/mobile.jpg",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        }
    ],    ],
    "log_id": 1968648150    "log_id": 1968648150
}}

var fs = require('fs');var fs = require('fs');

var image = fs.readFileSync("assets/example.jpg").toString("base64");var image = fs.readFileSync("assets/example.jpg").toString("base64");

// 调用商品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调用商品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client.productUpdate(image).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productUpdate(image).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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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var options = {};
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options["class_id1"] = "1";options["class_id1"] = "1";
options["class_id2"] = "1";options["class_id2"] = "1";

//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client.productUpdate(image,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productUpdate(image,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商品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商品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productUpdateUrl(url).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productUpdateUrl(url).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var options = {};
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options["class_id1"] = "1";options["class_id1"] = "1";
options["class_id2"] = "1";options["class_id2"] = "1";

//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productUpdateUrl(url,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productUpdateUrl(url,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var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var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 调用商品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调用商品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client.productUpdateContSign(contSign).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productUpdateContSign(contSign).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var options = {};
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options["class_id1"] = "1";options["class_id1"] = "1";
options["class_id2"] = "1";options["class_id2"] = "1";

//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client.productUpdateContSign(contSign,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productUpdateContSign(contSign,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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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检索—更新 请求参数详情商品检索—更新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ring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300px，最长边最大

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否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30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cont_si

gn
是 string 图片签名

brief 否 string 更新的摘要信息，最长256B。样例：{"name":"周杰伦", "id":"666"}

class_i

d1
否 string 更新的商品分类1，支持1-65535范围内的整数。

class_i

d2
否 string 更新的商品分类2，支持1-65535范围内的整数。

商品检索—更新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商品检索—更新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商品检索—更新 返回示例商品检索—更新 返回示例

商品检索—删除

删除图库中的图片，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传cont_sign参数，勿传image，最多支持1000个cont_sign删除图库中的图片，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传cont_sign参数，勿传image，最多支持1000个cont_sign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
    "log_id": 2263663554    "log_id": 22636635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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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检索—删除 请求参数详情商品检索—删除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ring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300px，最长边最大

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否 stri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30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cont_si

gn
是 string 图片签名

商品检索—删除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商品检索—删除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是否必须是否必须 说明说明 示例示例

log_id number 是 请求标识码，随机数，唯一 507499361

商品检索—删除 返回示例商品检索—删除 返回示例

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var fs = require('fs');var fs = require('fs');

var image = fs.readFileSync("assets/example.jpg").toString("base64");var image = fs.readFileSync("assets/example.jpg").toString("base64");

// 调用删除商品，传入参数为图片// 调用删除商品，传入参数为图片
client.productDeleteByImage(image).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productDeleteByImage(image).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删除商品，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删除商品，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productDeleteByUrl(url).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productDeleteByUrl(url).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var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var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 调用删除商品，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 调用删除商品，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
client.productDeleteBySign(contSign).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productDeleteBySign(contSign).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
  "log_id": 50488417  "log_id": 504884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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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

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同时可提交分类维度信息（具体变量为tags，最多可传入2个tag），方便对图库中的图片

进行管理、分类检索。

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

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请求参数详情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

如 ；最短边至少1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长宽比在1：

10-10：1之间。支持jpg/png/bmp格式。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提示不能

重复入库。

url 否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

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

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brief 是 string -

检索时原样带回,最长256B。样例：{"name":"周杰伦", "id":"666"} 。请注意，检索接口请注意，检索接口

不返回原图，仅返回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调用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写不返回原图，仅返回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调用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写

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

范围内

的整数

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2个tag无层级关系，检索时支持逻辑运算。样

例："100,11" ；检索时可圈定分类维度进行检索检索时可圈定分类维度进行检索

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var fs = require('fs');var fs = require('fs');
var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var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tags": "100,11"}var options = {"tags": "100,11"}

// 调用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调用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var image = fs.readFileSync("assets/example.jpg").toString("base64");var image = fs.readFileSync("assets/example.jpg").toString("base64");
client.pictureBookAddImage(image, brief,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pictureBookAddImage(image, brief,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pictureBookAddUrl(url, brief,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pictureBookAddUrl(url, brief,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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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无实际意义，用于问题定位

cont_sig

n
是 string

入库图片的签名信息，请务必保存至本地请务必保存至本地，以便后续用作批量删除、查询某张图是否已经入过库

等用途

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返回示例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返回示例

绘本图片搜索—检索

完成入库后，可使用该接口实现绘本图检索。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tags）进行检索，返回结果支持翻页（具体变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tags）进行检索，返回结果支持翻页（具体变

量pn、rn）量pn、rn）。

请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反馈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请调用入库接口时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请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反馈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请调用入库接口时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

片url等信息片url等信息。

绘本图片搜索—检索 请求参数详情绘本图片搜索—检索 请求参数详情

{{
    "log_id": 2263663554,    "log_id": 2263663554,
    "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    "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
}}

var fs = require('fs');var fs = require('fs');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tags": "100,114", "tag_logic":"0", "pn":"100", "rn":"250"}var options = {"tags": "100,114", "tag_logic":"0", "pn":"100", "rn":"250"}

// 调用绘本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调用绘本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var image = fs.readFileSync("assets/example.jpg").toString("base64");var image = fs.readFileSync("assets/example.jpg").toString("base64");
client.pictureBookSearchImage(image,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pictureBookSearchImage(image,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 调用绘本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绘本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client.pictureBookSearchUrl(url,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pictureBookSearchUrl(url,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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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

如 ；最短边至少1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长宽比在1：

10-10：1之间。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否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

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

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

范围内

的整数

分类维度信息，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可传入2个tag，tag间无层级关系，示

例："100,11"

tag_logi

c
否 string 0,1 检索时tag之间的逻辑， 0：逻辑and，1：逻辑or

pn 否 string

0 - 999

范围内

的整数

分页功能，起始位置，例：0，代表从第1个结果开始。注：未指定分页时，默认返回前注：未指定分页时，默认返回前

300个结果；接口返回数量最大限制1000个，例如：起始位置为900，截取条数500条，300个结果；接口返回数量最大限制1000个，例如：起始位置为900，截取条数500条，

接口也只返回第901 - 1000条的结果，共计100条接口也只返回第901 - 1000条的结果，共计100条

rn 否 string

1 -

1000范

围内的

整数

分页功能，截取条数，例：250

绘本图片搜索—检索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绘本图片搜索—检索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字段字段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无实际含义，用于问题定位

result_nu

m
是 uint32 检索结果数

result 是 object[] 结果数组

+cont_sig

n
是 string 入库图片签名，可以用来删除图片或定位问题

+score 是 float 图片相关性，取值范围0-1，越接近1表示越相关

+brief 是 string
调用入库add接口时添加的brief信息，为保证该结果有效性，请入库时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片库

的有效id信息

has_more 是 bool 是否还有下一页，返回值：true、false；如果不分页，不用关注该字段

绘本图片搜索—检索 返回示例绘本图片搜索—检索 返回示例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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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tags）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tags）。

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请求参数详情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请求参数详情

{{
    "result_num": 1,    "result_num": 1,
    "result": [    "result": [
        {        {
            "score": 0.97976700290421,            "score": 0.97976700290421,
            "brief": "./data/jay1.jpg",            "brief": "./data/jay1.jpg",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        }
    ],    ],
 "has_more": "false", "has_more": "false",
    "log_id": 1968648150    "log_id": 1968648150
}}

var fs = require('fs');var fs = require('fs');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brief": {"name":"周杰伦", "id":"6666"}, "tags":"100,11"}var options = {"brief": {"name":"周杰伦", "id":"6666"}, "tags":"100,11"}

// 调用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调用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var image = fs.readFileSync("assets/example.jpg").toString("base64");var image = fs.readFileSync("assets/example.jpg").toString("base64");
client.pictureBookUpdate(image,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pictureBookUpdate(image,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 调用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client.pictureBookUpdateUrl(url,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pictureBookUpdateUrl(url,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 调用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var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var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client.pictureBookUpdateContSign(contSign,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pictureBookUpdateContSign(contSign,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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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ring -

图片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

如 ，最短边至少1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长宽比在1：

10-10：1之间。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否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 ，由于图床的

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

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cont_si

gn
否 string -

图片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不支持批量传入签和image、url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不支持批量传入签

名名，样例："932301884,10680062193"

brief 否 string - 更新的摘要信息，最长256B。样例：{"name":"周杰伦", "id":"666"}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

范围内

的整数

更新的分类信息，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样例："100,11"

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返回示例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返回示例

绘本图片搜索—删除

删除图库中的图片，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传cont_sign参数，勿传image、url，最多支持100个cont_sign。

图片删除延时生效，每天数据库定时更新进行物理删除，刚删除时仍然可以在图库中检索到（但图库管理后台是同步清除），图片删除延时生效，每天数据库定时更新进行物理删除，刚删除时仍然可以在图库中检索到（但图库管理后台是同步清除），

请过一段时间再验证，一般最多延时4小时左右请过一段时间再验证，一般最多延时4小时左右。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

    "log_id": 2263663554    "log_id": 22636635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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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图片搜索—删除 请求参数详情绘本图片搜索—删除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ring -

图片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注意要去掉图片头注意要去掉图片头

部部，如 。最短边至少1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长宽比在

1：10-10：1之间。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否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

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

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cont_si

gn
否 string -

图片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image、url，最多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image、url，最多

支持100个cont_sign列表，支持100个cont_sign列表，样

例："932301884,1068006219;316336521,553141152;2491030726,1352091083"

绘本图片搜索—删除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绘本图片搜索—删除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绘本图片搜索—删除 返回示例绘本图片搜索—删除 返回示例

var fs = require('fs');var fs = require('fs');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brief": {"name":"周杰伦", "id":"6666"}, "tags":"100,11"}var options = {"brief": {"name":"周杰伦", "id":"6666"}, "tags":"100,11"}

// 调用绘本图片搜索—删除,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调用绘本图片搜索—删除,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var image = fs.readFileSync("assets/example.jpg").toString("base64");var image = fs.readFileSync("assets/example.jpg").toString("base64");
client.pictureBookDeleteByImage(image,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pictureBookDeleteByImage(image,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 调用绘本图片搜索—删除,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绘本图片搜索—删除,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client.pictureBookDeleteByUrl(url,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pictureBookDeleteByUrl(url,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 调用绘本图片搜索—删除,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绘本图片搜索—删除,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var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var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client.pictureBookDeleteBySign(contSign,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pictureBookDeleteBySign(contSign,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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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SDK 调用示例SDK 调用示例

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可参考API文档：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
  "log_id": 50488417  "log_id": 50488417
}}

var fs = require('fs');var fs = require('fs');

var image = fs.readFileSync("assets/example.jpg").toString("base64");var image = fs.readFileSync("assets/example.jpg").toString("base64");
var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var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client.materielAdd(image, brief).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materielAdd(image, brief).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var options = {};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client.materielAdd(image, brief,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materielAdd(image, brief,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var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var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materielAddUrl(url, brief).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materielAddUrl(url, brief).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var options = {};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materielAddUrl(url, brief,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materielAddUrl(url, brief,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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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SDK 调用示例SDK 调用示例

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可参考API文档：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var fs = require('fs');var fs = require('fs');

var image = fs.readFileSync("assets/example.jpg").toString("base64");var image = fs.readFileSync("assets/example.jpg").toString("base64");

//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client.materielSearch(image).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materielSearch(image).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var options = {};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options["tag_logic"] = "0";options["tag_logic"] = "0";
options["pn"] = "100";options["pn"] = "100";
options["rn"] = "250";options["rn"] = "250";

//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client.materielSearch(image,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materielSearch(image,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materielSearchUrl(url).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materielSearchUrl(url).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var options = {};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options["tag_logic"] = "0";options["tag_logic"] = "0";
options["pn"] = "100";options["pn"] = "100";
options["rn"] = "250";options["rn"] = "250";

//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materielSearchUrl(url,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materielSearchUrl(url,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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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K 调用示例SDK 调用示例

var fs = require('fs');var fs = require('fs');

var image = fs.readFileSync("assets/example.jpg").toString("base64");var image = fs.readFileSync("assets/example.jpg").toString("base64");
var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var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client.materielUpdate(image, brief).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materielUpdate(image, brief).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var options = {};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client.materielUpdate(image, brief,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materielUpdate(image, brief,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var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var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materielUpdateUrl(url, brief).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materielUpdateUrl(url, brief).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var options = {};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materielUpdateUrl(url, brief,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materielUpdateUrl(url, brief,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var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var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var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var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client.materielUpdateContSign(contSign, brief).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materielUpdateContSign(contSign, brief).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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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可参考API文档：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面料图片搜索—删除

SDK 调用示例SDK 调用示例

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可参考API文档：面料图片搜索—删除

错误信息

错误返回格式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 options = {};var options = {};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client.materielUpdateContSign(contSign, brief,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materielUpdateContSign(contSign, brief,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var fs = require('fs');var fs = require('fs');

var image = fs.readFileSync("assets/example.jpg").toString("base64");var image = fs.readFileSync("assets/example.jpg").toString("base64");

// 调用删除面料图片，传入参数为图片// 调用删除面料图片，传入参数为图片
client.materielDeleteByImage(image).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materielDeleteByImage(image).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var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删除面料图片，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删除面料图片，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client.materielDeleteByUrl(url).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materielDeleteByUrl(url).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var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var contSign = "8cnn32frvrr2cd901";

// 调用删除面料图片，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 调用删除面料图片，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
client.materielDeleteBySign(contSign).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materielDeleteBySign(contSign).then(function(result)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ult));
}).catch(function(err) {}).catch(function(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er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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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_codeerror_code：错误码。

error_msg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错误码

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4
Open api request limit

reached
集群超限额

14 IAM Certification failed
IAM鉴权失败，建议用户参照文档自查生成sign的方式是否正确，或换用控制台中ak sk的

方式调用

17
Open api daily request

limit reached
每天流量超限额

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超限额

19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请求总量超限额

100 Invalid parameter 无效参数

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Access Token失效

111 Access token expired Access token过期

282000 internal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630770006）或

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216017 not initialized 未建库，请先前往控制台申请建库

216100 invalid param 请求中包含非法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216101 not enough param 缺少必须的参数，请检查参数是否有遗漏

216102 service not support 请求了不支持的服务，请检查调用的url

216103 param too long 请求中某些参数过长，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216110 appid not exist appid不存在，请重新核对信息是否为后台应用列表中的appid

216200 empty image 图片为空，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216201 image format error
上传的图片格式错误，现阶段我们支持的图片格式为：PNG、JPG、JPEG、BMP，请进行

转码或更换图片

216202 image size error
上传的图片大小错误，现阶段我们支持的图片大小为：base64编码后小于4M，分辨率不

高于4096*4096，请重新上传图片

216203 image size error 上传图片错误，通常情况下为图片base64编码错误，请重新上传图片

216630 recognize error
识别错误，请再次请求，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630770006）或工单联

系技术支持团队。

216631 recognize bank card error
识别银行卡错误，出现此问题的原因一般为：您上传的图片非银行卡正面，上传了异形卡

的图片或上传的银行卡正品图片不完整

216633 recognize idcard error
识别身份证错误，出现此问题的原因一般为：您上传了非身份证图片或您上传的身份证图

片不完整

216680 item not exist item不在库里

216681 item exist item已经在库里，不能重复入库

216634 detect error
检测错误，请再次请求，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630770006）或工单联

系技术支持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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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技术支持团队。

282003
missing parameters: {参

数名}
请求参数缺失

282005 batch  processing error 处理批量任务时发生部分或全部错误，请根据具体错误码排查

282006 batch task  limit reached 批量任务处理数量超出限制，请将任务数量减少到10或10以下

282114 url size error URL长度超过1024字节或为0

282808 request id: xxxxx not exist request id xxxxx 不存在

282809 result type error 返回结果请求错误（不属于excel或json）

282810 image recognize error 图像识别错误

283300 image recognize error 数据格式有误，可以检查base64编码、代码格式等

C++语言
产品介绍

Hi，您好，欢迎使用百度图像搜索服务。

本文档主要针对C++开发者，描述百度图像搜索接口服务的相关技术内容。如果您对文档内容有任何疑问，可以通过以下几种

方式联系我们：

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咨询问题类型请选择人工智能服务人工智能服务

如有疑问，进入AI社区交流AI社区交流：http://ai.baidu.com/forum/topic/list/170

服务说明

服务名服务名

称称
能力简要描述能力简要描述

相同图

片搜索

在自建图库中找到与检索图相同的图片，支持找到局部内容相同的大图，或适度调整背景和角度的相同图片；可用

于图片精确查找、重复图片过滤图片精确查找、重复图片过滤等场景。

相似图

片搜索

在自建图库中找到与检索图片语义相似的图片集，并给出相似度打分（综合图片类型、颜色、内容、布局等特

征）；适用于各种相似图片查找、相关内容推荐相似图片查找、相关内容推荐场景。

商品图

片搜索

针对商品类图片，专项训练检索模型，在自建图库中搜索相同及相似的商品图片集，可找到不同颜色、背景、角度

的同款商品；适用于电商平台拍照搜商品、相关商品推荐电商平台拍照搜商品、相关商品推荐等场景。

绘本图

片搜索

可在自建图库中找到与检索图相同的绘本图片、儿童书本教材。支持用局部绘本页，找到内容相同的大图；可用

于绘本、图书、教材的精确查找、重复图片过滤绘本、图书、教材的精确查找、重复图片过滤等场景。

选型方案

1、 什么时候使用相同图片搜索什么时候使用相同图片搜索？

典型应用场景：图片去重、图片精确查找，如图片类站点对海量库存图片进行查重过滤

适用的图片类型：各种网络图片、实拍图均可；注意检索图和入库的原图要保持场景一致性检索图和入库的原图要保持场景一致性，比如入库的原图为标准的广告

图（无背景干扰），则检索图要尽量避免背景、其他干扰特征，否则模型计算图片的相似度时会有噪声，造成检索结果不准

确。

举个例子：小张入库了5万张海报设计图，都是标准的电子版海报图片，无任何背景干扰；在线下活动时，要根据手机拍摄的

海报图片判断是不是跟图库里的设计图重复了，手机实拍时要避免拍到海报图片之外的物体（如墙上的装饰、参加活动的人等

各种背景元素），同时要拍到海报的全部或者大部分主体内容，不能只拍到一个海报的小角落就去检索，以免影响检索效果。

2、 什么时候使用相似图片搜索什么时候使用相似图片搜索？

典型应用场景：找相似的图片集合（返回的结果包含相同的图片），各种设计素材、美术作品、UGC内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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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的图片类型：各种网络图片、实拍图均可；注意检索图和入库的原图要尽量保持场景一致性检索图和入库的原图要尽量保持场景一致性，比如入库的原图为标准的

广告图（无背景干扰），则检索图要尽量避免背景、其他干扰特征，否则模型计算图片的相似度时会有噪声，造成检索结果

不准确。

3、 什么时候使用商品图片搜索什么时候使用商品图片搜索？

典型应用场景：各类B2B、B2C电商平台，相似商品推荐、拍照搜同款或者相似商品

适用的图片类型：电商商品图片（实体商品为主，如数码3C、服装鞋帽、日化百货等）

注意：部分特殊商品，如面料、木材、瓷砖等，建议同步对比测试相似图搜索的效果，择优使用部分特殊商品，如面料、木材、瓷砖等，建议同步对比测试相似图搜索的效果，择优使用。

使用说明

1、百度相同图搜索/相似图搜索/商品图搜索API服务支持开发者基于自建图片库进行入库、检索、删除、更新操作。开发者在

控制台创建应用后，需要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建库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建库，建库成功后相关接口能力可正常调用。

2、申请建库时，图库的图片数量上限为50万，避免浪费资源；如果容量不够用，可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扩容如果容量不够用，可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扩容，工作人员

会在1-3个工作日内审批，每次扩容的申请上限也是50万，可以反复申请扩容可以反复申请扩容，原则上图库总量无上限，百万级、千万级、甚

至亿级的图片量都可以做到实时检索，秒级返回检索结果。 

3、图像搜索控制台的图库管理功能，支持对图库里的图片进行可视化管理图像搜索控制台的图库管理功能，支持对图库里的图片进行可视化管理，可小批量上传图片、预览大图、修改摘要和分类

信息、删除图片，入口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管理图库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管理图库，注：大批量上传、修改、删除请调用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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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图库管理后台支持在线测试检索效果，点击右上角搜索框边上的“相机”标识，可以上传图片，测试检索效果图库管理后台支持在线测试检索效果，点击右上角搜索框边上的“相机”标识，可以上传图片，测试检索效果。注：相似

图片搜索、商品图片搜索的在线测试默认返回相关性Top 50的结果图，如果图库里不满50张图，则全部返回。

版本更新记录

上线日期上线日期 版本号版本号 更新内容更新内容

2021.02.23 4.15.4 新增绘本更新接口的图片签名参数接口

2018.12.28 0.7.9 新增相同图、相似图、商品图更新接口的图片签名参数接口

2018.7.20 0.7.3 新增图像，商品检索的更新接口

2017.11.28 0.3.3 新增商品检索接口

2017.11.24 0.3.2 修复windows平台VC环境的编译错误

2017.11.9 0.3.0 初始化参数修改

2017.11.3 0.2.0 新增图像搜索服务

快速入门

安装图像搜索 C++ SDK

图像搜索 C++ SDK目录结构图像搜索 C++ SDK目录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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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支持 C++ 11+最低支持 C++ 11+

直接使用开发包步骤如下直接使用开发包步骤如下：

1.在官方网站下载C++ SDK压缩包。

2.将下载的 解压, 其中文件为包含实现代码的头文件。

3.安装依赖库libcurl（需要支持https） openssl jsoncpp(>1.6.2版本，0.x版本将不被支持)。

4.编译工程时添加 C++11 支持 (gcc/clang 添加编译参数 -std=c++11), 添加第三方库链接参数 lcurl, lcrypto, ljsoncpp。

5.在源码中include image_search.h ，引入压缩包中的头文件以使用aip命名空间下的类和方法。

新建client

client是图像搜索的C++客户端，为使用图像搜索的开发人员提供了一系列的交互方法。当您引入了相应头文件后就可以新建一

个client对象

用户可以参考如下代码新建一个client：

在上面代码中，常量 在百度云控制台中创建，常量 与 是在创建完毕应用后，系统分配给用户的，

均为字符串，用于标识用户，为访问做签名验证，可在AI服务控制台中的应用列表中查看，如下：

注意注意：如您以前是百度云的老用户，其中 对应百度云的“Access Key ID”， 对应百度云的“Access Key

Secret”。

商品图片搜索

使用说明

针对商品类图片，专项训练检索模型，在自建图库中搜索相同及相似的商品图片集，可找到不同颜色、背景、角度的同款商品

典型应用场景：各类B2B、B2C电商平台，相似商品推荐、拍照搜同款或者相似商品

适用的图片类型：电商商品图片（实体商品为主，如数码3C、服装鞋帽、日化百货等）

├── base├── base
│  ├── base.h                                // 请求客户端基类│  ├── base.h                                // 请求客户端基类
│  ├── base64.h                              // base64加密相关类│  ├── base64.h                              // base64加密相关类
│  ├── http.h                                // http请求封装类│  ├── http.h                                // http请求封装类
│  └── utils.h                               // 工具类│  └── utils.h                               // 工具类
└── image_search.h                             // 图像搜索 交互类└── image_search.h                             // 图像搜索 交互类

aip-cpp-sdk-version.zipaip-cpp-sdk-version.zip

    #include "image_search.h"    #include "image_search.h"

