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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文档导览

欢迎使用百度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本文档主要针对初次接触百度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开发者，为了让您能够更方便快速地找到产品说明，我们准备了一份导览文

档，请您查看

快速入门

NLP评论分析案例：文档

案例实现步骤：文档

产品定价

自然语言处理共有21项能力可在平台按需自助购买：

语言生成技术：语言生成技术： 文章标签、文章分类、新闻摘要、智能春联、智能写诗、文章标题生成、祝福语生成。

语言理解技术：语言理解技术： 实体分析、中文词向量表示、词义相似度、短文本相似度、中文DNN语言模型、情感倾向分析、依存句法分

析、词法分析、文本纠错、文本纠错-高级版、文本信息提取、对话情绪识别、评论观点抽取、地址识别、关键词提取。

免费额度：文档

产品价格：文档

API接口文档

鉴权认证机制

百度使用OAuth2.0授权调用开放API，调用API时必须在URL中带上access_token参数，获取Access Token的流程：文档

语言生成技术

文章标签：文章标签：对文章的标题和内容进行深度分析，输出能够反映文章关键信息的主题、话题、实体等多维度标签以及对应的置

信度；文档

文章分类：文章分类：根据文章内容类型，对文章进行自动分类；文档

文章标题生成：文章标题生成：根据文章内容自动生成多个通用类型标题；文档

文章主题短语生成：文章主题短语生成：对文章的标题和正文进行深度分析，输出能够反映文章关键信息的主题短语（5-14个字），满足内容分

发等对标题长度有所限制的场景诉求；文档

新闻摘要：新闻摘要：基于深度语义分析模型，自动抽取新闻文本中的关键信息并生成指定长度的新闻摘要；文档

同义词推荐：同义词推荐：对提供的中文词语或短语，计算并返回多个同义或近义表达，帮助润色内容、启发灵感；文档

智能春联：智能春联：根据用户输入的命题关键词自动生成一副春联，包括上联、下联和横批；文档

智能写诗：智能写诗：根据用户输入的命题关键词自动生成一首7言绝句；文档

祝福语生成：祝福语生成：针对常见节日与节气生成200字以内的祝福语，每次生成3条不同的随机结果，针对每个关键词支持生成上万

条不同的结果；文档

语言理解技术

情感倾向分析：情感倾向分析：对只包含单一主体主观信息的文本进行情感极性类别（积极、消极、中性）的判断，并给出相应的置信

度；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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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实体情感倾向分析：多实体情感倾向分析：对包含有多个主体信息的文本，针对每一个系统识别到的主体，做自动情感倾向性判断；文档

评论观点抽取：评论观点抽取：提取评论语句的关注点和评论观点，并输出评论观点标签及评论观点情感属性；文档

对话情绪识别：对话情绪识别：针对用户日常沟通文本背后所蕴含情绪的一种直观检测，可自动识别出当前会话者所表现出的情绪类别及其

置信度；文档

文本纠错：文本纠错：识别输入文本中有错误的片段，提示错误并给出正确的建议文本内容；文档

地址识别：地址识别：精准提取快递填单文本中的姓名、电话、地址信息，通过自然语言处理辅助地址识别做自动补充和纠正，生成标

准规范的结构化信息；文档

词法分析：词法分析：提供分词、词性标注、专名识别三大功能；文档

短文本相似度：短文本相似度：用于判断两个给定文本的相似度得分；文档

词义相似度：词义相似度：计算两个给定词语的词义相似度结果；文档

中文词向量表示：中文词向量表示：提供中文词汇的词向量查询功能，实现文本的可计算；文档

中文DNN语言模型：中文DNN语言模型：用于输出切词结果并给出每个词在句子中的概率值，判断一句话是否符合语言表达习惯；文档

依存句法分析：依存句法分析：自动分析文本中的依存句法结构信息，利用句子中词与词之间的依存关系来表示词语的句法结构信息

（如“主谓”、“动宾”、“定中”等结构关系），并用树状结构来表示整句的结构（如“主谓宾”、“定状补”等）；文档

实体分析：实体分析：结合上下文，识别文本中的实体并将其关联到百科知识库中的唯一实体对象；文档

关键词提取：关键词提取：从文本中自动提取出若干个反映文本主题、话题、实体等方面的关键词或短语；文档

文本信息提取：文本信息提取：能够根据用户输入的短语或问题，自动提取出包括但不限于实体、关系、事件论元、事件描述等文本信息，

帮助用户快速理解文本核心内容；文档

常见问题及排查

常见问题：文档

错误码说明：文档

SDK说明

NLP-JAVA-SDK

说明文档

SDK下载

NLP-PHP-SDK

说明文档

SDK下载

NLP-Cpp-SDK

说明文档

SDK下载

NLP-Node-SDK

说明文档

SDK下载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6

https://ai.baidu.com/ai-doc/NLP/Fk6z52g04
https://ai.baidu.com/ai-doc/NLP/ok6z52g8q
https://ai.baidu.com/ai-doc/NLP/rk6z52hlz
https://ai.baidu.com/ai-doc/NLP/Ik6z52gp8
https://ai.baidu.com/ai-doc/NLP/vk6z52h5n
https://ai.baidu.com/ai-doc/NLP/fk6z52f2u
https://ai.baidu.com/ai-doc/NLP/ek6z52frp
https://ai.baidu.com/ai-doc/NLP/Fk6z52fjc
https://ai.baidu.com/ai-doc/NLP/fk6z52elw
https://ai.baidu.com/ai-doc/NLP/0k6z52fb4
https://ai.baidu.com/ai-doc/NLP/nk6z52eu6
https://ai.baidu.com/ai-doc/NLP/al631z295
https://ai.baidu.com/ai-doc/NLP/rl9zkamiq
https://ai.baidu.com/ai-doc/NLP/Tlb3dlhoo
https://ai.baidu.com/ai-doc/NLP/3k6z52edg
https://ai.baidu.com/ai-doc/NLP/Bk6z52e59
https://ai.baidu.com/ai-doc/NLP/Nk6z52ci5
https://ai.baidu.com/sdk#nlp
https://ai.baidu.com/ai-doc/NLP/Mk6z52c9h
https://ai.baidu.com/sdk#nlp
https://ai.baidu.com/ai-doc/NLP/Jk6z52brx
https://ai.baidu.com/sdk#nlp
https://ai.baidu.com/ai-doc/NLP/Dk6z52c0r
https://ai.baidu.com/sdk#nlp


NLP-Python-SDK

说明文档

SDK下载

NLP-C#-SDK

说明文档

SDK下载

快速开始
NLP评论分析案例

电商消费者典型评论分析开发案例

消费类电子产品飞速发展，每个季度都会有若干新款手机发布，用户喜好也各有偏差。作为某手机厂商市场负责人的小王负责

公司新产品的市场调研工作，每当公司有新产品发布时，都会第一时间关注各大电商网站、社交网络上的用户留言，一方面收

集公司新产品的用户反馈和评价，另一方面也会收集友商的主流产品反馈和评价做对比。

但社交网络渠道众多，仅几个主流的电商网站产生的手机商品评论量就很让小王头疼了。如果人工盯着这些电商评论信息，总

结出用户比较集中的反馈信息点，需要花费大量的评论阅读时间和统计汇总时间，费时费力。所以希望能借助技术进行收集、借助技术进行收集、

监控评论信息，借助AI代替员工理解评论里核心观点，自动分类聚合相似观点监控评论信息，借助AI代替员工理解评论里核心观点，自动分类聚合相似观点，这将会省去不少人力成本，并且提升数据分析

和企业效率。

顺着这个想法，小王开始在网上寻找语义理解相关的AI技术。通过前期能力调研与服务综合考虑，最终小王选择了百度的自然

语言处理技术服务，通过接入评论观点抽取与情感倾向分析两个接口能力，切实帮助提升了企业处理分析评论数据的效率，降通过接入评论观点抽取与情感倾向分析两个接口能力，切实帮助提升了企业处理分析评论数据的效率，降

低了公司的运营成本低了公司的运营成本。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和小王看一下如何接入百度自然语言处理服务吧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和小王看一下如何接入百度自然语言处理服务吧

案例实现步骤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和小王看一下如何接入百度自然语言处理服务吧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和小王看一下如何接入百度自然语言处理服务吧

实现步骤

只需三步三步，即可完成接口的调用。

Step1:成为百度AI开放平台的开发者

要调用百度AI开放平台的能力先要成为百度AI开放平台的开发者，首先让我们来注册百度AI开放平台的开发者，并新建一个自然

语言处理应用。

点击百度AI开放平台导航右侧的控制台，选择需要使用的AI服务项。若为未登录状态，将跳转至登录界面，请您使用百度账

号登录。如还未持有百度账户，可以点击此处注册百度账户。

首次使用，登录后将会进入开发者认证页面，请填写相关信息完成开发者认证。注：(如您之前已经是百度云用户或百度开

发者中心用户，此步可略过。)

通过控制台左侧导航，选择产品服务-人工智能，进入具体AI服务项的控制面板（自然语言处理），进行相关业务操作。

我们有账号之后登录，并且点击此处创建一个应用，如下图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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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就能看到创建完的应用和 API KEYAPI KEY 以及 Secret KEYSecret KEY了

Step2:准备数据

我们在某电商上针对某一款电商产品（例如：XX手机）随机抽取了几条商品评论进行典型意见分析。

评论1

评论2

评论3

手机已经收到，非常完美超出自己的想象，外观惊艳 黑色高端加外形时尚融为一体比较喜欢的类型。手机已经收到，非常完美超出自己的想象，外观惊艳 黑色高端加外形时尚融为一体比较喜欢的类型。
系统流畅优化的很好，操作界面简洁大方好上手。系统流畅优化的很好，操作界面简洁大方好上手。
电池用量很满意，快充很不错。相机拍人拍物都美。电池用量很满意，快充很不错。相机拍人拍物都美。
总而言之一句话很喜欢的宝贝。总而言之一句话很喜欢的宝贝。

外观精美大小正合适，做工精细，线条流畅，拍照完美，吃鸡最高画质无压力。外观精美大小正合适，做工精细，线条流畅，拍照完美，吃鸡最高画质无压力。
连续玩了三个小时掉电百分之二十，电池强劲持久，无明显发热，操作流畅，准备再买一台给老婆生日礼物！连续玩了三个小时掉电百分之二十，电池强劲持久，无明显发热，操作流畅，准备再买一台给老婆生日礼物！

大家千万不要在上当了，耗电特别快，手机激活后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请大家小心购买大家千万不要在上当了，耗电特别快，手机激活后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请大家小心购买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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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编写一个示例程序

有第一步第一步的API KEYAPI KEY 以及 Secret KEYSecret KEY，以及第二步第二步的数据，我们就可以写一个示例代码调用百度AI开放平台的评论观点抽取能

力

准备开发环境准备开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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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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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写代码编写代码

新建一个 main.pymain.py

粘贴以下内容，不要忘记替换你的 API_KEYAPI_KEY 以及 SECRET_KEYSECRET_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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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ort sysimport sys
import jsonimport json
import base64import base64
import timeimport time

##### make it work in both python2 both python3##### make it work in both python2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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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kip https auth##### skip https auth
import sslimport ssl
ssl._create_default_https_context = ssl._create_unverified_contextssl._create_default_https_context = ssl._create_unverified_context

API_KEY = 'jhDFBkvSQGtS9WPGZaE9IbcS'API_KEY = 'jhDFBkvSQGtS9WPGZaE9IbcS'

SECRET_KEY = 'e5OXupgG11ovUFkA2zhqPD4HsLO35bqd'SECRET_KEY = 'e5OXupgG11ovUFkA2zhqPD4HsLO35bqd'

COMMENT_TAG_URL =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2/comment_tag"COMMENT_TAG_URL =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2/comment_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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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KEN start """"""  TOKEN start """
TOKEN_URL = 'https://aip.baidubce.com/oauth/2.0/token'TOKEN_URL = 'https://aip.baidubce.com/oauth/2.0/token'

""""""
    get token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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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all remote http server    call remote http server
""""""
def make_request(url, comment):def make_request(url, comment):
    print("---------------------------------------------------")    print("---------------------------------------------------")
    print("评论文本：")    print("评论文本：")
    print("    " + comment)    print("    " + comment)
    print("\n评论观点：")    print("\n评论观点：")

    response = request(url, json.dumps(    response = request(url, json.dumps(
    {    {
        "text": comment,        "text": comment,
        # 13为3C手机类型评论，其他类别评论请参考 https://ai.baidu.com/docs#/NLP-Apply-API/09fc895f        # 13为3C手机类型评论，其他类别评论请参考 https://ai.baidu.com/docs#/NLP-Apply-API/09fc895f
        "type": 13        "type": 13
    }))    }))

    data = json.loads(response)    data = json.loads(response)

    if "error_code" not in data or data["error_code"] == 0:    if "error_code" not in data or data["error_code"] == 0:
        for item in data["items"]:        for item in data["items"]:
            # 积极的评论观点            # 积极的评论观点
            if item["sentiment"] == 2:            if item["sentiment"] == 2:
                print(u"    积极的评论观点: " + item["prop"] + item["adj"])                print(u"    积极的评论观点: " + item["prop"] + item["adj"])
            # 中性的评论观点            # 中性的评论观点
            if item["sentiment"] == 1:            if item["sentiment"] == 1:
                print(u"    中性的评论观点: " + item["prop"] + item["adj"])                print(u"    中性的评论观点: " + item["prop"] + item["adj"])
            # 消极的评论观点            # 消极的评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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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代码运行代码

在命令行中运行

结果结果

若代码正确运行，命令行界面上会显示出运行结果：

            # 消极的评论观点            # 消极的评论观点
            if item["sentiment"] == 0:            if item["sentiment"] == 0:
                print(u"    消极的评论观点: " + item["prop"] + item["adj"])                print(u"    消极的评论观点: " + item["prop"] + item["adj"])
    else:    else:
        # print error response        # print error response
        print(response)        print(response)

    # 防止qps超限    # 防止qps超限
    time.sleep(0.5)    time.sleep(0.5)

""""""
    call remote http server    call remote http serv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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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

    comment1 = "手机已经收到，非常完美超出自己的想象，外观惊艳 黑色高端加外形时尚融为一体比较喜欢的类型。系    comment1 = "手机已经收到，非常完美超出自己的想象，外观惊艳 黑色高端加外形时尚融为一体比较喜欢的类型。系
统流畅优化的很好，操作界面简洁大方好上手。电池用量很满意，快充很不错。相机拍人拍物都美。总而言之一句话很喜统流畅优化的很好，操作界面简洁大方好上手。电池用量很满意，快充很不错。相机拍人拍物都美。总而言之一句话很喜
欢的宝贝。"欢的宝贝。"
    comment2 = "外观精美大小正合适，做工精细，线条流畅，拍照完美，吃鸡最高画质无压力。连续玩了三个小时掉电    comment2 = "外观精美大小正合适，做工精细，线条流畅，拍照完美，吃鸡最高画质无压力。连续玩了三个小时掉电
百分之二十，电池强劲持久，无明显发热，操作流畅，准备再买一台给老婆生日礼物！"百分之二十，电池强劲持久，无明显发热，操作流畅，准备再买一台给老婆生日礼物！"
    comment3 = "大家千万不要在上当了，耗电特别快，手机激活后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请大家小心购买"    comment3 = "大家千万不要在上当了，耗电特别快，手机激活后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请大家小心购买"

    # get access token    # get access token
    token = fetch_token()    token = fetch_token()

    # concat url    # concat url
    url = COMMENT_TAG_URL + "?charset=UTF-8&access_token=" + token    url = COMMENT_TAG_URL + "?charset=UTF-8&access_token=" + token

    make_request(url, comment1)    make_request(url, comment1)
    make_request(url, comment2)    make_request(url, comment2)
    make_request(url, comment3)    make_request(url, comment3)

python main.pypython main.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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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中还会返回情感搭配在句子中的起止位置，以及对应于该情感搭配的短句摘要，更多返回字段的解释您可以参照文档自然

语言处理应用技术REST API文档 。

总结

通过评论观点抽取了解用户对商品的核心关注点，通过情感倾向分析了解用户对商品的喜好程度，通过聚类/分类能力进行系

统化的观点标签总结，可以帮助商家更快速更全面的了解用户直观且典型的评价，来分析该款电商产品在用户心中的优缺点和

用户满意度，生产商可根据客户评论制定新的策略。

了解更多

了解更多

百度AI开放平台提供了多种多样的NLP语义分析服务，您可以尝试接入NLP语言理解技术服务，包括情感倾向分析、评论观点抽

取、文本纠错、地址识别等，您也可以选用NLP语言生成技术服务，高效便捷的实现文章标签、文章分类等功能。

示例源代码

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github上下载示例源码。

更多参考

NLP-应用能力说明和接口文档

EasyDL-定制化文本分类说明和接口文档

------------------------------------------------------------------------------------------------------
评论文本：评论文本：
    手机已经收到，非常完美超出自己的想象，外观惊艳 黑色高端加外形时尚融为一体比较喜欢的类型。系统流畅优化的很    手机已经收到，非常完美超出自己的想象，外观惊艳 黑色高端加外形时尚融为一体比较喜欢的类型。系统流畅优化的很
好，操作界面简洁大方好上手。电池用量很满意，快充很不错。相机拍人拍物都美。总而言之一句话很喜欢的宝贝。好，操作界面简洁大方好上手。电池用量很满意，快充很不错。相机拍人拍物都美。总而言之一句话很喜欢的宝贝。

评论观点：评论观点：
    积极的评论观点: 外观惊艳    积极的评论观点: 外观惊艳
    积极的评论观点: 系统流畅    积极的评论观点: 系统流畅
    积极的评论观点: 优化好    积极的评论观点: 优化好
    积极的评论观点: 界面简洁    积极的评论观点: 界面简洁
    积极的评论观点: 电池不错    积极的评论观点: 电池不错
    积极的评论观点: 相机不错    积极的评论观点: 相机不错
------------------------------------------------------------------------------------------------------
评论文本：评论文本：
    外观精美大小正合适，做工精细，线条流畅，拍照完美，吃鸡最高画质无压力。连续玩了三个小时掉电百分之二十，电    外观精美大小正合适，做工精细，线条流畅，拍照完美，吃鸡最高画质无压力。连续玩了三个小时掉电百分之二十，电
池强劲持久，无明显发热，操作流畅，准备再买一台给老婆生日礼物！池强劲持久，无明显发热，操作流畅，准备再买一台给老婆生日礼物！

评论观点：评论观点：
    积极的评论观点: 大小合适    积极的评论观点: 大小合适
    积极的评论观点: 外观精美    积极的评论观点: 外观精美
    积极的评论观点: 做工精细    积极的评论观点: 做工精细
    积极的评论观点: 线条流畅    积极的评论观点: 线条流畅
    积极的评论观点: 拍照不错    积极的评论观点: 拍照不错
    积极的评论观点: 电池持久    积极的评论观点: 电池持久
    积极的评论观点: 发热明显    积极的评论观点: 发热明显
    积极的评论观点: 操作流畅    积极的评论观点: 操作流畅
------------------------------------------------------------------------------------------------------
评论文本：评论文本：
    大家千万不要在上当了，耗电特别快，手机激活后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请大家小心购买    大家千万不要在上当了，耗电特别快，手机激活后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请大家小心购买

评论观点：评论观点：
    消极的评论观点: 耗电快    消极的评论观点: 耗电快
    消极的评论观点: 手机一般    消极的评论观点: 手机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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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获取API Key及Secret Key

产品定价
产品计费简介

产品计费简介

欢迎了解百度自然语言处理API计费服务，自然语言处理共有23项能力可在平台按需自助购买：

语言生成技术：语言生成技术： 文章标签、文章分类、智能春联、智能写诗、新闻摘要、文章标题生成、祝福语生成、同义词推荐。

语言理解技术：语言理解技术： 实体分析、中文词向量表示、词义相似度、短文本相似度、中文DNN语言模型、情感倾向分析、依存句法分

析、词法分析、文本纠错、文本纠错-高级版、对话情绪识别、评论观点抽取、地址识别、文本信息提取、关键词提取。

更新通知：更新通知： 2019年10月26日起，自然语言处理服务的计费方式更新，从按QPS（并发量）计费调整为按次/次数包计费，价

格可低至15元/万次，方便开发者直观且灵活的估算成本。在您开通计费服务或购买次数包后，并发支持会从5QPS自动提升至

20QPS，更新后的价目表详见本文档。

已购买QPS的老用户仍然可以正常使用，直至已购买的QPS过期失效。

如您仍需按QPS购买的方式进行结算，请点击工单咨询与我们取得联系。

免费测试资源

免费测试资源免费测试资源 是指成功创建应用并开通自然语言处理服务后可享受的免费调用次数，每个API都有基础免费额度，供您尝试和

体验。

企业认证福利企业认证福利 针对企业用户会送出更多的优惠福利，在您通过企业认证后，将会享有相对更高的免费调用量。

免费测试资源免费测试资源：

服务名服务名 免费测试资源免费测试资源 有效期有效期 超出免费测试资源超出免费测试资源

同义词推荐
个人认证：总量10次，QPS：1；企业认证：总量20

次，QPS：1
365天

关键词提取
个人认证：总量200次，QPS：1；企业认证：总量500

次，QPS：1
365天

可开通按量阶梯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

按次计费

实体分析
个人认证：总量200次，QPS：1；企业认证：总量500

次，QPS：1
365天

可开通按量阶梯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

按次计费

词法分析
个人认证：总量50万次，QPS：2；企业认证：50万次/

天，QPS：5
365天

可开通按量阶梯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

按次计费

短文本相似度
个人认证：总量50万次，QPS：2；企业认证：50万次/

天，QPS：5
365天

可开通按量阶梯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

按次计费

词义相似度
个人认证：总量50万次，QPS：2；企业认证：50万次/

天，QPS：5
365天

可开通按量阶梯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

按次计费

中文词向量表

示

个人认证：总量50万次，QPS：2；企业认证：50万次/

天，QPS：5
365天

可开通按量阶梯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

按次计费

中文DNN语言

模型

个人认证：总量50万次，QPS：2；企业认证：50万次/

天，QPS：5
365天

可开通按量阶梯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

按次计费

情感倾向分析
个人认证：总量50万次，QPS：2；企业认证：50万次/

天，QPS：5
365天

可开通按量阶梯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

按次计费

对话情绪识别
个人认证：总量50万次，QPS：2；企业认证：50万次/

天，QPS：5
365天

可开通按量阶梯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

按次计费

文章分类
个人认证：总量50万次，QPS：2；企业认证：50万次/

天，QPS：5
365天

可开通按量阶梯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

按次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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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类
天，QPS：5