    // 设置APPID/AK/SK     // 设置APPID/AK/SK 
    std::string app_id = "你的 App ID";    std::string app_id = "你的 App ID";
    std::string api_key = "你的 Api key";    std::string api_key = "你的 Api key";
    std::string secret_key = "你的 Secret Key";    std::string secret_key = "你的 Secret Key";

    aip::Imagesearch client(app_id, api_key, secret_key);    aip::Imagesearch client(app_id, api_key, secret_key);

APP_IDAPP_ID API_KEYAPI_KEY SECRET_KEYSECRET_KEY

API_KEYAPI_KEY SECRET_KEYSECRET_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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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部分特殊商品，如面料、木材、瓷砖等，建议同步对比测试相似图搜索的效果，择优使用部分特殊商品，如面料、木材、瓷砖等，建议同步对比测试相似图搜索的效果，择优使用。

商品图片搜索包含入库、检索、删除、更新4个子接口；在正式使用之前请在在正式使用之前请在控制台控制台创建应用后，在应用详情页申请建库，建创建应用后，在应用详情页申请建库，建

库成功后方可正常使用入库、检索、删除、更新接口库成功后方可正常使用入库、检索、删除、更新接口。

申请建库时，图库的图片数量上限为50万，避免浪费资源；如果容量不够用，可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扩容如果容量不够用，可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扩容，工作人员会

在1-3个工作日内审批，每次扩容的申请上限也是50万，可以反复申请扩容可以反复申请扩容，原则上图库总量无上限，百万级、千万级、甚至

亿级的图片量都可以做到实时检索，秒级返回检索结果。 

商品图片搜索—入库

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

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同时可提交分类维度信息（具体变量为class_id1、class_id2），方便对图库中的图片进行

管理、分类检索。

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提示错误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提示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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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图片搜索—入库 请求参数详情商品图片搜索—入库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d::stri

ng

图片数据的二进制字符串，可以使用aip::get_file_content函数获取。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

高

url 否
std::stri

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最短边

至少300px至少30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和和

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 ，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

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

后上传

brief 是
std::stri

ng

检索时原样带回,最长256B。请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返回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请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返回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

调用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调用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

class_i

d1
否

std::stri

ng

商品分类维度1，支持1-60范围内的整数。检索时可圈定该分类维度进行检索。只传入class_id1，只传入class_id1，

则检索结果中包含class_id1内容的都会被检索到；同时传入class_id1与class_id2，则检索结果中则检索结果中包含class_id1内容的都会被检索到；同时传入class_id1与class_id2，则检索结果中

同时包含class_id1和class_id2内容的才会被检索到同时包含class_id1和class_id2内容的才会被检索到

class_i

d2
否

std::stri

ng

商品分类维度2，检索时可圈定该分类维度进行检索 ，class_id1和class_id2无层级关系，检索时

支持逻辑运算

商品图片搜索—入库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商品图片搜索—入库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Json::Value result;~~~~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image;std::string image;
aip::get_file_content("/assets/sample.jpg", &image);aip::get_file_content("/assets/sample.jpg", &image);

// 调用商品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调用商品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result = client.product_add(image, aip::null);result = client.product_add(image, aip::null);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
options["brief"] = "{\"name\":\"手机\", \"id\":\"666\"}";options["brief"] = "{\"name\":\"手机\", \"id\":\"666\"}";
options["class_id1"] = "1";options["class_id1"] = "1";
options["class_id2"] = "1";options["class_id2"] = "1";

//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result = client.product_add(image, options);result = client.product_add(image, options);

Json::Value result;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std::string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商品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商品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result = client.product_add_url(url, aip::null);result = client.product_add_url(url, aip::null);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
options["brief"] = "{\"name\":\"手机\", \"id\":\"666\"}";options["brief"] = "{\"name\":\"手机\", \"id\":\"666\"}";
options["class_id1"] = "1";options["class_id1"] = "1";
options["class_id2"] = "1";options["class_id2"] = "1";

//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result = client.product_add_url(url, options);result = client.product_add_url(url,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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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cont_sig

n
是 string

上传图片的签名信息，请务必保存至本地，以便后续用作批量删除、查询某张图是否已经入过库

等用途

商品图片搜索—入库 返回示例商品图片搜索—入库 返回示例

入库之后的图片，可在控制台的图库管理后台进行可视化管理，支持预览大图、更新摘要、更新分类信息、删除图片，入口

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管理图库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管理图库，注：大批量更新摘要或分类、删除图片请调用API。

同时，图库管理后台支持在线测试检索效果，点击右上角搜索框边上的“相机”标识，可以上传图片，测试检索效果。

商品图片搜索—检索

完成入库后，可使用该接口实现商品检索。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class_id1、class_id2）进行检索，返回结果支持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class_id1、class_id2）进行检索，返回结果支持

翻页（具体变量pn、rn）。翻页（具体变量pn、rn）。

注意：

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返回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请调用入库接口时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等

信息。

{{

    "log_id": 2263663554,    "log_id": 2263663554,
    "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    "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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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接口默认返回TOP 300的结果，如果图库里不满300张图片，会返回所有图片，请入库足量图片以便充分测试效果。

原则上任何2张图片都有相似度，只不过分值有高低，应用时可结合接口返回的相关性分数score（取值范围0-1，越接近1代

表相似度越高）进行筛选，如选取score大于某个值的结果进行应用。

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image; aip::get_file_content("/assets/sample.jpg", &image);

// 调用商品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result = client.product_search(image, aip::null);

// 如果有可选参数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 options["class_id1"] = "1"; options["class_id2"] = "1";

options["pn"] = "100"; options["rn"] = "250";

//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result = client.product_search(image, options);

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商品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result = client.product_search_url(url, aip::null);

// 如果有可选参数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 options["class_id1"] = "1"; options["class_id2"] = "1";

options["pn"] = "100"; options["rn"] = "250";

//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result = client.product_search_url(url, options);

商品图片搜索—检索 请求参数详情商品图片搜索—检索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d::stri

ng

图片数据的二进制字符串，可以使用aip::get_file_content函数获取。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

高

url 否
std::stri

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30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和和

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

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

上传

class_i

d1
否

std::stri

ng
商品分类维度1，支持1-60范围内的整数。检索时可圈定该分类维度进行检索

class_i

d2
否

std::stri

ng
商品分类维度2，支持1-60范围内的整数。检索时可圈定该分类维度进行检索

tag_logi

c
否

std::stri

ng
检索时tag之间的逻辑， 0：逻辑and，1：逻辑or

pn 否
std::stri

ng

分页功能，起始位置，例：0。未指定分页时，默认返回前300个结果；接口返回数量最大限制

1000条，例如：起始位置为900，截取条数500条，接口也只返回第900 - 1000条的结果，共计

100条

rn 否
std::stri

ng
分页功能，截取条数，例：250

商品图片搜索—检索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商品图片搜索—检索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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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result_num 是 uint32 检索结果数

result 是 object[] 结果数组

+cont_sign 是 string 图片签名，可以用来删除图片或定位问题

+score 是 float 图片相关性，0-1

+brief 是 string add是添加的brief信息

has_more 是 bool 是否还有下一页，返回值：true、false；如果不分页，不用关注该字段

商品检索—检索 返回示例商品检索—检索 返回示例

商品图片搜索—更新

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class_id1/class_id2）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class_id1/class_id2）

{{
    "result_num": 1,    "result_num": 1,
    "result": [    "result": [
        {        {
            "score": 0.97976700290421,            "score": 0.97976700290421,
            "brief": "./data/mobile.jpg",            "brief": "./data/mobile.jpg",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        }
    ],    ],
    "log_id": 1968648150    "log_id": 1968648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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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图片搜索—更新 请求参数详情商品图片搜索—更新 请求参数详情

Json::Value result;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image;std::string image;
aip::get_file_content("/assets/sample.jpg", &image);aip::get_file_content("/assets/sample.jpg", &image);

// 调用商品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调用商品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result = client.product_update(image, aip::null);result = client.product_update(image, aip::null);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
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options["class_id1"] = "1";options["class_id1"] = "1";
options["class_id2"] = "1";options["class_id2"] = "1";

//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result = client.product_update(image, options);result = client.product_update(image, options);

Json::Value result;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std::string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商品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商品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result = client.product_update_url(url, aip::null);result = client.product_update_url(url, aip::null);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
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options["class_id1"] = "1";options["class_id1"] = "1";
options["class_id2"] = "1";options["class_id2"] = "1";

//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result = client.product_update_url(url, options);result = client.product_update_url(url, options);

Json::Value result;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cont_sign = "8cnn32frvrr2cd901";std::string cont_sign = "8cnn32frvrr2cd901";

// 调用商品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调用商品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result = client.product_update_cont_sign(cont_sign, aip::null);result = client.product_update_cont_sign(cont_sign, aip::null);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
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options["class_id1"] = "1";options["class_id1"] = "1";
options["class_id2"] = "1";options["class_id2"] = "1";

//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result = client.product_update_cont_sign(cont_sign, options);result = client.product_update_cont_sign(cont_sign,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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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d::stri

ng

图片数据的二进制字符串，可以使用aip::get_file_content函数获取。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优先

级：image > url > cont_sign级：image > url > cont_sign

url 否
std::stri

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30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和和

image、cont_sign三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image、cont_sign三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

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

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cont_si

gn
否

std::stri

ng

图片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优先级最低），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image、url，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image、url，

最多支持1000个cont_sign列表，最多支持1000个cont_sign列表，样

例："932301884,1068006219;316336521,553141152;2491030726,1352091083"

brief 否
std::stri

ng
更新的摘要信息，最长256B。样例：{"name":"周杰伦", "id":"666"}

class_i

d1
否

std::stri

ng
更新的商品分类1，支持1-60范围内的整数。

class_i

d2
否

std::stri

ng
更新的商品分类2，支持1-60范围内的整数。

商品图片搜索—更新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商品图片搜索—更新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商品图片搜索—更新 返回示例商品图片搜索—更新 返回示例

商品图片搜索—删除

删除图库中的图片，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传cont_sign参数，勿传image，最多支持1000个cont_sign。

图片删除延时生效，每天数据库定时更新进行物理删除，刚删除时仍然可以在图库中检索到（但图库管理后台是同步清除），图片删除延时生效，每天数据库定时更新进行物理删除，刚删除时仍然可以在图库中检索到（但图库管理后台是同步清除），

请过一段时间再验证，一般最多延时4小时左右请过一段时间再验证，一般最多延时4小时左右。

{{
    "log_id": 2263663554    "log_id": 22636635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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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图片搜索—删除 请求参数详情商品图片搜索—删除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d::stri

ng

图片数据的二进制字符串，可以使用aip::get_file_content函数获取。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优先

级：image > url > cont_sign级：image > url > cont_sign

url 否
std::stri

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30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和和

image、cont_sign三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image、cont_sign三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

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

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cont_si

gn
否

std::stri

ng

图片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优先级最低），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image、url，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image、url，

最多支持1000个cont_sign列表，最多支持1000个cont_sign列表，样

例："932301884,1068006219;316336521,553141152;2491030726,1352091083"

商品图片搜索—删除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商品图片搜索—删除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是否必须是否必须 说明说明 示例示例

log_id number 是 请求标识码，随机数，唯一 507499361

商品图片搜索—删除 返回示例商品图片搜索—删除 返回示例

相同图片搜索

使用说明

在自建库中搜索相同图片，仅返回完全相同或局部相同的图片结果。

典型应用场景：图片去重、图片精确查找，如图片类站点对海量库存图片进行查重过滤

Json::Value result;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image;std::string image;
aip::get_file_content("/assets/sample.jpg", &image);aip::get_file_content("/assets/sample.jpg", &image);

// 调用删除商品，传入参数为图片// 调用删除商品，传入参数为图片
result = client.product_delete_by_image(image, aip::null);result = client.product_delete_by_image(image, aip::null);

Json::Value result;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std::string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删除商品，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删除商品，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result = client.product_delete_by_url(url, aip::null);result = client.product_delete_by_url(url, aip::null);

Json::Value result;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cont_sign = "8cnn32frvrr2cd901";std::string cont_sign = "8cnn32frvrr2cd901";

// 调用删除商品，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 调用删除商品，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
result = client.product_delete_by_sign(cont_sign, aip::null);result = client.product_delete_by_sign(cont_sign, aip::null);

{{
  "log_id": 50488417  "log_id": 504884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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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的图片类型：各种网络图片、实拍图均可；注意检索图和入库的原图要保持场景一致性检索图和入库的原图要保持场景一致性，比如入库的原图为标准的广告

图（无背景干扰），则检索图要尽量避免背景、其他干扰特征，否则模型计算图片的相似度时会有噪声，造成检索结果不准

确。

举个例子：小张入库了5万张海报设计图，都是标准的电子版海报图片，无任何背景干扰；在线下活动时，要根据手机拍摄的

海报图片判断是不是跟图库里的设计图重复了，手机实拍时要避免拍到海报图片之外的物体（如墙上的装饰、参加活动的人等

各种背景元素），同时要拍到海报的全部或者大部分主体内容，不能只拍到一个海报的小角落就去检索，以免影响检索效果。

相同图片搜索包含入库、检索、删除、更新4个子接口；在正式使用之前请在在正式使用之前请在控制台控制台创建应用后，在应用详情页申请建库，建创建应用后，在应用详情页申请建库，建

库成功后方可正常使用入库、检索、删除、更新接口库成功后方可正常使用入库、检索、删除、更新接口。

申请建库时，图库的图片数量上限为50万，避免浪费资源；如果容量不够用，可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扩容如果容量不够用，可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扩容，工作人员会

在1-3个工作日内审批，每次扩容的申请上限也是50万，可以反复申请扩容可以反复申请扩容，原则上图库总量无上限，百万级、千万级、甚至

亿级的图片量都可以做到实时检索，秒级返回检索结果。 

相同图片搜索—入库

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

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同时可提交分类维度信息（具体变量为tags，最多可传入2个tag），方便对图库中的图片

进行管理、分类检索。 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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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图片搜索—入库 请求参数详情相同图片搜索—入库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d::stri

ng

图片数据的二进制字符串，可以使用aip::get_file_content函数获取，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

高高

url 否
std::stri

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

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

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

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

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brief 是
std::stri

ng

检索时原样带回,最长256B。样例：{"name":"周杰伦", "id":"666"} 。请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请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

图，仅返回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调用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图，仅返回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调用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

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

tags 否
std::stri

ng

1 - 65535范围内的整数，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tag间无层级关系。样例："100,11" ；

检索时可圈定分类维度进行检索

相同图片搜索—入库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相同图片搜索—入库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Json::Value result;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image;std::string image;
aip::get_file_content("/assets/sample.jpg", &image);aip::get_file_content("/assets/sample.jpg", &image);

// 调用相同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调用相同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result = client.same_hq_add(image, aip::null);result = client.same_hq_add(image, aip::null);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
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result = client.same_hq_add(image, options);result = client.same_hq_add(image, options);

Json::Value result;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std::string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相同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相同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result = client.same_hq_add_url(url, aip::null);result = client.same_hq_add_url(url, aip::null);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
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result = client.same_hq_add_url(url, options);result = client.same_hq_add_url(url,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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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无实际意义，用于问题定位

cont_sig

n
是 string

入库图片的签名信息，请务必保存至本地，以便后续用作批量删除、查询某张图是否已经入过库

等用途

相同图片搜索—入库 返回示例相同图片搜索—入库 返回示例

入库之后的图片，可在控制台的图库管理后台进行可视化管理，支持预览大图、更新摘要、更新分类信息、删除图片，入口

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管理图库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管理图库，注：大批量更新摘要或分类、删除图片请调用API。

同时，图库管理后台支持在线测试检索效果，点击右上角搜索框边上的“相机”标识，可以上传图片，测试检索效果。

相同图片搜索—检索

完成入库后，可使用该接口实现相同图检索。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tags）进行检索，返回结果支持翻页（具体变

量pn、rn）。

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返回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请调用入库接口时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返回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请调用入库接口时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

url等信息。url等信息。

{{
    "log_id": 2263663554,    "log_id": 2263663554,
    "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    "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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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图片搜索—检索 请求参数详情相同图片搜索—检索 请求参数详情

Json::Value result;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image;std::string image;
aip::get_file_content("/assets/sample.jpg", &image);aip::get_file_content("/assets/sample.jpg", &image);

// 调用相同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调用相同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result = client.same_hq_search(image, aip::null);result = client.same_hq_search(image, aip::null);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options["tag_logic"] = "0";options["tag_logic"] = "0";
options["pn"] = "100";options["pn"] = "100";
options["rn"] = "250";options["rn"] = "250";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result = client.same_hq_search(image, options);result = client.same_hq_search(image, options);

Json::Value result;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std::string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相同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相同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result = client.same_hq_search_url(url, aip::null);result = client.same_hq_search_url(url, aip::null);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options["tag_logic"] = "0";options["tag_logic"] = "0";
options["pn"] = "100";options["pn"] = "100";
options["rn"] = "250";options["rn"] = "250";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result = client.same_hq_search_url(url, options);result = client.same_hq_search_url(url,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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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d::stri

ng

图片数据的二进制字符串，可以使用aip::get_file_content函数获取，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

高高

url 是
std::stri

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 

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

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

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

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tags 否
std::stri

ng

1 - 65535范围内的整数，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样例："100,11" ；检索时可圈定分类

维度进行检索

tag_logi

c
否

std::stri

ng
检索时tag之间的逻辑， 0：逻辑and，1：逻辑or

pn 否
std::stri

ng

分页功能，起始位置，例：0。未指定分页时，默认返回前300个结果；接口返回数量最大限制

1000条，例如：起始位置为900，截取条数500条，接口也只返回第900 - 1000条的结果，共计

100条

rn 否
std::stri

ng
分页功能，截取条数，例：250

相同图片搜索—检索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相同图片搜索—检索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字段字段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result_nu

m
是 uint32 检索结果数

result 是 object[] 结果数组

+cont_sig

n
是 string 图片签名，可以用来删除图片或定位问题

+score 是 float 图片相关性，0-1 ，越接近1代表相关性越高

+brief 是 string
调用入库接口添加的brief信息，为保证该结果有效性，请入库时填写有效可关联至本地图片库的

有效id信息

has_more 是 bool 是否还有下一页，返回值：true、false；如果不分页，不用关注该字段

相同图片搜索—检索 返回示例相同图片搜索—检索 返回示例

相同图片搜索—更新

{{
    "result_num": 1,    "result_num": 1,
    "result": [    "result": [
        {        {
            "score": 0.97976700290421,            "score": 0.97976700290421,
            "brief": "./data/jay1.jpg",            "brief": "./data/jay1.jpg",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        }
    ],    ],
    "log_id": 1968648150    "log_id": 1968648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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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tags）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tags）

相同图片搜索—更新 请求参数详情相同图片搜索—更新 请求参数详情

Json::Value result;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image;std::string image;
aip::get_file_content("/assets/sample.jpg", &image);aip::get_file_content("/assets/sample.jpg", &image);

// 调用相同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调用相同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result = client.same_hq_update(image, aip::null);result = client.same_hq_update(image, aip::null);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
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result = client.same_hq_update(image, options);result = client.same_hq_update(image, options);

Json::Value result;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std::string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相同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相同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result = client.same_hq_update_url(url, aip::null);result = client.same_hq_update_url(url, aip::null);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
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result = client.same_hq_update_url(url, options);result = client.same_hq_update_url(url, options);

Json::Value result;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cont_sign = "8cnn32frvrr2cd901";std::string cont_sign = "8cnn32frvrr2cd901";

// 调用相同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调用相同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result = client.same_hq_update_cont_sign(cont_sign, aip::null);result = client.same_hq_update_cont_sign(cont_sign, aip::null);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
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result = client.same_hq_update_cont_sign(cont_sign, options);result = client.same_hq_update_cont_sign(cont_sign, options);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HTTP-SDK文档

315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d::stri

ng

图片数据的二进制字符串，可以使用aip::get_file_content函数获取。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

级：image > url > cont_sign级：image > url > cont_sign

url 否
std::stri

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由于图

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

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cont_si

gn
否

std::stri

ng

图片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不支持批量传入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不支持批量传入签名，样

例："932301884,10680062193"

brief 否
std::stri

ng
更新的摘要信息，最长256B。样例：{"name":"周杰伦", "id":"666"}

tags 否
std::stri

ng

1 - 65535范围内的整数，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样例："100,11" ；检索时可圈定分类

维度进行检索

相同图片搜索—更新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相同图片搜索—更新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相同图片搜索—更新 返回示例相同图片搜索—更新 返回示例

相同图片搜索—删除

删除图库中的图片，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传cont_sign参数，勿传image、url，最多支持1000个cont_sign。

图片删除延时生效，每天数据库定时更新进行物理删除，刚删除时仍然可以在图库中检索到（但图库管理后台是同步清除），图片删除延时生效，每天数据库定时更新进行物理删除，刚删除时仍然可以在图库中检索到（但图库管理后台是同步清除），

请过一段时间再验证，一般最多延时4小时左右请过一段时间再验证，一般最多延时4小时左右。

{{
    "log_id": 2263663554    "log_id": 2263663554
}}

Json::Value result;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image;std::string image;
aip::get_file_content("/assets/sample.jpg", &image);aip::get_file_content("/assets/sample.jpg", &image);

// 调用删除相同图，传入参数为图片// 调用删除相同图，传入参数为图片
result = client.same_hq_delete_by_image(image, aip::null);result = client.same_hq_delete_by_image(image, aip::null);

Json::Value result;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std::string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删除相同图，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删除相同图，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result = client.same_hq_delete_by_url(url, aip::null);result = client.same_hq_delete_by_url(url, aip::null);

Json::Value result;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cont_sign = "8cnn32frvrr2cd901";std::string cont_sign = "8cnn32frvrr2cd901";

// 调用删除相同图，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 调用删除相同图，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
result = client.same_hq_delete_by_sign(cont_sign, aip::null);result = client.same_hq_delete_by_sign(cont_sign, aip::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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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图片搜索—删除 请求参数详情相同图片搜索—删除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d::stri

ng

图片数据的二进制字符串，可以使用aip::get_file_content函数获取。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优先