365天
按次计费

评论观点抽取
个人认证：总量50万次，QPS：2；企业认证：5万次/

天，QPS：5
365天

可开通按量阶梯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

按次计费

文本纠错
个人认证：总量50万次，QPS：2；企业认证：5万次/

天，QPS：5
365天

可开通按量阶梯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

按次计费

文本纠错高级

版

个人认证：总量200次，QPS：1；企业认证：500

次，QPS：1
365天

可开通按量阶梯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

按次计费

文章标签
个人认证：总量50万次，QPS：2；企业认证：5万次/

天，QPS：5
365天

可开通按量阶梯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

按次计费

新闻摘要
个人认证：总量50万次，QPS：2；企业认证：5万次/

天，QPS：5
365天

可开通按量阶梯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

按次计费

依存句法分析

v1

个人认证：总量50万次，QPS：2；企业认证：总量50万

次，QPS：5
365天

可开通按量阶梯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

按次计费

依存句法分析

v2

个人认证：总量50万次，QPS：2；企业认证：总量50万

次，QPS：5
365天

可开通按量阶梯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

按次计费

地址识别
个人认证：总量500次，QPS：2；企业认证：总量5000

次，QPS：5
365天

可开通按量阶梯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

按次计费

智能春联
个人认证：总量10次，QPS：1；企业认证：总量20

次，QPS：1
365天

可开通按量阶梯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

按次计费

智能写诗
个人认证：总量10次，QPS：1；企业认证：总量20

次，QPS：1
365天

可开通按量阶梯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

按次计费

文章标题生成
个人认证：总量10次，QPS：1；企业认证：总量20

次，QPS：1
365天

可开通按量阶梯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

按次计费

祝福语生成
个人认证：总量10次，QPS：1；企业认证：总量20

次，QPS：1
365天

可开通按量阶梯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

按次计费

文本信息提取
个人认证：总量200次，QPS：1；企业认证：总量500

次，QPS：1
365天

可开通按量阶梯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

按次计费

说明：说明：

1、如需享用更优质的服务，请购买次数包或开通后付费。

2、同一个账号下多个应用共享接口QPS。

3、QPS（query per second）指每秒向服务发送的请求数量峰值，相当于每个API每秒可以允许请求的最大上限数量。

4、建议提前开通付费，当您的免费额度使用完毕后，自动切换按次数后付费的方式进行结算，可以减少因欠费导致接口调

用失败的情况出现。

5、每个账号根据认证信息仅支持领取一次免费额度，多账号绑定同一认证信息将无法重复领取。若系统判断存在违规重复

开通免费额度，造成恶意请求百度自然语言处理服务的状况，百度有权进行处理而无需提前告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用户

自行承担。

产品价格

产品价格

各API在每日免费额度用完后，超出部分需要按次数进行额外购买，否则接口会报错。 自然处理技术产品，采用后付费与预付自然处理技术产品，采用后付费与预付

费两种方式，您可以按需选择：费两种方式，您可以按需选择：

1、按量后付费1、按量后付费 对您实际产生的计费调用量按固定单价进行计费结算，系统每小时从您的百度云账户中扣除对应的消费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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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预付费次数包2、预付费次数包 您可根据业务量评估，提前一次性付费购买对应规格的次数包，在有效期内产生计费的调用量优先使用次数

包抵扣，所有有效次数包抵扣完毕后再自动转为按量后付费方式。（次数包规格越大，单价越低）

QPS并发限制：QPS并发限制： 以上两种计费方式在开通付费后，均可保证您 20 QPS 的并发需求(智能春联、智能写诗、祝福语生成、文章标

题生成、实体分析除外)，如果并发量无法满足业务需求，您可购买QPS叠加包QPS叠加包。

按量后付费价目表按量后付费价目表 语言生成接口语言生成接口

接口接口 QPS额度QPS额度 价格（元/次）价格（元/次）

文章标签 20 0.0025

文章分类 20 0.0025

新闻摘要 20 0.0025

智能春联 2 0.8

智能写诗 2 0.8

祝福语生成 2 0.8

文章标题生成 2 0.1

语言理解接口语言理解接口 | 接口 | QPS额度 | 价格（元/次） | | --- | --- | --- | | 词法分析 | 20 | 0.002 | | 短文本相似度 | 20 | 0.002 | | 词义相

似度 | 20 | 0.002 | | 中文词向量表示 | 20 | 0.002 | | 中文DNN语言模型 | 20 | 0.002 | | 情感倾向分析 | 20 | 0.0025 | | 评论观

点抽取 | 20 | 0.0025 | | 对话情绪识别 | 20 | 0.0025 | | 文本纠错 | 20 | 0.0025 | | 文本纠错-高级版 | 10 | 0.03 | | 地址识别 |

20 | 0.0025 | | 依存句法分析 | 20 | 0.015 | | 实体分析 | 2 | 0.025 | | 关键词提取 | 1 | 0.01 | | 文本信息提取 | 5 | 0.01 |

说明：说明： 

1、“产生计费的调用次数”只包括成功调用，调用失败不计费。 

2、分段阶梯后付方式计费，调用单价随用户当前自然月累积调用量所落阶梯区间而变化。月初，用户累积调用量清零，同

时重新开始累计调用量，系统按用户实际使用实时扣费。

预付费次数包价目表预付费次数包价目表

语言生成接口语言生成接口

文章标签文章标签 | 次数包规格 | QPS额度 | 次数包价格（元） | 调用单价（元/次） | | --- | --- | --- | --- | | 10万次 | 20 | 230 | 0.0023 | |

30万次 | 20 | 630 | 0.0021 | | 50万次 | 20 | 950 | 0.0019 | | 100万次 | 20 | 1700 | 0.0017 | | 300万次 | 20 | 4500 | 0.0015

| 

文章分类文章分类 | 次数包规格 | QPS额度 | 次数包价格（元） | 调用单价（元/次） | | --- | --- | --- | --- | | 10万次 | 20 | 230 | 0.0023 | |

30万次 | 20 | 630 | 0.0021 | | 50万次 | 20 | 950 | 0.0019 | | 100万次 | 20 | 1700 | 0.0017 | | 300万次 | 20 | 4500 | 0.0015

| 

新闻摘要新闻摘要 | 次数包规格 | QPS额度 | 次数包价格（元） | 调用单价（元/次） | | --- | --- | --- | --- | | 10万次 | 20 | 230 | 0.0023 | |

30万次 | 20 | 630 | 0.0021 | | 50万次 | 20 | 950 | 0.0019 | | 100万次 | 20 | 1700 | 0.0017 | | 300万次 | 20 | 4500 | 0.0015

| 

智能春联智能春联 | 次数包规格 | QPS额度 | 次数包价格（元） | 调用单价（元/次） | | --- | --- | --- | --- | | 1千次 | 2 | 680 | 0.68 | | 1万

次 | 2 | 6000 | 0.6 | 

智能写诗智能写诗 | 次数包规格 | QPS额度 | 次数包价格（元） | 调用单价（元/次） | | --- | --- | --- | --- | | 1千次 | 2 | 680 | 0.68 | | 1万

次 | 2 | 6000 | 0.6 | 

文章标题生成文章标题生成 | 次数包规格 | QPS额度 | 次数包价格（元） | 调用单价（元/次） | | --- | --- | --- | --- | | 1千次 | 2 | 80 | 0.08 | | 1

万次 | 2 | 600 | 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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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语生成祝福语生成 | 次数包规格 | QPS额度 | 次数包价格（元） | 调用单价（元/次） | | --- | --- | --- | --- | | 1千次 | 2 | 680 | 0.68 | | 1

万次 | 2 | 6000 | 0.6 | | 10万次 | 2 | 50000 | 0.5 | 

语言理解接口语言理解接口

情感倾向分析情感倾向分析 | 次数包规格 | QPS额度 | 次数包价格（元） | 调用单价（元/次） | | --- | --- | --- | --- | | 10万次 | 20 | 230 |

0.0023 | | 30万次 | 20 | 630 | 0.0021 | | 50万次 | 20 | 950 | 0.0019 | | 100万次 | 20 | 1700 | 0.0017 | | 300万次 | 20 |

4500 | 0.0015 | 

评论观点抽取评论观点抽取 | 次数包规格 | QPS额度 | 次数包价格（元） | 调用单价（元/次） | | --- | --- | --- | --- | | 10万次 | 20 | 230 |

0.0023 | | 30万次 | 20 | 630 | 0.0021 | | 50万次 | 20 | 950 | 0.0019 | | 100万次 | 20 | 1700 | 0.0017 | | 300万次 | 20 |

4500 | 0.0015 | 

对话情绪识别对话情绪识别 | 次数包规格 | QPS额度 | 次数包价格（元） | 调用单价（元/次） | | --- | --- | --- | --- | | 10万次 | 20 | 230 |

0.0023 | | 30万次 | 20 | 630 | 0.0021 | | 50万次 | 20 | 950 | 0.0019 | | 100万次 | 20 | 1700 | 0.0017 | | 300万次 | 20 |

4500 | 0.0015 | 

文本纠错文本纠错 | 次数包规格 | QPS额度 | 次数包价格（元） | 调用单价（元/次） | | --- | --- | --- | --- | | 10万次 | 20 | 230 | 0.0023 | |

30万次 | 20 | 630 | 0.0021 | | 50万次 | 20 | 950 | 0.0019 | | 100万次 | 20 | 1700 | 0.0017 | | 300万次 | 20 | 4500 | 0.0015

| 

文本纠错-高级版文本纠错-高级版 | 次数包规格 | QPS额度 | 次数包价格（元） | 调用单价（元/次） | | --- | --- | --- | --- | | 1万次 | 10 | 200 | 0.02

| | 10万次 | 10 | 1500 | 0.015 | | 50万次 | 10 | 5000 | 0.01 | 

地址识别地址识别 | 次数包规格 | QPS额度 | 次数包价格（元） | 调用单价（元/次） | | --- | --- | --- | --- | | 10万次 | 20 | 230 | 0.0023 | |

30万次 | 20 | 630 | 0.0021 | | 50万次 | 20 | 950 | 0.0019 | | 100万次 | 20 | 1700 | 0.0017 | | 300万次 | 20 | 4500 | 0.0015

| 

词法分析词法分析 | 次数包规格 | QPS额度 | 次数包价格（元） | 调用单价（元/次） | | --- | --- | --- | --- | | 10万次 | 20 | 190 | 0.0019 | |

30万次 | 20 | 540 | 0.0018 | | 50万次 | 20 | 850 | 0.0017 | | 100万次 | 20 | 1600 | 0.0016 | | 300万次 | 20 | 4500 | 0.0015

| 

短文本相似度短文本相似度 | 次数包规格 | QPS额度 | 次数包价格（元） | 调用单价（元/次） | | --- | --- | --- | --- | | 10万次 | 20 | 190 |

0.0019 | | 30万次 | 20 | 540 | 0.0018 | | 50万次 | 20 | 850 | 0.0017 | | 100万次 | 20 | 1600 | 0.0016 | | 300万次 | 20 |

4500 | 0.0015 | 

词义相似度词义相似度 | 次数包规格 | QPS额度 | 次数包价格（元） | 调用单价（元/次） | | --- | --- | --- | --- | | 10万次 | 20 | 190 | 0.0019 |

| 30万次 | 20 | 540 | 0.0018 | | 50万次 | 20 | 850 | 0.0017 | | 100万次 | 20 | 1600 | 0.0016 | | 300万次 | 20 | 4500 |

0.0015 | 

中文词向量表示中文词向量表示 | 次数包规格 | QPS额度 | 次数包价格（元） | 调用单价（元/次） | | --- | --- | --- | --- | | 10万次 | 20 | 190 |

0.0019 | | 30万次 | 20 | 540 | 0.0018 | | 50万次 | 20 | 850 | 0.0017 | | 100万次 | 20 | 1600 | 0.0016 | | 300万次 | 20 |

4500 | 0.0015 | 

中文DNN语言模型中文DNN语言模型 | 次数包规格 | QPS额度 | 次数包价格（元） | 调用单价（元/次） | | --- | --- | --- | --- | | 10万次 | 20 | 190 |

0.0019 | | 30万次 | 20 | 540 | 0.0018 | | 50万次 | 20 | 850 | 0.0017 | | 100万次 | 20 | 1600 | 0.0016 | | 300万次 | 20 |

4500 | 0.0015 | 

依存句法分析依存句法分析 | 次数包规格 | QPS额度 | 次数包价格（元） | 调用单价（元/次） | | --- | --- | --- | --- | | 10万次 | 20 | 1400 |

0.014 | | 30万次 | 20 | 3900 | 0.013 | | 50万次 | 20 | 6000 | 0.012 | | 100万次 | 20 | 11000 | 0.011 | | 300万次 | 20 |

30000 | 0.010 | 

实体分析实体分析 | 次数包规格 | QPS额度 | 次数包价格（元） | 调用单价（元/次） | | --- | --- | --- | --- | | 1万次 | 2 | 200 | 0.02 | | 10万

次 | 2 | 1800 | 0.018 | 

文本信息提取文本信息提取 | 次数包规格 | QPS额度 | 次数包价格（元） | 调用单价（元/次） | | --- | --- | --- | --- | | 1万次 | 5 | 80 | 0.008 | |

10万次 | 5 | 600 | 0.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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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提取关键词提取 | 次数包规格 | QPS额度 | 次数包价格（元） | 调用单价（元/次） | | --- | --- | --- | --- | | 1万次 | 1 | 80 | 0.008 | | 10

万次 | 1 |600 | 0.006 | | 50万次 | 1 |2000 | 0.004 |

说明：说明：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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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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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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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如您需要购买更大量的次数包，可以联系客服进行价格咨询。

5、您可前往百度智能云‘控制台--财务--退订管理’页面进行自助退订，详细退订规则见退订说明。

QPS叠加包价格表QPS叠加包价格表 语言生成接口语言生成接口

接口接口 按天购买（元/天/QPS）按天购买（元/天/QPS） 按月购买（元/月/QPS）按月购买（元/月/QPS）

文章标签 10 285

文章分类 10 285

新闻摘要 10 285

语言理解接口语言理解接口 | 接口 | 按天购买（元/天/QPS） | 按月购买（元/月/QPS） | | --- | --- | --- | | 情感倾向分析 | 5 | 142.5 | | 评论观

点抽取 | 15 | 427.5 | | 对话情绪识别 | 5 | 142.5 | | 文本纠错 | 5 | 142.5 | | 地址识别 | 5 | 142.5 | | 词法分析 | 5 | 142.5 | | 短

文本相似度 | 5 | 142.5 | | 词义相似度 | 5 | 142.5 | | 中文词向量表示 | 5 | 142.5 | | 中文DNN语言模型 | 10 | 285 | | 依存句法

分析 | 150 | 4275 | 

费用举例

示例一 ：按量后付费示例一 ：按量后付费

假设您需要每天调用51万次词法分析，除免费赠送的每日50万次免费额度外，需要计费的总量为超出免费部分的每天1万次调

用量，您需要提前开通付费服务，并保证账户余额足够支付，超出部分将按实际次数进行结算，系统每小时将为您结算一次费

用，直至账户余额不足。

参考费用计算：参考费用计算： 10000次 x 0.002 元/次 = 20元

示例二 ：次数包预购示例二 ：次数包预购

假设您需要每天调用100万次词法分析，除免费赠送的每日50万次免费额度外，需要计费的总量为超出免费部分的每天50万次

调用量，您可以在调用前，提前预购50万次的词法分析次数包，超出的50万调用量部分将优先使用您账下所有次数包内的剩余

总量进行抵扣。

参考费用计算方式：参考费用计算方式：

1、估算年调用总量：365天 x 50万次/每天 = 1.825亿次

2、按最低单价的300万次数包购买，估算需要购买的次数包个数：18250万 / 300万 = 61（个）

3、参考费用计算：61个 x 4500元/个 = 274500元

次数包到期/次数包余量/续费提醒

根据您购买接口服务期限，系统将会在以下几种情况下短信通知您：

1、次数包有效期提醒：次数包有效期提醒：服务到期前七天、三天、一天，系统会分三次分别发送服务到期的提醒短信，请您收到短信后，考虑

及时前往控制台财务中心续费。

2、次数包余量提醒：次数包余量提醒：单个次数包余量小于20%时，系统会发送余量不足的提醒短信，请您收到短信后，考虑及时前往控制台

财务中心续费。

3、次数包过期提醒：次数包过期提醒：单个次数包过期后，系统会发送提醒短信

4、次数包用完提醒：次数包用完提醒：单个次数包用完后，系统会发送提醒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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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参考
简介

简介

Hi，您好，欢迎使用百度自然语言处理API服务。

本文档主要针对API开发者，描述百度自然语言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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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生成技术接口能力

接口名称接口名称 接口能力简要描述接口能力简要描述

文章标签 分析文章的标题和内容，输出能够反映文章关键信息的主题、话题、实体等多维度标签以及对应的置信度

文章分类 根据文章内容类型，对文章进行自动分类

新闻摘要 自动抽取新闻文本中的关键信息并生成指定长度的新闻摘要

智能春联 根据用户输入的命题关键词自动生成一副春联，包括上联、下联和横批

智能写诗 根据用户输入的命题关键词自动生成一首7言绝句

文章标题生成 根据文章内容自动生成多个通用类型标题

文章主题短语生成 对文章的标题和正文进行深度分析，输出能够反映文章关键信息的主题短语

语言理解技术接口能力

接口名称接口名称 接口能力简要描述接口能力简要描述

情感倾向分析 对包含主观观点信息的文本进行情感极性类别（积极、消极、中性）的判断，并给出相应的置信度

评论观点抽取 从评论语句中提取评论观点的情感属性

对话情绪识别 识别出当前会话者所表现出的情绪类别及其置信度

文本纠错 识别文本中有错误的片段，进行错误提示并给出正确的建议文本内容

地址识别 提取快递填单文本中的姓名、电话、地址信息，自动补充和纠正，生成结构化信息

词法分析 分词、词性标注、专名识别

短文本相似度 判断两个文本的语义相似度

词义相似度 计算两个给定词语的语义相似度

中文词向量表示 查询词汇的词向量，实现文本的可计算

中文DNN语言模型 判断一句话是否符合语言表达习惯

依存句法分析 自动分析文本中的依存句法结构信息

多实体情感倾向分析 对包含有多个主体信息的文本，针对每一个系统识别到的主体，做自动情感倾向性判断

实体分析 结合上下文，识别文本中的实体并将其关联到百科知识库中的唯一实体对象

请求格式

POST方式调用

注意注意：要求使用JSON格式的结构体来描述一个请求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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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整体文本内容可以支持GBK和UTF-8两种格式的编码。

1、GBK支持：默认按GBK进行编码默认按GBK进行编码，输入内容为GBK编码，输出内容为GBK编码，否则会接口报错编码错误

2、UTF-8支持：若文本需要使用UTF-8编码，请在url参数中添加charset=UTF-8 （大小写敏感）若文本需要使用UTF-8编码，请在url参数中添加charset=UTF-8 （大小写敏感） 例如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lexer?charset=UTF-

8&access_token=24.f9ba9c5241b67688bb4adbed8bc91dec.2592000.1485570332.282335-8574074

返回格式返回格式

JSON格式

默认返回内容为GBK编码默认返回内容为GBK编码

若用户指定输入为UTF-8编码（通过指定charset参数），则返回内容为UTF-8编码若用户指定输入为UTF-8编码（通过指定charset参数），则返回内容为UTF-8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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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用方式一调用方式一

向API服务地址使用POST发送请求，必须在URL中带上参数：

access_token:access_token: 必须参数，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POST中参数按照API接口说明调用即可。

例如自然语言处理API，使用HTTPS POST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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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用方式二调用方式二

请求头域内容请求头域内容

NLP的API服务需要在请求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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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填）

content-length（选填）

作为示例，以下是一个标准的请求头域内容: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lexer?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lexer?
access_token=24.f9ba9c5241b67688bb4adbed8bc91dec.2592000.1485570332.282335-8574074access_token=24.f9ba9c5241b67688bb4adbed8bc91dec.2592000.1485570332.282335-8574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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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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权认证机制

简介

本文档主要针对HTTP API调用者，百度使用OAuth2.0授权调用开放API，调用API时必须在URL中带上access_token参数，获取

Access Token的流程如下：

获取Access Token

请求URL数据格式请求URL数据格式

向授权服务地址 发送请求（推荐使用POST），并在URL中带上以下参数：

grant_type：grant_type： 必须参数，固定为 ；

client_id：client_id： 必须参数，应用的 ；

client_secret：client_secret： 必须参数，应用的 ；

例如：

说明：说明： 方式一鉴权使用的Access_token必须控制台的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示例如下图：

服务器返回的JSON文本参数如下：服务器返回的JSON文本参数如下：

POST rpc/2.0/nlp/v1/wordseg? HTTP/1.1POST rpc/2.0/nlp/v1/words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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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aip.baidubce.com/oauth/2.0/tokenhttps://aip.baidubce.com/oauth/2.0/token

client_credentialsclient_credentials

API KeyAPI Key

Secret KeySecret Key

https://aip.baidubce.com/oauth/2.0/token?https://aip.baidubce.com/oauth/2.0/token?
grant_type=client_credentials&client_id=Va5yQRHlA4Fq5eR3LT0vuXV4&client_secret=0rDSjzQ20XUj5itV6WRtznPQSzr5pVw2grant_type=client_credentials&client_id=Va5yQRHlA4Fq5eR3LT0vuXV4&client_secret=0rDSjzQ20XUj5itV6WRtznPQSzr5pVw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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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_token：access_token： 要获取的Access Token；

expires_in：expires_in： Access Token的有效期(秒为单位，一般为1个月)；

其他参数忽略，暂时不用其他参数忽略，暂时不用;

例如：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error： 错误码；关于错误码的详细信息请参考下方鉴权认证错误码。

error_description：error_description： 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例如认证失败返回：例如认证失败返回：