级：image > url > cont_sign级：image > url > cont_sign

url 是
std::stri

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和和

image、cont_sign三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image、cont_sign三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

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

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cont_si

gn
是

std::stri

ng

图片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image、url，最多支持1000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image、url，最多支持1000

个cont_sign列表，个cont_sign列表，样

例："932301884,1068006219;316336521,553141152;2491030726,1352091083"

相同图片搜索—删除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相同图片搜索—删除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是否必须是否必须 说明说明 示例示例

log_id number 是 请求标识码，随机数，唯一 507499361

相同图片搜索—删除 返回示例相同图片搜索—删除 返回示例

相似图片搜索

使用说明

在自建图库中找到与检索图片语义相似的图片集，并给出相似度打分（综合图片类型、颜色、内容、布局等特征）

典型应用场景：找相似的图片集合（返回的结果包含相同的图片），各种设计素材、美术作品、UGC内容等

适用的图片类型：各种网络图片、实拍图均可；注意检索图和入库的原图要尽量保持场景一致性检索图和入库的原图要尽量保持场景一致性，比如入库的原图为标准的

广告图（无背景干扰），则检索图要尽量避免背景、其他干扰特征，否则模型计算图片的相似度时会有噪声，造成检索结果

不准确。

相似图片搜索包含入库、检索、删除、更新4个子接口；在正式使用之前请在在正式使用之前请在控制台控制台创建应用后，在应用详情页申请建库，建创建应用后，在应用详情页申请建库，建

库成功后方可正常使用入库、检索、删除、更新接口。库成功后方可正常使用入库、检索、删除、更新接口。

{{
  "log_id": 50488417  "log_id": 504884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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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建库时，图库的图片数量上限为50万，避免浪费资源；如果容量不够用，可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扩容如果容量不够用，可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扩容，工作人员会

在1-3个工作日内审批，每次扩容的申请上限也是50万，可以反复申请扩容可以反复申请扩容，原则上图库总量无上限，百万级、千万级、甚至

亿级的图片量都可以做到实时检索，秒级返回检索结果。 

相似图片搜索—入库

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

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同时可提交分类维度信息（具体变量为tags，最多可传入2个tag），方便对图库中的图片

进行管理、分类检索。

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提示错误。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提示错误。

Json::Value result;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image;std::string image;
aip::get_file_content("/assets/sample.jpg", &image);aip::get_file_content("/assets/sample.jpg", &image);

// 调用相似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调用相似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result = client.similar_add(image, aip::null);result = client.similar_add(image, aip::null);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
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result = client.similar_add(image, options);result = client.similar_add(image, options);

Json::Value result;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std::string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相似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相似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result = client.similar_add_url(url, aip::null);result = client.similar_add_url(url, aip::null);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
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result = client.similar_add_url(url, options);result = client.similar_add_url(url,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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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图片搜索—入库 请求参数详情相似图片搜索—入库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d::stri

ng

图片数据的二进制字符串，可以使用aip::get_file_content函数获取。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

高

url 否
std::stri

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

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brief 是
std::stri

ng

检索时原样带回,最长256B。样例：{"name":"周杰伦", "id":"666"} 。请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请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

图，仅返回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调用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图，仅返回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调用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

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

tags 否
std::stri

ng

1 - 65535范围内的整数，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2个tag无层级关系，检索时支持逻辑运

算。样例："100,11" ；检索时可圈定分类维度进行检索

相似图片搜索—入库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相似图片搜索—入库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字段字段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cont_sig

n
是 string

上传图片的签名信息，请务必保存至本地，以便后续用作批量删除、查询某张图是否已经入过库

等用途

相似图检索—入库 返回示例相似图检索—入库 返回示例

入库之后的图片，可在控制台的图库管理后台进行可视化管理，支持预览大图、更新摘要、更新分类信息、删除图片，入口

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管理图库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管理图库，注：大批量更新摘要或分类、删除图片请调用API。

同时，图库管理后台支持在线测试检索效果，点击右上角搜索框边上的“相机”标识，可以上传图片，测试检索效果。

{{
    "log_id": 2263663554,    "log_id": 2263663554,

    "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    "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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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图片搜索—检索

完成入库后，可使用该接口实现相似图检索。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tags）进行检索，返回结果支持翻页（具体变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tags）进行检索，返回结果支持翻页（具体变

量pn、rn）。量pn、rn）。

注意：

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返回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请调用入库接口时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等

信息。

检索接口默认返回TOP 300的结果，如果图库里不满300张图片，会返回所有图片，请入库足量图片以便充分测试效果。

原则上任何2张图片都有相似度，只不过分值有高低，应用时可结合接口返回的相关性分数score（取值范围0-1，越接近1代

表相似度越高）进行筛选，如选取score大于某个值的结果进行应用。

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image; aip::get_file_content("/assets/sample.jpg", &image);

// 调用相似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result = client.similar_search(image, aip::null);

// 如果有可选参数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 options["tags"] = "100,11"; options["tag_logic"] = "0";

options["pn"] = "100"; options["rn"] = "250";

//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result = client.similar_search(image, options);

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相似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result = client.similar_search_url(url, aip::null);

// 如果有可选参数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 options["tags"] = "100,11"; options["tag_logic"] = "0";

options["pn"] = "100"; options["rn"] = "250";

//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result = client.similar_search_url(url, options);

相似图片搜索—检索 请求参数详情相似图片搜索—检索 请求参数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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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d::stri

ng

图片数据的二进制字符串，可以使用aip::get_file_content函数获取。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

高

url 否
std::stri

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和和

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 ，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

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

后上传

tags 否
std::stri

ng

1 - 65535范围内的整数，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样例："100,11" ；检索时可圈定分类

维度进行检索

tag_logi

c
否

std::stri

ng
检索时tag之间的逻辑， 0：逻辑and，1：逻辑or

pn 否
std::stri

ng

分页功能，起始位置，例：0。未指定分页时，默认返回前300个结果；接口返回数量最大限制

1000条，例如：起始位置为900，截取条数500条，接口也只返回第900 - 1000条的结果，共计

100条

rn 否
std::stri

ng
分页功能，截取条数，例：250

相似图片搜索—检索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相似图片搜索—检索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result_num 是 uint32 检索结果数

result 是 object[] 结果数组

+cont_sign 是 string 图片签名，可以用来删除图片或定位问题

+score 是 float 图片相关性，0-1

+brief 是 string 入库时添加的brief信息

has_more 是 bool 是否还有下一页，返回值：true、false；如果不分页，不用关注该字段

相似图片搜索—检索 返回示例相似图片搜索—检索 返回示例

相似图片搜索—更新

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tags）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tags）

{{
    "result_num": 1,    "result_num": 1,
    "result": [    "result": [
        {        {
            "score": 0.97976700290421,            "score": 0.97976700290421,
            "brief": "./data/jay1.jpg",            "brief": "./data/jay1.jpg",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
        }        }
    ],    ],
    "log_id": 1968648150    "log_id": 1968648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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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图片搜索—更新 请求参数详情相似图片搜索—更新 请求参数详情

Json::Value result;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image;std::string image;
aip::get_file_content("/assets/sample.jpg", &image);aip::get_file_content("/assets/sample.jpg", &image);

// 调用相似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调用相似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result = client.similar_update(image, aip::null);result = client.similar_update(image, aip::null);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
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result = client.similar_update(image, options);result = client.similar_update(image, options);

Json::Value result;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std::string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相似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相似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result = client.similar_update_url(url, aip::null);result = client.similar_update_url(url, aip::null);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
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result = client.similar_update_url(url, options);result = client.similar_update_url(url, options);

Json::Value result;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cont_sign = "8cnn32frvrr2cd901";std::string cont_sign = "8cnn32frvrr2cd901";

// 调用相似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调用相似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result = client.similar_update_cont_sign(cont_sign, aip::null);result = client.similar_update_cont_sign(cont_sign, aip::null);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
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options["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带参数调用相似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result = client.similar_update_cont_sign(cont_sign, options);result = client.similar_update_cont_sign(cont_sign,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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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d::stri

ng

图片数据的二进制字符串，可以使用aip::get_file_content函数获取。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

级：image > url > cont_sign

url 否
std::stri

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和和

image、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image、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

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URL、

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cont_si

gn
否

std::stri

ng

图片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不支持批量传入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不支持批量传入签名，样

例："932301884,10680062193"

brief 否
std::stri

ng
更新的摘要信息，最长256B。样例：{"name":"周杰伦", "id":"666"}

tags 否
std::stri

ng

1 - 65535范围内的整数，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样例："100,11" ；检索时可圈定分类

维度进行检索

相似图片搜索—更新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相似图片搜索—更新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相似图片搜索—更新 返回示例相似图片搜索—更新 返回示例

相似图片搜索—删除

删除图库中的图片，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传cont_sign参数，勿传image，最多支持1000个cont_sign。

图片删除延时生效，每天数据库定时更新进行物理删除，刚删除时仍然可以在图库中检索到（但图库管理后台是同步清除），图片删除延时生效，每天数据库定时更新进行物理删除，刚删除时仍然可以在图库中检索到（但图库管理后台是同步清除），

请过一段时间再验证，一般最多延时4小时左右请过一段时间再验证，一般最多延时4小时左右。

{{
    "log_id": 2263663554    "log_id": 22636635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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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图片搜索—删除 请求参数详情相似图片搜索—删除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d::stri

ng

图片数据的二进制字符串，可以使用aip::get_file_content函数获取。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优先

级：image > url > cont_sign级：image > url > cont_sign

url 否
std::stri

ng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

至少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

cont_si

gn
否

std::stri

ng

图片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image、url，最多支持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image、url，最多支持

1000个cont_sign列表，1000个cont_sign列表，样

例："932301884,1068006219;316336521,553141152;2491030726,1352091083"

相似图片搜索—删除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相似图片搜索—删除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是否必须是否必须 说明说明 示例示例

log_id number 是 请求标识码，随机数，唯一 507499361

相似图片搜索—删除 返回示例相似图片搜索—删除 返回示例

绘本图片搜索

使用说明

可在自建图库中找到与检索图相同的绘本图片、儿童书本教材。支持用局部绘本页，找到内容相同的大图；可用于绘本、图绘本、图

书、教材的精确查找、重复图片过滤书、教材的精确查找、重复图片过滤等场景。

典型应用场景：进行儿童绘本、教材书本的“拍照搜书拍照搜书”，儿童通过学习机、pad等设备拍摄绘本、书本的照片，在学习库中

自动检索出对应的封面或者书页，实现绘本跟读、教材讲解等功能

适用的图片类型：各种网络图片、实拍图均可

Json::Value result;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image;std::string image;
aip::get_file_content("/assets/sample.jpg", &image);aip::get_file_content("/assets/sample.jpg", &image);

// 调用删除相似图，传入参数为图片// 调用删除相似图，传入参数为图片
result = client.similar_delete_by_image(image, aip::null);result = client.similar_delete_by_image(image, aip::null);

Json::Value result;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std::string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删除相似图，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删除相似图，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result = client.similar_delete_by_url(url, aip::null);result = client.similar_delete_by_url(url, aip::null);

Json::Value result;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cont_sign = "8cnn32frvrr2cd901";std::string cont_sign = "8cnn32frvrr2cd901";

// 调用删除相似图，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 调用删除相似图，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
result = client.similar_delete_by_sign(cont_sign, aip::null);result = client.similar_delete_by_sign(cont_sign, aip::null);

{{
  "log_id": 50488417  "log_id": 504884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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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图片搜索包含入库、检索、删除、更新4个子接口；在正式使用之前请在在正式使用之前请在控制台控制台创建应用后，在应用详情页申请建库，建创建应用后，在应用详情页申请建库，建

库成功后方可正常使用入库、检索、删除、更新接口库成功后方可正常使用入库、检索、删除、更新接口。

申请建库时，图库的图片数量上限为50万，避免浪费资源；如果容量不够用，可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扩容如果容量不够用，可在控制台-应用详情页 申请扩容，工作人员会

在1-3个工作日内审批，每次扩容的申请上限也是50万，可以反复申请扩容可以反复申请扩容，原则上图库总量无上限，百万级、千万级、甚至

亿级的图片量都可以做到实时检索，秒级返回检索结果。

绘本图片搜索—入库

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该接口实现单张图片入库，入库时需要同步提交图片及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摘要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具体可传入图片在本

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同时可提交分类维度信息（具体变量为tags，最多可传入2个tag），方便对图库中的图片地标记id、图片url、图片名称等）；同时可提交分类维度信息（具体变量为tags，最多可传入2个tag），方便对图库中的图片

进行管理、分类检索。进行管理、分类检索。

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提示错误。注：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提示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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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

如 ；最短边至少1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长宽比在1：

10-10：1之间。支持jpg/png/bmp格式。重复添加完全相同的图片会返回错误，提示不能

重复入库。

url 否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

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

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brief 是 string -

检索时原样带回,最长256B。样例：{"name":"周杰伦", "id":"666"} 。请注意，检索接口请注意，检索接口

不返回原图，仅返回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调用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写不返回原图，仅返回入库时填写的brief信息，所以调用入库接口时，brief信息请尽量填写

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图片名称等信息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

范围内

的整数

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2个tag无层级关系，检索时支持逻辑运算。样

例："100,11" ；检索时可圈定分类维度进行检索检索时可圈定分类维度进行检索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Json    Json::::Value resultValue result;;

    std    std::::string imagestring image;;
    aip    aip::::get_file_contentget_file_content(("/assets/sample.jpg""/assets/sample.jpg",,  &&imageimage));;

        // 调用商品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调用商品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result     result == client client..picturebook_addpicturebook_add((imageimage,, aip aip::::nullnull));;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std    std::::mapmap<<stdstd::::stringstring,, std std::::stringstring>> options options;;
    options    options[["brief""brief"]]  ==  "{\"name\":\"手机\", \"id\":\"666\"}""{\"name\":\"手机\", \"id\":\"666\"}";;

        //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result     result == client client..picturebook_addpicturebook_add((imageimage,, options options));;

    Json    Json::::Value resultValue result;;

    std    std::::string url string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商品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商品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result     result == client client..picturebook_add_urlpicturebook_add_url((urlurl,, aip aip::::nullnull));;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std    std::::mapmap<<stdstd::::stringstring,, std std::::stringstring>> options options;;
    options    options[["brief""brief"]]  ==  "{\"name\":\"手机\", \"id\":\"666\"}""{\"name\":\"手机\", \"id\":\"666\"}";;
    options    options[["tags""tags"]]  ==  "1""1";;

        //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result     result == client client..picturebook_add_urlpicturebook_add_url((urlurl,, options options));;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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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无实际意义，用于问题定位

cont_sig

n
是 string

入库图片的签名信息，请务必保存至本地请务必保存至本地，以便后续用作批量删除、查询某张图是否已经入过库

等用途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绘本图片搜索—检索

完成入库后，可使用该接口实现绘本图检索。支持传入指定分类维度（具体变量tags）进行检索，返回结果支持翻页（具体变

量pn、rn）。

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反馈当前填写的brief信息，请调用入库接口时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注意：检索接口不返回原图，仅反馈当前填写的brief信息，请调用入库接口时尽量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库的图片id或者图片url

等信息等信息。

请求图片需经过 ：图片的base64编码指将一副图片数据编码成一串字符串，使用该字符串代替图像地址。您可以

首先得到图片的二进制，然后用Base64格式编码即可。

注意注意：图片的base64编码是不包含图片头的，如

{{
        "log_id""log_id"::  22636635542263663554,,
        "cont_sign""cont_sign"::  "4261577168,501945506""4261577168,501945506"
}}

base64编码base64编码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Json  Json::::Value resultValue result;;

    std    std::::string imagestring image;;
    aip    aip::::get_file_contentget_file_content(("/assets/sample.jpg""/assets/sample.jpg",,  &&imageimage));;

        // 调用商品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调用商品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result     result == client client..picturebook_searchpicturebook_search((imageimage,, aip aip::::nullnull));;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std    std::::mapmap<<stdstd::::stringstring,, std std::::stringstring>> options options;;
    options    options[["tags""tags"]]  ==  "100,11""100,11""";;
    options    options[["pn""pn"]]  ==  "100""100";;
    options    options[["rn""rn"]]  ==  "250""250";;

        // 带参数调用绘本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带参数调用绘本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result     result == client client..picturebook_searchpicturebook_search((imageimage,, options options));;

    Json    Json::::Value resultValue result;;

    std    std::::string url string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绘本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绘本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result     result == client client..picturebook_search_urlpicturebook_search_url((urlurl,, aip aip::::nullnull));;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std    std::::mapmap<<stdstd::::stringstring,, std std::::stringstring>> options options;;
    options    options[["pn""pn"]]  ==  "100""100";;
    options    options[["rn""rn"]]  ==  "250""250";;

        //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result     result == client client..product_search_urlproduct_search_url((urlurl,, options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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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和url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

如 ；最短边至少1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长宽比在1：

10-10：1之间。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否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和image二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

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

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

范围内

的整数

分类维度信息，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可传入2个tag，tag间无层级关系，示

例："100,11"

tag_logi

c
否 string 0,1 检索时tag之间的逻辑， 0：逻辑and，1：逻辑or

pn 否 string

0 - 999

范围内

的整数

分页功能，起始位置，例：0，代表从第1个结果开始。注：未指定分页时，默认返回前注：未指定分页时，默认返回前

300个结果；接口返回数量最大限制1000个，例如：起始位置为900，截取条数500条，300个结果；接口返回数量最大限制1000个，例如：起始位置为900，截取条数500条，

接口也只返回第901 - 1000条的结果，共计100条接口也只返回第901 - 1000条的结果，共计100条

rn 否 string

1 -

1000范

围内的

整数

分页功能，截取条数，例：250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无实际含义，用于问题定位

result_nu

m
是 uint32 检索结果数

result 是 object[] 结果数组

+cont_sig

n
是 string 入库图片签名，可以用来删除图片或定位问题

+score 是 float 图片相关性，取值范围0-1，越接近1表示越相关

+brief 是 string
调用入库add接口时添加的brief信息，为保证该结果有效性，请入库时填写可关联至本地图片库

的有效id信息

has_more 是 bool 是否还有下一页，返回值：true、false；如果不分页，不用关注该字段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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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图片搜索—更新

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tags）更新图库中图片的摘要和分类信息（具体变量为brief、tags）

{{
        "result_num""result_num"::  11,,
        "result""result"::  [[
                {{
                        "score""score"::  0.979767002904210.97976700290421,,
                        "brief""brief"::  "./data/jay1.jpg""./data/jay1.jpg",,
                        "cont_sign""cont_sign"::  "475124309,1080176642""475124309,1080176642"
                }}
        ]],,
  "has_more""has_more"::  "false""false",,
        "log_id""log_id"::  19686481501968648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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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Json    Json::::Value resultValue result;;

    std    std::::string imagestring image;;

    aip    aip::::get_file_contentget_file_content(("/assets/sample.jpg""/assets/sample.jpg",,  &&imageimage));;

        // 调用商品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调用商品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result     result == client client..picturebook_updatepicturebook_update((imageimage,, aip aip::::nullnull));;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std    std::::mapmap<<stdstd::::stringstring,, std std::::stringstring>> options options;;
    options    options[["brief""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name\":\"周杰伦\", \"id\":\"666\"}";;

    options    options[["tags""tags"]]  ==  "100,11""100,11""";;

        // 带参数调用绘本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带参数调用绘本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result     result == client client..picturebook_updatepicturebook_update((imageimage,, options options));;

    Json    Json::::Value resultValue result;;

    std    std::::string url string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http//www.x.com/sample.jpg";;

        // 带参数调用绘本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带参数调用绘本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result     result == client client..picturebook_update_urlpicturebook_update_url((urlurl,, aip aip::::nullnull));;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std    std::::mapmap<<stdstd::::stringstring,, std std::::stringstring>> options options;;

    options    options[["brief""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name\":\"周杰伦\", \"id\":\"666\"}";;
     options     options[["tags""tags"]]  ==  "100,11""100,11""";;

        //带参数调用绘本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带参数调用绘本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result     result == client client..picturebook_update_urlpicturebook_update_url((urlurl,, options options));;

    Json    Json::::Value resultValue result;;

    std    std::::string cont_sign string cont_sign ==  "8cnn32frvrr2cd901""8cnn32frvrr2cd901";;

        // 带参数调用绘本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带参数调用绘本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result     result == client client..picturebook_update_cont_signpicturebook_update_cont_sign((cont_signcont_sign,, aip aip::::nullnull));;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std    std::::mapmap<<stdstd::::stringstring,, std std::::stringstring>> options options;;

    options    options[["brief""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name\":\"周杰伦\", \"id\":\"666\"}";;

    options    options[["tags""tags"]]  ==  "100,11""100,11""";;

        //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带参数调用商品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result     result == client client..picturebook_update_cont_signpicturebook_update_cont_sign((cont_signcont_sign,, options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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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ring -

图片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注意要去掉图片头部，

如 ，最短边至少1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长宽比在1：

10-10：1之间。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否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 ，由于图床的

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

到上述情况时请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cont_si

gn
否 string -

图片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不支持批量传入签和image、url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不支持批量传入签

名名，样例："932301884,10680062193"

brief 否 string - 更新的摘要信息，最长256B。样例：{"name":"周杰伦", "id":"666"}

tags 否 string

1 -

65535

范围内

的整数

更新的分类信息，tag间以逗号分隔，最多2个tag。样例："100,11"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绘本图片搜索—删除

删除图库中的图片，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传cont_sign参数，勿传image、url，最多支持100个cont_sign。

图片删除延时生效，每天数据库定时更新进行物理删除，刚删除时仍然可以在图库中检索到（但图库管理后台是同步清除），图片删除延时生效，每天数据库定时更新进行物理删除，刚删除时仍然可以在图库中检索到（但图库管理后台是同步清除），

请过一段时间再验证，一般最多延时4小时左右请过一段时间再验证，一般最多延时4小时左右。

请求图片需经过 ：图片的base64编码指将一副图片数据编码成一串字符串，使用该字符串代替图像地址。您可以

首先得到图片的二进制，然后用Base64格式编码即可。

注意注意：图片的base64编码是不包含图片头的，如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
        "log_id""log_id"::  22636635542263663554
}}

base64编码base64编码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HTTP-SDK文档

331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否 string -

图片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

4M，（和url、cont_sign三选一，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优先级：image > url > cont_sign），注意要去掉图片头注意要去掉图片头

部部，如 。最短边至少150px，最长边最大4096px，长宽比在

1：10-10：1之间。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否 string -

图片URL，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和image、cont_sign三选一，image优先级更高，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

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或者图片下载超时，遇到上述情况时请

更换图片URL、或者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cont_si

gn
否 string -

图片签名（和image、url三选一），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image、url，最多支持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时请勿传image、url，最多

支持100个cont_sign列表，支持100个cont_sign列表，样

例："932301884,1068006219;316336521,553141152;2491030726,1352091083"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uint64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面料图片搜索

面料图片搜索

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Json    Json::::Value resultValue result;;

    std    std::::string imagestring image;;
    aip    aip::::get_file_contentget_file_content(("/assets/sample.jpg""/assets/sample.jpg",,  &&imageimage));;

        // 调用删除绘本图片，传入参数为图片// 调用删除绘本图片，传入参数为图片
    result     result == client client..picturebook_deletepicturebook_delete((imageimage,, aip aip::::nullnull));;

    Json    Json::::Value resultValue result;;

    std    std::::string url string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删除绘本图片，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删除绘本图片，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result     result == client client..picturebook_delete_urlpicturebook_delete_url((urlurl,, aip aip::::nullnull));;

    Json    Json::::Value resultValue result;;

    std    std::::string cont_sign string cont_sign ==  "8cnn32frvrr2cd901""8cnn32frvrr2cd901";;

        // 调用删除绘本图片，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 调用删除绘本图片，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

    result     result == client client..picturebook_delete_cont_signpicturebook_delete_cont_sign((cont_signcont_sign,, aip aip::::nullnull));;

（data:image/jpg;base64,）（data:image/jpg;base64,）

{{
    "log_id""log_id"::  50488417504884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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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K 调用示例SDK 调用示例

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可参考API文档：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SDK 调用示例SDK 调用示例

Json::Value result;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image;std::string image;
aip::get_file_content("/assets/sample.jpg", &image);aip::get_file_content("/assets/sample.jpg", &image);
std::string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std::string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result = client.materiel_add(image, brief, aip::null);result = client.materiel_add(image, brief, aip::null);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result = client.materiel_add(image, brief, options);result = client.materiel_add(image, brief, options);

Json::Value result;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std::string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result = client.materiel_add_url(url, brief, aip::null);result = client.materiel_add_url(url, brief, aip::null);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入库,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result = client.materiel_add_url(url, brief, options);result = client.materiel_add_url(url, brief,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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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可参考API文档：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SDK 调用示例SDK 调用示例

Json::Value result;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image;std::string image;
aip::get_file_content("/assets/sample.jpg", &image);aip::get_file_content("/assets/sample.jpg", &image);

//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result = client.materiel_search(image, aip::null);result = client.materiel_search(image, aip::null);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options["tag_logic"] = "0";options["tag_logic"] = "0";
options["pn"] = "100";options["pn"] = "100";
options["rn"] = "250";options["rn"] = "250";

//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result = client.materiel_search(image, options);result = client.materiel_search(image, options);

Json::Value result;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std::string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result = client.materiel_search_url(url, aip::null);result = client.materiel_search_url(url, aip::null);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options["tag_logic"] = "0";options["tag_logic"] = "0";
options["pn"] = "100";options["pn"] = "100";
options["rn"] = "250";options["rn"] = "250";

//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检索,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result = client.materiel_search_url(url, options);result = client.materiel_search_url(url,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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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可参考API文档：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面料图片搜索—删除

SDK 调用示例SDK 调用示例

Json::Value result;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image;std::string image;
aip::get_file_content("/assets/sample.jpg", &image);aip::get_file_content("/assets/sample.jpg", &image);
std::string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std::string brief = "{\"name\":\"周杰伦\", \"id\":\"666\"}";

//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result = client.materiel_update(image, brief, aip::null);result = client.materiel_update(image, brief, aip::null);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本地图片
result = client.materiel_update(image, brief, options);result = client.materiel_update(image, brief, options);

Json::Value result;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std::string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result = client.materiel_update_url(url, brief, aip::null);result = client.materiel_update_url(url, brief, aip::null);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带参数调用面料图片搜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result = client.materiel_update_url(url, brief, options);result = client.materiel_update_url(url, brief, options);

Json::Value result;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cont_sign = "8cnn32frvrr2cd901";std::string cont_sign = "8cnn32frvrr2cd901";

// 调用相同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调用相同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result = client.materiel_update_cont_sign(cont_sign, brief, aip::null);result = client.materiel_update_cont_sign(cont_sign, brief, aip::null);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options;
options["tags"] = "100,11";options["tags"] = "100,11";

//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带参数调用相同图检索—更新, 图片参数为图片签名
result = client.materiel_update_cont_sign(cont_sign, brief, options);result = client.materiel_update_cont_sign(cont_sign, brief,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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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可参考API文档：面料图片搜索—删除

常见问题

Q：图像搜索怎么收费？Q：图像搜索怎么收费？

A：图像搜索按接口调用量进行计费（入库和检索），存储不单独收费存储不单独收费，入库与检索的计费方式为：预付费次数包或按调用量

后付费，采用分段阶梯定价方式，单次调用的费用在0.01元~0.02元，详细价格方案请参考产品价格文

档：https://cloud.baidu.com/doc/IMAGESEARCH/s/Ck3bczqk2

Q：相同图检索相似图检索有什么区别吗？Q：相同图检索相似图检索有什么区别吗？

A：服务的差别概况如下：

相似图搜索：在自建图库中找到与查询图片语义相似的图片集，并给出相似度打分，相似的图片里包括了相同的图片。主要

应用场景是找相似的图片集合。

相同图搜索：在自建图库中找到与查询图片包含相同主体的图片，仅返回一模一样或局部相同的图片。主要应用场景是图片

去重、图片精确查找。

Q：图像搜索中自建库是存在哪里？Q：图像搜索中自建库是存在哪里？

A：图片库存储在百度服务器上，专有云服务，别人访问不到，有效保障数据安全。

Q：图像搜索可以在百度图片库里帮我找到我想要的图片吗？Q：图像搜索可以在百度图片库里帮我找到我想要的图片吗？

A：图像搜索范围是在您建立的自有图片库中查找目标图片，百度图片的检索结果只是网络信息，不作为检索图库。

Q：公司用了其他的云服务，调用百度的接口时，必须要在百度建库吗？可以直接调其他云服务器上的数据吗？Q：公司用了其他的云服务，调用百度的接口时，必须要在百度建库吗？可以直接调其他云服务器上的数据吗？

A：需要将图片数据上传至平台建库，目前不支持直接调取其他云服务上的数据。因为算法是搭在百度服务器上的，图片入库

时需要进行特征提取。

Q：相似图片搜索和商品搜索在匹配度算法上是不是一样的？我应该用哪个接口呢？Q：相似图片搜索和商品搜索在匹配度算法上是不是一样的？我应该用哪个接口呢？

A：商品搜索与相似图搜索的差别在于，商品搜索针对商品场景做了专门优化，可以找到不同颜色、背景、不同角度的同款商

品，在商品场景下效果更好。

Json::Value result;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image;std::string image;
aip::get_file_content("/assets/sample.jpg", &image);aip::get_file_content("/assets/sample.jpg", &image);

// 调用删除相似图，传入参数为图片// 调用删除相似图，传入参数为图片
result = client.materiel_delete_by_image(image, aip::null);result = client.materiel_delete_by_image(image, aip::null);

Json::Value result;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std::string url = "http//www.x.com/sample.jpg";

// 调用删除相似图，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调用删除相似图，图片参数为远程url图片
result = client.materiel_delete_by_url(url, aip::null);result = client.materiel_delete_by_url(url, aip::null);

Json::Value result;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cont_sign = "8cnn32frvrr2cd901";std::string cont_sign = "8cnn32frvrr2cd901";

// 调用删除相似图，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 调用删除相似图，传入参数为图片签名
result = client.materiel_delete_by_sign(cont_sign, aip::null);result = client.materiel_delete_by_sign(cont_sign, aip::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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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部分特殊商品，如面料、木材、瓷砖等，建议同步对比测试相似图搜索的效果，择优使用。

Q：图像搜索可以保证并发么？Q：图像搜索可以保证并发么？

A：接口在免费状态下默认2个qps的并发，可以在控制台开通付费，开通计费后，qps保证10，价格介绍请参考文

档：https://cloud.baidu.com/doc/IMAGESEARCH/s/Ck3bczqk2 如果10qps仍然不够用，可提交工单联系我们沟通qps购买提

额。

Q：图像搜索上传报错216203，是什么原因？Q：图像搜索上传报错216203，是什么原因？

A：216203错误是：模型提取不到有效的图片特征，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

图片尺寸太小，比如小于300px，甚至200px；或者图片长宽比太大，比如细长的长条图、竖条图。

图片特征过于单一，比如纯色图、只有一根黑色的圆柱体等。

图片中主体太多，比如一张图里有十几双鞋子、或者多只口红啥的，模型不知道应该以哪一个主体为识别目标，就处理不了

了。

商品图片搜索，入库时模型会对图片主体进行判断，如果图片明显不是商品，则提取不到商品特征，进而报错。

Q：图像搜索的图库支持一键清空么？Q：图像搜索的图库支持一键清空么？

A：为了避免误操作的风险，暂不支持直接清空图库，建议：原来的应用和图库搁置；新建个应用、图库，重新入库测试。

Q：图像搜索在管理相似图片的图库时，系统提示，上传图片“建议长宽比3：1 ，其中宽度在4096px和30px之间”，请问如果长Q：图像搜索在管理相似图片的图库时，系统提示，上传图片“建议长宽比3：1 ，其中宽度在4096px和30px之间”，请问如果长

宽比例不是3:1，会是什么情况？宽比例不是3:1，会是什么情况？

A：长宽比3:1只是建议，不是强制要求，图片大小的强制要求是：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50px，最长边最

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

错误信息

错误返回格式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_codeerror_code：错误码。

error_msg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错误码

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4
Open api request limit

reached
集群超限额

14
IAM Certification

failed

IAM鉴权失败，建议用户参照文档自查生成sign的方式是否正确，或换用控制台中ak sk的方

式调用

17
Open api daily

request limit reached
每天流量超限额

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超限额

19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请求总量超限额

100 Invalid parameter 无效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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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Invalid parameter 无效参数

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Access Token失效

111 Access token expired Access token过期

282000 internal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630770006）或工

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216017 not initialized 未建库，请先前往控制台申请建库

216100 invalid param 请求中包含非法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216101 not enough param
缺少必须的参数，请检查参数是否有遗漏。调用接口时会返回具体缺失的参数，如：param

image not exist 代表image参数不存在，请检查调用参数

216102 service not support 请求了不支持的服务，请检查调用的url

216103 param too long 请求中某些参数过长，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216110 appid not exist appid不存在，请重新核对信息是否为后台应用列表中的appid

216200 empty image 图片为空，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216201 image format error
上传的图片格式错误，现阶段我们支持的图片格式为：PNG、JPG、JPEG、BMP，请进行转码

或更换图片

216202 image size error
上传的图片大小错误，现阶段我们支持的图片大小为：base64编码后小于4M，分辨率不高

于4096*4096，请重新上传图片

216203 image size error 上传图片错误，通常情况下为图片base64编码错误，请重新上传图片

216630 recognize error
识别错误，请再次请求，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630770006）或工单联系技

术支持团队。

216631
recognize bank card

error

识别银行卡错误，出现此问题的原因一般为：您上传的图片非银行卡正面，上传了异形卡的

图片或上传的银行卡正品图片不完整

216633 recognize idcard error
识别身份证错误，出现此问题的原因一般为：您上传了非身份证图片或您上传的身份证图片

不完整

216680 item not exist item不在库里

216681 item exist item已经在库里，不能重复入库

216634 detect error
检测错误，请再次请求，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630770006）或工单联系技

术支持团队。

282003
missing parameters:

{参数名}
请求参数缺失

282005
batch  processing

error
处理批量任务时发生部分或全部错误，请根据具体错误码排查

282006
batch task  limit

reached
批量任务处理数量超出限制，请将任务数量减少到10或10以下

282111 url format illegal url格式非法，建议更换图片地址

282112 url download timeout
url下载超时，请检查url对应的图床/图片无法下载或链路状况不好，您可以重新尝试一下，如

果多次尝试后仍不行，建议更换图片地址

282113 url response invalid
URL返回无效参数，一般是图片URL抓图失败，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

图床，部分URL可能抓不到图，请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282114 url size error URL长度超过1024字节或为0

282808
request id: xxxxx not

exist
request id xxxxx 不存在

282809 result type error 返回结果请求错误（不属于excel或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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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809 result type error 返回结果请求错误（不属于excel或json）

282810 image recognize error 图像识别错误

283300 image recognize error 数据格式有误，可以检查base64编码、代码格式等

私有化部署方案

方案介绍

方案简介

图像搜索私有化部署服务，将图像搜索部署至本地服务器或私有云环境，为企业提供高隐私性高隐私性的内网服务，可供局域网内的设

备进行调用，尤其适用于政务、金融、运营商等对数据有隐私性要求、网络环境受限制（例如专网）的业务场景。

相同图片搜索、相似图片搜索、商品图片搜索、绘本图片搜索相同图片搜索、相似图片搜索、商品图片搜索、绘本图片搜索模型均可提供私有化部署包，支持主流CPU/GPU环境及国产化系

统，可一键部署至企业的本地物理机、本地虚拟机及云主机服务器等；支持单机部署、多机部署、集群部署等方式，基于标准

Docker容器化封装，选型灵活，安全可靠。

基于图像搜索模型封装而成的本地化部署方案本地化部署方案，将软件包成功部署在本地服务器上后，启动服务，即可调用与在线API功能几乎

完全相同的接口（参数有少量区别，请参考接口调用接口调用文档）。

方案优势

数据隐私数据隐私：满足无网、弱网、专网等多种网络需求，满足内部数据与公网隔离的私密性需求；

能力全面能力全面：相同图片搜索、相似图片搜索、商品图片搜索、绘本图片搜索，均可支持私有化部署，满足不同业务场景的各类

以图搜图需求；

效果领先效果领先：依托百度深厚的深度学习技术、以及海量数据积累，图像特征提取更优，模型检索准确率更高，效果行业领先；

性能强劲性能强劲：具备高并发、高吞吐、低时延等优势，且算法卓越，检索速度业界领先，毫秒级响应，可应对各种实时性业务需

求；

服务专业服务专业：首次部署可提供远程或上门驻场服务及专家培训，正式购买后一年内提供维保服务和1对1答疑支持。

应用场景

适用于对数据有隐私性要求、网络环境受限制（例如专网）的业务场景，例如：

版权保护版权保护：主要应用于专利版权图片管理，通过以图搜图溯源相关版权图片，实现侵权检测的场景。适用于 专利管理、版

权素材网 等有图片本地管理需求的经营企业；

作业监督作业监督：主要应用于防止盗用冒用历史图片，监督员工工作的场景。适应于 政企、能源电力、线下零售 等存在线下拍照

上传作业流程，且对数据安全性有要求的企业；

保险理赔保险理赔：主要应用于理赔图片信息查重核对，防止上传虚假图片索取赔付的场景。适用于 金融保险、快递物流 等存在数

据隐私要求的企业。

产品功能

相同图片搜索相同图片搜索

在自建图库中找到与检索图相同的图片，支持找到局部内容相同的大图，或适度调整背景和角度的相同图片；可用于图片精确

查找、重复图片过滤等场景。具体调用可参考相同图片搜索接口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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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图片搜索相似图片搜索

在自建图库中找到与检索图片特征相似的图片集，并给出相似度打分（综合图片类型、颜色、内容、布局等特征）；适用于各

种相似图片查找、相关内容推荐场景。具体调用可参考相似图片搜索接口文档

商品图片搜索商品图片搜索

针对商品类图片，专项训练检索模型，在自建图库中搜索相同及相似的商品图片集，可找到不同颜色、背景、角度的同款商

品；适用于电商平台拍照搜同款或相似款商品等场景。具体调用可参考商品图片搜索接口文档

绘本图片搜索绘本图片搜索

针对拍照搜童书等带有文字+图画类图片，专项优化训练算法，支持用局部绘本页面图片，精准检索自建库中对应儿童书本教

材。可应用于儿童绘本、教材书本的“拍照搜书”场景，辅助实现绘本跟读、教材讲解等功能。具体调用可参考绘本图片搜索接

口文档

购买指南

图像搜索私有化部署方案为付费产品，可自用或集成为客户使用，需具备基本的IT能力进行部署使用。

免费测试：提供免费测试，1个月有效期。

正式购买：请联系百度商务经理沟通。

硬件配置

图像搜索的模型需在GPU、CPU上运行，请提前准备好硬件资源，再提交部署包申请。如需购买硬件，可联系百度商务经理。如需购买硬件，可联系百度商务经理。

1、GPU显卡选型建议1、GPU显卡选型建议

序号序号 显卡系列显卡系列 推荐型号推荐型号

1 NVIDIA A系列 A10 A30

2 NVIDIA T系列 T4

3 NVIDIA V系列 V100

2、基础硬件要求2、基础硬件要求

环境类别环境类别 环境需求环境需求

硬件要求
CPU架构：AMD 64/x86_64；内存： >=32G；主板主频>1833mHZ；硬盘：>=512G（应用服务安装目录磁盘空应用服务安装目录磁盘空

间间>100G，/home 磁盘空间>500G）；机器需要在局域网内，且能获取到ip地址

操作系统

（64位）
CentOS 7及以上、Ubuntu 14/16/18、RedHat 7.2、SUSE 12

网络环境 有线局域网，不支持无线网络

服务端口 8120 端口不能被占用（鉴权服务默认端口)，8025/8027(检索服务端口)，8103（底库管理端口）

接入流程

如何接入

1、申请私有化部署包1、申请私有化部署包

提交商务咨询，发起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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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通过后，需按如下关键步骤配合操作：

2、下载获取部署包2、下载获取部署包

联系商务经理获取到部署包的下载链接，需要经过以下步骤，得到可运行的部署包：

通过下载链接下载安装文件到本地

在本地执行命令下载AI部署包

通过下载链接下载安装文件到本地通过下载链接下载安装文件到本地

由于私有化环境下最终进行应用部署的服务器不能连接外网，您需要先选择一台可以联网的电脑或服务器进行鉴权服务安装包

及镜像文件安装包的下载。您可选择Windows、Linux、MacOS操作系统来进行鉴权服务部署包的下载。

下载完成后您可自行将安装包上传到需要进行私有化部署的服务器上。

在本地执行命令下载部署包在本地执行命令下载部署包

下载完成安装文件后，解压后进入original目录执行以下命令获取到部署包。

linux/macos环境：

windows环境：

首先需要下载win-bash，使windows环境可以执行linux脚本。

win-bash的下载地址为： 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win-bash/files/shell-complete/latest/

解压后放在original目录下，目录结构如下图所示

执行bash download.sh执行bash download.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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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执行下载脚本，下载安装包。

得到完整的部署包，包含以下内容：鉴权服务安装包、应用镜像文件安装包以及docker安装包等基础依赖环境。

备注备注：进入original目录后可打开refs.txt文件查看详细的下载内容。

CPU环境部署和GPU环境部署下载后包含的的安装文件有所区别。具体示例如下：

3、安装部署包详见 3、安装部署包详见 部署说明部署说明

授权说明

私有化方案需要对服务器硬件进行授权，您可以在GPU服务器或者普通PC物理机上运行百度提供的硬件指纹提取工具提取硬件

信息(提取成功后会生成一个指纹文件)，然后将指纹文件同步给商务经理，您即可获得模型的授权。

将运行图像搜索模型的服务器与运行授权服务的硬件间建立通信，就能运行起来了。

注：授权服务可以运行在CPU设备上（比如一台固定的PC机），针对这台设备生成license，license文件中包含几个授权，

服务就可以在多少个显卡上运行，只要保证被采集了指纹的硬件不被替换，授权也不受影响（即使替换GPU服务器也不会

受影响）。

授权有效期授权有效期

私有部署包提供2种授权方式：按年授权、永久授权，不同的授权方式价格不同，具体费用信息请联系商务经理沟通。

按年授权：自购买日期生效，到约定的日期后license失效，部署包不可继续使用，如要继续使用，需重新购买新的部署包。

永久授权：自购买日期生效，license永久有效，授权的硬件不替换、损坏，即可一直使用。

注：百度一直保持授权服务的兼容，只要您之前已经购买过模型的授权，那么百度在这个模型上的性能提升后的新版部署包，

都可以自助升级。但如果新增功能，形成了一个新的接口，则需要重新购买。

部署说明

本文档主要介绍私有化软件包的部署流程本文档主要介绍私有化软件包的部署流程。

download.batdownload.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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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硬件：模型需在GPU、CPU上运行，请准备好后再提交部署包申请。

获取部署包：部署包的申请、下载，请参考如何接入。下载好部署包之后，请参考本文档进行安装、部署。

准备服务器

GPU、CPU选型建议、基础硬件要求，请参考硬件配置。如需购买硬件，可联系百度商务。如需购买硬件，可联系百度商务。

安装系统：目前只支持CentOS 7系列及8.0、Ubuntu 14/16/18、RedHat 7.2、SUSE12，系统的安装流程请按照官方介绍进行

安装。

部署指南

部署方案支持以下两种模式，可根据不同业务场景选择适合自身环境的部署方式。

单机一键部署： 将鉴权服务、应用服务部署在一台物理机上的场景。即执行一条命令将鉴权服务、应用服务安装完成。

多机分离部署： 将鉴权服务、应用服务分别部署的场景。首先部署鉴权服务、然后部署应用服务。

鉴权服务部署鉴权服务部署：鉴权服务包含百度发布的服务授权证书，如果不安装鉴权服务，后续的应用服务也将无法启动

应用服务部署应用服务部署：包含Docker等基础环境以及相关技术方向的算法模型，是私有化产品的核心。部署应用服务的前提是部署鉴权

服务，应用服务在运行时会实时请求鉴权服务，需要保障两个服务之间能够顺利通信。

名词解析名词解析：

基线目录：为了方便介绍目录结果，约定私有化部署解压目录为基线目录，路径为/home/private，读者可以自行替换。

License：由百度发布的服务授权证书，只有经过授权的服务器才能成功部署服务，待部署服务器的信息请使用百度提供的

机器指纹采集工具采集指纹后提交给商务经理。

工作目录：/home/baidu为百度服务使用的工作目录。

单机一键部署

1、获取部署包安装文件下载链接，下载部署包。

下载完成的文件示例如下：609859F08F4B4FB782948D669EE3CFE3.tar.gz；

2、执行以下命令解压部署包

3、解压后进入original目录执行bash download.shbash download.sh命令获取全部安装文件，执行脚本后会自动下载以下安装文件：鉴权服务安

装包、应用服务安装包以及docker安装包等基础依赖环境。

4、将带有全部安装文件的original文件夹上传到待部署的服务器中。

tar zxvf 609859F08F4B4FB782948D669EE3CFE3.tar.gztar zxvf 609859F08F4B4FB782948D669EE3CFE3.tar.gz

bash download.shbash download.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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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进入以下文件路径；