鉴权认证错误码鉴权认证错误码

errorerror error_descriptionerror_description 解释解释

invalid_client unknown client id API Key不正确

invalid_client Client authentication failed Secret Key不正确

使用Access Key ID/Secret Access Key的开发者注意

如果您使用的是“安全认证/Access Key ”中的Access Key ID 和 Secret Access Key的开发者，则不能使用获取Access Token的方

式鉴权，具体鉴权认证机制参考“百度云鉴权认证机制”。

注意事项

请严格按照文档里描述的接口参数进行对应开发。请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 每个接口都有固定的文本输入长度限制，为了保证最好的效果以及请求时间，请严格控制输入长度。过长的文本将需要更多

的请求耗时，且会接口报错。必要时可自行进行语句切分等预处理工作。

2. 必填字段中，严格按照文档描述的内容填写。

3. NLP的所有api请求均有次数限制和QPS限制量，具体限额见控制台网页里您的应用详情。如果默认配额不能满足需求，可尝

试购买更高配额量。

语言理解技术

地址识别

地址识别接口地址识别接口

{{
  "refresh_token": "25.b55fe1d287227ca97aab219bb249b8ab.315360000.1798284651.282335-8574074",  "refresh_token": "25.b55fe1d287227ca97aab219bb249b8ab.315360000.1798284651.282335-8574074",
  "expires_in": 2592000,  "expires_in": 2592000,
  "scope": "public wise_adapt",  "scope": "public wise_adapt",
  "session_key":  "session_key":  
"9mzdDZXu3dENdFZQurfg0Vz8slgSgvvOAUebNFzyzcpQ5EnbxbF+hfG9DQkpUVQdh4p6HbQcAiz5RmuBAja1JJGgIdJI","9mzdDZXu3dENdFZQurfg0Vz8slgSgvvOAUebNFzyzcpQ5EnbxbF+hfG9DQkpUVQdh4p6HbQcAiz5RmuBAja1JJGgIdJI",
  "access_token": "24.6c5e1ff107f0e8bcef8c46d3424a0e78.2592000.1485516651.282335-8574074",  "access_token": "24.6c5e1ff107f0e8bcef8c46d3424a0e78.2592000.1485516651.282335-8574074",
  "session_secret": "dfac94a3489fe9fca7c3221cbf7525ff"  "session_secret": "dfac94a3489fe9fca7c3221cbf7525ff"
}}

{{
    "error": "invalid_client",    "error": "invalid_client",
    "error_description": "unknown client id"    "error_description": "unknown client 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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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针对快递、电商行业中客户在线提交的大量非结构化地址单据，该接口可以帮助提取快递填单文本中的姓名、电话、地址信

息，通过自然语言处理辅助地址识别，生成标准规范的结构化信息，大幅提升企业处理单据的效率。

在线调试在线调试 您可以在您可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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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Body请求示例:

请求格式请求格式

POST方式调用

注意注意：要求使用JSON格式的结构体来描述一个请求的具体内容。

body整体文本内容可以支持GBK和UTF-8两种格式的编码。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描述描述

text string 是 待识别的文本内容，不超过1000字节

confidence int 否 不设置时默认为-1

返回格式返回格式

JSON格式

返回编码格式与传入编码格式一致返回编码格式与传入编码格式一致

若用户输入为GBK编码，则返回内容为GBK编码；若用户输入为UTF-8编码，则返回内容为UTF-8编码若用户输入为GBK编码，则返回内容为GBK编码；若用户输入为UTF-8编码，则返回内容为UTF-8编码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address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address

{{
    "text": "上海市浦东新区纳贤路701号百度上海研发中心 F4A000 张三"    "text": "上海市浦东新区纳贤路701号百度上海研发中心 F4A000 张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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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描述描述

log_id uint64 请求唯一标识码

text string 原始输入的文本内容

province string 省（直辖市/自治区）

province_code string 省国标code

city string 市

city_code string 城市国标code

county string 区（县）

county_code string 区县国标code

town string 街道（乡/镇）

town_code string 街道/乡镇国标code

person string 姓名

detail string 详细地址

phonenum string 电话号码

lat float 纬度（百度坐标，仅供参考）

Ing float 经度（百度坐标，仅供参考）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情感倾向分析

情感倾向分析接口情感倾向分析接口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情感倾向分析接口情感倾向分析接口：对只包含单一主体主观信息的文本，进行自动情感倾向性判断（积极、消极、中性），并给出相应的置信

度。为口碑分析、话题监控、舆情分析等应用提供基础技术支持。

在线调试在线调试 您可以在您可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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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方法: 

{{
    "province": "上海市",    "province": "上海市",
    "city": "上海市",    "city": "上海市",
    "province_code": "310000",    "province_code": "310000",
    "log_id": 1420038644986026316,    "log_id": 1420038644986026316,
    "text": "上海市浦东新区纳贤路701号百度上海研发中心 F4A000 张三",    "text": "上海市浦东新区纳贤路701号百度上海研发中心 F4A000 张三",
    "town": "张江镇",    "town": "张江镇",
    "phonenum": "",    "phonenum": "",
    "detail": "纳贤路701号百度上海研发中心F4A000",    "detail": "纳贤路701号百度上海研发中心F4A000",
    "county": "浦东新区",    "county": "浦东新区",
    "person": "张三",    "person": "张三",
    "town_code": "310115125",    "town_code": "310115125",
    "county_code": "310115",    "county_code": "310115",
    "city_code": "310100"    "city_code": "310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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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Body请求示例:

请求格式请求格式

POST方式调用

注意注意：要求使用JSON格式的结构体来描述一个请求的具体内容。

body整体文本内容可以支持GBK和UTF-8两种格式的编码。

1、GBK支持：默认按GBK进行编码默认按GBK进行编码，输入内容为GBK编码，输出内容为GBK编码，否则会接口报错编码错误

2、UTF-8支持：若文本需要使用UTF-8编码，请在url参数中添加charset=UTF-8 （大小写敏感）若文本需要使用UTF-8编码，请在url参数中添加charset=UTF-8 （大小写敏感） 例如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lexer?charset=UTF-

8&access_token=24.f9ba9c5241b67688bb4adbed8bc91dec.2592000.1485570332.282335-857407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text string 文本内容，最大2048字节

返回格式返回格式

JSON格式

默认返回内容为GBK编码默认返回内容为GBK编码

若用户指定输入为UTF-8编码（通过指定charset参数），则返回内容为UTF-8编码若用户指定输入为UTF-8编码（通过指定charset参数），则返回内容为UTF-8编码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描述描述

log_id uint64 请求唯一标识码

sentiment int 表示情感极性分类结果，0:负向，1:中性，2:正向

confidence float 表示分类的置信度，取值范围[0,1]

positive_prob float 表示属于积极类别的概率 ，取值范围[0,1]

negative_prob float 表示属于消极类别的概率，取值范围[0,1]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sentiment_classify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sentiment_classify

{{
    "text": "我爱祖国"    "text": "我爱祖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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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评论观点抽取

评论观点抽取接口评论观点抽取接口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评论观点抽取接口评论观点抽取接口：提取评论句子的关注点和评论观点，并输出评论观点标签及评论观点极性。

在线调试在线调试 您可以在您可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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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方法: 

（通用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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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Body请求示例:

请求格式请求格式

POST方式调用

注意注意：要求使用JSON格式的结构体来描述一个请求的具体内容。

body整体文本内容可以支持GBK和UTF-8两种格式的编码。

1、GBK支持：默认按GBK进行编码默认按GBK进行编码，输入内容为GBK编码，输出内容为GBK编码，否则会接口报错编码错误

{{
    "text":"我爱祖国",    "text":"我爱祖国",
    "items":[    "items":[
        {        {
            "sentiment":2,    //表示情感极性分类结果            "sentiment":2,    //表示情感极性分类结果
            "confidence":0.90, //表示分类的置信度            "confidence":0.90, //表示分类的置信度
            "positive_prob":0.94, //表示属于积极类别的概率            "positive_prob":0.94, //表示属于积极类别的概率
            "negative_prob":0.06  //表示属于消极类别的概率            "negative_prob":0.06  //表示属于消极类别的概率
        }        }
    ]    ]
}}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2/comment_tag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2/comment_tag

{{
    "text":"三星电脑电池不给力",    "text":"三星电脑电池不给力",
    "type":13    "type":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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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UTF-8支持：若文本需要使用UTF-8编码，请在url参数中添加charset=UTF-8 （大小写敏感）若文本需要使用UTF-8编码，请在url参数中添加charset=UTF-8 （大小写敏感） 例如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lexer?charset=UTF-

8&access_token=24.f9ba9c5241b67688bb4adbed8bc91dec.2592000.1485570332.282335-857407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text 必选 string 评论内容，最大10240字节

type 可选 int 评论行业类型，默认为4（餐饮美食）

其中type包含13个类别，具体取值说明如下：

type参数type参数 说明说明 实例实例

1 酒店 『酒店设备齐全、干净卫生』->『酒店设备齐全』、『干净卫生』

2 KTV 『环境一般般把，音响设备也一般，隔音太差』->『环境一般』、『音响设备一般』、『隔音差』

3 丽人 『手法专业，重要的是效果很棒』->『手法专业』、『效果不错』

4 美食餐饮 『但是味道太好啦，舍不得剩下』->『味道不错』

5 旅游 『景区交通方便，是不错的旅游景点』->『交通方便』、『旅游景点不错』

6 健康 『环境很棒，技师服务热情』->『环境不错』、『服务热情』

7 教育 『教学质量不错，老师很有经验』->『教学质量不错』、『老师有经验』

8 商业 『该公司服务好，收费低，效率高』->『服务好』、『收费低』、『效率高』

9 房产 『该房周围设施齐全、出行十分方便』->『设施齐全』、『出行方便』

10 汽车 『路宝的优点就是安全性能高、空间大』->『安全性能高』、『空间大』

11 生活 『速度挺快、服务态度也不错』->『速度快』、『服务好』

12 购物 『他家的东西还是挺贵的』->『消费贵』

13 3C 『手机待机时间长』->『待机时间长』

返回格式返回格式

JSON格式

默认返回内容为GBK编码默认返回内容为GBK编码

若用户指定输入为UTF-8编码（通过指定charset参数），则返回内容为UTF-8编码若用户指定输入为UTF-8编码（通过指定charset参数），则返回内容为UTF-8编码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log_id uint64 请求唯一标识码

prop string 匹配上的属性词

adj string 匹配上的描述词

sentiment int 该情感搭配的极性（0表示消极，1表示中性，2表示积极）

begin_pos int 该情感搭配在句子中的开始位置

end_pos int 该情感搭配在句子中的结束位置

abstract string 对应于该情感搭配的短句摘要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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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情绪识别

对话情绪识别接口对话情绪识别接口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针对用户日常沟通文本背后所蕴含情绪的一种直观检测，可自动识别出当前会话者所表现出的一级和二级细分情绪类别及其置

信度，针对正面和负面的情绪，还可给出参考回复话术。帮助企业更全面地把握产品服务质量、监控客户服务质量。在自动监

控中如果发现有负面情绪出现，可以及时介入人工处理，帮助在有限的人工客服条件下，减少客户流失。

在线调试在线调试 您可以在您可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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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Body请求示例:

请求格式请求格式

POST方式调用

注意注意：要求使用JSON格式的结构体来描述一个请求的具体内容。

body整体文本内容可以支持GBK和UTF-8两种格式的编码。

{{
 "items": [ "items": [
  {  {
     "prop":"电池",       "prop":"电池",  
        "adj": "不给力",        "adj": "不给力",
        "sentiment": 0,        "sentiment": 0,
        "begin_pos": 8,        "begin_pos": 8,
        "end_pos": 18,        "end_pos": 18,
  "abstract":"三星电脑<span>电池不给力</span>"  "abstract":"三星电脑<span>电池不给力</span>"
     }     }
    ]    ]
}}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emotion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emotion

{{
    "scene":"talk",    "scene":"talk",
    "text": "本来今天高高兴兴"    "text": "本来今天高高兴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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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BK支持：请转换为GBK编码格式

2、UTF-8支持：默认按UTF-8进行编码默认按UTF-8进行编码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描述描述

text string 是 待识别情感文本，输入限制512字节

scene string 否
default（默认项-不区分场景），talk（闲聊对话-如度秘聊天等），task（任务型对话-如导航对话

等），customer_service（客服对话-如电信/银行客服等）

返回格式返回格式

JSON格式

默认返回内容为UTF-8编码默认返回内容为UTF-8编码

若用户指定输入为GBK编，则返回内容为GBK编码若用户指定输入为GBK编，则返回内容为GBK编码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描述描述

log_id uint64 请求唯一标识码

text string 输入的对话文本内容

items list 分析结果数组

++label string 情绪一级分类标签；pessimistic（负向情绪）、neutral（中性情绪）、optimistic（正向情绪）

++prob double 情绪一级分类标签对应的概率

++subit

ems
double 二级分析结果数组

+++lab

el
string

情绪二级分类标签；客服模型正向（thankful感谢、happy愉快）、客服模型负向（complaining抱怨、angry

愤怒）；闲聊模型正向（like喜爱、happy愉快）、闲聊模型负向（angry愤怒、disgusting厌恶、fearful恐

惧、sad悲伤）

+++pro

b
double 情绪二级分类标签对应的概率

+++repl

ies

array of

string
参考回复话术，中性情绪下该项为空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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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法分析

词法分析接口词法分析接口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词法分析词法分析：向用户提供分词、词性标注、专名识别三大功能；能够识别出文本串中的基本词汇（分词），对这些词汇进行重

组、标注组合后词汇的词性，并进一步识别出命名实体。

在线调试在线调试 您可以在您可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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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body请求示例:

请求格式请求格式

POST方式调用

{{
    "log_id": 4258005459150262970,    "log_id": 4258005459150262970,
    "text":"你真棒",    "text":"你真棒",
    "items":[    "items":[
        {        {
            "prob":0.97848,            "prob":0.97848,
            "label":"optimistic",            "label":"optimistic",
            "subitems":[            "subitems":[
                {                {
                    "prob":0.656986,                    "prob":0.656986,
                    "label":"like"                    "label":"like"
     "replies":[     "replies":[
                    "谢谢，我很开心"                    "谢谢，我很开心"
                    ]                    ]
                }                }
   ]   ]
        },        },
    ]    ]
}}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lexer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lexer

{{
  "text": "百度是一家高科技公司"  "text": "百度是一家高科技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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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注意：要求使用JSON格式的结构体来描述一个请求的具体内容。

body整体文本内容可以支持GBK和UTF-8两种格式的编码。

1、GBK支持：默认按GBK进行编码默认按GBK进行编码，输入内容为GBK编码，输出内容为GBK编码，否则会接口报错编码错误

2、UTF-8支持：若文本需要使用UTF-8编码，请在url参数中添加charset=UTF-8 （大小写敏感）若文本需要使用UTF-8编码，请在url参数中添加charset=UTF-8 （大小写敏感） 例如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lexer?charset=UTF-

8&access_token=24.f9ba9c5241b67688bb4adbed8bc91dec.2592000.1485570332.282335-857407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类型类型 详细说明详细说明

text string 待分析文本，长度不超过20000字节

返回格式返回格式

JSON格式

默认返回内容为GBK编码默认返回内容为GBK编码

若用户指定输入为UTF-8编码（通过指定charset参数），则返回内容为UTF-8编码若用户指定输入为UTF-8编码（通过指定charset参数），则返回内容为UTF-8编码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类型类型 必需必需 详细说明详细说明

text string 是 原始单条请求文本

items
array of

objects
是 词汇数组，每个元素对应结果中的一个词

+item string 是 词汇的字符串

+ne string 是 命名实体类型，命名实体识别算法使用。词性标注算法中，此项为空串

+pos string 是 词性，词性标注算法使用。命名实体识别算法中，此项为空串

+byte_offse

t
int 是 在text中的字节级offset

+byte_lengt

h
int 是 字节级length

+uri string 否
链指到知识库的URI，只对命名实体有效。对于非命名实体和链接不到知识库的命名实

体，此项为空串

+formal string 否 词汇的标准化表达，主要针对时间、数字单位，没有归一化表达的，此项为空串

+basic_wor

ds

array of

strings
是 基本词成分

+loc_details
array of

objects
否 地址成分，非必需，仅对地址型命名实体有效，没有地址成分的，此项为空数组。

++type string 是 成分类型，如省、市、区、县

++byte_offs

et
int 是 在item中的字节级offset

++byte_leng

th
int 是 字节级length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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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百度是一家高科技公司",      "text":"百度是一家高科技公司",
      "items":[      "items":[
         {         {
           "byte_length":4,           "byte_length":4,
           "byte_offset":0,           "byte_offset":0,
           "formal":"",           "formal":"",
           "item":"百度",           "item":"百度",
           "ne":"ORG",           "ne":"ORG",
           "pos":"",           "pos":"",
           "uri":"",           "uri":"",
           "loc_details":[ ],           "loc_details":[ ],
           "basic_words":["百度"]           "basic_words":["百度"]
         },         },
         {         {
           "byte_length":2,           "byte_length":2,
           "byte_offset":4,           "byte_offset":4,
           "formal":"",           "formal":"",
           "item":"是",           "item":"是",
           "ne":"",           "ne":"",
           "pos":"v",           "pos":"v",
           "uri":"",           "uri":"",
           "loc_details":[ ],           "loc_details":[ ],
           "basic_words":["是"]           "basic_words":["是"]
         },         },
         {         {
           "byte_length":4,           "byte_length":4,
           "byte_offset":6,           "byte_offset":6,
           "formal":"",           "formal":"",
           "item":"一家",           "item":"一家",
           "ne":"",           "ne":"",
           "pos":"m",           "pos":"m",
           "uri":"",           "uri":"",
           "loc_details":[ ],           "loc_details":[ ],
           "basic_words":["一","家"]           "basic_words":["一","家"]
         },         },
         {         {
           "byte_length":6,           "byte_length":6,
           "byte_offset":10,           "byte_offset":10,
           "formal":"",           "formal":"",
           "item":"高科技",           "item":"高科技",
           "ne":"",           "ne":"",
           "pos":"n",           "pos":"n",
           "uri":"",           "uri":"",
           "loc_details":[ ],           "loc_details":[ ],
           "basic_words":["高","科技"]           "basic_words":["高","科技"]
         },         },
         {         {
           "byte_length":4,           "byte_length":4,
           "byte_offset":16,           "byte_offset":16,
           "formal":"",           "formal":"",
           "item":"公司",           "item":"公司",
           "ne":"",           "ne":"",
           "pos":"n",           "pos":"n",
           "uri":"",           "uri":"",
           "loc_details":[ ],           "loc_details":[ ],
           "basic_words":["公司"]           "basic_words":["公司"]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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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性缩略说明词性缩略说明

词性词性 含义含义 词性词性 含义含义 词性词性 含义含义 词性词性 含义含义

n 普通名词 f 方位名词 s 处所名词 t 时间名词

nr 人名 ns 地名 nt 机构团体名 nw 作品名

nz 其他专名 v 普通动词 vd 动副词 vn 名动词

a 形容词 ad 副形词 an 名形词 d 副词

m 数量词 q 量词 r 代词 p 介词

c 连词 u 助词 xc 其他虚词 w 标点符号

专名识别缩略词含义专名识别缩略词含义

缩略词缩略词 含义含义 缩略词缩略词 含义含义 缩略词缩略词 含义含义 缩略词缩略词 含义含义

PER 人名 LOC 地名 ORG 机构名 TIME 时间

实体分析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百度AI开放平台-实体分析接口，结合上下文，识别文本中的实体并将其关联到百科知识库中的唯一实体对象。

在线调试在线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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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类型类型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描述描述

text string 是 需要进行实体分析的文本（最多128个汉字）

mention string 否 输入需要指定分析的实体

body请求示例: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entity_analysis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entity_analysis

{{
  "text": "马布里"  "text": "马布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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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log_id uint64 请求唯一标识码

text string 需要进行实体分析的文本

entity_analysis array 实体标注结果的数组集合

mention string 识别出的实体

category array 实体概念分析结果

+level_1 string 一级概念

+level_2 string 二级概念

+level_3 string 三级概念

confidence string 实体关联至该百科内容的置信度

desc string 实体的简介

status string 用于对关联结果进行标识，包括LINKED（正常关联）、 NIL（无关联内容）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短文本相似度

短文本相似度接口短文本相似度接口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本接口已于2021年10月1日升级，基于百度自研的ERNIE预训练语言模型，该算子具备更强语义理解能力，能够深层理解

文本间的语义关系。

短文本相似度接口用来判断两个文本的相似度得分。

在线调试在线调试 您可以在您可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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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
    "log_id": 1422384097687362147,    "log_id": 1422384097687362147,
    " text ": "马布里",    " text ": "马布里",
    " entity_analysis ": [    " entity_analysis ": [
        {        {
            "mention": "马布里",            "mention": "马布里",
            "category": {            "category": {
                "level_1": "人物",                "level_1": "人物",
                "level_2": "体育人物",                "level_2": "体育人物",
                "level_3": "主教练"                "level_3": "主教练"
            },            },
            "confidence": 0.9993299245834351,            "confidence": 0.9993299245834351,
            "desc": "前NBA,CBA球员，现北京紫禁勇士男篮主教练",            "desc": "前NBA,CBA球员，现北京紫禁勇士男篮主教练",
            "status": "LINKED"            "status": "LINKED"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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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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请求格式请求格式

POST方式调用

注意注意：要求使用JSON格式的结构体来描述一个请求的具体内容。

body整体文本内容可以支持GBK和UTF-8两种格式的编码。

1、GBK支持：默认按GBK进行编码默认按GBK进行编码，输入内容为GBK编码，输出内容为GBK编码，否则会接口报错编码错误

2、UTF-8支持：若文本需要使用UTF-8编码，请在url参数中添加charset=UTF-8 （大小写敏感）若文本需要使用UTF-8编码，请在url参数中添加charset=UTF-8 （大小写敏感）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是否必须是否必须 描述描述

text_1 string 是 待比较文本1，最大512字节

text_2 string 是 待比较文本2，最大512字节

model string 否 默认为"ERNIE"

关于模型关于模型

ERNIE模型：基于百度自研的ERNIE预训练语言模型，具备更强语义理解能力，能够深层理解文本间的语义关系，且语义匹配效

果更好。

Body请求示例:

返回格式返回格式

JSON格式

默认返回内容为GBK编码默认返回内容为GBK编码

若用户指定输入为UTF-8编码（通过指定charset参数），则返回内容为UTF-8编码若用户指定输入为UTF-8编码（通过指定charset参数），则返回内容为UTF-8编码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2/simnet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2/simnet

{{
  "text_1""text_1"::  "浙富股份""浙富股份",,  
  "text_2""text_2"::  "万事通自考网""万事通自考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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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描述描述 取值取值

log_id uint64 随机数，请求唯一标识码

score float 相似度结果取值(0,1]，分数越高说明相似度越高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文本纠错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识别输入文本中有错误的片段，提示错误并给出正确的文本结果。支持短文本、长文本、语音等内容的错误识别，纠错是搜索

引擎、语音识别、内容审查等功能更好运行的基础模块之一。

文本纠错-高级版新增语法、专名、地址纠错能力，详见文档。

在线调试在线调试 您可以在您可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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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set UTF-8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请求示例:

请求格式请求格式

POST方式调用

注意注意：要求使用JSON格式的结构体来描述一个请求的具体内容。

{{
 "log_id": 12345, "log_id": 12345,
    "texts":{    "texts":{
        "text_1":"浙富股份",        "text_1":"浙富股份",
        "text_2":"万事通自考网"        "text_2":"万事通自考网"
    },    },
    "score":0.3300237655639648 //相似度结果    "score":0.3300237655639648 //相似度结果
},},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ecnet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ecnet

{{
    "text": "百度是一家人工只能公司"    "text": "百度是一家人工只能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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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整体文本内容支持UTF-8格式的编码。

UTF-8支持：若文本需要使用UTF-8编码，请在url参数中添加charset=UTF-8 （大小写敏感）若文本需要使用UTF-8编码，请在url参数中添加charset=UTF-8 （大小写敏感） 例如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lexer?charset=UTF-

8&access_token=24.f9ba9c5241b67688bb4adbed8bc91dec.2592000.1485570332.282335-857407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是否必填是否必填

text string 待纠错文本，输入限制550个汉字 必填

返回格式返回格式

JSON格式

若输入为UTF-8编码（通过指定charset参数），则返回内容为UTF-8编码若输入为UTF-8编码（通过指定charset参数），则返回内容为UTF-8编码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描述描述

log_id uint64 请求唯一标识码

+correct_que

ry
string 纠错后的文本

+score double
模型置信度打分。备注：若score返回为数字7，表示输入不合法，比如输入过长或过短。该情况没有

纠错结果。

item object 分析结果

+vec_fragme

nt
list 替换候选片段信息

++ori_frag string 原片段

++correct_fra

g
string 替换片段

++begin_pos int 片段起始

++end_pos int 片段结尾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文本纠错-高级版

{{
    "item": {    "item": {
        "vec_fragment": [        "vec_fragment": [
            {            {
                "end_pos": 11,                "end_pos": 11,
                "begin_pos": 5,                "begin_pos": 5,
                "correct_frag": "人工智能公司",                "correct_frag": "人工智能公司",
                "ori_frag": "人工只能公司"                "ori_frag": "人工只能公司"
            }            }
        ],        ],
        "score": 0.0,        "score": 0.0,
        "correct_query": "百度是一家人工智能公司"        "correct_query": "百度是一家人工智能公司"
    },    },
    "text": "百度是一家人工只能公司",    "text": "百度是一家人工只能公司",
    "log_id": 1607927786443355511    "log_id": 16079277864433555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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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纠错是搜索引擎、语音识别、内容审查等功能更好运行的基础模块之一。文本纠错-高级版，能够识别输入文本中有错误的片

段，提示错误并给出正确的文本结果。支持字词、标点、语法、专名、地址纠错。

字词纠错包含音近字、形近字、成语、古诗等内容的纠错；

标点纠错包含中英文标点混用、成对标点符号缺失、标点冗余等内容的纠错；

语法纠错包含常见的语法冗余和缺失内容的纠错；

专名纠错包含专有名词、固定短语等内容的纠错；

地址纠错包含地址别字、地址搭配、地址缺失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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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set UTF-8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请求示例:

请求格式请求格式

POST方式调用

注意注意：要求使用JSON格式的结构体来描述一个请求的具体内容。

body整体文本内容支持UTF-8格式的编码。

UTF-8支持：若文本需要使用UTF-8编码，请在url参数中添加charset=UTF-8 （大小写敏感）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是否必填是否必填

text string 待纠错文本，字数上限为3000字节（汉字=3字节） 必填

返回格式返回格式

JSON格式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2/text_correction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2/text_correction

{{
      "text":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      "text":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必须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郭两制”方针，退进祖国和平统一。"发展，必须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郭两制”方针，退进祖国和平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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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输入为UTF-8编码（通过指定charset参数），则返回内容为UTF-8编码若输入为UTF-8编码（通过指定charset参数），则返回内容为UTF-8编码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描述描述

log_id uint64 请求唯一标识码

text string 纠错前的文本

+correc

t_query
string 纠错后的文本

content

_len
int content的长度

details list 纠错信息列表

senten

ce_id
int 子句id(子句为最细标点符号切割粒度)

senten

ce
string 原始子句文本

senten

ce_fixe

d

string 纠正后的子句文本

+score double
模型置信度打分。备注：若score返回为数字7，表示输入不合法，比如输入过长或过短。该情况没有纠错结

果。

item object 分析结果

+vec_fr

agment
list 替换候选片段信息

++ori_fr

ag
string 原片段

++corre

ct_frag
string 替换片段

++begi

n_pos
int 片段起始

++end_

pos
int 片段结尾

++expl

ain
string 纠错释义

explain

_long
string 详细的释义信息，说明常用字/词纠错的具体原因

explain

_struct

ure

string 涉政相关的结构化释义信息

++oper

ation
int 建议操作类型，0:检查，1:交换，2:替换，3:插入，4:删除

++label string

错误类型。010100:别字，010200:别词， 010600:诗词错误, 020100:标点误用，020200:标点缺

失，020300:标点冗余，030100:语法错误-冗余，030200:语法错误-缺失，030300:语法错误-乱序，

030400:语法错误-语句不通, 040101:人名专名错误，040102:职务专名错误，040200：专名搭配错

误，040300:专名排序错误，040400:术语错误，060100:地址别字，060200:地址搭配错误，060300:地

址缺失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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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缺失错误

error_n

um
int 纠错片段数量

begin_s

entenc

e_offse

t

int 子句在content中的起始位置(长度单位)

end_se

ntence_

offset

int 子句在content中的结尾位置(长度单位)

begin_p

sent_co

nt_offs

et

int 子句所属句子在content中的起始位置(长度单位)

end_ps

ent_con

t_offset

int 子句所属句子在content中的结尾位置(长度单位)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
    "item": {    "item": {
        "text":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推动两岸关系和        "text":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推动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必须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郭两制”方针，退进祖国和平统一。",平发展，必须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郭两制”方针，退进祖国和平统一。",
        "error_num": 2,        "error_num": 2,
        "correct_query":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推动两        "correct_query":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推动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必须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岸关系和平发展，必须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推进祖国和平统一。",
        "content_len": 80,        "content_len": 80,
        "details": [        "details": [
            {            {
                "sentence_fixed": "必须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                "sentence_fixed": "必须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
                "begin_sentence_offset": 51,                "begin_sentence_offset": 51,
                "vec_fragment": [                "vec_fragment": [
                    {                    {
                        "explain_long": "",                        "explain_long": "",
                        "operation": 2,                        "operation": 2,
                        "explain": "建议用“一国两制”替换“一郭两制”",                        "explain": "建议用“一国两制”替换“一郭两制”",
                        "label": "040400",                        "label": "040400",
                        "score": 1.0,                        "score": 1.0,
                        "begin_pos": 63,                        "begin_pos": 63,
                        "end_pos": 67,                        "end_pos": 67,
                        "ori_frag": "一郭两制",                        "ori_frag": "一郭两制",
                        "correct_frag": "一国两制",                        "correct_frag": "一国两制",
                        "explain_structure": "{\"时间\":\"\",\"事件\":\"\",\"含义\":\"\",\"详细内容\":\"“一国两制”的基本内容                        "explain_structure": "{\"时间\":\"\",\"事件\":\"\",\"含义\":\"\",\"详细内容\":\"“一国两制”的基本内容
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它们作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它们作
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国两制”是中国的一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国两制”是中国的一
个伟大创举，是中华民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的新贡献。习近平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个伟大创举，是中华民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的新贡献。习近平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
届政府就职典礼、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等重要场合，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届政府就职典礼、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等重要场合，对深入推进“一国两
制”实践作出了重要综述。继续推进“一国两制”事业，是中央政府、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包括港澳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制”实践作出了重要综述。继续推进“一国两制”事业，是中央政府、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包括港澳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
共同使命。中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两点，一是坚定不移，不会变、不动摇；二是全面准确，确保“一国两制”在港澳的共同使命。中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两点，一是坚定不移，不会变、不动摇；二是全面准确，确保“一国两制”在港澳的
实践不走样、不变形，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事实证明，“一国两制”在港澳的实践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当然，实践不走样、不变形，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事实证明，“一国两制”在港澳的实践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当然，
作为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一国两制”的实践不会一帆风顺，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类别\":\"政治\"}"作为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一国两制”的实践不会一帆风顺，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类别\":\"政治\"}"
                    }                    }
                ],                ],
                "sentence": "必须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郭两制”方针，",                "sentence": "必须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郭两制”方针，",
                "sentence_id": 5,                "sentence_id": 5,
                "end_psent_cont_offset": 80,                "end_psent_cont_offset": 80,
                "end_sentence_offset": 71,                "end_sentence_offset":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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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提取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能够从文本中自动抽取若干个反映文本主题、话题、实体等方面的关键词或短语。

在线调试在线调试 您可以在您可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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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Body请求示例:

                "end_psent_cont_offset": 80,                "end_psent_cont_offset": 80,
                "end_sentence_offset": 71,                "end_sentence_offset": 71,
                "begin_psent_cont_offset": 40                "begin_psent_cont_offset": 40
            },            },
            {            {
                "sentence_fixed":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                "sentence_fixed":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
                "begin_sentence_offset": 71,                "begin_sentence_offset": 71,
                "vec_fragment": [                "vec_fragment": [
                    {                    {
                        "explain_long": "",                        "explain_long": "",
                        "operation": 2,                        "operation": 2,
                        "explain": "建议用“推进”替换“退进”",                        "explain": "建议用“推进”替换“退进”",
                        "label": "010200",                        "label": "010200",
                        "score": 0.7009568214416504,                        "score": 0.7009568214416504,
                        "begin_pos": 71,                        "begin_pos": 71,
                        "end_pos": 73,                        "end_pos": 73,
                        "ori_frag": "退进",                        "ori_frag": "退进",
                        "correct_frag": "推进",                        "correct_frag": "推进",
                        "explain_structure": ""                        "explain_structure": ""
                    }                    }
                ],                ],
                "sentence": "退进祖国和平统一。",                "sentence": "退进祖国和平统一。",
                "sentence_id": 6,                "sentence_id": 6,
                "end_psent_cont_offset": 80,                "end_psent_cont_offset": 80,
                "end_sentence_offset": 80,                "end_sentence_offset": 80,
                "begin_psent_cont_offset": 40                "begin_psent_cont_offset": 40
            }            }
        ]        ]
    },    },
    "log_id": 1607933485727930154    "log_id": 1607933485727930154
}}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txt_keywords_extraction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txt_keywords_ext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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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格式请求格式

POST方式调用

注意注意：要求使用JSON格式的结构体来描述一个请求的具体内容。

Body整体文本内容支持UTF-8格式编码。Body整体文本内容支持UTF-8格式编码。

若文本需要使用UTF-8格式编码，请在url参数中添加charset=UTF-8 （大小写敏感） 。若文本需要使用UTF-8格式编码，请在url参数中添加charset=UTF-8 （大小写敏感） 。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描述描述

text string 是
原文本内容，最大65535字符（1个汉字=1个字符），建议在文本中同一词语的出现次数少于500

次

num int 否
需要提取的关键词数量的最大值，取值为大于等于1的正整数，无num字段时返回全部关键词（提

示：num取值较大时，返回的关键词数量可能小于num值）

返回格式返回格式

JSON格式

返回编码格式与传入编码格式一致。返回编码格式与传入编码格式一致。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描述描述

log_id uint64 请求唯一标识码

results array 关键词提取结果的数组集合

+score float 关键词的置信度，数值范围[0,1]

+word string 提取出的关键词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
    "text":[    "text":[
        "学习书法，就选唐颜真卿《颜勤礼碑》原碑与对临「第1节」"        "学习书法，就选唐颜真卿《颜勤礼碑》原碑与对临「第1节」"
    ],    ],
    "num":4    "num":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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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词向量表示

中文词向量表示接口中文词向量表示接口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本接口已于2017年5月25日升级，仅支持中文词向量查询。如果希望查询两个词的相似度，可使用词义相似度词义相似度。

中文词向量表示接口提供中文词汇的词向量查询功能，实现文本的可计算。

在线调试在线调试 您可以在您可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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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Body请求示例:

{{
    "log_id":123123,    "log_id":123123,
    "results":[    "results":[
        {        {
            "score":0.2669559478242008,            "score":0.2669559478242008,
            "word":"颜勤礼碑"            "word":"颜勤礼碑"
        },        },
        {        {
            "score":0.25579790927326845,            "score":0.25579790927326845,
            "word":"书法"            "word":"书法"
        },        },
        {        {
            "score":0.23924662247807055,            "score":0.23924662247807055,
            "word":"原碑"            "word":"原碑"
        },        },
        {        {
            "score":0.23799952042446024,            "score":0.23799952042446024,
            "word":"唐颜真卿"            "word":"唐颜真卿"
        }        }
    ]    ]
}}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2/word_emb_vec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2/word_emb_vec

{{
    "word":"张飞"    "word":"张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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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格式请求格式

POST方式调用

注意注意：要求使用JSON格式的结构体来描述一个请求的具体内容。

body整体文本内容可以支持GBK和UTF-8两种格式的编码。

1、GBK支持：默认按GBK进行编码默认按GBK进行编码，输入内容为GBK编码，输出内容为GBK编码，否则会接口报错编码错误

2、UTF-8支持：若文本需要使用UTF-8编码，请在url参数中添加charset=UTF-8 （大小写敏感）若文本需要使用UTF-8编码，请在url参数中添加charset=UTF-8 （大小写敏感） 例如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lexer?charset=UTF-

8&access_token=24.f9ba9c5241b67688bb4adbed8bc91dec.2592000.1485570332.282335-857407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word 是 string 文本内容，最大64字节

dem 否 int 词向量维度。默认值为0(对应1024维)，目前仅支持dem=0

返回格式返回格式

JSON格式

默认返回内容为GBK编码默认返回内容为GBK编码

若用户指定输入为UTF-8编码（通过指定charset参数），则返回内容为UTF-8编码若用户指定输入为UTF-8编码（通过指定charset参数），则返回内容为UTF-8编码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log_id uint64 请求唯一标识码

word string 查询词

vec float 词向量结果表示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词义相似度

词义相似度接口词义相似度接口

{{
  "word": "张飞",  "word": "张飞",
  "vec": [  "vec": [
    0.233962,    0.233962,
    0.336867,    0.336867,
    0.187044,    0.187044,
    0.565261,    0.565261,
    0.191568,    0.191568,
    0.450725,    0.450725,
    ...    ...
    0.43869,    0.43869,
    -0.448038,    -0.448038,
    0.283711,    0.283711,
    -0.233656,    -0.233656,
    0.555556    0.55555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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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输入两个词，得到两个词的词义相似度结果。

在线调试在线调试 您可以在您可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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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Body请求示例:

请求格式请求格式

POST方式调用

注意注意：要求使用JSON格式的结构体来描述一个请求的具体内容。

body整体文本内容可以支持GBK和UTF-8两种格式的编码。

1、GBK支持：默认按GBK进行编码默认按GBK进行编码，输入内容为GBK编码，输出内容为GBK编码，否则会接口报错编码错误

2、UTF-8支持：若文本需要使用UTF-8编码，请在url参数中添加charset=UTF-8 （大小写敏感）若文本需要使用UTF-8编码，请在url参数中添加charset=UTF-8 （大小写敏感） 例如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lexer?charset=UTF-

8&access_token=24.f9ba9c5241b67688bb4adbed8bc91dec.2592000.1485570332.282335-857407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word_1 是 string 词1，最大64字节

word_2 是 string 词2，最大64字节

返回格式返回格式

JSON格式

默认返回内容为GBK编码默认返回内容为GBK编码

若用户指定输入为UTF-8编码（通过指定charset参数），则返回内容为UTF-8编码若用户指定输入为UTF-8编码（通过指定charset参数），则返回内容为UTF-8编码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2/word_emb_sim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2/word_emb_sim

{{
    "word_1":"北京",    "word_1":"北京",
    "word_2":"上海"    "word_2":"上海"
}}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44

https://console.bce.baidu.com/tools/#/api?product=AI&project=%25E8%2587%25AA%25E7%2584%25B6%25E8%25AF%25AD%25E8%25A8%2580%25E5%25A4%2584%25E7%2590%2586&parent=%25E8%25AF%25AD%25E8%25A8%2580%25E7%2590%2586%25E8%25A7%25A3&api=rpc/2.0/nlp/v2/word_emb_sim&method=post
https://ai.baidu.com/ai-doc/REFERENCE/Ck3dwjhhu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lexer?charset=UTF-8&access_token=24.f9ba9c5241b67688bb4adbed8bc91dec.2592000.1485570332.282335-8574074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log_id uint64 请求唯一标识码,随机数

score float 相似度结果，(0,1]，分数越高说明相似度越高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依存句法分析

依存句法分析接口依存句法分析接口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依存句法分析接口可自动分析文本中的依存句法结构信息，利用句子中词与词之间的依存关系来表示词语的句法结构信息

（如“主谓”、“动宾”、“定中”等结构关系），并用树状结构来表示整句的结构（如“主谓宾”、“定状补”等）。

在线调试在线调试 您可以在您可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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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一请求示例一

HTTP方法: 

请求URL: 

（依存句法分析v1计划下线，为了保证业务的正常使用，请尽快迁移至v2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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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body请求示例:

请求格式请求格式

POST方式调用

{{
    "score": 0.456862,    "score": 0.456862,
    "words": {    "words": {
      "word_1": "北京",      "word_1": "北京",
      "word_2": "上海"      "word_2": "上海"
    }    }
}}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2/depparser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2/depparser

{{
 "text": "今天天气怎么样" "text": "今天天气怎么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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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注意：要求使用JSON格式的结构体来描述一个请求的具体内容。

body整体文本内容可以支持GBK和UTF-8两种格式的编码。

1、GBK支持：默认按GBK进行编码，输入内容为GBK编码，输出内容为GBK编码，否则会接口报错编码错误

2、UTF-8支持：若文本需要使用UTF-8编码，请在url参数中添加charset=UTF-8 （大小写敏感）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类型类型 是否必须是否必须 描述描述

text string 是 待分析文本，长度不超过128字符

返回格式返回格式

JSON格式

默认返回内容为GBK编码默认返回内容为GBK编码

若用户指定输入为UTF-8编码（通过指定charset参数），则返回内容为UTF-8编码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类型类型 详细说明详细说明

log_id uint64 随机数，本次请求的唯一标识码

text string 请求中的待分析文本

items list 分析文本按词维度的分析结果，数组形式

+id int 词的ID

+word string 词

+postag string 词性，请参照下方词性（postag)取值范围词性（postag)取值范围

+head int 词的父节点ID

+deprel string 词与父节点的依存关系，请参照下方依存关系标识依存关系标识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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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性取值范围词性取值范围

标签标签 含义含义 标签标签 含义含义 标签标签 含义含义 标签标签 含义含义

n 普通名词 f 方位名词 s 处所名词 nw 作品名

nz 其他专名 v 普通动词 vd 动副词 vn 名动词

a 形容词 ad 副形词 an 名形词 d 副词

m 数量词 q 量词 r 代词 p 介词

c 连词 u 助词 xc 其他虚词 w 标点符号

PER 人名 LOC 地名 ORG 机构名 TIME 时间

依存关系标识依存关系标识

{{
    "log_id": 12345,    "log_id": 12345,
    "text":"今天天气怎么样",    "text":"今天天气怎么样",
    "items":[    "items":[
        {        {
            "id":"1", //id            "id":"1", //id
            "word":"今天", //word            "word":"今天", //word
            "postag":"TIME", //POS tag            "postag":"TIME", //POS tag
            "head":"2", //id of current word's parent            "head":"2", //id of current word's parent
            "deprel":"ATT"  //depend relations between current word and parent            "deprel":"ATT"  //depend relations between current word and parent
        },        },
        {        {
            "id":"2",            "id":"2",
            "word":"天气",            "word":"天气",
            "postag":"n",            "postag":"n",
            "head":"3",            "head":"3",
            "deprel":"SBV",            "deprel":"SBV",
        },        },
        {        {
            "id":"3",            "id":"3",
            "word":"怎么样",            "word":"怎么样",
            "postag":"r",            "postag":"r",
            "head":"0",            "head":"0",
            "deprel":"HED",            "deprel":"HED",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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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标识 含义含义 解释解释 例子例子

SBV 主谓关系 主语与谓词间的关系 我给他一本书(我-->给)

VOB 动宾关系 宾语与谓词间的关系 他送了一本书(送-->书)

POB 介宾关系 介词与宾语间的关系 我把书卖了（把-->书）

ADV 状中关系 状语与中心词间的关系 我昨天买书了（昨天<--买）

CMP 动补关系 补语与中心词间的关系 我都吃完了（吃-->完）

ATT 定中关系 定语与中心词间的关系 他送了一本书(一本<--书)

F 方位关系 方位词与中心词的关系 在公园里玩耍(公园-->里)

COO 并列关系 同类型词语间关系 叔叔阿姨(叔叔-->阿姨)

DBL 兼语结构 主谓短语做宾语的结构 他请我吃饭(请-->我，请-->吃饭)

DOB 双宾语结构 谓语后出现两个宾语 他送我一本书(送-->我，送-->书)

VV 连谓结构 同主语的多个谓词间关系 他外出吃饭(外出-->吃饭)

IC 子句结构 两个结构独立或关联的单句 你好，书店怎么走？(你好<--走)

MT 虚词成分 虚词与中心词间的关系 他送了一本书(送-->了)

HED 核心关系 指整个句子的核心

中文DNN语言模型

中文DNN语言模型接口中文DNN语言模型接口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中文DNN语言模型接口用于输出切词结果并给出每个词在句子中的概率值,判断一句话是否符合语言表达习惯。

在线调试在线调试 您可以在您可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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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Body请求示例:

请求格式请求格式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2/dnnlm_cn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2/dnnlm_cn

{{
    "text":"床前明月光"    "text":"床前明月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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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方式调用

注意注意：要求使用JSON格式的结构体来描述一个请求的具体内容。

body整体文本内容可以支持GBK和UTF-8两种格式的编码。

1、GBK支持：默认按GBK进行编码默认按GBK进行编码，输入内容为GBK编码，输出内容为GBK编码，否则会接口报错编码错误

2、UTF-8支持：若文本需要使用UTF-8编码，请在url参数中添加charset=UTF-8 （大小写敏感）若文本需要使用UTF-8编码，请在url参数中添加charset=UTF-8 （大小写敏感） 例如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lexer?charset=UTF-

8&access_token=24.f9ba9c5241b67688bb4adbed8bc91dec.2592000.1485570332.282335-857407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text string 文本内容，最大256字节，不需要切词

返回格式返回格式

JSON格式

默认返回内容为GBK编码默认返回内容为GBK编码

若用户指定输入为UTF-8编码（通过指定charset参数），则返回内容为UTF-8编码若用户指定输入为UTF-8编码（通过指定charset参数），则返回内容为UTF-8编码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uint64 请求唯一标识码

word string 句子的切词结果

prob float 该词在句子中的概率值,取值范围[0,1]

ppl float 描述句子通顺的值：数值越低，句子越通顺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
  "text": "床前明月光",  "text": "床前明月光",
  "items": [  "items": [
    {    {
      "word": "床",      "word": "床",
      "prob": 0.0000385273      "prob": 0.0000385273
    },    },
    {    {
      "word": "前",      "word": "前",
      "prob": 0.0289018      "prob": 0.0289018
    },    },
    {    {
      "word": "明月",      "word": "明月",
      "prob": 0.0284406      "prob": 0.0284406
    },    },
    {    {
      "word": "光",      "word": "光",
      "prob": 0.808029      "prob": 0.808029
    }    }
  ],  ],
  "ppl": 79.0651  "ppl": 79.06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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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lexer?charset=UTF-8&access_token=24.f9ba9c5241b67688bb4adbed8bc91dec.2592000.1485570332.282335-8574074


多实体情感倾向分析

多实体情感倾向分析（可定制）【邀测】多实体情感倾向分析（可定制）【邀测】

邀测期，需发工单申请后方可使用，工单内容请填写：企业名称、APPID、业务需求，客服会第一时间回复并为您开通试用权

限。

各接口用途说明各接口用途说明

对包含有多个主体信息的文本，针对每一个系统识别到的主体，做自动情感倾向性判断（积极、消极、中性），并给出相应的

置信度。您可以通过实体库扩展定制接口，补充需要系统自动识别的实体名单。

该能力共分为6个接口：该能力共分为6个接口： 1个主接口，用于分析篇章中每个实体的情感倾向；5个实体库的定制化接口，用于自定义添加和维护

实体词库，帮助定向提升实体情感分析的召回，如果您有补充定制实体词库的需求，可通过定制化接口实现实体库的补充。

在线调试在线调试 您可以在您可以在API Explor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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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接口（实体抽取与情感倾向分析）主接口（实体抽取与情感倾向分析） 输入待分析文本，返回实体抽取结果，以及对抽取的实体的情感倾向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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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主接口请求格式主接口请求格式

POST方式调用

注意注意：要求使用JSON格式的结构体来描述一个请求的具体内容。

body整体文本内容可以支持GBK和UTF-8两种格式的编码。

1、GBK支持：默认按GBK进行编码默认按GBK进行编码，输入内容为GBK编码，输出内容为GBK编码，否则会接口报错编码错误

2、UTF-8支持：若文本需要使用UTF-8编码，请在url参数中添加charset=UTF-8 （大小写敏感）若文本需要使用UTF-8编码，请在url参数中添加charset=UTF-8 （大小写敏感） 例如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lexer?charset=UTF-

8&access_token=24.f9ba9c5241b67688bb4adbed8bc91dec.2592000.1485570332.282335-857407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是否必填是否必填 描述描述

title string 是 标题（建议输入UTF-8），长度不超过400字节

content string 是 正文（建议输入UTF-8），长度不超过6000字节

type number 是 新闻类型，目前支持3种文章类型，1：娱乐；2：财经；3：体育

repository string 否 自定义需要抽取的实体库名称，由大写英文字母组成，默认为空

Body请求示例: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entity_level_sentiment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entity_level_sent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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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接口返回说明主接口返回说明 返回格式返回格式

JSON格式

默认返回内容为GBK编码默认返回内容为GBK编码

若用户指定输入为UTF-8编码（通过指定charset参数），则返回内容为UTF-8编码若用户指定输入为UTF-8编码（通过指定charset参数），则返回内容为UTF-8编码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描述描述

log_id number 请求唯一标识码

title string 标题

content string 正文

items array of object 情感倾向分析结果数组，每个元素对应情感倾向分析的一个实体分析结果

+status number 0表示成功，1表示实体未出现在文档中

+pval_neg number 实体属于消极类别的概率

+pval_pos number 实体属于积极类别的概率

+sentiment string 实体情感分析结果，0表示消极，2表示积极

+entity string 实体名

{{
    "content": "2018已经过去了，不过万达还没公布去年的业绩报告。不过从目前来看，2018年万达全年的业绩应该跟之    "content": "2018已经过去了，不过万达还没公布去年的业绩报告。不过从目前来看，2018年万达全年的业绩应该跟之
前两年差不多。虽然万达广场的数量在增加，但是万达的负债依然非常高。王健林目前的套路就是卖掉不赚钱的项目准备前两年差不多。虽然万达广场的数量在增加，但是万达的负债依然非常高。王健林目前的套路就是卖掉不赚钱的项目准备
过冬。其实王健林的核心资产万达广场还是赚钱。目前290多座万达广场，每年可以收到200多亿的租金。不过由于前期过冬。其实王健林的核心资产万达广场还是赚钱。目前290多座万达广场，每年可以收到200多亿的租金。不过由于前期
的投入巨大，而且大量的资金都是贷款，所以目前万达的利润非常低。2016年的时候万达的利润才7亿多，2017年也是持的投入巨大，而且大量的资金都是贷款，所以目前万达的利润非常低。2016年的时候万达的利润才7亿多，2017年也是持
平。等于说万达这290多座广场，一共才给王健林赚了7个亿。许多人都听说过万达广场，不过如果你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平。等于说万达这290多座广场，一共才给王健林赚了7个亿。许多人都听说过万达广场，不过如果你仔细研究就会发现，
万达广场数量虽然多，但是大多数都是位于非核心区域的地方。广州目前的几座万达广场就没有位于广州的核心区域天万达广场数量虽然多，但是大多数都是位于非核心区域的地方。广州目前的几座万达广场就没有位于广州的核心区域天
河。这几个万达广场都是在广州偏远地方。北京跟上海的情况也一样，而深圳这个消费能力非旺盛的地方，目前居然没有河。这几个万达广场都是在广州偏远地方。北京跟上海的情况也一样，而深圳这个消费能力非旺盛的地方，目前居然没有
万达广场。李嘉诚说过开商场其实没有秘密，最关键的就是位置。现在内地一二线城市好的位置，其实都被许多港商给拿万达广场。李嘉诚说过开商场其实没有秘密，最关键的就是位置。现在内地一二线城市好的位置，其实都被许多港商给拿
走了。比如说北京的东方广场就是李嘉诚的。东方广场就位于北京长安街上王府井的旁边。另外北京的国贸背后的老板是走了。比如说北京的东方广场就是李嘉诚的。东方广场就位于北京长安街上王府井的旁边。另外北京的国贸背后的老板是
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上海两座位置最好的广场恒隆广场跟港汇广场也都是港商陈启宗的资产。另外上海著名的上海新天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上海两座位置最好的广场恒隆广场跟港汇广场也都是港商陈启宗的资产。另外上海著名的上海新天
地的老板也是港商罗康瑞。成都的国金中心年收租6亿，背后的老板也是香港的吴宗权。目前收租前十的公司中，除了万地的老板也是港商罗康瑞。成都的国金中心年收租6亿，背后的老板也是香港的吴宗权。目前收租前十的公司中，除了万
达之后，大部分其实都是港资企业。因为大量好位置的地皮都被港资早早拿了，王健林其实也没有办法。李嘉诚等港商在达之后，大部分其实都是港资企业。因为大量好位置的地皮都被港资早早拿了，王健林其实也没有办法。李嘉诚等港商在
80年代就回到内地来投资。当时内地对于资金非常渴望，许多土地都是白菜价便宜送的。王健林如今拿地的成本自然不一80年代就回到内地来投资。当时内地对于资金非常渴望，许多土地都是白菜价便宜送的。王健林如今拿地的成本自然不一
样，这也是为何王健林的万达之前会负债那么高的原因。因此王健林才需要以量取胜。不过王健林这290多座万达广场，样，这也是为何王健林的万达之前会负债那么高的原因。因此王健林才需要以量取胜。不过王健林这290多座万达广场，
却依然没办法以量取胜。因为一年万达才7个亿的利润，这还不如李嘉诚旗下一栋大楼的租金。这栋大楼就是正在香港重却依然没办法以量取胜。因为一年万达才7个亿的利润，这还不如李嘉诚旗下一栋大楼的租金。这栋大楼就是正在香港重
建的和记大厦。在香港的摩天大楼里面，和记大厦不算是最出名的。跟那些动辄七八十层的大楼相比，和记大厦只有40建的和记大厦。在香港的摩天大楼里面，和记大厦不算是最出名的。跟那些动辄七八十层的大楼相比，和记大厦只有40
层。不过由于和记大厦的位置特别好，所以李嘉诚一直说和记大厦是打死也不卖的资产。和记大厦就位于香港的中环，在层。不过由于和记大厦的位置特别好，所以李嘉诚一直说和记大厦是打死也不卖的资产。和记大厦就位于香港的中环，在
大楼办公可以遥望到整个维港的景色。李嘉诚退休之后，李泽钜对大楼进行了重建。重建之后的和记大厦也只有40层，不大楼办公可以遥望到整个维港的景色。李嘉诚退休之后，李泽钜对大楼进行了重建。重建之后的和记大厦也只有40层，不
过租金却可以大大上涨。按照目前的计划，重建之后的和记大厦一年的租金收入将达到10亿。这已经超过了王健林一年的过租金却可以大大上涨。按照目前的计划，重建之后的和记大厦一年的租金收入将达到10亿。这已经超过了王健林一年的
利润总和了。重建之后的和记大厦市值也将高达400亿元。李嘉诚旗下本来在中环有4栋大楼，除了和记大厦之外，还有中利润总和了。重建之后的和记大厦市值也将高达400亿元。李嘉诚旗下本来在中环有4栋大楼，除了和记大厦之外，还有中
环中心，长实中心跟华人行。其中中环中心已经在两年之前卖掉了。不过剩下的这3栋大楼里面，和记大厦跟长实中心一环中心，长实中心跟华人行。其中中环中心已经在两年之前卖掉了。不过剩下的这3栋大楼里面，和记大厦跟长实中心一
定是不会卖的。和记大厦位置特别优越，而且目前正在重建。长实中心则是李嘉诚的总部所在，李嘉诚肯定不会把自己的定是不会卖的。和记大厦位置特别优越，而且目前正在重建。长实中心则是李嘉诚的总部所在，李嘉诚肯定不会把自己的
总部给卖掉的。目前李嘉诚的这3栋大楼，总价值就超过了1千亿。王健林的整个万达集团现在也才值1千多亿。简单来总部给卖掉的。目前李嘉诚的这3栋大楼，总价值就超过了1千亿。王健林的整个万达集团现在也才值1千多亿。简单来
说，李嘉诚如果卖掉这3栋大楼，就可以买下整个万达集团。不过李嘉诚肯定不会这么傻的，他这3栋大楼每年可以收租二说，李嘉诚如果卖掉这3栋大楼，就可以买下整个万达集团。不过李嘉诚肯定不会这么傻的，他这3栋大楼每年可以收租二
三十亿。王健林的万达广场大多数都是贷款建成的，等于说如果买下万达集团，还得把万达的债务也买下。李嘉诚经营的三十亿。王健林的万达广场大多数都是贷款建成的，等于说如果买下万达集团，还得把万达的债务也买下。李嘉诚经营的
策略就是一直低负债运行。整个长和的负债率才不到20%。这在全球的地产公司中几乎是一个奇迹。如果李嘉诚愿意的策略就是一直低负债运行。整个长和的负债率才不到20%。这在全球的地产公司中几乎是一个奇迹。如果李嘉诚愿意的
话，他现在完全可以做得比万达、恒大更好。不过现在是一个收缩的周期，如果现在发力太猛的话，等到行情下行的时话，他现在完全可以做得比万达、恒大更好。不过现在是一个收缩的周期，如果现在发力太猛的话，等到行情下行的时
候，可能就会出大事。李嘉诚手里的实业非常多，而且负债又非常少，所以许多人才说他才是真正的首富。290座万达一候，可能就会出大事。李嘉诚手里的实业非常多，而且负债又非常少，所以许多人才说他才是真正的首富。290座万达一
年才赚7个亿，比不上他一栋大楼的租金，真正隐形巨富，其实这几年李嘉诚在财富榜上已经被许多人给超越，然而他依年才赚7个亿，比不上他一栋大楼的租金，真正隐形巨富，其实这几年李嘉诚在财富榜上已经被许多人给超越，然而他依
然是隐形的首富。",然是隐形的首富。",
    "title": "测试文章",    "title": "测试文章",
    "type": 2    "type":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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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
    "content": "2018已经过去了，不过万达还没公布去年的业绩报告。不过从目前来看，2018年万达全年的业绩应该跟之    "content": "2018已经过去了，不过万达还没公布去年的业绩报告。不过从目前来看，2018年万达全年的业绩应该跟之
前两年差不多。虽然万达广场的数量在增加，但是万达的负债依然非常高。王健林目前的套路就是卖掉不赚钱的项目准备前两年差不多。虽然万达广场的数量在增加，但是万达的负债依然非常高。王健林目前的套路就是卖掉不赚钱的项目准备
过冬。其实王健林的核心资产万达广场还是赚钱。目前290多座万达广场，每年可以收到200多亿的租金。不过由于前期过冬。其实王健林的核心资产万达广场还是赚钱。目前290多座万达广场，每年可以收到200多亿的租金。不过由于前期
的投入巨大，而且大量的资金都是贷款，所以目前万达的利润非常低。2016年的时候万达的利润才7亿多，2017年也是持的投入巨大，而且大量的资金都是贷款，所以目前万达的利润非常低。2016年的时候万达的利润才7亿多，2017年也是持
平。等于说万达这290多座广场，一共才给王健林赚了7个亿。许多人都听说过万达广场，不过如果你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平。等于说万达这290多座广场，一共才给王健林赚了7个亿。许多人都听说过万达广场，不过如果你仔细研究就会发现，
万达广场数量虽然多，但是大多数都是位于非核心区域的地方。广州目前的几座万达广场就没有位于广州的核心区域天万达广场数量虽然多，但是大多数都是位于非核心区域的地方。广州目前的几座万达广场就没有位于广州的核心区域天
河。这几个万达广场都是在广州偏远地方。北京跟上海的情况也一样，而深圳这个消费能力非旺盛的地方，目前居然没有河。这几个万达广场都是在广州偏远地方。北京跟上海的情况也一样，而深圳这个消费能力非旺盛的地方，目前居然没有
万达广场。李嘉诚说过开商场其实没有秘密，最关键的就是位置。现在内地一二线城市好的位置，其实都被许多港商给拿万达广场。李嘉诚说过开商场其实没有秘密，最关键的就是位置。现在内地一二线城市好的位置，其实都被许多港商给拿
走了。比如说北京的东方广场就是李嘉诚的。东方广场就位于北京长安街上王府井的旁边。另外北京的国贸背后的老板是走了。比如说北京的东方广场就是李嘉诚的。东方广场就位于北京长安街上王府井的旁边。另外北京的国贸背后的老板是
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上海两座位置最好的广场恒隆广场跟港汇广场也都是港商陈启宗的资产。另外上海著名的上海新天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上海两座位置最好的广场恒隆广场跟港汇广场也都是港商陈启宗的资产。另外上海著名的上海新天
地的老板也是港商罗康瑞。成都的国金中心年收租6亿，背后的老板也是香港的吴宗权。目前收租前十的公司中，除了万地的老板也是港商罗康瑞。成都的国金中心年收租6亿，背后的老板也是香港的吴宗权。目前收租前十的公司中，除了万
达之后，大部分其实都是港资企业。因为大量好位置的地皮都被港资早早拿了，王健林其实也没有办法。李嘉诚等港商在达之后，大部分其实都是港资企业。因为大量好位置的地皮都被港资早早拿了，王健林其实也没有办法。李嘉诚等港商在
80年代就回到内地来投资。当时内地对于资金非常渴望，许多土地都是白菜价便宜送的。王健林如今拿地的成本自然不一80年代就回到内地来投资。当时内地对于资金非常渴望，许多土地都是白菜价便宜送的。王健林如今拿地的成本自然不一
样，这也是为何王健林的万达之前会负债那么高的原因。因此王健林才需要以量取胜。不过王健林这290多座万达广场，样，这也是为何王健林的万达之前会负债那么高的原因。因此王健林才需要以量取胜。不过王健林这290多座万达广场，
却依然没办法以量取胜。因为一年万达才7个亿的利润，这还不如李嘉诚旗下一栋大楼的租金。这栋大楼就是正在香港重却依然没办法以量取胜。因为一年万达才7个亿的利润，这还不如李嘉诚旗下一栋大楼的租金。这栋大楼就是正在香港重
建的和记大厦。在香港的摩天大楼里面，和记大厦不算是最出名的。跟那些动辄七八十层的大楼相比，和记大厦只有40建的和记大厦。在香港的摩天大楼里面，和记大厦不算是最出名的。跟那些动辄七八十层的大楼相比，和记大厦只有40
层。不过由于和记大厦的位置特别好，所以李嘉诚一直说和记大厦是打死也不卖的资产。和记大厦就位于香港的中环，在层。不过由于和记大厦的位置特别好，所以李嘉诚一直说和记大厦是打死也不卖的资产。和记大厦就位于香港的中环，在
大楼办公可以遥望到整个维港的景色。李嘉诚退休之后，李泽钜对大楼进行了重建。重建之后的和记大厦也只有40层，不大楼办公可以遥望到整个维港的景色。李嘉诚退休之后，李泽钜对大楼进行了重建。重建之后的和记大厦也只有40层，不
过租金却可以大大上涨。按照目前的计划，重建之后的和记大厦一年的租金收入将达到10亿。这已经超过了王健林一年的过租金却可以大大上涨。按照目前的计划，重建之后的和记大厦一年的租金收入将达到10亿。这已经超过了王健林一年的
利润总和了。重建之后的和记大厦市值也将高达400亿元。李嘉诚旗下本来在中环有4栋大楼，除了和记大厦之外，还有中利润总和了。重建之后的和记大厦市值也将高达400亿元。李嘉诚旗下本来在中环有4栋大楼，除了和记大厦之外，还有中
环中心，长实中心跟华人行。其中中环中心已经在两年之前卖掉了。不过剩下的这3栋大楼里面，和记大厦跟长实中心一环中心，长实中心跟华人行。其中中环中心已经在两年之前卖掉了。不过剩下的这3栋大楼里面，和记大厦跟长实中心一
定是不会卖的。和记大厦位置特别优越，而且目前正在重建。长实中心则是李嘉诚的总部所在，李嘉诚肯定不会把自己的定是不会卖的。和记大厦位置特别优越，而且目前正在重建。长实中心则是李嘉诚的总部所在，李嘉诚肯定不会把自己的
总部给卖掉的。目前李嘉诚的这3栋大楼，总价值就超过了1千亿。王健林的整个万达集团现在也才值1千多亿。简单来总部给卖掉的。目前李嘉诚的这3栋大楼，总价值就超过了1千亿。王健林的整个万达集团现在也才值1千多亿。简单来
说，李嘉诚如果卖掉这3栋大楼，就可以买下整个万达集团。不过李嘉诚肯定不会这么傻的，他这3栋大楼每年可以收租二说，李嘉诚如果卖掉这3栋大楼，就可以买下整个万达集团。不过李嘉诚肯定不会这么傻的，他这3栋大楼每年可以收租二
三十亿。王健林的万达广场大多数都是贷款建成的，等于说如果买下万达集团，还得把万达的债务也买下。李嘉诚经营的三十亿。王健林的万达广场大多数都是贷款建成的，等于说如果买下万达集团，还得把万达的债务也买下。李嘉诚经营的
策略就是一直低负债运行。整个长和的负债率才不到20%。这在全球的地产公司中几乎是一个奇迹。如果李嘉诚愿意的策略就是一直低负债运行。整个长和的负债率才不到20%。这在全球的地产公司中几乎是一个奇迹。如果李嘉诚愿意的
话，他现在完全可以做得比万达、恒大更好。不过现在是一个收缩的周期，如果现在发力太猛的话，等到行情下行的时话，他现在完全可以做得比万达、恒大更好。不过现在是一个收缩的周期，如果现在发力太猛的话，等到行情下行的时
候，可能就会出大事。李嘉诚手里的实业非常多，而且负债又非常少，所以许多人才说他才是真正的首富。290座万达一候，可能就会出大事。李嘉诚手里的实业非常多，而且负债又非常少，所以许多人才说他才是真正的首富。290座万达一
年才赚7个亿，比不上他一栋大楼的租金，真正隐形巨富，其实这几年李嘉诚在财富榜上已经被许多人给超越，然而他依年才赚7个亿，比不上他一栋大楼的租金，真正隐形巨富，其实这几年李嘉诚在财富榜上已经被许多人给超越，然而他依
然是隐形的首富。",然是隐形的首富。",
    "items": [    "items": [
        {        {
            "status": 0,            "status": 0,
            "pval_neg": 0.33771,            "pval_neg": 0.33771,
            "sentiment": 2,            "sentiment": 2,
            "pval_pos": 0.66229,            "pval_pos": 0.66229,
            "entity": "李嘉诚"            "entity": "李嘉诚"
        },        },
        {        {
            "status": 0,            "status": 0,
            "pval_neg": 0.607452,            "pval_neg": 0.607452,
            "sentiment": 0,            "sentiment": 0,
            "pval_pos": 0.392548,            "pval_pos": 0.392548,
            "entity": "万达"            "entity": "万达"
        },        },
        {        {
            "status": 0,            "status": 0,
            "pval_neg": 0.708763,            "pval_neg": 0.708763,
            "sentiment": 0,            "sentiment": 0,
            "pval_pos": 0.291237,            "pval_pos": 0.291237,
            "entity": "万达集团"            "entity": "万达集团"
        },        },
        {        {
            "status": 0,            "status": 0,
            "pval_neg": 0.704533,            "pval_neg": 0.704533,
            "sentiment": 0,            "sentiment": 0,
            "pval_pos": 0.295467,            "pval_pos": 0.295467,
            "entity": "王健林"            "entity": "王健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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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库新增接口实体库新增接口 对实体库的实体进行扩充，实体库有百度预置的部分类型实体，扩充并不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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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是否必是否必