6、执行一键部署命令;

7、安装过程中会自动进行环境检查，如果安装进程停住并提示"Environment checking failed! Please fix them before

installation."表明环境检查失败,请先排查失败的环境检查项，再重新执行安装，或者输入continue强制继续安装；

8、安装过程中会提示输入auth server cluster's ip、local server's ipauth server cluster's ip、local server's ip，两个ip地址均输入本机实际网络地址即可。

9、提示安装成功后，可检查服务是否启动

10、如果服务没有启动，可以使用docker ps -a, 查看容器id；

11、鉴权服务默认的http端口为8443，通过netstat -apn | grep 8443可以看端口是否已经被监听鉴权服务默认的http端口为8443，通过netstat -apn | grep 8443可以看端口是否已经被监听

应用服务默认的http端口请参考接口调用文档。

多机分离部署

鉴权服务部署

硬件要求（物理机）硬件要求（物理机）

CPU架构：AMD 64/x86_64

内存：>=32G（推荐，不强制）

硬盘：>=512G （推荐）

网络环境：机器需要在局域网内，且能获取到ip地址

操作系统要求操作系统要求

基于安全的角度，暂时不支持虚拟机部署，包括但不限于Virtual Box、VMware等

支持的Linux发行版列表

Ubuntu: 14、16、18

CentOS：7.0及以上

RedHat：7.2

SUSE 12

Linux内核要求 >=3.10

GLIBC >=2.17

GLIBCXX >=3.4.19

Python 2.7、Python 3.6

cd original/package/Installcd original/package/Install

python install.py inallpython install.py inall

docker ps ;docker p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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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权服务部署流程鉴权服务部署流程

1、获取部署包安装文件下载链接，下载部署包。

下载完成的文件示例如下：609859F08F4B4FB782948D669EE3CFE3.tar.gz；

2、执行以下命令解压部署包

3、解压后进入original目录执行bash download.shbash download.sh命令获取全部安装文件，执行脚本后会自动下载以下安装文件：鉴权服务安

装包、服务安装包以及docker安装包等基础依赖环境。

4、将带有全部安装文件的original文件夹上传到待部署的服务器中。

5、进入以下文件路径；

6、执行以下命令完成鉴权服务的安装。

7、安装过程中会自动进行环境检查，如果安装进程停住并提示"Environment checking failed! Please fix them before

installation."表明环境检查失败,请先排查失败的环境检查项，再重新执行安装，或者输入continue强制继续安装；

8、安装过程中会提示输入auth server cluster's ip、local server's ipauth server cluster's ip、local server's ip，两个ip地址均输入本机实际网络地址即可。

9、提示安装成功后，可检查服务是否启动

10、如果服务没有启动，可以使用docker ps -a, 查看容器id；

11、鉴权服务默认的http端口为8443，通过netstat -apn | grep 8443可以看端口是否已经被监听鉴权服务默认的http端口为8443，通过netstat -apn | grep 8443可以看端口是否已经被监听

应用服务部署

部署环境需求部署环境需求

环境类别环境类别 环境需求环境需求

硬件要求
支持物理机、虚拟机部署方式； CPU架构：AMD 64/x86_64；内存： >=32G；主板主频>1833mHZ；硬

盘:>=512G（应用服务安装目录磁盘空间应用服务安装目录磁盘空间>100G）；机器需要在局域网内，且能获取到ip地址

操作系统

（64位）
CentOS 7及以上、Ubuntu 14/16/18、RedHat7.2 、SUSE 12

网络环境 有线局域网，不支持无线网络

服务端口 请参考接口调用文档

应用服务部署流程应用服务部署流程

单机部署单机部署 

1、获取部署包安装文件下载链接，下载部署包。

tar zxvf 609859F08F4B4FB782948D669EE3CFE3.tar.gztar zxvf 609859F08F4B4FB782948D669EE3CFE3.tar.gz

bash download.shbash download.sh

cd original/package/Install/cd original/package/Install/

python install.py in c-offline-security-serverpython install.py in c-offline-security-server                                                                  

docker ps ;docker p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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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完成的文件示例如下：609859F08F4B4FB782948D669EE3CFE3.tar.gz；

2、执行以下命令解压部署包

3、解压后进入original目录执行bash download.shbash download.sh命令获取全部安装文件，执行脚本后会自动下载以下安装文件：鉴权服务安

装包、服务安装包以及docker安装包等基础依赖环境。

4、将带有全部安装文件的original文件夹上传到待部署的服务器中。

5、进入以下文件路径；

6、查看可用模块，

7、查看已安装模块；

8、安装应用服务（xxx为服务名）；

9、提示安装成功后，可检查服务是否启动

10、如果服务没有启动，可以使用docker ps -a, 查看容器id；

单实例启动后，默认的http端口请参考默认的http端口请参考接口调用接口调用文档文档

11、参考接口调用文档，开始调用接口服务。

多机部署多机部署

多机部署方式即在多台机器上重复单机部署的操作流程。

部署方法参考单机部署方法。

License更新说明

适用于已经完成私有化部署后，进行License延期、License扩容的场景。

License延期：延长私有化部署包使用时间。

License扩容：增加私有化部署的应用实例数，使私有化部署包可在更多的设备上部署。

如何获取更新后的License如何获取更新后的License

1、License延期：联系商务经理提交延期申请，发起License延期获取新的License证书文件。

tar zxvf 609859F08F4B4FB782948D669EE3CFE3.tar.gztar zxvf 609859F08F4B4FB782948D669EE3CFE3.tar.gz

bash download.shbash download.sh

cd original/package/Installcd original/package/Install

python install.py sepython install.py se

python install.py lipython install.py li  

python install.py in xxxpython install.py in xxx

docker ps ；docker p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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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icense扩容：联系商务经理沟通后获取新的License证书文件。

更新流程更新流程

一键部署工具支持对私有化部署包的License证书进行一键更新，一键更新时不需要下载任何包及安装任何模块，请参考以下流

程进行License证书更新。

1、获取到包含License的部署包后，解压缩，进入以下文件路径；

2、执行以下命令完成License更新。

3、操作成功后如下图所示，提示License update successfully即更新完成。

常见问题

1、鉴权服务是做什么用的？1、鉴权服务是做什么用的？ 

鉴权服务是私有化应用服务运行的基础，只有在鉴权服务运行成功后，才能启动应用服务。

2、鉴权服务启动异常，一直处于"wait to be ready"状态2、鉴权服务启动异常，一直处于"wait to be ready"状态

服务日志在解压后目录的/home/baidu/work/c-offline-security-server/log下，提供该目录下的所有日志文件，可以通过日志定

位问题。

跟license文件的签发人确认license的正确性，以及授权文件是否已过期。

3、怎样判断鉴权服务是否运行正常3、怎样判断鉴权服务是否运行正常

确认鉴权服务进程是否运行：ps aux | grep c-offline-security-server

检查鉴权服务是否可访问，如执行下述命令后，有:baidu-rpc 字样的返回，则授权服务启动正常。

4、如何重启鉴权服务？4、如何重启鉴权服务？

停止服务：cd /home/baidu/work/c-offline-security-server/ && bash start/c-offline-security-server-stop.sh

启动服务：cd /home/baidu/work/c-offline-security-server/ && bash start/c-offline-security-server-start.sh

5、出现‘GLIBC_2.14' not found错误？5、出现‘GLIBC_2.14' not found错误？

原因是glibc-2.14没有安装，导致服务启动失败，检查命令：strings /lib64/libc.so.6 |grep GLIBC

6、服务没有连有线局域网，导致鉴权服务失败？6、服务没有连有线局域网，导致鉴权服务失败？

日志关键词” machine auth check failure”，建议使用ifconfig命令请检查网络。

cd original/package/Installcd original/package/Install

python install.py lupython install.py lu

curl (鉴权服务机器ip):8443curl (鉴权服务机器ip):8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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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部署的机器错误7、部署的机器错误

如果提取指纹和安装服务的机器不一致，会导致服务部署失败，参考关键日志” machine auth check failure”

8、机器指纹采集后，服务器ip发生变更，导致授权失败8、机器指纹采集后，服务器ip发生变更，导致授权失败

参考关键日志” machine auth check failure”

9、执行命令 netstat –apn | grep {port}，检测不到8443端口时9、执行命令 netstat –apn | grep {port}，检测不到8443端口时

提供鉴权服务日志，服务日志在解压后目录的/home/baidu/work/c-offline-security-server/log下，提供该目录下的所有日志文

件，可以通过日志定位问题。压缩后发送给百度的技术支持，待技术支持定位问题后，反馈解决方案；

10、安装docker失败时10、安装docker失败时 通过docker info命令查看是否已安装docker，如果未安装成功，检查apt/yum的源配置最近是否操作过

变更，且没有进行环境更新或重启，如果是，请重启服务器再重新进行安装；

11、日志窗口出现nginx install fail关键字或者通过docker ps命令无法看到nginx容器时11、日志窗口出现nginx install fail关键字或者通过docker ps命令无法看到nginx容器时

打开/home/baidu/work/logs/openresty/error.log日志，查看具体的异常信息，如果是端口占用，请关闭服务器上已使用该端

口的进程，然后重试；其他无法解决的问题，请联系技术支持。

接口调用
相似图片搜索

接口格式说明

**变量类型定义***变量类型定义**

类型类型 定义定义

string 普通的字符串，可能会有长度要求，具体参见接口说明中的备注

uint32 整形数字，最大取值为4字节int。自然数

int64 整形数字，最大取值为8字节int。允许负数

json 无论是request还是response中某个字段定义为json，那么它其实是一个json格式的字符串，需要二次解析

list 与字符串的索引一样，列表索引从0开始。列表可以进行截取、根据索引读取

float 浮点型

bytes bytes以字节序列的形式（二进制形式）来存储数据（文本、图片、音频等）

接口调用说明

调用接口的地址示例：[192.168.0.1]:8120/GeneralClassifyService/classify， 示例中的ip[192.168.0.1]需要替换为用户自己

服务器的ip，示例中的端口8120需根据所调用接口进行替换：

特征接口默认端口8120

检索接口默认端口8025

底库管理默认端口8103

一、相似图片搜索-特征接口一、相似图片搜索-特征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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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接口的地址示例：[192.168.0.1]:8120/GeneralClassifyService/classify， 示例中的ip[192.168.0.1]需要替换为用户自己

服务器的ip 

参数说明参数说明 

参数参数 值类型值类型 取值示例取值示例 备注备注

logid uint32 100 后台标记不同请求的日志,每个请求对 应不同logid,logid取值范围为32位无符 号整数。

format string "json" 当值为“json”时，传入参数中img和feature_data为base64编码，建议使用格式

from string "test-python-tom" 必填 方便as确认请求来源

cmdid string "123"

data string [pb base64编码] 上传的后端服务访问输入参数

注：data[pb base64编码]格式如下（重点修改）：（如需使用自定义库，自定义库 APPID 请写死为"same"）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请求关键字请求关键字 参数类型参数类型 参数取值示例参数取值示例 参数说明参数说明

featureids featureids string "" 必填，指定服务输出特征结果

image image string 图像的二进制数据 必选，上传的查询图片

appid appid string "same"

sub_lib sub_lib string "1" 可选，与appid拼接成完整的 appid

请求代码示例请求代码示例

特征服务，一般不开放接口特征服务，一般不开放接口
same_private_example.pysame_private_example.py
##### !/usr/bin/env python##### !/usr/bin/env python
##### coding:utf-8##### coding:utf-8
import osimport os
import os.pathimport os.path
import jsonimport json
import sysimport sys
import urllibimport urllib
import urllib2import urllib2
import base64import base64
from proto import imgfeature_pb2from proto import imgfeature_pb2
import loggingimport logging
import timeimport time
import subprocessimport subprocess
import randomimport random
logger = logging.getLogger()logger = logging.getLogger()

class CalFeatureError(Exception):class CalFeatureError(Exception):
    """when call remote server error"""    """when call remote server error"""
    pass    pass

def calfeature_idlapi_remote(serverurl, imagedata, infos, logid=0):def calfeature_idlapi_remote(serverurl, imagedata, infos, logid=0):
    """ cropmethod will pass to server as alignflag parameter"""    """ cropmethod will pass to server as alignflag parameter"""

    def _createprotobufdata(imagestr, info):    def _createprotobufdata(imagestr, info):
        """create protobuf from image and info"""        """create protobuf from image and info"""
        proto_data = imgfeature_pb2.FeatureRequest()        proto_data = imgfeature_pb2.FeatureRequest()
        proto_data.image = imagestr        proto_data.image = imagestr
        proto_data.query_sign = '0,0'        proto_data.query_sign = '0,0'

        def addinfo(key, value):        def addinfo(key,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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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 addinfo(key, value):        def addinfo(key, value):

            """add info to proto"""            """add info to proto"""
            infoele = proto_data.info.texts.add()            infoele = proto_data.info.texts.add()
            infoele.key = key            infoele.key = key

            infoele.value = value            infoele.value = value

        if info is not None:        if info is not None:
            for key, value in info.iteritems():            for key, value in info.iteritems():

                addinfo(key, value)                addinfo(key, value)
        data = proto_data.SerializeToString()        data = proto_data.SerializeToString()
        return data        return data

    protodata = _createprotobufdata(imagedata, infos)    protodata = _createprotobufdata(imagedata, infos)
    protodata = base64.b64encode(protodata)    protodata = base64.b64encode(protodata)

    req_json = {    req_json = {
        'appid': "123456",        'appid': "123456",
        'logid': logid,        'logid': logid,

        'format': 'json',        'format': 'json',
        'from': 'test-python',        'from': 'test-python',
        'cmdid': '123',        'cmdid': '123',

        'clientip': '0.0.0.0',        'clientip': '0.0.0.0',
        'data': protodata,        'data': protodata,
    }    }

    conn = urllib2.urlopen(serverurl, data=json.dumps(req_json))    conn = urllib2.urlopen(serverurl, data=json.dumps(req_json))
    resultjson = conn.read()    resultjson = conn.read()
    result = json.loads(resultjson)    result = json.loads(resultjson)

    if result['err_no'] != 0:    if result['err_no'] != 0:
        errorinfo = '%s:%s' % (result['err_no'], result['err_msg'])        errorinfo = '%s:%s' % (result['err_no'], result['err_msg'])
        logger.warn('got error from server:%s', errorinfo)        logger.warn('got error from server:%s', errorinfo)

        raise CalFeatureError(errorinfo)        raise CalFeatureError(errorinfo)

    res_data = result['result'].decode('base64')    res_data = result['result'].decode('base64')

    proto_result = imgfeature_pb2.FeatureResponse()    proto_result = imgfeature_pb2.FeatureResponse()
    proto_result.ParseFromString(res_data)    proto_result.ParseFromString(res_data)
    features = {fea.fea_id: fea.fea_data for fea in proto_result.features}    features = {fea.fea_id: fea.fea_data for fea in proto_result.features}

    return features    return features

def calfeature_remote(filename, feaaddr, featureids=''):def calfeature_remote(filename, feaaddr, featureids=''):
    import urllib2    import urllib2

    feaserverurl = 'http://%s/GeneralClassifyService/classify' % (feaaddr)    feaserverurl = 'http://%s/GeneralClassifyService/classify' % (feaaddr)
    param = {"detect": "1", "usedb": "0"}    param = {"detect": "1", "usedb": "0"}
    imagedata = open(filename, 'rb').read()    imagedata = open(filename, 'rb').read()

    start = time.time()    start = time.time()
    features = calfeature_idlapi_remote(feaserverurl, imagedata, params)    features = calfeature_idlapi_remote(feaserverurl, imagedata, params)
    print "time cost: %.2f ms" % ((time.time() - start)*1000)    print "time cost: %.2f ms" % ((time.time() - start)*1000)

    for feaname in features:    for feaname in features:
        print "-------------"*5        print "-------------"*5
        print feaname, features[feaname], len(features[feaname])        print feaname, features[feaname], len(features[feaname])

def main():def main():
    img_path = 'query.jpg'    img_path = 'query.jpg'

    calfeature_remote(img_path,'127.0.0.1:8120','')    calfeature_remote(img_path,'127.0.0.1:8120','')
    pass    pass

if __name__ == '__main__':if __name__ == '__main__':

    if len(sys.argv)>1 :    if len(sys.argv)>1 :
        func = getattr(sys.modules[__name__], sys.argv[1])        func = getattr(sys.modules[__name__], sys.argv[1])
        func(*sys.argv[2:])        func(*sys.argv[2:])

    else:    else:
        print >> sys.stderr,'tools.py command'        print >> sys.stderr,'tools.py com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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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似图片搜索-入库/更新/检索/删除接口二、相似图片搜索-入库/更新/检索/删除接口 调用接口的地址示例：[192.168.0.1]:8025/GeneralClassifyService/classify，

示例中的ip[192.168.0.1]需要替换为用户自己服务器的ip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参数类型参数类型 是否必填是否必填 参数说明参数说明

logid uint64 否 日志号，可不传

format string 否 当值为“json”时，传入参数中img和 feature_data为base64编码，建议使用格式

from string 是 必填 方便as确认请求来源

appid string 是 必填用户名same_1/same_2(上面设置的用户id，id不能带逗号)

image bytes 否
图片二进制，当format为json时，需进 行base64编码。如果请求是传图，as会

通过图片计算contsign值

pn unit32 否 返回结果开始位置，检索search时可用

rn unit32 否 返回结果取多少条，检索search时可用

consign ContSign 否
ContSign {uint32 sign1, uint32 sign2} 。如果同时传了image信息，as会以图片

计算出的contsign值为准。

consign

s

repeated

ContSign
否

删除一组数据时使用，进行删除操作时，以contsigns数据为准，当contsigns中

无数据才会删除contsign对应的数据

feature

s

repeated

FeatureData

入库add、更新

update必填

add时features中必须要传入brief信息 ：

fea_id:1000, 在fea_data中传入当前add的图片的简要说明，search时会返回该参

数）

fea_id:999, 固定传入一个struct，struct值参考示例代码

update时features只需要传入feaid=1000的需要更新的信息即可

入库/更新/检索/删除 请求示例入库/更新/检索/删除 请求示例

same_private_example_add_remove.py:same_private_example_add_remove.py:
##### coding:utf-8##### coding:utf-8
import urllib2import urllib2
import base64import base64
import jsonimport json
import osimport os
import sysimport sys
import loggingimport logging
logger = logging.getLogger()logger = logging.getLogger()

AS_SERVER = 'http://10.255.140.17:8025'AS_SERVER = 'http://10.255.140.17:8025'

ADD_IMG = 'query.jpg'ADD_IMG = 'query.jpg'
APPID='test'  APPID='test'  

def rts_as_add(filename=ADD_IMG, appid=APPID):def rts_as_add(filename=ADD_IMG, appid=APPID):
    params = {    params = {
        "appid": appid,        "appid": appid,
        "format": "json",        "format": "json",
        "from": "from_xx",        "from": "from_xx",
        "logid": 666,        "logid": 666,
        "brief": "brief",        "brief": "brief",
        "image": base64.b64encode(open(filename,'rb').read()),        "image": base64.b64encode(open(filename,'rb').read()),
        "features": [{"fea_id":1000, "fea_data" : base64.b64encode("addtest")}, {"fea_id":999, "fea_data":        "features": [{"fea_id":1000, "fea_data" : base64.b64encode("addtest")}, {"fea_id":999, "fea_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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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atures": [{"fea_id":1000, "fea_data" : base64.b64encode("addtest")}, {"fea_id":999, "fea_data":        "features": [{"fea_id":1000, "fea_data" : base64.b64encode("addtest")}, {"fea_id":999, "fea_data":  
base64.b64encode(struct.pack('II', 0, 4))}]base64.b64encode(struct.pack('II', 0, 4))}]
    }    }
    conn = urllib2.urlopen(AS_SERVER+'/RTSAsService/add', data=json.dumps(params)).read()    conn = urllib2.urlopen(AS_SERVER+'/RTSAsService/add', data=json.dumps(params)).read()
    print conn    print conn

def rts_as_update(filename=IMG, appid=APPID):def rts_as_update(filename=IMG, appid=APPID):
    params = {    params = {
        "appid": appid,        "appid": appid,
        "format": "json",        "format": "json",
        "from": "from_xx",        "from": "from_xx",
        "logid": 666,        "logid": 666,
        "image": base64.b64encode(open(filename,'rb').read()),        "image": base64.b64encode(open(filename,'rb').read()),
        "features": [{"fea_id":1000, "fea_data" : base64.b64encode("addtest")}]        "features": [{"fea_id":1000, "fea_data" : base64.b64encode("addtest")}]
    }    }
    conn = urllib2.urlopen(AS_SERVER+'/RTSAsService/update', data=json.dumps(params)).read()    conn = urllib2.urlopen(AS_SERVER+'/RTSAsService/update', data=json.dumps(params)).read()
    print conn    print conn

def rts_as_search(filename=IMG, appid=APPID):def rts_as_search(filename=IMG, appid=APPID):
    params = {    params = {
        "appid": appid,        "appid": appid,
        "image": base64.b64encode(open(filename,'rb').read()),        "image": base64.b64encode(open(filename,'rb').read()),
        "format": "json",        "format": "json",
        "from": "from_yyy",        "from": "from_yyy",
        "logid": 44,        "logid": 44,
    }    }
    conn = urllib2.urlopen(AS_SERVER+'/RTSAsService/search', data=json.dumps(params)).read()    conn = urllib2.urlopen(AS_SERVER+'/RTSAsService/search', data=json.dumps(params)).read()
    print conn    print conn

def rts_as_delete(contsign, appid=APPID):def rts_as_delete(contsign, appid=APPID):
    sign1, sign2 = map(int,contsign.split(','))    sign1, sign2 = map(int,contsign.split(','))

    params = {    params = {
        "appid": appid,        "appid": appid,
        "format": "json",        "format": "json",
        "from": "from_xx",        "from": "from_xx",
        "logid": 666,        "logid": 666,
        #"image": base64.b64encode(open('1.jpg','rb').read()),        #"image": base64.b64encode(open('1.jpg','rb').read()),
        "contsign" : {'sign1':sign1,"sign2":sign2},        "contsign" : {'sign1':sign1,"sign2":sign2},
    }    }
    conn = urllib2.urlopen(AS_SERVER+'/RTSAsService/remove', data=json.dumps(params)).read()    conn = urllib2.urlopen(AS_SERVER+'/RTSAsService/remove', data=json.dumps(params)).read()
    print conn    print conn

def rts_as_snapshot(appid=APPID):def rts_as_snapshot(appid=APPID):
    params = {    params = {
        "appid": appid,        "appid": appid,
        "from": "from_xx",        "from": "from_xx",
        "logid": 666,        "logid": 666,
    }    }
    conn = urllib2.urlopen(AS_SERVER+'/RTSAsService/snapshot', data=json.dumps(params)).read()    conn = urllib2.urlopen(AS_SERVER+'/RTSAsService/snapshot', data=json.dumps(params)).read()
    print conn;    print conn;

def signup(appid=APPID):def signup(appid=APPID):
    params = {    params = {
        "appid": appid,        "appid": appid,
        "from": "from_xx",        "from": "from_xx",
        "logid": 666,        "logid": 666,
    }    }
    conn = urllib2.urlopen(AS_SERVER+'/RTSAsService/signup', data=json.dumps(params)).read()    conn = urllib2.urlopen(AS_SERVER+'/RTSAsService/signup', data=json.dumps(params)).read()
    print conn;    print conn;

if __name__ == '__main__':if __name__ == '__main__':
    if len(sys.argv) > 1:    if len(sys.argv) > 1:
        func = getattr(sys.modules[__name__], sys.argv[1])        func = getattr(sys.modules[__name__], sys.arg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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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参数类型 参数说明参数说明

err_no int32 错误码，详见下方错误码列表信息

er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详见下方错误码列表信息

data_items
ResultIte

m
search的返回结果

features
FeatureDa

ta
分类检索的返回结果

has_more unit32 除了返回的检索结果外是否还有更多的结果

index_capac

ity
int32

使用snapshot接口（查询用户的基本信息和用户已插入数据量等信息）的返回参数，表示当前数据

库可支持的总容量

index_size int32
使用snapshot接口（查询用户的基本信息和用户已插入数据量等信息）的返回参数，表示已使用容

量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接口接口 正确返回示例正确返回示例 错误返回示例错误返回示例

add入库 {"err_no":0,"err_msg":"OK"}

{"err_no":101,"err_msg":"duplicated

add","data_items":

[{"contsign":

{"sign1":1143248165,"sign2":1517467661},"f

eatures":

[{"fea_id":1000,"fea_data":"eWFoYWhh"}]}]}

update更新 {"err_no":0,"err_msg":"OK"}

search检索

{"err_no":0,"err_msg":"OK","data_items":[{"contsign":

{"sign1":1143248165,"sign2":1517467661},"score":1.00000

01192092896,"features":

[{"fea_id":1000,"fea_data":"dXBkYXRl"}]},{"contsign":

{"sign1":2904947031,"sign2":1496948683},"score":0.33452

537655830386,"features":

[{"fea_id":1000,"fea_data":"dHVkb3UxMTEx"}]}],"has_more":0

}

delete删除 {"err_no":0,"err_msg":"OK"}

snapshot查

询

{"err_no":0,"err_msg":"OK","snapshot":

{"tag":0,"index_size":1,"index_capacity":0,"queue_size":0}}

signup增加注

册用户
"err_no":0,"err_msg":"OK"} {"err_no":0,"err_msg":"OK"}

错误码错误码

        func = getattr(sys.modules[__name__], sys.argv[1])        func = getattr(sys.modules[__name__], sys.argv[1])
        func(*sys.argv[2:])        func(*sys.argv[2:])
    else:    else:
        print >> sys.stderr, 'api.py {rts_as_add,rts_as_search,rts_as_delete}'        print >> sys.stderr, 'api.py {rts_as_add,rts_as_search,rts_as_de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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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1 服务初始化失败

0 ok

1 请求参数不合法

2 feature服务超时

3 bs服务超时

4 meta服务超时

5 无效的feature服务

6 无效的bs服务

7 无效的meta服务

8 提取feature失败

9 请求bs失败

10 获取meta信息失败

11 服务内部错误

12 鉴权失败

99 服务忙

100
由于用户输入原因提取特征失败（1003，1004，1005，101003，216200（空图）216201（解码/图像格式错

误）216202（图像尺寸错误））

101 重复add

102 更新不在table中的数据

103 用户未注册

104 用户已存在

相同图片搜索

接口格式说明

**变量类型定义***变量类型定义**

类型类型 定义定义

string 普通的字符串，可能会有长度要求，具体参见接口说明中的备注

uint32 整形数字，最大取值为4字节int。自然数

int64 整形数字，最大取值为8字节int。允许负数

json 无论是request还是response中某个字段定义为json，那么它其实是一个json格式的字符串，需要二次解析

list 与字符串的索引一样，列表索引从0开始。列表可以进行截取、根据索引读取

float 浮点型

bytes bytes以字节序列的形式（二进制形式）来存储数据（文本、图片、音频等）

接口调用说明

调用接口的地址示例：[192.168.0.1]:8120/GeneralClassifyService/classify， 示例中的ip[192.168.0.1]需要替换为用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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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的ip，示例中的端口8120需根据所调用接口进行替换：

特征接口默认端口8120

检索接口默认端口8025

底库管理默认端口8103

一、相同图片搜索-特征接口一、相同图片搜索-特征接口 调用接口的地址示例：[192.168.0.1]:8120/GeneralClassifyService/classify， 示例中的

ip[192.168.0.1]需要替换为用户自己服务器的ip 

参数说明参数说明

参数参数 值类型值类型 取值示例取值示例 备注备注

logid uint32 100 后台标记不同请求的日志,每个请求对 应不同logid,logid取值范围为32位无符 号整数。

format string "json" 当值为“json”时，传入参数中img和feature_data为base64编码，建议使用格式

from string "test-python-tom" 必填 方便as确认请求来源

cmdid string "123"

data string [pb base64编码] 上传的后端服务访问输入参数

注：data[pb base64编码]格式如下（重点修改）：（如需使用自定义库，自定义库 APPID 请写死为"same"）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请求关键字请求关键字 参数类型参数类型 参数取值示例参数取值示例 参数说明参数说明

featureids featureids string "" 必填，指定服务输出特征结果

image image string 图像的二进制数据 必选，上传的查询图片

appid appid string "same"

sub_lib sub_lib string "1" 可选，与appid拼接成完整的 appid

请求代码示例请求代码示例

特征服务，一般不开放接口特征服务，一般不开放接口
same_private_example.pysame_private_example.py
##### !/usr/bin/env python##### !/usr/bin/env python
##### coding:utf-8##### coding:utf-8
import osimport os
import os.pathimport os.path
import jsonimport json
import sysimport sys
import urllibimport urllib
import urllib2import urllib2
import base64import base64
from proto import imgfeature_pb2from proto import imgfeature_pb2
import loggingimport logging
import timeimport time
import subprocessimport subprocess
import randomimport random
logger = logging.getLogger()logger = logging.getLogger()

class CalFeatureError(Exception):class CalFeatureError(Exception):
    """when call remote server error"""    """when call remote server error"""
    pass    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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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 calfeature_idlapi_remote(serverurl, imagedata, infos, logid=0):def calfeature_idlapi_remote(serverurl, imagedata, infos, logid=0):
    """ cropmethod will pass to server as alignflag parameter"""    """ cropmethod will pass to server as alignflag parameter"""

    def _createprotobufdata(imagestr, info):    def _createprotobufdata(imagestr, info):
        """create protobuf from image and info"""        """create protobuf from image and info"""
        proto_data = imgfeature_pb2.FeatureRequest()        proto_data = imgfeature_pb2.FeatureRequest()
        proto_data.image = imagestr        proto_data.image = imagestr
        proto_data.query_sign = '0,0'        proto_data.query_sign = '0,0'

        def addinfo(key, value):        def addinfo(key, value):
            """add info to proto"""            """add info to proto"""
            infoele = proto_data.info.texts.add()            infoele = proto_data.info.texts.add()
            infoele.key = key            infoele.key = key
            infoele.value = value            infoele.value = value

        if info is not None:        if info is not None:
            for key, value in info.iteritems():            for key, value in info.iteritems():
                addinfo(key, value)                addinfo(key, value)
        data = proto_data.SerializeToString()        data = proto_data.SerializeToString()
        return data        return data

    protodata = _createprotobufdata(imagedata, infos)    protodata = _createprotobufdata(imagedata, infos)
    protodata = base64.b64encode(protodata)    protodata = base64.b64encode(protodata)
    req_json = {    req_json = {
        'appid': "123456",        'appid': "123456",
        'logid': logid,        'logid': logid,
        'format': 'json',        'format': 'json',
        'from': 'test-python',        'from': 'test-python',
        'cmdid': '123',        'cmdid': '123',
        'clientip': '0.0.0.0',        'clientip': '0.0.0.0',
        'data': protodata,        'data': protodata,
    }    }

    conn = urllib2.urlopen(serverurl, data=json.dumps(req_json))    conn = urllib2.urlopen(serverurl, data=json.dumps(req_json))
    resultjson = conn.read()    resultjson = conn.read()
    result = json.loads(resultjson)    result = json.loads(resultjson)
    if result['err_no'] != 0:    if result['err_no'] != 0:
        errorinfo = '%s:%s' % (result['err_no'], result['err_msg'])        errorinfo = '%s:%s' % (result['err_no'], result['err_msg'])
        logger.warn('got error from server:%s', errorinfo)        logger.warn('got error from server:%s', errorinfo)
        raise CalFeatureError(errorinfo)        raise CalFeatureError(errorinfo)

    res_data = result['result'].decode('base64')    res_data = result['result'].decode('base64')
    proto_result = imgfeature_pb2.FeatureResponse()    proto_result = imgfeature_pb2.FeatureResponse()
    proto_result.ParseFromString(res_data)    proto_result.ParseFromString(res_data)
    features = {fea.fea_id: fea.fea_data for fea in proto_result.features}    features = {fea.fea_id: fea.fea_data for fea in proto_result.features}
    return features    return features

def calfeature_remote(filename, feaaddr, featureids=''):def calfeature_remote(filename, feaaddr, featureids=''):
    import urllib2    import urllib2
    feaserverurl = 'http://%s/GeneralClassifyService/classify' % (feaaddr)    feaserverurl = 'http://%s/GeneralClassifyService/classify' % (feaaddr)
    param = {"detect": "1", "usedb": "0"}    param = {"detect": "1", "usedb": "0"}
    imagedata = open(filename, 'rb').read()    imagedata = open(filename, 'rb').read()
    start = time.time()    start = time.time()
    features = calfeature_idlapi_remote(feaserverurl, imagedata, params)    features = calfeature_idlapi_remote(feaserverurl, imagedata, params)
    print "time cost: %.2f ms" % ((time.time() - start)*1000)    print "time cost: %.2f ms" % ((time.time() - start)*1000)
    for feaname in features:    for feaname in features:
        print "-------------"*5        print "-------------"*5
        print feaname, features[feaname], len(features[feaname])        print feaname, features[feaname], len(features[feaname])

def main():def main():
    img_path = 'query.jpg'    img_path = 'query.jpg'
    calfeature_remote(img_path,'127.0.0.1:8120','')    calfeature_remote(img_path,'127.0.0.1:8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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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同图片搜索-入库/更新/检索/删除接口二、相同图片搜索-入库/更新/检索/删除接口 调用接口的地址示例：[192.168.0.1]:8025/GeneralClassifyService/classify，

示例中的ip[192.168.0.1]需要替换为用户自己服务器的ip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参数类型参数类型

是否必是否必

填填
参数说明参数说明

logid uint64 否 日志号，可不传

format string 否 当值为“json”时，传入参数中img和 feature_data为base64编码，建议使用格式

from string 是 必填 方便as确认请求来源

appid string 是 必填用户名same_1/same_2(上面设置的用户id，id不能带逗号)

image bytes 否
图片二进制，当format为json时，需进 行base64编码。如果请求是传图，as会 通过图片

计算contsign值

pn unit32 否 返回结果开始位置，检索search时可用

rn unit32 否 返回结果取多少条，检索search时可用

consign ContSign 否
ContSign {uint32 sign1, uint32 sign2} 。如果同时传了image信息，as会以图片计算出的

contsign值为准。

consign

s

repeated

ContSign
否

删除一组数据时使用，进行删除操作时，以contsigns数据为准，当contsigns中无数据才

会删除contsign对应的数据

image bytes 否
图片二进制，当format为json时，需进 行base64编码。如果请求是传图，as会 通过图片

计算contsign值

feature

s

repeated

FeatureData

add必

填

add时features中必须要传入brief信息 ：

fea_id:1000, 在fea_data中传入当前add的图片的简要说明，search时会返回该参数）

fea_id:999, 固定传入一个struct，struct值参考示例代码

update时features只需要传入feaid=1000的需要更新的信息即可

入库/更新/检索/删除 请求示例入库/更新/检索/删除 请求示例

    calfeature_remote(img_path,'127.0.0.1:8120','')    calfeature_remote(img_path,'127.0.0.1:8120','')
    pass    pass

if __name__ == '__main__':if __name__ == '__main__':
    if len(sys.argv)>1 :    if len(sys.argv)>1 :
        func = getattr(sys.modules[__name__], sys.argv[1])        func = getattr(sys.modules[__name__], sys.argv[1])
        func(*sys.argv[2:])        func(*sys.argv[2:])
    else:    else:
        print >> sys.stderr,'tools.py command'        print >> sys.stderr,'tools.py command'

same_private_example_add_remove.py:same_private_example_add_remove.py:
##### coding:utf-8##### coding:utf-8
import urllib2import urllib2
import base64import base64
import jsonimport json
import osimport os
import sysimport sys
import loggingimport logging
logger = logging.getLogger()logger = logging.getLogger()

AS_SERVER = 'http://10.255.140.17:8025'AS_SERVER = 'http://10.255.140.17:8025'

ADD_IMG = 'query.jpg'ADD_IMG = 'query.jpg'
APPID='test'  APPID='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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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 rts_as_add(filename=ADD_IMG, appid=APPID):def rts_as_add(filename=ADD_IMG, appid=APPID):

    params = {    params = {
        "appid": appid,        "appid": appid,
        "format": "json",        "format": "json",

        "from": "from_xx",        "from": "from_xx",
        "logid": 666,        "logid": 666,
        "brief": "brief",        "brief": "brief",

        "image": base64.b64encode(open(filename,'rb').read()),        "image": base64.b64encode(open(filename,'rb').read()),
        "features": [{"fea_id":1000, "fea_data" : base64.b64encode("addtest")}, {"fea_id":999, "fea_data":        "features": [{"fea_id":1000, "fea_data" : base64.b64encode("addtest")}, {"fea_id":999, "fea_data":  
base64.b64encode(struct.pack('II', 0, 4))}]base64.b64encode(struct.pack('II', 0, 4))}]
    }    }

    conn = urllib2.urlopen(AS_SERVER+'/RTSAsService/add', data=json.dumps(params)).read()    conn = urllib2.urlopen(AS_SERVER+'/RTSAsService/add', data=json.dumps(params)).read()
    print conn    print conn

def rts_as_update(filename=IMG, appid=APPID):def rts_as_update(filename=IMG, appid=APPID):
    params = {    params = {
        "appid": appid,        "appid": appid,

        "format": "json",        "format": "json",
        "from": "from_xx",        "from": "from_xx",
        "logid": 666,        "logid": 666,

        "image": base64.b64encode(open(filename,'rb').read()),        "image": base64.b64encode(open(filename,'rb').read()),
        "features": [{"fea_id":1000, "fea_data" : base64.b64encode("addtest")}]        "features": [{"fea_id":1000, "fea_data" : base64.b64encode("addtest")}]
    }    }

    conn = urllib2.urlopen(AS_SERVER+'/RTSAsService/update', data=json.dumps(params)).read()    conn = urllib2.urlopen(AS_SERVER+'/RTSAsService/update', data=json.dumps(params)).read()
    print conn    print conn

def rts_as_search(filename=IMG, appid=APPID):def rts_as_search(filename=IMG, appid=APPID):

    params = {    params = {
        "appid": appid,        "appid": appid,
        "image": base64.b64encode(open(filename,'rb').read()),        "image": base64.b64encode(open(filename,'rb').read()),

        "format": "json",        "format": "json",
        "from": "from_yyy",        "from": "from_yyy",
        "logid": 44,        "logid": 44,

    }    }
    conn = urllib2.urlopen(AS_SERVER+'/RTSAsService/search', data=json.dumps(params)).read()    conn = urllib2.urlopen(AS_SERVER+'/RTSAsService/search', data=json.dumps(params)).read()
    print conn    print conn

def rts_as_delete(contsign, appid=APPID):def rts_as_delete(contsign, appid=APPID):
    sign1, sign2 = map(int,contsign.split(','))    sign1, sign2 = map(int,contsign.split(','))

    params = {    params = {
        "appid": appid,        "appid": appid,
        "format": "json",        "format": "json",

        "from": "from_xx",        "from": "from_xx",
        "logid": 666,        "logid": 666,
        #"image": base64.b64encode(open('1.jpg','rb').read()),        #"image": base64.b64encode(open('1.jpg','rb').read()),

        "contsign" : {'sign1':sign1,"sign2":sign2},        "contsign" : {'sign1':sign1,"sign2":sign2},
    }    }
    conn = urllib2.urlopen(AS_SERVER+'/RTSAsService/remove', data=json.dumps(params)).read()    conn = urllib2.urlopen(AS_SERVER+'/RTSAsService/remove', data=json.dumps(params)).read()

    print conn    print conn

def rts_as_snapshot(appid=APPID):def rts_as_snapshot(appid=APPID):

    params = {    params = {
        "appid": appid,        "appid": appid,
        "from": "from_xx",        "from": "from_xx",

        "logid": 666,        "logid": 666,
    }    }
    conn = urllib2.urlopen(AS_SERVER+'/RTSAsService/snapshot', data=json.dumps(params)).read()    conn = urllib2.urlopen(AS_SERVER+'/RTSAsService/snapshot', data=json.dumps(params)).read()
    print conn;    print conn;

def signup(appid=APPID):def signup(appid=APP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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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参数类型 参数说明参数说明

err_no int32 错误码，详见下方错误码列表信息

er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详见下方错误码列表信息

data_items
ResultIte

m
search的返回结果

features
FeatureDa

ta
分类检索的返回结果

has_more unit32 除了返回的检索结果外是否还有更多的结果

index_capac

ity
int32

使用snapshot接口（查询用户的基本信息和用户已插入数据量等信息）的返回参数，表示当前数据

库可支持的总容量

index_size int32
使用snapshot接口（查询用户的基本信息和用户已插入数据量等信息）的返回参数，表示已使用容

量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def signup(appid=APPID):def signup(appid=APPID):
    params = {    params = {
        "appid": appid,        "appid": appid,
        "from": "from_xx",        "from": "from_xx",
        "logid": 666,        "logid": 666,
    }    }
    conn = urllib2.urlopen(AS_SERVER+'/RTSAsService/signup', data=json.dumps(params)).read()    conn = urllib2.urlopen(AS_SERVER+'/RTSAsService/signup', data=json.dumps(params)).read()
    print conn;    print conn;

if __name__ == '__main__':if __name__ == '__main__':
    if len(sys.argv) > 1:    if len(sys.argv) > 1:
        func = getattr(sys.modules[__name__], sys.argv[1])        func = getattr(sys.modules[__name__], sys.argv[1])
        func(*sys.argv[2:])        func(*sys.argv[2:])
    else:    else:
        print >> sys.stderr, 'api.py {rts_as_add,rts_as_search,rts_as_delete}'        print >> sys.stderr, 'api.py {rts_as_add,rts_as_search,rts_as_de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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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接口 正确返回示例正确返回示例 错误返回示例错误返回示例

add入库 {"err_no":0,"err_msg":"OK"}

{"err_no":101,"err_msg":"duplicated

add","data_items":

[{"contsign":

{"sign1":1143248165,"sign2":1517467661},"f

eatures":

[{"fea_id":1000,"fea_data":"eWFoYWhh"}]}]}

update更新 {"err_no":0,"err_msg":"OK"}

search检索

{"err_no":0,"err_msg":"OK","data_items":[{"contsign":

{"sign1":1143248165,"sign2":1517467661},"score":1.00000

01192092896,"features":

[{"fea_id":1000,"fea_data":"dXBkYXRl"}]},{"contsign":

{"sign1":2904947031,"sign2":1496948683},"score":0.33452

537655830386,"features":

[{"fea_id":1000,"fea_data":"dHVkb3UxMTEx"}]}],"has_more":0

}

delete删除 {"err_no":0,"err_msg":"OK"}

snapshot查

询

{"err_no":0,"err_msg":"OK","snapshot":

{"tag":0,"index_size":1,"index_capacity":0,"queue_size":0}}

signup增加注

册用户
"err_no":0,"err_msg":"OK"} {"err_no":0,"err_msg":"OK"}

错误码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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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1 服务初始化失败

0 ok

1 请求参数不合法

2 feature服务超时

3 bs服务超时

4 meta服务超时

5 无效的feature服务

6 无效的bs服务

7 无效的meta服务

8 提取feature失败

9 请求bs失败

10 获取meta信息失败

11 服务内部错误

12 鉴权失败

99 服务忙

100
由于用户输入原因提取特征失败（1003，1004，1005，101003，216200（空图）216201（解码/图像格式错

误）216202（图像尺寸错误））

101 重复add

102 更新不在table中的数据

103 用户未注册

104 用户已存在

商品图片搜索

接口格式说明

**变量类型定义***变量类型定义**

类型类型 定义定义

string 普通的字符串，可能会有长度要求，具体参见接口说明中的备注

uint32 整形数字，最大取值为4字节int。自然数

int64 整形数字，最大取值为8字节int。允许负数

json 无论是request还是response中某个字段定义为json，那么它其实是一个json格式的字符串，需要二次解析

list 与字符串的索引一样，列表索引从0开始。列表可以进行截取、根据索引读取

float 浮点型

bytes bytes以字节序列的形式（二进制形式）来存储数据（文本、图片、音频等）

接口调用说明

调用接口的地址示例：[192.168.0.1]:8120/GeneralClassifyService/classify， 示例中的ip[192.168.0.1]需要替换为用户自己

服务器的ip，示例中的端口8120需根据所调用接口进行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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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接口默认端口8120