填填
描述描述

repositor

y
string 是 实体库名称，由大写英文字母组成

entities
array of

string
是

实体名列表，实体名为UTF-8格式，自定义实体库的上限是20个，单个实体库的内容上限是

100个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描述描述

log_id number 请求唯一标识码

实体库查询接口实体库查询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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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        }
    ],    ],
    "log_id": 3315345474089367928,    "log_id": 3315345474089367928,
    "title": "测试文章"    "title": "测试文章"
}}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entity_level_sentiment/add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entity_level_sentiment/add

 { {
  "log_id": 8111004055035146270  "log_id": 8111004055035146270
 } }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entity_level_sentiment/list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entity_level_sentiment/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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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无输入字段，请求空json{}即可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描述描述

log_id number 请求唯一标识码

repositories array of string 实体库名称列表

实体库删除接口实体库删除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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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描述描述

repositories string 实体库名称，由大写英文字母组成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描述描述

log_id number 请求唯一标识码

实体名单查询接口实体名单查询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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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log_id": 8111004055035146270,    "log_id": 8111004055035146270,  
  "repositories": ["repo1","repo2"]  "repositories": ["repo1","repo2"]
 } }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entity_level_sentiment/delete_repo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entity_level_sentiment/delete_repo

 { {
  "log_id": 8111004055035146270  "log_id": 8111004055035146270
 } }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entity_level_sentiment/query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entity_level_sentiment/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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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是否必填是否必填 描述描述

repository string 是 实体库名称，由大写英文字母组成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描述描述

log_id number 请求唯一标识码

entities array of string 该实体库中的实体名单列表，UTF-8格式

实体名单删除接口实体名单删除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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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是否必填是否必填 描述描述

repository string 是 实体库名称，由大写英文字母组成

entities array of string 是 指定在该库中需要删除的实体名单，UTF-8格式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描述描述

log_id number 请求唯一标识码

文本信息提取

 { {
  "log_id": 8111004055035146270,    "log_id": 8111004055035146270,  
  "entities": ["傅园慧","吴昕", "Jack"]  "entities": ["傅园慧","吴昕", "Jack"]
 } }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entity_level_sentiment/delete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entity_level_sentiment/delete

 { {
  "log_id": 8111004055035146270,    "log_id": 811100405503514627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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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能够根据用户输入的短语或问题，自动提取出包括但不限于实体、关系、事件论元、事件描述等文本信息，帮助用户快速理解

文本核心内容，适用于媒体、金融、政务、法律等多领域的文本理解和信息提取场景。

在线调试在线调试 您可以在您可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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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请求格式请求格式

POST方式调用

注意注意：要求使用JSON格式的结构体来描述一个请求的具体内容。

Body整体文本内容支持UTF-8格式编码。Body整体文本内容支持UTF-8格式编码。

若文本需要使用UTF-8格式编码，请在url参数中添加charset=UTF-8 （大小写敏感）。若文本需要使用UTF-8格式编码，请在url参数中添加charset=UTF-8 （大小写敏感）。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描述描述

content_list array 是 输入的文本列表，支持不超过2段的文本进行批量提取

+content string 是 输入文本，每段文本不超过450个字符

+query_list array 是 用户自定义的短语（或问题）列表，每段文本的短语（或问题）数量不超过5个

++query string 是 用户自定义的短语（或问题）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txt_monet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txt_monet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56

https://console.bce.baidu.com/tools/#/api?product=AI&project=%25E8%2587%25AA%25E7%2584%25B6%25E8%25AF%25AD%25E8%25A8%2580%25E5%25A4%2584%25E7%2590%2586&parent=%25E8%25AF%25AD%25E8%25A8%2580%25E7%2590%2586%25E8%25A7%25A3&api=rpc/2.0/nlp/v1/txt_monet&method=post
https://ai.baidu.com/ai-doc/REFERENCE/Ck3dwjhhu


返回格式返回格式

JSON格式

返回编码格式与传入编码格式一致。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描述描述

log_id uint64 请求唯一标识码

results_list array 输入的原文本内容列表

+content string 原文本内容

+results array 针对原文本提出的所有query的返回结果列表

++items array 每个query的返回结果集合

+++text string 每个query的返回结果

+++prob float 返回结果的起始位置概率和结束位置概率的乘积

+++start_offset int 返回结果的起始位置

+++end_offset int 返回结果的结束位置

{{
    "content_list":[    "content_list":[
        {        {
            "content":"俄对乌空袭是对克里米亚大桥爆炸事件的回应。当地时间10月10日，乌克兰国家紧急事务局表示，空            "content":"俄对乌空袭是对克里米亚大桥爆炸事件的回应。当地时间10月10日，乌克兰国家紧急事务局表示，空
袭影响了乌克兰八个州和基辅市的关键基础设施，部分地区处于断水、断电状态。乌克兰能源部长加卢先科表示，当天能袭影响了乌克兰八个州和基辅市的关键基础设施，部分地区处于断水、断电状态。乌克兰能源部长加卢先科表示，当天能
源系统遭到的攻击是自俄乌冲突开始以来最大的一次。据乌克兰国家紧急事务局10月11日通报的最新数据，10日俄罗斯源系统遭到的攻击是自俄乌冲突开始以来最大的一次。据乌克兰国家紧急事务局10月11日通报的最新数据，10日俄罗斯
对乌克兰各地的导弹打击已造成乌方19人死亡、105人受伤。",对乌克兰各地的导弹打击已造成乌方19人死亡、105人受伤。",
            "query_list":[            "query_list":[
                {                {
                    "query":"空袭时间"                    "query":"空袭时间"
                },                },
                {                {
                    "query":"死亡人数"                    "query":"死亡人数"
                }                }
            ]            ]
        },        },
        {        {
            "content":"《如果我爱你》是由海润影视与明道工作室联合出品，徐辅军执导，明道、李沁、胡兵、白歆惠、狄杰            "content":"《如果我爱你》是由海润影视与明道工作室联合出品，徐辅军执导，明道、李沁、胡兵、白歆惠、狄杰
等人气明星联袂主演的浪漫偶像剧。剧情跌宕起伏，非常精彩。",等人气明星联袂主演的浪漫偶像剧。剧情跌宕起伏，非常精彩。",
            "query_list":[            "query_list":[
                {                {
                    "query":"如果我爱你的出品公司"                    "query":"如果我爱你的出品公司"
                },                },
                {                {
                    "query":"主演"                    "query":"主演"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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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
    "results_list": [    "results_list": [
        {        {
            "content": "俄对乌空袭是对克里米亚大桥爆炸事件的回应。当地时间10月10日，乌克兰国家紧急事务局表示，空            "content": "俄对乌空袭是对克里米亚大桥爆炸事件的回应。当地时间10月10日，乌克兰国家紧急事务局表示，空
袭影响了乌克兰八个州和基辅市的关键基础设施，部分地区处于断水、断电状态。乌克兰能源部长加卢先科表示，当天能袭影响了乌克兰八个州和基辅市的关键基础设施，部分地区处于断水、断电状态。乌克兰能源部长加卢先科表示，当天能
源系统遭到的攻击是自俄乌冲突开始以来最大的一次。据乌克兰国家紧急事务局10月11日通报的最新数据，10日俄罗斯源系统遭到的攻击是自俄乌冲突开始以来最大的一次。据乌克兰国家紧急事务局10月11日通报的最新数据，10日俄罗斯
对乌克兰各地的导弹打击已造成乌方19人死亡、105人受伤。",对乌克兰各地的导弹打击已造成乌方19人死亡、105人受伤。",
            "results": [            "results": [
                {                {
                    "items": [                    "items": [
                        {                        {
                            "text": "当地时间10月10日",                            "text": "当地时间10月10日",
                            "prob": 0.6710904973087573,                            "prob": 0.6710904973087573,
                            "start_offset": 21,                            "start_offset": 21,
                            "end_offset": 31                            "end_offset": 31
                        }                        }
                    ]                    ]
                },                },
                {                {
                    "items": [                    "items": [
                        {                        {
                            "text": "19人",                            "text": "19人",
                            "prob": 0.8428687555779248,                            "prob": 0.8428687555779248,
                            "start_offset": 170,                            "start_offset": 170,
                            "end_offset": 173                            "end_offset": 173
                        }                        }
                    ]                    ]
                }                }
            ]            ]
        },        },
        {        {
            "content": "《如果我爱你》是由海润影视与明道工作室联合出品，徐辅军执导，明道、李沁、胡兵、白歆惠、狄            "content": "《如果我爱你》是由海润影视与明道工作室联合出品，徐辅军执导，明道、李沁、胡兵、白歆惠、狄
杰等人气明星联袂主演的浪漫偶像剧。剧情跌宕起伏，非常精彩。",杰等人气明星联袂主演的浪漫偶像剧。剧情跌宕起伏，非常精彩。",
            "results": [            "results": [
                {                {
                    "items": [                    "items": [
                        {                        {
                            "text": "海润影视与明道工作室",                            "text": "海润影视与明道工作室",
                            "prob": 0.9106359261350576,                            "prob": 0.9106359261350576,
                            "start_offset": 9,                            "start_offset": 9,
                            "end_offset": 19                            "end_offset": 19
                        }                        }
                    ]                    ]
                },                },
                {                {
                    "items": [                    "items": [
                        {                        {
                            "text": "明道、李沁、胡兵、白歆惠、狄杰",                            "text": "明道、李沁、胡兵、白歆惠、狄杰",
                            "prob": 0.698116182566288,                            "prob": 0.698116182566288,
                            "start_offset": 30,                            "start_offset": 30,
                            "end_offset": 45                            "end_offset": 45
                        }                        }
                    ]                    ]
                }                }
            ]            ]
        }        }
    ],    ],
    "log_id": 1597869187893333727    "log_id": 15978691878933337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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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生成技术

文章标签

文章标签接口文章标签接口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文本标签服务对文章的标题和内容进行深度分析，输出能够反映文章关键信息的主题、话题、实体等多维度标签以及对应的置

信度，该技术在个性化推荐、文章聚合、内容检索等场景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在线调试在线调试 您可以在您可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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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Body请求示例:

请求格式请求格式

POST方式调用

注意注意：要求使用JSON格式的结构体来描述一个请求的具体内容。

body整体文本内容可以支持GBK和UTF-8两种格式的编码。

1、GBK支持：默认按GBK进行编码默认按GBK进行编码，输入内容为GBK编码，输出内容为GBK编码，否则会接口报错编码错误

2、UTF-8支持：若文本需要使用UTF-8编码，请在url参数中添加charset=UTF-8 （大小写敏感）若文本需要使用UTF-8编码，请在url参数中添加charset=UTF-8 （大小写敏感） 例如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lexer?charset=UTF-

8&access_token=24.f9ba9c5241b67688bb4adbed8bc91dec.2592000.1485570332.282335-857407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keyword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keyword

{{
 "title":"iphone手机出现“白苹果”原因及解决办法，用苹果手机的可以看下", "title":"iphone手机出现“白苹果”原因及解决办法，用苹果手机的可以看下",
 "content": "如果下面的方法还是没有解决你的问题建议来我们门店看下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三段99号银石广场24层01 "content": "如果下面的方法还是没有解决你的问题建议来我们门店看下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三段99号银石广场24层01
室。在通电的情况下掉进清水，这种情况一不需要拆机处理。尽快断电。用力甩干，但别把机器甩掉，主意要把屏幕内的室。在通电的情况下掉进清水，这种情况一不需要拆机处理。尽快断电。用力甩干，但别把机器甩掉，主意要把屏幕内的
水甩出来。如果屏幕残留有水滴，干后会有痕迹。^H3 放在台灯，射灯等轻微热源下让水分慢慢散去。"水甩出来。如果屏幕残留有水滴，干后会有痕迹。^H3 放在台灯，射灯等轻微热源下让水分慢慢散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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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是否必填是否必填

title string 文章标题，最大80字节 必填

content string 文章内容，最大65535字节 必填

返回格式返回格式

JSON格式

默认返回内容为GBK编码默认返回内容为GBK编码

若用户指定输入为UTF-8编码（通过指定charset参数），则返回内容为UTF-8编码若用户指定输入为UTF-8编码（通过指定charset参数），则返回内容为UTF-8编码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描述描述

items array of objects 分析结果数组

+tag string 内容标签

+score float 权重值，取值范围[0,1]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文章分类

文章分类接口文章分类接口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对文章按照内容类型进行自动分类，首批支持娱乐、体育、科技等26个主流内容类型，为文章聚类、文本内容分析等应用提供

基础技术支持。

目前支持的一级粗粒度分类类目如下：1、国际 2、体育 3、娱乐 4、社会 5、财经 6、时事 7、科技 8、情感 9、汽车 10、

教育 11、时尚 12、游戏 13、军事 14、旅游 15、美食 16、文化 17、健康养生 18、搞笑 19、家居 20、动漫 21、宠物

{{
    "log_id": 4457308639853058292,    "log_id": 4457308639853058292,
    "items": [    "items": [
        {        {
            "score": 0.997762,            "score": 0.997762,
            "tag": "iphone"            "tag": "iphone"
        },        },
        {        {
            "score": 0.861775,            "score": 0.861775,
            "tag": "手机"            "tag": "手机"
        },        },
        {        {
            "score": 0.845657,            "score": 0.845657,
            "tag": "苹果"            "tag": "苹果"
        },        },
        {        {
            "score": 0.83649,            "score": 0.83649,
            "tag": "苹果公司"            "tag": "苹果公司"
        },        },
        {        {
            "score": 0.797243,            "score": 0.797243,
            "tag": "数码"            "tag": "数码"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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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母婴育儿 23、星座运势 24、历史 25、音乐 26、综合

在线调试在线调试 您可以在您可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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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Body请求示例:

请求格式请求格式

POST方式调用

注意注意：要求使用JSON格式的结构体来描述一个请求的具体内容。

body整体文本内容可以支持GBK和UTF-8两种格式的编码。

1、GBK支持：默认按GBK进行编码默认按GBK进行编码，输入内容为GBK编码，输出内容为GBK编码，否则会接口报错编码错误

2、UTF-8支持：若文本需要使用UTF-8编码，请在url参数中添加charset=UTF-8 （大小写敏感）若文本需要使用UTF-8编码，请在url参数中添加charset=UTF-8 （大小写敏感） 例如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lexer?charset=UTF-

8&access_token=24.f9ba9c5241b67688bb4adbed8bc91dec.2592000.1485570332.282335-857407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是否必填是否必填

title string 文章标题，最大80字节 必填

content string 文章内容，最大65535字节 必填

返回格式返回格式

JSON格式

默认返回内容为GBK编码默认返回内容为GBK编码

若用户指定输入为UTF-8编码（通过指定charset参数），则返回内容为UTF-8编码若用户指定输入为UTF-8编码（通过指定charset参数），则返回内容为UTF-8编码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topic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topic

{{
 "title":"欧洲冠军联赛", "title":"欧洲冠军联赛",
 "content": "欧洲冠军联赛是欧洲足球协会联盟主办的年度足球比赛，代表欧洲俱乐部足球最高荣誉和水平，被认为是全 "content": "欧洲冠军联赛是欧洲足球协会联盟主办的年度足球比赛，代表欧洲俱乐部足球最高荣誉和水平，被认为是全
世界最高素质、最具影响力以及最高水平的俱乐部赛事，亦是世界上奖金最高的足球赛事和体育赛事之一。"世界最高素质、最具影响力以及最高水平的俱乐部赛事，亦是世界上奖金最高的足球赛事和体育赛事之一。"
}}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61

https://console.bce.baidu.com/tools/#/api?product=AI&project=%25E8%2587%25AA%25E7%2584%25B6%25E8%25AF%25AD%25E8%25A8%2580%25E5%25A4%2584%25E7%2590%2586&parent=%25E8%25AF%25AD%25E8%25A8%2580%25E7%2594%259F%25E6%2588%2590&api=rpc/2.0/nlp/v1/topic&method=post
https://ai.baidu.com/ai-doc/REFERENCE/Ck3dwjhhu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lexer?charset=UTF-8&access_token=24.f9ba9c5241b67688bb4adbed8bc91dec.2592000.1485570332.282335-8574074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描述描述

item object 分析结果数组

+lv1_tag_list array of objects 一级分类结果（唯一）

+lv2_tag_list array of objects 二级分类结果

++score float 类别标签对应得分，范围0-1

++tag string 类别标签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新闻摘要

新闻摘要接口新闻摘要接口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自动抽取新闻文本中的关键信息，进而生成指定长度的新闻摘要

在线调试在线调试 您可以在您可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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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
    "log_id": 3591049593939822907,    "log_id": 3591049593939822907,
    "item": {    "item": {
        "lv2_tag_list": [        "lv2_tag_list": [
            {            {
                "score": 0.877436,                "score": 0.877436,
                "tag": "足球"                "tag": "足球"
            },            },
            {            {
                "score": 0.793682,                "score": 0.793682,
                "tag": "国际足球"                "tag": "国际足球"
            },            },
            {            {
                "score": 0.775911,                "score": 0.775911,
                "tag": "英超"                "tag": "英超"
            }            }
        ],        ],
        "lv1_tag_list": [        "lv1_tag_list": [
            {            {
                "score": 0.824329,                "score": 0.824329,
                "tag": "体育"                "tag": "体育"
            }            }
        ]        ]
    }    }
}}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news_summary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news_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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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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Body请求示例:

请求格式请求格式

POST方式调用

注意注意：要求使用JSON格式的结构体来描述一个请求的具体内容。

body整体文本内容可以支持GBK和UTF-8两种格式的编码。

1、GBK支持：默认按GBK进行编码默认按GBK进行编码，输入内容为GBK编码，输出内容为GBK编码，否则会接口报错编码错误

2、UTF-8支持：若文本需要使用UTF-8编码，请在url参数中添加charset=UTF-8 （大小写敏感）若文本需要使用UTF-8编码，请在url参数中添加charset=UTF-8 （大小写敏感） 例如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lexer?charset=UTF-

8&access_token=24.f9ba9c5241b67688bb4adbed8bc91dec.2592000.1485570332.282335-857407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
    "title": "麻省理工学院为无人机配备RFID技术，进行仓库货物管理",    "title": "麻省理工学院为无人机配备RFID技术，进行仓库货物管理",
 "content":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为无人机在仓库中使用RFID技术进行库存查找等工作，创造了一种聪明的新方式。 "content":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为无人机在仓库中使用RFID技术进行库存查找等工作，创造了一种聪明的新方式。
它允许公司使用更小，更安全的无人机在巨型建筑物中找到之前无法找到的东西。使用RFID标签更换仓库中的条形码，将它允许公司使用更小，更安全的无人机在巨型建筑物中找到之前无法找到的东西。使用RFID标签更换仓库中的条形码，将
帮助提升自动化并提高库存管理的准确性。与条形码不同，RFID标签不需要对准扫描，标签上包含的信息可以更广泛和更帮助提升自动化并提高库存管理的准确性。与条形码不同，RFID标签不需要对准扫描，标签上包含的信息可以更广泛和更
容易地更改。它们也可以很便宜，尽管有优点，但是它具有局限性，对于跟踪商品没有设定RFID标准，“标签冲突”可能会容易地更改。它们也可以很便宜，尽管有优点，但是它具有局限性，对于跟踪商品没有设定RFID标准，“标签冲突”可能会
阻止读卡器同时从多个标签上拾取信号。扫描RFID标签的方式也会在大型仓库内引起尴尬的问题。固定的RFID阅读器和阅阻止读卡器同时从多个标签上拾取信号。扫描RFID标签的方式也会在大型仓库内引起尴尬的问题。固定的RFID阅读器和阅
读器天线只能扫描通过设定阈值的标签，手持式读取器需要人员出去手动扫描物品。几家公司已经解决了无人机读取RFID读器天线只能扫描通过设定阈值的标签，手持式读取器需要人员出去手动扫描物品。几家公司已经解决了无人机读取RFID
的技术问题。配有RFID读卡器的无人机可以代替库存盘点的人物，并以更少的麻烦更快地完成工作。一个人需要梯子或电的技术问题。配有RFID读卡器的无人机可以代替库存盘点的人物，并以更少的麻烦更快地完成工作。一个人需要梯子或电
梯进入的高箱，可以通过无人机很容易地达到，无人机可以被编程为独立地导航空间，并且他们比执行大规模的重复任务梯进入的高箱，可以通过无人机很容易地达到，无人机可以被编程为独立地导航空间，并且他们比执行大规模的重复任务
的准确性和效率要比人类更好。目前市场上的RFID无人机需要庞大的读卡器才能连接到无人机的本身。这意味着它们必须的准确性和效率要比人类更好。目前市场上的RFID无人机需要庞大的读卡器才能连接到无人机的本身。这意味着它们必须
足够大，以支持附加硬件的尺寸和重量，使其存在坠机风险。麻省理工学院的新解决方案，名为Rfly，允许无人机阅读足够大，以支持附加硬件的尺寸和重量，使其存在坠机风险。麻省理工学院的新解决方案，名为Rfly，允许无人机阅读
RFID标签，而不用捆绑巨型读卡器。相反，无人机配备了一个微小的继电器，它像Wi-Fi中继器一样。无人机接收从远程RFID标签，而不用捆绑巨型读卡器。相反，无人机配备了一个微小的继电器，它像Wi-Fi中继器一样。无人机接收从远程
RFID读取器发送的信号，然后转发它读取附近的标签。由于继电器很小，这意味着可以使用更小巧的无人机，可以使用塑RFID读取器发送的信号，然后转发它读取附近的标签。由于继电器很小，这意味着可以使用更小巧的无人机，可以使用塑
料零件，可以适应较窄的空间，不会造成人身伤害的危险。麻省理工学院的Rfly系统本质上是对现有技术的一个聪明的补料零件，可以适应较窄的空间，不会造成人身伤害的危险。麻省理工学院的Rfly系统本质上是对现有技术的一个聪明的补
充，它不仅消除了额外的RFID读取器，而且由于它是一个更轻的解决方案，允许小型无人机与大型无人机做同样的工作。充，它不仅消除了额外的RFID读取器，而且由于它是一个更轻的解决方案，允许小型无人机与大型无人机做同样的工作。
研究团队正在马萨诸塞州的零售商测试该系统。",研究团队正在马萨诸塞州的零售商测试该系统。",
    "max_summary_len":200    "max_summary_len":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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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i.baidu.com/ai-doc/REFERENCE/Ck3dwjhhu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lexer?charset=UTF-8&access_token=24.f9ba9c5241b67688bb4adbed8bc91dec.2592000.1485570332.282335-8574074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是否必是否必

填填
描述描述

title string 否

字符串（限200字符数）

字符串仅支持GBK编码，长度需小于200字符数（即400字节），请输入前确认字符数没有超限，

若字符数超长会返回错误。标题在算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若文章确无标题，不必输入此参数

content string 必填

字符串（限3000字符数以内）

字符串仅支持GBK编码，长度需小于3000字符数（即6000字节），请输入前确认字符数没有超

限，若字符数超长会返回错误。正文中如果包含段落信息，请使用"\n"分隔，段落信息算法中有

重要的作用，请尽量保留

max_su

mmary_l

en

number 必填
此数值将作为摘要结果的最大长度。例如：原文长度1000字，本参数设置为150，则摘要结果的

最大长度是150字；推荐最优区间：200-500字

返回格式返回格式

JSON格式

默认返回内容为GBK编码默认返回内容为GBK编码

若用户指定输入为UTF-8编码（通过指定charset参数），则返回内容为UTF-8编码若用户指定输入为UTF-8编码（通过指定charset参数），则返回内容为UTF-8编码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描述描述

log_id uint64 请求唯一标识码

summary string 摘要结果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智能春联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根据用户输入的命题关键词自动生成一副春联，包括上联、下联和横批。

在线调试在线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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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
    "log_id": 7310552510652020090,    "log_id": 7310552510652020090,
    "summary":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为无人机在仓库中使用RFID技术进行库存查找等工作，创造了一种聪明的新方    "summary":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为无人机在仓库中使用RFID技术进行库存查找等工作，创造了一种聪明的新方
式。使用RFID标签更换仓库中的条形码，将帮助提升自动化并提高库存管理的准确性。几家公司已经解决了无人机读取式。使用RFID标签更换仓库中的条形码，将帮助提升自动化并提高库存管理的准确性。几家公司已经解决了无人机读取
RFID的技术问题。麻省理工学院的新解决方案，名为Rfly，允许无人机阅读RFID标签，而不用捆绑巨型读卡器。无人机接RFID的技术问题。麻省理工学院的新解决方案，名为Rfly，允许无人机阅读RFID标签，而不用捆绑巨型读卡器。无人机接
收从远程RFID读取器发送的信号，然后转发它读取附近的标签。"收从远程RFID读取器发送的信号，然后转发它读取附近的标签。"
}}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creation/v1/coupletshttps://aip.baidubce.com/rpc/2.0/creation/v1/coupl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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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sole.bce.baidu.com/tools/#/api?product=AI&project=%25E8%2587%25AA%25E7%2584%25B6%25E8%25AF%25AD%25E8%25A8%2580%25E5%25A4%2584%25E7%2590%2586&parent=%25E8%25AF%25AD%25E8%25A8%2580%25E7%2594%259F%25E6%2588%2590&api=rpc/2.0/creation/v1/couplets&method=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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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text 是 string 字符串（限5字符数以内）即春联的主题

index 否 int
整数 默认为数值为0，即第一幅春联。每换一次，数值加1即可，一定数量后会返回之前的春联结

果。

Body请求示例: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couplets object object嵌套结构，对应返回的春联

+first string 春联上联：成7-9个字的上联

+second string 春联下联：生成7-9个字的春联下联

+center string 春联横批：生成4个字的春联横批

提示：提示： 请求body为json字符串，无须对body进行urlencode（百分号编码）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智能写诗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根据用户输入的命题关键词自动生成一首七言绝句。

{ { 
"text": "百度","text": "百度",
"index": 0"index": 0
}}

{ { 
 "couplets" : { "couplets" : {
    "first": "喜气千年千里新",    "first": "喜气千年千里新",
    "second": "清风百度百花艳",    "second": "清风百度百花艳",
    "center": "千云祥集"    "center": "千云祥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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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调试在线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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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text 是 string 字符串（限5字符数以内）即作诗的主题

index 否 int 整数 默认为数值为0，即第一首诗。每换一次，数值加1即可，一定数量后会返回之前的作诗结果

Body请求示例Body请求示例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poem array 数组结构，元素对应七言绝句诗

+title string 诗名，即用户输入作诗主题

+content string 作诗结果：为一首七言绝句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creation/v1/poemhttps://aip.baidubce.com/rpc/2.0/creation/v1/poem

{ { 
"text": "百度","text": "百度",
"index": 0"index":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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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生成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百度AI开放平台-文章标题生成，根据文章内容自动生成多个通用类型标题，推荐标题可直观体现文章主题内容，为内容生产者

提供灵感。

注：请使用方注意接口使用的合规性，不得利用该接口从事不合规场景的应用；如有违规使用，一经发现，AI开放平台有权立

即停止提供服务。

在线调试在线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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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请求格式请求格式

POST方式调用

注意注意：要求使用JSON格式的结构体来描述一个请求的具体内容。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doc 是 string
输入文本，200字到1500字之间，默认GBK编码；若须输入UTF-8编码文本，请添加URL参数

charset=UTF-8

Body示例Body示例

{{
  "poem": [  "poem": [
   {   {
    "title":      "百度"    "title":      "百度"
      "content": "神州百度庆元功      "content": "神州百度庆元功
                华夏千秋唱大风                华夏千秋唱大风
                伟业宏图开盛世                伟业宏图开盛世
                红旗锦绣耀长空"                红旗锦绣耀长空"
   }   }
  ]  ]
}}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titlepredictor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titlepredi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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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描述描述

log_id uint64 热请求唯一标识码

reference_titles list 标题列表

+score string 置信度

+title string 标题文本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文章主题短语生成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对文章的标题和正文进行深度分析，输出能够反映文章关键信息的主题短语（5-14个字），满足内容分发等对标题长度有所限

制的场景诉求；常应用于热点榜单、个性化推荐等场景。

需要注意的是本接口仍处于邀测状态，未授权的请求无法得到结果。可以通过主页右侧的合作咨询和我们联系，获取授权。需要注意的是本接口仍处于邀测状态，未授权的请求无法得到结果。可以通过主页右侧的合作咨询和我们联系，获取授权。

在线调试在线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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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oc": "如果因为喝酒过量导致恶心、呕吐等，可以喝橘子茶，橘子能够快速醒酒，缓解人体不适。将100克鲜橘子皮    "doc": "如果因为喝酒过量导致恶心、呕吐等，可以喝橘子茶，橘子能够快速醒酒，缓解人体不适。将100克鲜橘子皮
加入500毫升水中煮开，加入少许盐摇匀，当茶水饮用，可以快速解酒。喝酒之前食用蜂蜜，对预防醉酒有一定的作用。加入500毫升水中煮开，加入少许盐摇匀，当茶水饮用，可以快速解酒。喝酒之前食用蜂蜜，对预防醉酒有一定的作用。
在喝酒前的一个小时左右，蜂蜜进入人体后会减少人体各器官对酒精的吸收，从而起到预防醉酒的功效。喝醉后可以温水在喝酒前的一个小时左右，蜂蜜进入人体后会减少人体各器官对酒精的吸收，从而起到预防醉酒的功效。喝醉后可以温水
将蜂蜜进行稀释，然后多喝几杯。蜂蜜在进入人体时候，能够迅速的被吸收，增加人体的解毒功能，能帮助肝脏尽快的将将蜂蜜进行稀释，然后多喝几杯。蜂蜜在进入人体时候，能够迅速的被吸收，增加人体的解毒功能，能帮助肝脏尽快的将
酒精排出体外，这样也就达到了解酒的目的。食盐在大家的生活中非常常见，它也是一种很好解酒药，醉酒后使用食盐能酒精排出体外，这样也就达到了解酒的目的。食盐在大家的生活中非常常见，它也是一种很好解酒药，醉酒后使用食盐能
够帮助降低胃中酒精浓度，降低血液中酒精浓度的作用，帮助解酒。 方法：取一杯白开水，加入少许食盐直接饮用即可。够帮助降低胃中酒精浓度，降低血液中酒精浓度的作用，帮助解酒。 方法：取一杯白开水，加入少许食盐直接饮用即可。
蒙古人多豪饮，酸奶正是他们的解酒秘方，一旦酒喝多了，便喝酸奶，酸奶能保护胃黏膜，延缓酒精吸收。由于酸奶中钙蒙古人多豪饮，酸奶正是他们的解酒秘方，一旦酒喝多了，便喝酸奶，酸奶能保护胃黏膜，延缓酒精吸收。由于酸奶中钙
含量丰富，因此对缓解酒后烦躁症状尤其有效。拐枣，有些地区也叫它万寿果，用它煮水解酒的效果一流。拐枣含有大菌含量丰富，因此对缓解酒后烦躁症状尤其有效。拐枣，有些地区也叫它万寿果，用它煮水解酒的效果一流。拐枣含有大菌
的葡萄糖、苹果酸钙，有较强的利尿作用，能促进乙醇的分解和排出，显著降低乙醇在血液中的浓度，并能消除乙醇在体的葡萄糖、苹果酸钙，有较强的利尿作用，能促进乙醇的分解和排出，显著降低乙醇在血液中的浓度，并能消除乙醇在体
内产生的自由基，阻止过氧化酯质的形成，从而减轻乙醇对肝组织的损伤，避免酒精中毒导致各种代谢异常。拐枣还能消内产生的自由基，阻止过氧化酯质的形成，从而减轻乙醇对肝组织的损伤，避免酒精中毒导致各种代谢异常。拐枣还能消
化人体过多脂肪，可以减肥。梨能够消燥祛火，解酒毒，给醉酒者吃梨，一般2~3个梨子可以醒酒，如果醉酒者大醉伶化人体过多脂肪，可以减肥。梨能够消燥祛火，解酒毒，给醉酒者吃梨，一般2~3个梨子可以醒酒，如果醉酒者大醉伶
仃，可以将梨子榨汁让其饮用，也有快速解酒的功效。 大量喝水，冲淡酒精，加快新成代谢，以便快速排出，再喝两支葡仃，可以将梨子榨汁让其饮用，也有快速解酒的功效。 大量喝水，冲淡酒精，加快新成代谢，以便快速排出，再喝两支葡
萄糖，也可以用蜂蜜泡茶喝，很快酒就醒了，酒后如头痛可以吃点葡萄。"萄糖，也可以用蜂蜜泡茶喝，很快酒就醒了，酒后如头痛可以吃点葡萄。"
}}

{ { 
   "log_id": 1422384097687362147,   "log_id": 1422384097687362147,
    "reference_titles": [    "reference_titles": [
        {        {
            "score": 0.00299454875964,            "score": 0.00299454875964,
            "title": "有哪些解酒的方法？"            "title": "有哪些解酒的方法？"
        },        },
        {        {
            "score": 0.00297089506731,            "score": 0.00297089506731,
            "title": "哪些方法可以快速解酒？"            "title": "哪些方法可以快速解酒？"
        },        },
        {        {
            "score": 0.00292691859261,            "score": 0.00292691859261,
            "title": "有哪些方法可以快速解酒？"            "title": "有哪些方法可以快速解酒？"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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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方法: 

请求URL: （邀测期，请工单申请使用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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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title 是 string title=新闻标题，必选，否则返回空结果。建议长度需小于100字符数（即200字节）

summary 是 string
summary =新闻摘要内容，必选，否则返回空结果。字段无长度限制，建议长度需<=10万字符

（即<=20万字节）

dup_che

ck
否

boolea

n
结果是否去重，false（否/默认），true （是）

Body请求示例: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creation/v1/topic_phrasehttps://aip.baidubce.com/rpc/2.0/creation/v1/topic_phrase

{{
    "title": "华夏幸福披露债务重组进展",    "title": "华夏幸福披露债务重组进展",
    "summary": "北京商报讯（记者 关子辰 荣蕾）1月19日晚间，华夏幸福对外披露关于公司债务重组的进展。公告显    "summary": "北京商报讯（记者 关子辰 荣蕾）1月19日晚间，华夏幸福对外披露关于公司债务重组的进展。公告显
示，截至2022年1月19日，华夏幸福及下属子公司与相关债权人签署的《债务重组协议》涉及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债务金额示，截至2022年1月19日，华夏幸福及下属子公司与相关债权人签署的《债务重组协议》涉及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债务金额
累计为88.57亿元，减免债务利息、豁免罚息共计5.47亿元，占该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6.65亿累计为88.57亿元，减免债务利息、豁免罚息共计5.47亿元，占该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6.65亿
元的14.91%。上述已签署《债务重组协议》的债务中，债券及债务融资工具债务金额为84.07亿元，其他金融债务金额为元的14.91%。上述已签署《债务重组协议》的债务中，债券及债务融资工具债务金额为84.07亿元，其他金融债务金额为
4.5亿元，均适用“兑”、“抵”、“接”的偿还方式。资料显示，华夏幸福在2021年末对《债务重组计划》中涉及的债务重组交4.5亿元，均适用“兑”、“抵”、“接”的偿还方式。资料显示，华夏幸福在2021年末对《债务重组计划》中涉及的债务重组交
易的相关事项进行审议并授权。当时披露，华夏幸福存续金融债务共计2192亿元，累计未能如期偿还的债务金额合计为易的相关事项进行审议并授权。当时披露，华夏幸福存续金融债务共计2192亿元，累计未能如期偿还的债务金额合计为
935.56亿元（不含利息），这些金融债务的偿付将在《债务重组计划》的统一安排下实施。对于此次披露的债务重组协议935.56亿元（不含利息），这些金融债务的偿付将在《债务重组计划》的统一安排下实施。对于此次披露的债务重组协议
签署的最新进展情况，华夏幸福于公告中表示，将坚决恪守诚信经营理念，积极解决当前问题，落实主体经营责任。以“不签署的最新进展情况，华夏幸福于公告中表示，将坚决恪守诚信经营理念，积极解决当前问题，落实主体经营责任。以“不
逃废债”为基本前提，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公平公正、分类施策的原则，稳妥化解华夏幸福债务风险，依法维护债权人合逃废债”为基本前提，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公平公正、分类施策的原则，稳妥化解华夏幸福债务风险，依法维护债权人合
法权益。该公司将持续关注《债务重组计划》的进展情况，定期对进展情况进行披露。",法权益。该公司将持续关注《债务重组计划》的进展情况，定期对进展情况进行披露。",
    "dup_check": true    "dup_check": true

  }  }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69

https://ai.baidu.com/consultation/cooperation?referrerUrl=/tech/intelligentwriting
http://ai.baidu.com/docs#/Auth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content list 主题短语生成结果

content.phrase list 主题短语候选列表

content.title string 短语对应的资讯标题，用于和结果做映射

error_message string 处理成功及出错时显示的相关信息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祝福语生成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祝福语生成能力，针对常见节日与节气生成200字以内的祝福语，每次生成3条不同的随机结果，针对每个关键词支持生成上万

条不同的结果。

注：请使用方注意接口使用的合规性，不得利用该接口从事不合规场景的应用；如有违规使用，一经发现，AI开放平台有权立

即停止提供服务。

在线调试在线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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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请求格式请求格式

POST方式调用

注意注意：要求使用JSON格式的结构体来描述一个请求的具体内容。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
    "log_id": 912552587062086805,    "log_id": 912552587062086805,
    "phrase": [    "phrase": [
         "华夏幸福披露债务重组进展"         "华夏幸福披露债务重组进展"
    ],    ],
    "title": "华夏幸福披露债务重组进展"    "title": "华夏幸福披露债务重组进展"
}}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bless_creation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bless_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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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text 是 string

节日关键词，目前支持生成祝福语的关键词如下：平安夜 圣诞节 情人节 元旦 除夕 春节 新年 元宵

节 妇女节 清明节 劳动节 端午节 国庆节 中秋节 重阳节 立春 雨水 惊蛰 春分 清明 谷雨 立夏 小满

芒种 夏至 小暑 大暑 立秋 处暑 白露 秋分 寒露 霜降 立冬 小雪 大雪 冬至 小寒 大寒 高考

Body示例Body示例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描述描述

log_id uint64 热请求唯一标识码

results array of objects 生成祝福语的结果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同义词推荐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对提供的中文词语或短语，计算并返回多个同义或近义表达，帮助润色内容、启发灵感。同义词推荐是百度内部孵化的语言生

成能力，适用于文本润色、文本改写、辅助智能创作等应用场景。

在线调试在线调试 您可以在您可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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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ext": "高考"    "text": "高考"
}}

{{
    "log_id": 1422384097687362147,    "log_id": 1422384097687362147,
    "results":[    "results":[
       "放开往日的学习中的紧张，用一颗平常心去轻松面对，相信你会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的。愿好运一直陪伴着你!",       "放开往日的学习中的紧张，用一颗平常心去轻松面对，相信你会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的。愿好运一直陪伴着你!",
       "不论结果怎样，经历过，总会有结果的！高考啦，祝你们成功！",       "不论结果怎样，经历过，总会有结果的！高考啦，祝你们成功！",
       "高考即将来临，希望你能够全力以赴，发挥出自己的水平，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加油!"       "高考即将来临，希望你能够全力以赴，发挥出自己的水平，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加油!"
   ]    ] 
}}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txt_word_embellish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txt_word_embel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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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i.baidu.com/ai-doc/REFERENCE/Ck3dwjhhu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请求格式请求格式

POST方式调用

注意注意：要求使用JSON格式的结构体来描述一个请求的具体内容。

Body 整体文本内容可以支持UTF-8格式的编码。Body 整体文本内容可以支持UTF-8格式的编码。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类型类型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详细说明详细说明

word string 是 需要查询同义词的词语，一次输入一个单词，1-4个中文字符

Body请求示例:

返回格式返回格式

JSON格式

返回编码格式与传入编码格式一致。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类型类型 详细说明详细说明

log_id uint64 请求唯一标识码

results array of objects 同义词查询结果的数组集合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常见问题及排查

常见问题

Q：自然语言处理能力是否支持英文或其他外文?Q：自然语言处理能力是否支持英文或其他外文?

A：因训练语料大多为中文，故目前在中文领域内效果较好，英文或其他外文暂不支持。

{{
 "word":"职务" "word":"职务"
}}

  {  {
             "log_id": 123123,             "log_id": 123123,
             "results":[             "results":[
                 "职位",                 "职位",
                 "岗位",                 "岗位",
                 "官职",                 "官职",
                 "文职",                 "文职",
                 "职守",                 "职守",
                 "正职",                 "正职",
                 "肥缺",                 "肥缺",
                 "初任",                 "初任",
                 "差使",                 "差使",
                 "哨位"                 "哨位"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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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输入编码是什么?Q：输入编码是什么?

A：目前支持输入GBK编码和UTF-8编码。

Q：词法分析结果中的词性标注都是什么含义?Q：词法分析结果中的词性标注都是什么含义?

A：详见下表，具体请参考API文档。

词性词性 含义含义 词性词性 含义含义 词性词性 含义含义 词性词性 含义含义

n 普通名词 f 方位名词 s 处所名词 t 时间名词

nr 人名 ns 地名 nt 机构团体名 nw 作品名

nz 其他专名 v 普通动词 vd 动副词 vn 名动词

a 形容词 ad 副动词 an 名形词 d 副词

m 数量词 q 量词 r 代词 p 介词

c 连词 u 助词 xc 其他虚词 w 标点符号

Q：依存句法关系标签有哪些？Q：依存句法关系标签有哪些？

A：我们可分析34种句法依存关系，详细介绍请参考API文档。

1. 定中关系ATT

2. 数量关系QUN（quantity）

3. 并列关系COO（coordinate）

4. 同位关系APP（appositive）

5. 附加关系ADJ（adjunct）

6. 动宾关系VOB（verb-object）

7. 介宾关系POB（preposition-object）

8. 主谓关系SBV（subject-verb）

9. 比拟关系SIM（similarity）

10. 时间关系TMP（temporal）

11. 处所关系LOC（locative）

12. “的”字结构DE

13. “地”字结构DI

14. “得”字结构DEI

15. “所”字结构SUO

16. “把”字结构BA

17. “被”字结构BEI

18. 状中结构ADV（adverbial）

19. 动补结构CMP（complement）

20. 兼语结构DBL（double）

21. 关联词CNJ（conj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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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关联结构 CS(conjunctive structure)

23. 语态结构MT（mood-tense）

24. 连谓结构VV（verb-verb）

25. 核心HED（head）

26. 前置宾语FOB（fronting object）

27. 双宾语DOB（double object）

28. 主题TOP（topic）

29. 独立结构IS（independent structure）

30. 独立分句IC（independent clause）

31. 依存分句DC（dependent clause）

32. 叠词关系VNV （verb-no-verb or verb-one-verb)

33. 一个词YGC

34. 标点 WP

Q：词向量表示具备多少维度?Q：词向量表示具备多少维度?