检索接口默认端口8025

底库管理默认端口8103

一、商品图片搜索-特征接口一、商品图片搜索-特征接口 调用接口的地址示例：[192.168.0.1]:8120/GeneralClassifyService/classify， 示例中的

ip[192.168.0.1]需要替换为用户自己服务器的ip 

参数说明参数说明

参数参数 值类型值类型 取值示例取值示例 备注备注

logid uint32 100 后台标记不同请求的日志,每个请求对 应不同logid,logid取值范围为32位无符 号整数。

format string "json" 当值为“json”时，传入参数中img和feature_data为base64编码，建议使用格式

from string "test-python-tom" 必填 方便as确认请求来源

cmdid string "123"

data string [pb base64编码] 上传的后端服务访问输入参数

注：data[pb base64编码]格式如下（重点修改）：（如需使用自定义库，自定义库 APPID 请写死为"same"）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请求关键字请求关键字 参数类型参数类型 参数取值示例参数取值示例 参数说明参数说明

featureids featureids string "" 必填，指定服务输出特征结果

image image string 图像的二进制数据 必选，上传的查询图片

appid appid string "same"

sub_lib sub_lib string "1" 可选，与appid拼接成完整的 appid

请求代码示例请求代码示例

特征服务，一般不开放接口特征服务，一般不开放接口
same_private_example.pysame_private_example.py
##### !/usr/bin/env python##### !/usr/bin/env python
##### coding:utf-8##### coding:utf-8
import osimport os
import os.pathimport os.path
import jsonimport json
import sysimport sys
import urllibimport urllib
import urllib2import urllib2
import base64import base64
from proto import imgfeature_pb2from proto import imgfeature_pb2
import loggingimport logging
import timeimport time
import subprocessimport subprocess
import randomimport random
logger = logging.getLogger()logger = logging.getLogger()

class CalFeatureError(Exception):class CalFeatureError(Exception):
    """when call remote server error"""    """when call remote server error"""
    pass    pass

def calfeature_idlapi_remote(serverurl, imagedata, infos, logid=0):def calfeature_idlapi_remote(serverurl, imagedata, infos, log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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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 calfeature_idlapi_remote(serverurl, imagedata, infos, logid=0):def calfeature_idlapi_remote(serverurl, imagedata, infos, logid=0):
    """ cropmethod will pass to server as alignflag parameter"""    """ cropmethod will pass to server as alignflag parameter"""

    def _createprotobufdata(imagestr, info):    def _createprotobufdata(imagestr, info):
        """create protobuf from image and info"""        """create protobuf from image and info"""
        proto_data = imgfeature_pb2.FeatureRequest()        proto_data = imgfeature_pb2.FeatureRequest()
        proto_data.image = imagestr        proto_data.image = imagestr
        proto_data.query_sign = '0,0'        proto_data.query_sign = '0,0'

        def addinfo(key, value):        def addinfo(key, value):
            """add info to proto"""            """add info to proto"""
            infoele = proto_data.info.texts.add()            infoele = proto_data.info.texts.add()
            infoele.key = key            infoele.key = key
            infoele.value = value            infoele.value = value

        if info is not None:        if info is not None:
            for key, value in info.iteritems():            for key, value in info.iteritems():
                addinfo(key, value)                addinfo(key, value)
        data = proto_data.SerializeToString()        data = proto_data.SerializeToString()
        return data        return data

    protodata = _createprotobufdata(imagedata, infos)    protodata = _createprotobufdata(imagedata, infos)
    protodata = base64.b64encode(protodata)    protodata = base64.b64encode(protodata)
    req_json = {    req_json = {
        'appid': "123456",        'appid': "123456",
        'logid': logid,        'logid': logid,
        'format': 'json',        'format': 'json',
        'from': 'test-python',        'from': 'test-python',
        'cmdid': '123',        'cmdid': '123',
        'clientip': '0.0.0.0',        'clientip': '0.0.0.0',
        'data': protodata,        'data': protodata,
    }    }

    conn = urllib2.urlopen(serverurl, data=json.dumps(req_json))    conn = urllib2.urlopen(serverurl, data=json.dumps(req_json))
    resultjson = conn.read()    resultjson = conn.read()
    result = json.loads(resultjson)    result = json.loads(resultjson)
    if result['err_no'] != 0:    if result['err_no'] != 0:
        errorinfo = '%s:%s' % (result['err_no'], result['err_msg'])        errorinfo = '%s:%s' % (result['err_no'], result['err_msg'])
        logger.warn('got error from server:%s', errorinfo)        logger.warn('got error from server:%s', errorinfo)
        raise CalFeatureError(errorinfo)        raise CalFeatureError(errorinfo)

    res_data = result['result'].decode('base64')    res_data = result['result'].decode('base64')
    proto_result = imgfeature_pb2.FeatureResponse()    proto_result = imgfeature_pb2.FeatureResponse()
    proto_result.ParseFromString(res_data)    proto_result.ParseFromString(res_data)
    features = {fea.fea_id: fea.fea_data for fea in proto_result.features}    features = {fea.fea_id: fea.fea_data for fea in proto_result.features}
    return features    return features

def calfeature_remote(filename, feaaddr, featureids=''):def calfeature_remote(filename, feaaddr, featureids=''):
    import urllib2    import urllib2
    feaserverurl = 'http://%s/GeneralClassifyService/classify' % (feaaddr)    feaserverurl = 'http://%s/GeneralClassifyService/classify' % (feaaddr)
    param = {"detect": "1", "usedb": "0"}    param = {"detect": "1", "usedb": "0"}
    imagedata = open(filename, 'rb').read()    imagedata = open(filename, 'rb').read()
    start = time.time()    start = time.time()
    features = calfeature_idlapi_remote(feaserverurl, imagedata, params)    features = calfeature_idlapi_remote(feaserverurl, imagedata, params)
    print "time cost: %.2f ms" % ((time.time() - start)*1000)    print "time cost: %.2f ms" % ((time.time() - start)*1000)
    for feaname in features:    for feaname in features:
        print "-------------"*5        print "-------------"*5
        print feaname, features[feaname], len(features[feaname])        print feaname, features[feaname], len(features[feaname])

def main():def main():
    img_path = 'query.jpg'    img_path = 'query.jpg'
    calfeature_remote(img_path,'127.0.0.1:8120','')    calfeature_remote(img_path,'127.0.0.1:8120','')
    pass    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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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品图片搜索-入库/更新/检索/删除接口二、商品图片搜索-入库/更新/检索/删除接口 调用接口的地址示例：[192.168.0.1]:8025/GeneralClassifyService/classify，

示例中的ip[192.168.0.1]需要替换为用户自己服务器的ip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参数类型参数类型

是否必是否必

填填
参数说明参数说明

logid uint64 否 日志号，可不传

format string 否 当值为“json”时，传入参数中img和 feature_data为base64编码，建议使用格式

from string 是 必填 方便as确认请求来源

appid string 是 必填用户名same_1/same_2(上面设置的用户id，id不能带逗号)

image bytes 否
图片二进制，当format为json时，需进 行base64编码。如果请求是传图，as会 通过图片

计算contsign值

pn unit32 否 返回结果开始位置，检索search时可用

rn unit32 否 返回结果取多少条，检索search时可用

consign ContSign 否
ContSign {uint32 sign1, uint32 sign2} 。如果同时传了image信息，as会以图片计算出的

contsign值为准。

consign

s

repeated

ContSign
否

删除一组数据时使用，进行删除操作时，以contsigns数据为准，当contsigns中无数据才

会删除contsign对应的数据

image bytes 否
图片二进制，当format为json时，需进 行base64编码。如果请求是传图，as会 通过图片

计算contsign值

feature

s

repeated

FeatureData

add必

填

add时features中必须要传入brief信息 ：

fea_id:1000, 在fea_data中传入当前add的图片的简要说明，search时会返回该参数）

fea_id:999, 固定传入一个struct，struct值参考示例代码

update时features只需要传入feaid=1000的需要更新的信息即可

入库/更新/检索/删除 请求示例入库/更新/检索/删除 请求示例

if __name__ == '__main__':if __name__ == '__main__':
    if len(sys.argv)>1 :    if len(sys.argv)>1 :
        func = getattr(sys.modules[__name__], sys.argv[1])        func = getattr(sys.modules[__name__], sys.argv[1])
        func(*sys.argv[2:])        func(*sys.argv[2:])
    else:    else:
        print >> sys.stderr,'tools.py command'        print >> sys.stderr,'tools.py command'

same_private_example_add_remove.py:same_private_example_add_remove.py:
##### coding:utf-8##### coding:utf-8
import urllib2import urllib2
import base64import base64
import jsonimport json
import osimport os
import sysimport sys
import loggingimport logging
logger = logging.getLogger()logger = logging.getLogger()

AS_SERVER = 'http://10.255.140.17:8025'AS_SERVER = 'http://10.255.140.17:8025'

ADD_IMG = 'query.jpg'ADD_IMG = 'query.jpg'
APPID='test'  APPID='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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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 rts_as_add(filename=ADD_IMG, appid=APPID):def rts_as_add(filename=ADD_IMG, appid=APPID):
    params = {    params = {
        "appid": appid,        "appid": appid,
        "format": "json",        "format": "json",
        "from": "from_xx",        "from": "from_xx",
        "logid": 666,        "logid": 666,
        "brief": "brief",        "brief": "brief",
        "image": base64.b64encode(open(filename,'rb').read()),        "image": base64.b64encode(open(filename,'rb').read()),
        "features": [{"fea_id":1000, "fea_data" : base64.b64encode("addtest")}, {"fea_id":999, "fea_data":        "features": [{"fea_id":1000, "fea_data" : base64.b64encode("addtest")}, {"fea_id":999, "fea_data":  
base64.b64encode(struct.pack('II', 0, 4))}]base64.b64encode(struct.pack('II', 0, 4))}]
    }    }
    conn = urllib2.urlopen(AS_SERVER+'/RTSAsService/add', data=json.dumps(params)).read()    conn = urllib2.urlopen(AS_SERVER+'/RTSAsService/add', data=json.dumps(params)).read()
    print conn    print conn

def rts_as_update(filename=IMG, appid=APPID):def rts_as_update(filename=IMG, appid=APPID):
    params = {    params = {
        "appid": appid,        "appid": appid,
        "format": "json",        "format": "json",
        "from": "from_xx",        "from": "from_xx",
        "logid": 666,        "logid": 666,
        "image": base64.b64encode(open(filename,'rb').read()),        "image": base64.b64encode(open(filename,'rb').read()),
        "features": [{"fea_id":1000, "fea_data" : base64.b64encode("addtest")}]        "features": [{"fea_id":1000, "fea_data" : base64.b64encode("addtest")}]
    }    }
    conn = urllib2.urlopen(AS_SERVER+'/RTSAsService/update', data=json.dumps(params)).read()    conn = urllib2.urlopen(AS_SERVER+'/RTSAsService/update', data=json.dumps(params)).read()
    print conn    print conn

def rts_as_search(filename=IMG, appid=APPID):def rts_as_search(filename=IMG, appid=APPID):
    params = {    params = {
        "appid": appid,        "appid": appid,
        "image": base64.b64encode(open(filename,'rb').read()),        "image": base64.b64encode(open(filename,'rb').read()),
        "format": "json",        "format": "json",
        "from": "from_yyy",        "from": "from_yyy",
        "logid": 44,        "logid": 44,
    }    }
    conn = urllib2.urlopen(AS_SERVER+'/RTSAsService/search', data=json.dumps(params)).read()    conn = urllib2.urlopen(AS_SERVER+'/RTSAsService/search', data=json.dumps(params)).read()
    print conn    print conn

def rts_as_delete(contsign, appid=APPID):def rts_as_delete(contsign, appid=APPID):
    sign1, sign2 = map(int,contsign.split(','))    sign1, sign2 = map(int,contsign.split(','))

    params = {    params = {
        "appid": appid,        "appid": appid,
        "format": "json",        "format": "json",
        "from": "from_xx",        "from": "from_xx",
        "logid": 666,        "logid": 666,
        #"image": base64.b64encode(open('1.jpg','rb').read()),        #"image": base64.b64encode(open('1.jpg','rb').read()),
        "contsign" : {'sign1':sign1,"sign2":sign2},        "contsign" : {'sign1':sign1,"sign2":sign2},
    }    }
    conn = urllib2.urlopen(AS_SERVER+'/RTSAsService/remove', data=json.dumps(params)).read()    conn = urllib2.urlopen(AS_SERVER+'/RTSAsService/remove', data=json.dumps(params)).read()
    print conn    print conn

def rts_as_snapshot(appid=APPID):def rts_as_snapshot(appid=APPID):
    params = {    params = {
        "appid": appid,        "appid": appid,
        "from": "from_xx",        "from": "from_xx",
        "logid": 666,        "logid": 666,
    }    }
    conn = urllib2.urlopen(AS_SERVER+'/RTSAsService/snapshot', data=json.dumps(params)).read()    conn = urllib2.urlopen(AS_SERVER+'/RTSAsService/snapshot', data=json.dumps(params)).read()
    print conn;    print conn;

def signup(appid=APPID):def signup(appid=APPID):
    params = {    param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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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参数类型 参数说明参数说明

err_no int32 错误码，详见下方错误码列表信息

er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详见下方错误码列表信息

data_items
ResultIte

m
search的返回结果

features
FeatureDa

ta
分类检索的返回结果

has_more unit32 除了返回的检索结果外是否还有更多的结果

index_capac

ity
int32

使用snapshot接口（查询用户的基本信息和用户已插入数据量等信息）的返回参数，表示当前数据

库可支持的总容量

index_size int32
使用snapshot接口（查询用户的基本信息和用户已插入数据量等信息）的返回参数，表示已使用容

量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params = {    params = {

        "appid": appid,        "appid": appid,
        "from": "from_xx",        "from": "from_xx",
        "logid": 666,        "logid": 666,

    }    }
    conn = urllib2.urlopen(AS_SERVER+'/RTSAsService/signup', data=json.dumps(params)).read()    conn = urllib2.urlopen(AS_SERVER+'/RTSAsService/signup', data=json.dumps(params)).read()
    print conn;    print conn;

if __name__ == '__main__':if __name__ == '__main__':
    if len(sys.argv) > 1:    if len(sys.argv) > 1:
        func = getattr(sys.modules[__name__], sys.argv[1])        func = getattr(sys.modules[__name__], sys.argv[1])

        func(*sys.argv[2:])        func(*sys.argv[2:])
    else:    else:
        print >> sys.stderr, 'api.py {rts_as_add,rts_as_search,rts_as_delete}'        print >> sys.stderr, 'api.py {rts_as_add,rts_as_search,rts_as_de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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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接口 正确返回示例正确返回示例 错误返回示例错误返回示例

add入库 {"err_no":0,"err_msg":"OK"}

{"err_no":101,"err_msg":"duplicated

add","data_items":

[{"contsign":

{"sign1":1143248165,"sign2":1517467661},"f

eatures":

[{"fea_id":1000,"fea_data":"eWFoYWhh"}]}]}

update更新 {"err_no":0,"err_msg":"OK"}

search检索

{"err_no":0,"err_msg":"OK","data_items":[{"contsign":

{"sign1":1143248165,"sign2":1517467661},"score":1.00000

01192092896,"features":

[{"fea_id":1000,"fea_data":"dXBkYXRl"}]},{"contsign":

{"sign1":2904947031,"sign2":1496948683},"score":0.33452

537655830386,"features":

[{"fea_id":1000,"fea_data":"dHVkb3UxMTEx"}]}],"has_more":0

}

delete删除 {"err_no":0,"err_msg":"OK"}

snapshot查

询

{"err_no":0,"err_msg":"OK","snapshot":

{"tag":0,"index_size":1,"index_capacity":0,"queue_size":0}}

signup增加注

册用户
"err_no":0,"err_msg":"OK"} {"err_no":0,"err_msg":"OK"}

错误码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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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1 服务初始化失败

0 ok

1 请求参数不合法

2 feature服务超时

3 bs服务超时

4 meta服务超时

5 无效的feature服务

6 无效的bs服务

7 无效的meta服务

8 提取feature失败

9 请求bs失败

10 获取meta信息失败

11 服务内部错误

12 鉴权失败

99 服务忙

100
由于用户输入原因提取特征失败（1003，1004，1005，101003，216200（空图）216201（解码/图像格式错

误）216202（图像尺寸错误））

101 重复add

102 更新不在table中的数据

103 用户未注册

104 用户已存在

绘本图片搜索

接口格式说明

**变量类型定义***变量类型定义**

类型类型 定义定义

string 普通的字符串，可能会有长度要求，具体参见接口说明中的备注

uint32 整形数字，最大取值为4字节int。自然数

int64 整形数字，最大取值为8字节int。允许负数

json 无论是request还是response中某个字段定义为json，那么它其实是一个json格式的字符串，需要二次解析

list 与字符串的索引一样，列表索引从0开始。列表可以进行截取、根据索引读取

float 浮点型

bytes bytes以字节序列的形式（二进制形式）来存储数据（文本、图片、音频等）

接口调用说明

调用接口的地址示例：[192.168.0.1]:8120/GeneralClassifyService/classify， 示例中的ip[192.168.0.1]需要替换为用户自己

服务器的ip，示例中的端口8120需根据所调用接口进行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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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接口默认端口8120

检索接口默认端口8027

底库管理默认端口8103

一、绘本图片搜索-特征接口一、绘本图片搜索-特征接口 调用接口的地址示例：[192.168.0.1]:8120/GeneralClassifyService/classify， 示例中的

ip[192.168.0.1]需要替换为用户自己服务器的ip 

参数说明参数说明

参数参数 值类型值类型 取值示例取值示例 备注备注

logid uint32 100 后台标记不同请求的日志,每个请求对 应不同logid,logid取值范围为32位无符 号整数。

format string "json" 当值为“json”时，传入参数中img和feature_data为base64编码，建议使用格式

from string "test-python-tom" 必填 方便as确认请求来源

cmdid string "123"

data string [pb base64编码] 上传的后端服务访问输入参数

注：data[pb base64编码]格式如下（重点修改）：（如需使用自定义库，自定义库 APPID 请写死为"same"）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请求关键字请求关键字 参数类型参数类型 参数取值示例参数取值示例 参数说明参数说明

featureids featureids string "" 必填，指定服务输出特征结果

image image string 图像的二进制数据 必选，上传的查询图片

appid appid string "same"

sub_lib sub_lib string "1" 可选，与appid拼接成完整的 appid

请求代码示例请求代码示例

特征服务，一般不开放接口特征服务，一般不开放接口
same_private_example.pysame_private_example.py
##### !/usr/bin/env python##### !/usr/bin/env python
##### coding:utf-8##### coding:utf-8
import osimport os
import os.pathimport os.path
import jsonimport json
import sysimport sys
import urllibimport urllib
import urllib2import urllib2
import base64import base64
from proto import imgfeature_pb2from proto import imgfeature_pb2
import loggingimport logging
import timeimport time
import subprocessimport subprocess
import randomimport random
logger = logging.getLogger()logger = logging.getLogger()

class CalFeatureError(Exception):class CalFeatureError(Exception):
    """when call remote server error"""    """when call remote server error"""
    pass    pass

def calfeature_idlapi_remote(serverurl, imagedata, infos, logid=0):def calfeature_idlapi_remote(serverurl, imagedata, infos, logid=0):
    """ cropmethod will pass to server as alignflag parameter"""    """ cropmethod will pass to server as alignflag para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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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ropmethod will pass to server as alignflag parameter"""    """ cropmethod will pass to server as alignflag parameter"""

    def _createprotobufdata(imagestr, info):    def _createprotobufdata(imagestr, info):
        """create protobuf from image and info"""        """create protobuf from image and info"""
        proto_data = imgfeature_pb2.FeatureRequest()        proto_data = imgfeature_pb2.FeatureRequest()
        proto_data.image = imagestr        proto_data.image = imagestr
        proto_data.query_sign = '0,0'        proto_data.query_sign = '0,0'

        def addinfo(key, value):        def addinfo(key, value):
            """add info to proto"""            """add info to proto"""
            infoele = proto_data.info.texts.add()            infoele = proto_data.info.texts.add()
            infoele.key = key            infoele.key = key
            infoele.value = value            infoele.value = value

        if info is not None:        if info is not None:
            for key, value in info.iteritems():            for key, value in info.iteritems():
                addinfo(key, value)                addinfo(key, value)
        data = proto_data.SerializeToString()        data = proto_data.SerializeToString()
        return data        return data

    protodata = _createprotobufdata(imagedata, infos)    protodata = _createprotobufdata(imagedata, infos)
    protodata = base64.b64encode(protodata)    protodata = base64.b64encode(protodata)
    req_json = {    req_json = {
        'appid': "123456",        'appid': "123456",
        'logid': logid,        'logid': logid,
        'format': 'json',        'format': 'json',
        'from': 'test-python',        'from': 'test-python',
        'cmdid': '123',        'cmdid': '123',
        'clientip': '0.0.0.0',        'clientip': '0.0.0.0',
        'data': protodata,        'data': protodata,
    }    }

    conn = urllib2.urlopen(serverurl, data=json.dumps(req_json))    conn = urllib2.urlopen(serverurl, data=json.dumps(req_json))
    resultjson = conn.read()    resultjson = conn.read()
    result = json.loads(resultjson)    result = json.loads(resultjson)
    if result['err_no'] != 0:    if result['err_no'] != 0:
        errorinfo = '%s:%s' % (result['err_no'], result['err_msg'])        errorinfo = '%s:%s' % (result['err_no'], result['err_msg'])
        logger.warn('got error from server:%s', errorinfo)        logger.warn('got error from server:%s', errorinfo)
        raise CalFeatureError(errorinfo)        raise CalFeatureError(errorinfo)

    res_data = result['result'].decode('base64')    res_data = result['result'].decode('base64')
    proto_result = imgfeature_pb2.FeatureResponse()    proto_result = imgfeature_pb2.FeatureResponse()
    proto_result.ParseFromString(res_data)    proto_result.ParseFromString(res_data)
    features = {fea.fea_id: fea.fea_data for fea in proto_result.features}    features = {fea.fea_id: fea.fea_data for fea in proto_result.features}
    return features    return features

def calfeature_remote(filename, feaaddr, featureids=''):def calfeature_remote(filename, feaaddr, featureids=''):
    import urllib2    import urllib2
    feaserverurl = 'http://%s/GeneralClassifyService/classify' % (feaaddr)    feaserverurl = 'http://%s/GeneralClassifyService/classify' % (feaaddr)
    param = {"detect": "1", "usedb": "0"}    param = {"detect": "1", "usedb": "0"}
    imagedata = open(filename, 'rb').read()    imagedata = open(filename, 'rb').read()
    start = time.time()    start = time.time()
    features = calfeature_idlapi_remote(feaserverurl, imagedata, params)    features = calfeature_idlapi_remote(feaserverurl, imagedata, params)
    print "time cost: %.2f ms" % ((time.time() - start)*1000)    print "time cost: %.2f ms" % ((time.time() - start)*1000)
    for feaname in features:    for feaname in features:
        print "-------------"*5        print "-------------"*5
        print feaname, features[feaname], len(features[feaname])        print feaname, features[feaname], len(features[feaname])

def main():def main():
    img_path = 'query.jpg'    img_path = 'query.jpg'
    calfeature_remote(img_path,'127.0.0.1:8120','')    calfeature_remote(img_path,'127.0.0.1:8120','')
    pass    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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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绘本图片搜索-入库/更新/检索/删除/查接口二、绘本图片搜索-入库/更新/检索/删除/查接口 调用接口的地址示例：

[192.168.0.1]:8027/GeneralClassifyService/classify， 示例中的ip[192.168.0.1]需要替换为用户自己服务器的ip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参数类型参数类型

是否必是否必

填填
参数说明参数说明

logid uint64 否 日志号，可不传

format string 否 当值为“json”时，传入参数中img和 feature_data为base64编码，建议使用格式

from string 是 必填 方便as确认请求来源

appid string 是 必填用户名same_1/same_2(上面设置的用户id，id不能带逗号)

image bytes 否
图片二进制，当format为json时，需进 行base64编码。如果请求是传图，as会 通过图片

计算contsign值

pn unit32 否 返回结果开始位置，检索search时可用

rn unit32 否 返回结果取多少条，检索search时可用

consign ContSign 否
ContSign {uint32 sign1, uint32 sign2} 。如果同时传了image信息，as会以图片计算出的

contsign值为准。

consign

s

repeated

ContSign
否

删除一组数据时使用，进行删除操作时，以contsigns数据为准，当contsigns中无数据才

会删除contsign对应的数据

image bytes 否
图片二进制，当format为json时，需进 行base64编码。如果请求是传图，as会 通过图片

计算contsign值

feature

s

repeated

FeatureData

add必

填

add时features中必须要传入brief信息 ：

fea_id:1000, 在fea_data中传入当前add的图片的简要说明，search时会返回该参数）

fea_id:999, 固定传入一个struct，struct值参考示例代码

update时features只需要传入feaid=1000的需要更新的信息即可

入库/更新/检索/删除 请求示例入库/更新/检索/删除 请求示例

if __name__ == '__main__':if __name__ == '__main__':
    if len(sys.argv)>1 :    if len(sys.argv)>1 :
        func = getattr(sys.modules[__name__], sys.argv[1])        func = getattr(sys.modules[__name__], sys.argv[1])

        func(*sys.argv[2:])        func(*sys.argv[2:])
    else:    else:
        print >> sys.stderr,'tools.py command'        print >> sys.stderr,'tools.py command'

same_private_example_add_remove.py:same_private_example_add_remove.py:

##### coding:utf-8##### coding:utf-8
import urllib2import urllib2
import base64import base64
import jsonimport json

import osimport os
import sysimport sys
import loggingimport logging

logger = logging.getLogger()logger = logging.getLogger()

AS_SERVER = 'http://10.255.140.17:8027'AS_SERVER = 'http://10.255.140.17:8027'

ADD_IMG = 'query.jpg'ADD_IMG = 'query.jpg'
APPID='test'  APPID='test'  

def rts_as_add(filename=ADD_IMG, appid=APPID):def rts_as_add(filename=ADD_IMG, appid=APP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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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 rts_as_add(filename=ADD_IMG, appid=APPID):def rts_as_add(filename=ADD_IMG, appid=APPID):
    params = {    params = {
        "appid": appid,        "appid": appid,
        "format": "json",        "format": "json",
        "from": "from_xx",        "from": "from_xx",
        "logid": 666,        "logid": 666,
        "brief": "brief",        "brief": "brief",
        "image": base64.b64encode(open(filename,'rb').read()),        "image": base64.b64encode(open(filename,'rb').read()),
        "features": [{"fea_id":1000, "fea_data" : base64.b64encode("addtest")}, {"fea_id":999, "fea_data":        "features": [{"fea_id":1000, "fea_data" : base64.b64encode("addtest")}, {"fea_id":999, "fea_data":  
base64.b64encode(struct.pack('II', 0, 4))}]base64.b64encode(struct.pack('II', 0, 4))}]
    }    }
    conn = urllib2.urlopen(AS_SERVER+'/RTSAsService/add', data=json.dumps(params)).read()    conn = urllib2.urlopen(AS_SERVER+'/RTSAsService/add', data=json.dumps(params)).read()
    print conn    print conn

def rts_as_update(filename=IMG, appid=APPID):def rts_as_update(filename=IMG, appid=APPID):
    params = {    params = {
        "appid": appid,        "appid": appid,
        "format": "json",        "format": "json",
        "from": "from_xx",        "from": "from_xx",
        "logid": 666,        "logid": 666,
        "image": base64.b64encode(open(filename,'rb').read()),        "image": base64.b64encode(open(filename,'rb').read()),
        "features": [{"fea_id":1000, "fea_data" : base64.b64encode("addtest")}]        "features": [{"fea_id":1000, "fea_data" : base64.b64encode("addtest")}]
    }    }
    conn = urllib2.urlopen(AS_SERVER+'/RTSAsService/update', data=json.dumps(params)).read()    conn = urllib2.urlopen(AS_SERVER+'/RTSAsService/update', data=json.dumps(params)).read()
    print conn    print conn

def rts_as_search(filename=IMG, appid=APPID):def rts_as_search(filename=IMG, appid=APPID):
    params = {    params = {
        "appid": appid,        "appid": appid,
        "image": base64.b64encode(open(filename,'rb').read()),        "image": base64.b64encode(open(filename,'rb').read()),
        "format": "json",        "format": "json",
        "from": "from_yyy",        "from": "from_yyy",
        "logid": 44,        "logid": 44,
    }    }
    conn = urllib2.urlopen(AS_SERVER+'/RTSAsService/search', data=json.dumps(params)).read()    conn = urllib2.urlopen(AS_SERVER+'/RTSAsService/search', data=json.dumps(params)).read()
    print conn    print conn

def rts_as_delete(contsign, appid=APPID):def rts_as_delete(contsign, appid=APPID):
    sign1, sign2 = map(int,contsign.split(','))    sign1, sign2 = map(int,contsign.split(','))

    params = {    params = {
        "appid": appid,        "appid": appid,
        "format": "json",        "format": "json",
        "from": "from_xx",        "from": "from_xx",
        "logid": 666,        "logid": 666,
        #"image": base64.b64encode(open('1.jpg','rb').read()),        #"image": base64.b64encode(open('1.jpg','rb').read()),
        "contsign" : {'sign1':sign1,"sign2":sign2},        "contsign" : {'sign1':sign1,"sign2":sign2},
    }    }
    conn = urllib2.urlopen(AS_SERVER+'/RTSAsService/remove', data=json.dumps(params)).read()    conn = urllib2.urlopen(AS_SERVER+'/RTSAsService/remove', data=json.dumps(params)).read()
    print conn    print conn

def rts_as_snapshot(appid=APPID):def rts_as_snapshot(appid=APPID):
    params = {    params = {
        "appid": appid,        "appid": appid,
        "from": "from_xx",        "from": "from_xx",
        "logid": 666,        "logid": 666,
    }    }
    conn = urllib2.urlopen(AS_SERVER+'/RTSAsService/snapshot', data=json.dumps(params)).read()    conn = urllib2.urlopen(AS_SERVER+'/RTSAsService/snapshot', data=json.dumps(params)).read()
    print conn;    print conn;

def signup(appid=APPID):def signup(appid=APPID):
    params = {    params = {
        "appid": appid,        "appid": app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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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参数类型 参数说明参数说明

err_no int32 错误码，详见下方错误码列表信息

er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详见下方错误码列表信息

data_items
ResultIte

m
search的返回结果

features
FeatureDa

ta
分类检索的返回结果

has_more unit32 除了返回的检索结果外是否还有更多的结果

index_capac

ity
int32

使用snapshot接口（查询用户的基本信息和用户已插入数据量等信息）的返回参数，表示当前数据

库可支持的总容量

index_size int32
使用snapshot接口（查询用户的基本信息和用户已插入数据量等信息）的返回参数，表示已使用容

量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appid": appid,        "appid": appid,
        "from": "from_xx",        "from": "from_xx",
        "logid": 666,        "logid": 666,

    }    }
    conn = urllib2.urlopen(AS_SERVER+'/RTSAsService/signup', data=json.dumps(params)).read()    conn = urllib2.urlopen(AS_SERVER+'/RTSAsService/signup', data=json.dumps(params)).read()
    print conn;    print conn;

if __name__ == '__main__':if __name__ == '__main__':
    if len(sys.argv) > 1:    if len(sys.argv) > 1:
        func = getattr(sys.modules[__name__], sys.argv[1])        func = getattr(sys.modules[__name__], sys.argv[1])

        func(*sys.argv[2:])        func(*sys.argv[2:])
    else:    else:
        print >> sys.stderr, 'api.py {rts_as_add,rts_as_search,rts_as_delete}'        print >> sys.stderr, 'api.py {rts_as_add,rts_as_search,rts_as_de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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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接口 正确返回示例正确返回示例 错误返回示例错误返回示例

add入库 {"err_no":0,"err_msg":"OK"}

{"err_no":101,"err_msg":"duplicated

add","data_items":

[{"contsign":

{"sign1":1143248165,"sign2":1517467661},"f

eatures":

[{"fea_id":1000,"fea_data":"eWFoYWhh"}]}]}

update更新 {"err_no":0,"err_msg":"OK"}

search检索

{"err_no":0,"err_msg":"OK","data_items":[{"contsign":

{"sign1":1143248165,"sign2":1517467661},"score":1.00000

01192092896,"features":

[{"fea_id":1000,"fea_data":"dXBkYXRl"}]},{"contsign":

{"sign1":2904947031,"sign2":1496948683},"score":0.33452

537655830386,"features":

[{"fea_id":1000,"fea_data":"dHVkb3UxMTEx"}]}],"has_more":0

}

delete删除 {"err_no":0,"err_msg":"OK"}

snapshot查

询

{"err_no":0,"err_msg":"OK","snapshot":

{"tag":0,"index_size":1,"index_capacity":0,"queue_size":0}}

signup增加注

册用户
"err_no":0,"err_msg":"OK"} {"err_no":0,"err_msg":"OK"}

错误码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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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1 服务初始化失败

0 ok

1 请求参数不合法

2 feature服务超时

3 bs服务超时

4 meta服务超时

5 无效的feature服务

6 无效的bs服务

7 无效的meta服务

8 提取feature失败

9 请求bs失败

10 获取meta信息失败

11 服务内部错误

12 鉴权失败

99 服务忙

100
由于用户输入原因提取特征失败（1003，1004，1005，101003，216200（空图）216201（解码/图像格式错

误）216202（图像尺寸错误））

101 重复add

102 更新不在table中的数据

103 用户未注册

104 用户已存在

错误码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_codeerror_code：错误码。

error_msg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例如Access Token失效返回：

需要重新获取新的Access Token再次请求即可。

SDK本地检测参数返回的错误码SDK本地检测参数返回的错误码：

{{
  "error_code": 110,  "error_code": 110,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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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_codeerror_code error_msgerror_msg 备注备注

SDK100 image size error 图片大小超限

SDK101 image length error 图片边长不符合要求

SDK102 read image file error 读取图片文件错误

SDK108 connection or read data time out 连接超时或读取数据超时

SDK109 unsupported image format 不支持的图片格式

服务端返回的错误码服务端返回的错误码

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1
Unknown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630770006）或提交工单联系技

术支持团队

2

Service

temporaril

y

unavailabl

e

服务暂不可用，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630770006）或提交工单联系技术

支持团队

3

Unsuppor

ted

openapi

method

调用的API不存在，请检查请求URL后重新尝试，一般为URL中有非英文字符，如“-”，可手动输入重试

4

Open api

request

limit

reached

集群超限额，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630770006）或提交工单联系技术支

持团队

6

No

permissio

n to

access

data

无权限访问该用户数据，创建应用时未勾选相关接口，请登录百度云控制台，找到对应的应用，编辑应

用，勾选上相关接口，然后重试调用

13

Get

service

token

failed

获取token失败

14

IAM

Certificati

on failed

IAM 鉴权失败，建议参照文档自查鉴权方式是否正确，或换用控制台中ak sk的方式调用

15

app not

exsits or

create

failed

应用不存在或者创建失败

17

Open api

daily

request

limit

reached

每天请求量超限额；未上线计费的接口，可通过QQ群（630770006）联系群管、或提交工单申请提额；

已上线计费的接口，可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或购买次数包，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次数计费，并保

证10qps的并发

Open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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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超限额；未上线计费的接口，可通过QQ群（630770006）联系群管、或提交工单申请提额；已上线

计费的接口，可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或购买次数包，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次数计费，并保证

10qps的并发

19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请求总量超限额，请通过QQ群（630770006）联系群管、或提交工单申请提额

100

Invalid

paramete

r

无效的access_token参数，token拉取失败，可以参考“Access Token获取”重新获取

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access_token无效，token有效期为30天，注意需要定期更换，也可以每次请求都拉取新token

111

Access

token

expired

access token过期，token有效期为30天，注意需要定期更换，也可以每次请求都拉取新token

282000
internal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630770006）或提交工单联系技

术支持团队。

216017
not

initialized

未建库，请先前往百度云控制台，找到对应的应用，在应用详情页 下方申请建库未建库，请先前往百度云控制台，找到对应的应用，在应用详情页 下方申请建库，建库成功后方可正常

使用入库、检索、删除、更新接口

216100

not find

match

appid in

db

未建库，请先前往百度云控制台，找到对应的应用，在应用详情页 下方申请建库未建库，请先前往百度云控制台，找到对应的应用，在应用详情页 下方申请建库，建库成功后方可正常

使用入库、检索、删除、更新接口

216101

not

enough

param

缺少必须的参数，请检查参数是否有遗漏，调用接口时会返回具体缺失的参数，如：param image not

exist 代表image参数不存在，请检查调用参数

216102

service

not

support

请求了不支持的服务，请检查调用的url

216103
param

too long
请求中某些参数过长，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216110
appid not

exist
appid不存在，请重新核对信息是否为后台应用列表中的appid

216200
empty

image
图片为空，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216201

image

format

error

上传的图片格式错误，现阶段支持的图片格式为：PNG、JPG、JPEG、BMP，请进行转码或更换图片

216202
image

size error

上传的图片大小错误，现阶段支持的图片大小为：base64编码后小于4M，分辨率不高于4096*4096，

请重新上传图片

input 模型提取不到有效的图片特征模型提取不到有效的图片特征，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1）图片尺寸太小，比如小于300px，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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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203
image

cannot

handle

200px；或者图片长宽比太大，比如细长的长条图、竖条图；2）图片特征过于单一，比如纯色图、只有

一根黑色的圆柱体等；3）图片中主体太多，比如一张图里有十几双鞋子、或者多只口红啥的，模型不知

道应该以哪一个主体为识别目标，就处理不了了。请更换图片

216630
recognize

error

识别错误，请再次请求，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630770006）或提交工单联系技术支持

团队。

216401
internal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提交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216680
item not

exist
item不在库里

216681 item exist item已经在库里，完全相同的图片不能重复入库

216634
detect

error

检测错误，请再次请求，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630770006）或提交工单联系技术支持

团队。

282003

missing

paramete

rs: {参数

名}

请求参数缺失

282004

invalid

paramete

r(s)

请求参数错误。请参考API说明文档，修改参数后重试

282005

batch

processin

g error

处理批量任务时发生部分或全部错误，请根据具体错误码排查

282006

batch

task limit

reached

批量任务处理数量超出限制，请将任务数量减少到10或10以下

282111
url format

illegal
图片url格式非法，建议更换图片地址

282112

url

download

timeout

url下载超时，对应的图床/图片无法下载或链路状况不好url下载超时，对应的图床/图片无法下载或链路状况不好，您可以重新尝试一下，如果多次尝试后仍不

行，建议更换图片地址

282113

url

response

invalid

URL返回无效参数，一般是图片URL抓图失败，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一般是图片URL抓图失败，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

URL可能抓不到图URL可能抓不到图，请将图片下载到本地转码后上传

282114
url size

error
图片URL长度超过1024字节或为0

282808

request

id: xxxxx

not exist

request id xxxxx 不存在

282809
result

type error
返回结果请求错误（不属于excel或json）

282810

image

recognize

error

图像识别错误

283300

image

recognize

error

数据格式有误，可以检查base64编码、代码格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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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

常见问题
Q：图像搜索怎么收费？Q：图像搜索怎么收费？

A：图像搜索按接口调用量进行计费（入库和检索），存储不单独收费存储不单独收费，入库与检索的计费方式为：按调用次数计费，支持按

调用量后付费、次数包预付费两种方式，详细价格方案请参考产品价格文档

Q：相同图检索相似图检索有什么区别吗？Q：相同图检索相似图检索有什么区别吗？

A：服务的差别概况如下：

相似图搜索：在自建图库中找到与查询图片语义相似的图片集，并给出相似度打分，相似的图片里包括了相同的图片。主要

应用场景是找相似的图片集合。

相同图搜索：在自建图库中找到与查询图片包含相同主体的图片，仅返回一模一样或局部相同的图片。主要应用场景是图片

去重、图片精确查找。

Q：图像搜索中自建图库是存在哪里？Q：图像搜索中自建图库是存在哪里？

A：图片库存储在百度服务器上，专有云服务，别人访问不到，有效保障数据安全。

Q：图像搜索可以在百度图片库里帮我找到我想要的图片吗？Q：图像搜索可以在百度图片库里帮我找到我想要的图片吗？

A：图像搜索范围是在您建立的自有图片库中查找目标图片，百度图片的检索结果只是网络信息，不作为检索图库。

Q：公司用了其他的云服务，调用百度的接口时，必须要在百度建库吗？可以直接调其他云服务器上的数据吗？Q：公司用了其他的云服务，调用百度的接口时，必须要在百度建库吗？可以直接调其他云服务器上的数据吗？

A：需要将图片数据上传至平台建库，目前不支持直接调取其他云服务上的数据。因为算法是搭在百度服务器上的，图片入库

时需要进行特征提取。

Q：相似图片搜索和商品搜索在匹配度算法上是不是一样的？我应该用哪个接口呢？Q：相似图片搜索和商品搜索在匹配度算法上是不是一样的？我应该用哪个接口呢？

A：商品搜索与相似图搜索的差别在于，商品搜索针对商品场景做了专门的特征优化，可以找到不同颜色、背景、不同角度的

同款商品，在商品场景下效果更好。

注意：部分特殊商品，如面料、木材、瓷砖等，建议同步对比测试相似图搜索的效果，择优使用。

Q：图像搜索可以保证并发么？Q：图像搜索可以保证并发么？

A：接口在免费状态下默认2个QPS的并发，可以在控制台开通付费、或者购买次数包，保证10 QPS的并发，如果10 QPS不

够，也可购买QPS叠加包获取更多的QPS。价格介绍请参考价格文档。

Q：图像搜索上传报错216203，是什么原因？Q：图像搜索上传报错216203，是什么原因？

A：216203错误是：模型提取不到有效的图片特征，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

图片尺寸太小，比如小于300px，甚至200px；或者图片长宽比太大，比如细长的长条图、竖条图。

图片特征过于单一，比如纯色图、只有一根黑色的圆柱体等。

图片中主体太多，比如一张图里有十几双鞋子、或者多只口红啥的，模型不知道应该以哪一个主体为识别目标，就处理不了

了。

商品图片搜索，入库时模型会对图片主体进行判断，如果图片明显不是商品，则提取不到商品特征，进而报错。

Q：调用接口时，传入的是图片URL，但是报错“url download timeout”、“url response invalid”，该如何处理Q：调用接口时，传入的是图片URL，但是报错“url download timeout”、“url response invalid”，该如何处理？

A：“url download timeout”表示url对应的图片下载超时，可能是图床/图片无法下载或链路状况不好，您可以重新尝试一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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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多次尝试后仍不行，建议更换图片地址 。

“url response invalid”表示url返回无效参数，一般是图片url抓图失败，由于图床的差异性，抓图服务无法适配所有的图床，部分

url可能抓不到图，请将图片下载到本地，用image转码后上传入库。

Q：完全相同的图片不能重复入库，如果实在有业务上的特殊情况，需要入库相同的图片，是否有处理方法Q：完全相同的图片不能重复入库，如果实在有业务上的特殊情况，需要入库相同的图片，是否有处理方法？

A：如果同一张图确实需要重复上传，可以考虑两种方式：

入库时接口报错图片已存在后，调用更新接口，把新的图片标题/说明信息等补充到已有图片的brief里，变相实现1对多的关

系

对后面入库的图片做一些小处理，比如增加不明显的水印、调整大小等，只要图片不是一模一样，就可以入库成功

Q：调用入库接口上传了一些图片，但是在控制台图库管理后台里有些图片展示不出来，少了一部分图片，是怎么回事呢Q：调用入库接口上传了一些图片，但是在控制台图库管理后台里有些图片展示不出来，少了一部分图片，是怎么回事呢？

A：控制台图库管理后台的图片都是从数据库定期同步过来进行展示，一般会有分钟级、最多小时级的延时。

同时，因为前端页面性能的问题，部分图片可能同步展示失败，比如图片边长过长、图片太大、图片没有brief（注：未传入未传入

brief参数的图片不会同步至图库后台brief参数的图片不会同步至图库后台）等，因此图库管理后台的图片数量是 ≤ 数据库里的图片量的，检索时请以接口调用为

准。

Q：上传了几张、几十张图片到图库里测试相似图搜索/商品图搜索，检索时为何不太相似的图片也返回了Q：上传了几张、几十张图片到图库里测试相似图搜索/商品图搜索，检索时为何不太相似的图片也返回了？

A：针对相似图搜索和商品图搜索，调用检索接口时，默认返回相关性TOP 300的结果，如果图库里不满300张图片，会返回所

有图片，请入库足量图片以便充分测试效果。（控制台图库管理后台，在线测试默认返回相关性Top 50的结果图，如果图库里

不满50张图，则全部返回；后续会在图库管理后台的返回结果里增加展示相关性分数score，方便大家理解）

从图片像素特征的角度，原则上任何2张图片都有相似度，只不过分值有高低，应用时可结合接口返回的相关性分数score（取

值范围0-1，越接近1代表相似度越高）进行筛选，如选取score大于某个值的结果进行应用。

Q：图像搜索的图库支持一键清空么？Q：图像搜索的图库支持一键清空么？

A：为了避免误操作的风险，暂不支持直接清空图库，建议：原来的应用和图库搁置；新建个应用、图库，重新入库测试。

Q：图像搜索在管理相似图片的图库时，系统提示，上传图片“建议长宽比3：1 ，其中宽度在4096px和30px之间”，请问如果长Q：图像搜索在管理相似图片的图库时，系统提示，上传图片“建议长宽比3：1 ，其中宽度在4096px和30px之间”，请问如果长

宽比例不是3:1，会是什么情况？宽比例不是3:1，会是什么情况？

A：长宽比3:1和最小宽度只是建议，不是强制要求。图片大小的强制要求是：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长边最大

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

注：其余使用过程中的问题，可通过QQ群（630770006）联系群管、或提交工单进行反馈，感谢大家对百度图像搜索产品的

关注与支持。

Q：自建图库支持批量上传么？Q：自建图库支持批量上传么？

A：控制台中不支持批量上传功能，可以自行编写批量调用代码入库，在控制台中查看入库的图片。

视频专区

操作指南

图像搜索API接口使用方法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视频专区

380

http://ticket.bce.baidu.com/#/ticket/create


图像搜索可视化控制台的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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