A：我们提供1024维的词向量表示，后续版本会考虑提供降维版本以适用于不同场景。

Q：中文DNN语言模型对文本个数有什么限制？输入编码是什么?Q：中文DNN语言模型对文本个数有什么限制？输入编码是什么?

A：最大长度256字节，大约为128个汉字，支持GBK编码输入，不需要切词。

Q：中文DNN语言模型中英文混杂怎么办？Q：中文DNN语言模型中英文混杂怎么办？

A：模型词表中包含常用高频英文单词，也可以进行匹配。

Q：为什么很多词的词义相似度都是1?Q：为什么很多词的词义相似度都是1?

A：尽管词向量的词表在百万量级，但仍有可能出现不在词表中的词，不在词表中的词统一映射到OOV（out-of-vocabulary）

中，所以当词对中的两个词都是OOV的时候，相似度为1。

Q：短文本相似度对文字字数有什么限制?Q：短文本相似度对文字字数有什么限制?

A：最大长度512字节，大约为266个汉字，但字数过多或过少会对效果略有影响。

Q：短文本相似度计算，中英文混杂怎么办?Q：短文本相似度计算，中英文混杂怎么办?

A：模型词表中包含常用高频英文单词，对中文语境中的“中英混排”文本可以很好的进行匹配。

Q：为什么有时短文本相似度计算没有返回结果?Q：为什么有时短文本相似度计算没有返回结果?

A：有结果返回的前提条件是文本中的单词被词表收录，尽管模型词表很大（百万级），但仍然偶尔会出现不在词表的问题，

当文本所有单词都不在词表中的时候，会得不到结果。

Q：评论观点抽取对输入的评论长度有限制么？Q：评论观点抽取对输入的评论长度有限制么？

A：最大长度10240字节，大约为5120个汉字。

Q：评论观点抽取可以标记挖掘出观点的文本位置吗？Q：评论观点抽取可以标记挖掘出观点的文本位置吗？

A：可以的，输出结果中包含观点标签在原始文本中的位置。例如可以标记出：这家旅店服务还是不错的。

Q：评论观点抽取支持自定义词典上传吗？Q：评论观点抽取支持自定义词典上传吗？

A：评论观点抽取定制版已于2018.7月正式开放，可支持用户自行上传扩展13个垂类的表述观点词表内容，以保证定义和抽取

更丰富的评论内容，具体可参见官网文档介绍与功能介绍。

Q：评论观点抽取可以批量上传并总结好标签及个数吗？Q：评论观点抽取可以批量上传并总结好标签及个数吗？

A：可以利用接口实现该功能。接口可以实现对每个评论的评论观点标签抽取和极性分析，多次调用即可实现多评论的标签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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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和分析。

Q：情感倾向分析可以分析哪些情感类型?Q：情感倾向分析可以分析哪些情感类型?

A：目前分析的情感极性分为积极、消极、中性。

Q：情感倾向分析与对话情绪识别有何差异?Q：情感倾向分析与对话情绪识别有何差异?

A：对话情绪识别是对用户对话场景下的语言是正向/中性/负向（如：你好厉害啊/烦死啦）的一种直观检测，而情感分析更倾

向于分析对某个客体（如：电影、书籍）所表达出来的喜好/讨厌程度，两者在对应场景下的效果最优，否则将会一定程度影

响识别准确率。

更多问题，这里交流：更多问题，这里交流：https://ai.baidu.com/forum/topic/list/169https://ai.baidu.com/forum/topic/list/169

错误码说明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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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接口的错误码说明所有接口的错误码说明

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详情与建议详情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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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967388）或工单

联系技术支持团队解决

2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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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967388）或工单联

系技术支持团队解决

3
Unsupported

openapi method
调用的API不存在，请检查接口地址是否输入正确

4
Open api request

limit reached
集群超限额，请通过QQ群（458967388）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6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data

无权限访问，请检查创建的APP应用是否有该接口的使用权限（1、API列表页是否可见、2、应

用详情的接口是否勾选）

17

Open api daily

request limit

reached

每天请求量超限额，请您严格控制日调用量，调用量需<=该接口的日调用量限制，若有更高调

用量需求，请前往产品页面进行购买或通过QQ群（458967388）进行咨询

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超限额，请您严格控制处理并发量，调用并发需<=该接口的QPS限制，若有更高QPS需

求，请前往产品页面进行购买或通过QQ群（458967388）进行咨询

19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请求总量超限额

100 Invalid parameter 输入中包含了无效或错误参数，请检查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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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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Invalid parameter 输入中包含了无效或错误参数，请检查代码

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Access Token失效，请进行更换

111
Access token

expired
Access token过期，Access Token的有效期为30天，请在到期前进行更换

216202 data size error 传入文本涉及敏感内容，请检查后重试

216203
input data cannot

handle
传入参数非法，请检查后重试

216401 internal error 请求频率超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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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967388）或工单

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282002 input encoding error
编码错误，接口默认支持的是GBK编码，若需要输入的文本为UTF-8编码，请在url上添加参数

charset=UTF-8

282004 invalid parameter(s) 请求中包含非法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282008

unsupported

charset:{字符编码名

称}

仅支持GBK和UTF-8，其余为不支持的字符编码，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282011 API not customized
定制化接口未使用数据进行训练，或者训练后未生效该接口，建议检查定制化是否完成数据训

练以及是否已生效该接口

282130 no result
当前查询无结果返回，请检查原始评论中是否含有核心观点，也可能是机器召回不足导致观点

无法被识别到导致，如需优化，请工单反馈

282131 input text too long 输入长度超限，请参照接口文档说明，检查输入文本的长度，并进行严格控制

282133
param {参数名} not

exist
接口参数缺失，请检查输入参数是否优遗漏，补充参数并再次尝试

282134 input empty 输入为空，请检查输入内容，输入的内容避免为空

282300 word error
算法词典暂未收录该word，可联系客服做算法版本的升级以进行支持，相关badcase和需求可

以提交工单进行咨询

282301 word_1 error
word_1提交的词汇暂未收录，无法比对相似度，可联系客服做算法版本升级进行支持，相关

badcase和需求可以提交工单进行咨询

282302 word_2 error
word_2提交的词汇暂未收录，无法比对相似度，可联系客服做算法版本升级进行支持，相关

badcase和需求可以提交工单进行咨询

282303
word_1&word_2

error

word_1和word_2暂未收录，无法比对相似度 ，可联系客服做算法版本升级进行支持，相关

badcase和需求可以提交工单进行咨询

282355 storage space full 达到存储数量上限，请检查已经创建的实体库或实体名单数量

282501
input text length

invalid
单个实体的字符串长度超限，请控制长度限制为64个字符内

智能写诗、写春联智能写诗、写春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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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2 后端连接超时 重试

52000 成功 无

52001 请求超时 重试

52002 系统错误 重试

52003 未授权用户 检查您的appid是否正确

52004 输入解析失败 检查输入编码格式，有无特殊字符，是否是json格式

52005 输入字段有误 是否包含text字段

52006 输入文本长度有误 输入不能超过5个字符

52007 输入文本包含政治&黄色内容 换输入文本

52008 后台服务返回错误 重试

54003 访问频率受限 请降低您的调用频率

54100 查询接口参数为空 检查是否少传参数

54102 无写诗结果 重试

SDK说明
NLP-Python-SDK

Python SDK文档

简介

Hi，您好，欢迎使用百度自然语言处理服务。

本文档主要针对Python开发者，描述百度自然语言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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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接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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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名称接口名称 接口能力简要描述接口能力简要描述

词法分析 分词、词性标注、专名识别

依存句法分

析
自动分析文本中的依存句法结构信息

词向量表示 查询词汇的词向量，实现文本的可计算

DNN语言模

型
判断一句话是否符合语言表达习惯，输出分词结果并给出每个词在句子中的概率值

词义相似度 计算两个给定词语的语义相似度

短文本相似

度
判断两个文本的相似度得分

评论观点抽

取
提取一个句子观点评论的情感属性

情感倾向分

析
对包含主观观点信息的文本进行情感极性类别（积极、消极、中性）的判断，并给出相应的置信度

文章标签 分析文章的标题和内容，输出能够反映文章关键信息的主题、话题、实体等多维度标签以及对应的置信度

文章分类 根据文章内容类型，对文章进行自动分类

文本纠错 识别文本中有错误的片段，进行错误提示并给出正确的建议文本内容

中文分词 切分出连续文本中的基本词汇序列（已合并到词法分析接口）

词性标注 为自然语言文本中的每个词汇赋予词性（已合并到词法分析接口）

对话情绪识

别

针对用户日常沟通文本背后所蕴含情绪的一种直观检测，可自动识别出当前会话者所表现出的情绪类别及其置

信度

新闻摘要 自动抽取新闻文本中的关键信息，进而生成指定长度的新闻摘要

地址识别 精准提取快递填单文本中的姓名、电话、地址信息，自动补充和纠正，生成结构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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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3.23 4.15.7 bug修改，接口升级

2019.12.19 2.2.19 新增地址识别

2018.12.7 2.2.10 新增新闻摘要接口

2018.6.15 2.2.5 新增文本纠错，情感识别接口

2018.01.25 2.2.0 新增文本标签API

2017.12.22 2.0.0 SDK代码重构

2017.05.11 1.0.0 自然语言处理服务上线

快速入门

安装自然语言处理 Python SDK

自然语言处理 Python SDK目录结构自然语言处理 Python SDK目录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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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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在官网下载最新版本。

如果已安装pip，执行 即可，如果需要使用HTTP2，请安装 。

如果已安装setuptools，执行 即可。

新建AipNlp

AipNlp是自然语言处理的Python SDK客户端，为使用自然语言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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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pN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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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列表中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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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pNlp

如果用户需要配置AipNlp的网络请求参数(一般不需要配置)，可以在构造AipNl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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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法分析

词法分析接口向用户提供分词、词性标注、专名识别三大功能；能够识别出文本串中的基本词汇（分词），对这些词汇进行重

组、标注组合后词汇的词性，并进一步识别出命名实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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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nlp.py //自然语言处理│   └── nlp.py //自然语言处理
└── setup.py              //setuptools安装└── setup.py              //setuptools安装

pip install baidu-aippip install baidu-aip pip install baidu-aip-http2pip install baidu-aip-http2

python setup.py installpython setup.py install

from aip import AipNlpfrom aip import AipNl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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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ipNlp(APP_ID, API_KEY, SECRET_KEY)client = AipNl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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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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法分析 请求参数详情词法分析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待分析文本，长度不超过20000字节

charset 是 string UTF-8

词法分析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词法分析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类型类型 必需必需 详细说明详细说明

text string 是 原始单条请求文本

items
array(obje

ct)
是 词汇数组，每个元素对应结果中的一个词

+item string 是 词汇的字符串

+ne string 是 命名实体类型，命名实体识别算法使用。词性标注算法中，此项为空串

+pos string 是 词性，词性标注算法使用。命名实体识别算法中，此项为空串

+byte_offset int 是 在text中的字节级offset（使用GBK编码）

+byte_lengt

h
int 是 字节级length（使用GBK编码）

+uri string 否
链指到知识库的URI，只对命名实体有效。对于非命名实体和链接不到知识库的命名实体，

此项为空串

+formal string 否 词汇的标准化表达，主要针对时间、数字单位，没有归一化表达的，此项为空串

+basic_word

s

array(strin

g)
是 基本词成分

+loc_details
array(obje

ct)
否 地址成分，非必需，仅对地址型命名实体有效，没有地址成分的，此项为空数组。

++type string 是 成分类型，如省、市、区、县

++byte_offs

et
int 是 在item中的字节级offset（使用GBK编码）

++byte_leng

th
int 是 字节级length（使用GBK编码）

词法分析 返回示例词法分析 返回示例

text = "百度是一家高科技公司";text = "百度是一家高科技公司";
charset="UTF-8"charset="UTF-8"

""" 调用词法分析 """""" 调用词法分析 """
client.lexer(text);client.lexer(text);

{{
    "status""status"::00,,
    "version""version"::"ver_1_0_1""ver_1_0_1",,
    "results""results"::[[
        {{
            "retcode""retcode"::00,,
            "text""text"::"百度是一家高科技公司""百度是一家高科技公司",,
            "items""items"::[[
                  {{
                      "byte_length""byte_length"::44,,
                      "byte_offset""byte_offset"::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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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性缩略说明词性缩略说明

                      "byte_offset""byte_offset"::00,,
                      "formal""formal"::"""",,
                      "item""item"::"百度""百度",,
                      "ne""ne"::"ORG""ORG",,
                      "pos""pos"::"""",,
                      "uri""uri"::"""",,
                      "loc_details""loc_details"::[[  ]],,
                      "basic_words""basic_words"::[["百度""百度"]]
                  }},,
                  {{
                      "byte_length""byte_length"::22,,
                      "byte_offset""byte_offset"::44,,
                      "formal""formal"::"""",,
                      "item""item"::"是""是",,
                      "ne""ne"::"""",,
                      "pos""pos"::"v""v",,
                      "uri""uri"::"""",,
                      "loc_details""loc_details"::[[  ]],,
                      "basic_words""basic_words"::[["是""是"]]
                  }},,
                  {{
                      "byte_length""byte_length"::44,,
                      "byte_offset""byte_offset"::66,,
                      "formal""formal"::"""",,
                      "item""item"::"一家""一家",,
                      "ne""ne"::"""",,
                      "pos""pos"::"m""m",,
                      "uri""uri"::"""",,
                      "loc_details""loc_details"::[[  ]],,
                      "basic_words""basic_words"::[["一""一",,"家""家"]]
                  }},,
                  {{
                      "byte_length""byte_length"::66,,
                      "byte_offset""byte_offset"::1010,,
                      "formal""formal"::"""",,
                      "item""item"::"高科技""高科技",,
                      "ne""ne"::"""",,
                      "pos""pos"::"n""n",,
                      "uri""uri"::"""",,
                      "loc_details""loc_details"::[[  ]],,
                      "basic_words""basic_words"::[["高""高",,"科技""科技"]]
                  }},,
                  {{
                      "byte_length""byte_length"::44,,
                      "byte_offset""byte_offset"::1616,,
                      "formal""formal"::"""",,
                      "item""item"::"公司""公司",,
                      "ne""ne"::"""",,
                      "pos""pos"::"n""n",,
                      "uri""uri"::"""",,
                      "loc_details""loc_details"::[[  ]],,
                      "basic_words""basic_words"::[["公司""公司"]]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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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性词性 含义含义 词性词性 含义含义 词性词性 含义含义 词性词性 含义含义

n 普通名词 f 方位名词 s 处所名词 t 时间名词

nr 人名 ns 地名 nt 机构团体名 nw 作品名

nz 其他专名 v 普通动词 vd 动副词 vn 名动词

a 形容词 ad 副形词 an 名形词 d 副词

m 数量词 q 量词 r 代词 p 介词

c 连词 u 助词 xc 其他虚词 w 标点符号

专名识别缩略词含义专名识别缩略词含义

缩略词缩略词 含义含义 缩略词缩略词 含义含义 缩略词缩略词 含义含义 缩略词缩略词 含义含义

PER 人名 LOC 地名 ORG 机构名 TIME 时间

词法分析（定制版）

词法分析接口向用户提供分词、词性标注、专名识别三大功能；能够识别出文本串中的基本词汇（分词），对这些词汇进行重

组、标注组合后词汇的词性，并进一步识别出命名实体。

词法分析（定制版） 请求参数详情词法分析（定制版）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待分析文本（目前仅支持GBK编码），长度不超过20000字节

词法分析（定制版）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词法分析（定制版）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text = "百度是一家高科技公司"text = "百度是一家高科技公司"

""" 调用词法分析（定制版） """""" 调用词法分析（定制版） """
client.lexerCustom(text);client.lexerCustom(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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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类型类型 必需必需 详细说明详细说明

text string 是 原始单条请求文本

items
array(obje

ct)
是 词汇数组，每个元素对应结果中的一个词

+item string 是 词汇的字符串

+ne string 是 命名实体类型，命名实体识别算法使用。词性标注算法中，此项为空串

+pos string 是 词性，词性标注算法使用。命名实体识别算法中，此项为空串

+byte_offset int 是 在text中的字节级offset（使用GBK编码）

+byte_lengt

h
int 是 字节级length（使用GBK编码）

+uri string 否
链指到知识库的URI，只对命名实体有效。对于非命名实体和链接不到知识库的命名实体，

此项为空串

+formal string 否 词汇的标准化表达，主要针对时间、数字单位，没有归一化表达的，此项为空串

+basic_word

s

array(strin

g)
是 基本词成分

+loc_details
array(obje

ct)
否 地址成分，非必需，仅对地址型命名实体有效，没有地址成分的，此项为空数组。

++type string 是 成分类型，如省、市、区、县

++byte_offs

et
int 是 在item中的字节级offset（使用GBK编码）

++byte_leng

th
int 是 字节级length（使用GBK编码）

词法分析（定制版） 返回示例词法分析（定制版） 返回示例

依存句法分析

依存句法分析接口可自动分析文本中的依存句法结构信息，利用句子中词与词之间的依存关系来表示词语的句法结构信息

（如“主谓”、“动宾”、“定中”等结构关系），并用树状结构来表示整句的结构（如“主谓宾”、“定状补”等）。

依存句法分析 请求参数详情依存句法分析 请求参数详情

参考词法分析接口参考词法分析接口

text = "张飞"text = "张飞"

""" 调用依存句法分析 """""" 调用依存句法分析 """
client.depParser(text);client.depParser(text);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options = {}options = {}
options["mode"] = 1options["mode"] = 1

""" 带参数调用依存句法分析 """""" 带参数调用依存句法分析 """
client.depParser(text, options)client.depParser(text,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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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待分析文本（目前仅支持GBK编码），长度不超过256字节

mode 否 string 模型选择。默认值为0，可选值mode=0（对应web模型）；mode=1（对应query模型）

依存句法分析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依存句法分析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类型+类型 详细说明详细说明

log_id uint64 随机数，本次请求的唯一标识码

id number 词的ID

word string 词

postag string 词性，请参照API文档中的词性（postag)取值范围词性（postag)取值范围

head int 词的父节点ID

+deprel string 词与父节点的依存关系，请参照API文档的依存关系标识依存关系标识

依存句法分析 返回示例依存句法分析 返回示例

词向量表示

词向量表示接口提供中文词向量的查询功能。

词向量表示 请求参数详情词向量表示 请求参数详情

{{
        "log_id""log_id"::  1234512345,,
        "text""text"::"今天天气怎么样""今天天气怎么样",,
        "items""items"::[[
                {{
                        "id""id"::"1""1",,  //id//id
                        "word""word"::"今天""今天",,  //word//word
                        "postag""postag"::"t""t",,  //POS tag//POS tag
                        "head""head"::"2""2",,  //id of current word's parent//id of current word's parent
                        "deprel""deprel"::"ATT""ATT"    //depend relations between current word and parent//depend relations between current word and parent
                }},,
                {{
                        "id""id"::"2""2",,
                        "word""word"::"天气""天气",,
                        "postag""postag"::"n""n",,
                        "head""head"::"3""3",,
                        "deprel""deprel"::"SBV""SBV",,
                }},,
                {{
                        "id""id"::"3""3",,
                        "word""word"::"怎么样""怎么样",,
                        "postag""postag"::"r""r",,
                        "head""head"::"0""0",,
                        "deprel""deprel"::"HED""HED",,
                }}
        ]]
}}

word = "张飞"word = "张飞"

""" 调用词向量表示 """""" 调用词向量表示 """
client.wordEmbedding(word);client.wordEmbedding(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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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word 是 string 文本内容（GBK编码），最大64字节

词向量表示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词向量表示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log_id uint64 请求唯一标识码

word string 查询词

vec float 词向量结果表示

词向量表示 返回示例词向量表示 返回示例

DNN语言模型

中文DNN语言模型接口用于输出切词结果并给出每个词在句子中的概率值,判断一句话是否符合语言表达习惯。

DNN语言模型 请求参数详情DNN语言模型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文本内容（GBK编码），最大256字节，不需要切词

DNN语言模型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DNN语言模型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uint64 请求唯一标识码

word string 句子的切词结果

prob float 该词在句子中的概率值,取值范围[0,1]

ppl float 描述句子通顺的值：数值越低，句子越通顺

{{
    "word""word"::  "张飞""张飞",,
    "vec""vec"::  [[
        0.2339620.233962,,
        0.3368670.336867,,
        0.1870440.187044,,
        0.5652610.565261,,
        0.1915680.191568,,
        0.4507250.450725,,
    ...    ...
        0.438690.43869,,
        -0.448038-0.448038,,
        0.2837110.283711,,
        -0.233656-0.233656,,
        0.5555560.555556
    ]]
}}

text = "床前明月光"text = "床前明月光"

""" 调用DNN语言模型 """""" 调用DNN语言模型 """
client.dnnlm(text);client.dnnlm(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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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N语言模型 返回示例DNN语言模型 返回示例

词义相似度

输入两个词，得到两个词的相似度结果。

词义相似度 请求参数详情词义相似度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word_1 是 string 词1（GBK编码），最大64字节

word_2 是 string 词1（GBK编码），最大64字节

mode 否 string 预留字段，可选择不同的词义相似度模型。默认值为0，目前仅支持mode=0

词义相似度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词义相似度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
    "text""text"::  "床前明月光""床前明月光",,
    "items""items"::  [[
        {{
            "word""word"::  "床""床",,
            "prob""prob"::  0.00003852730.0000385273
        }},,
        {{
            "word""word"::  "前""前",,
            "prob""prob"::  0.02890180.0289018
        }},,
        {{
            "word""word"::  "明月""明月",,
            "prob""prob"::  0.02844060.0284406
        }},,
        {{
            "word""word"::  "光""光",,
            "prob""prob"::  0.8080290.808029
        }}
    ]],,
    "ppl""ppl"::  79.065179.0651
}}

word1 = "北京"word1 = "北京"

word2 = "上海"word2 = "上海"

""" 调用词义相似度 """""" 调用词义相似度 """
client.wordSimEmbedding(word1, word2);client.wordSimEmbedding(word1, word2);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options = {}options = {}
options["mode"] = 0options["mode"] = 0

""" 带参数调用词义相似度 """""" 带参数调用词义相似度 """
client.wordSimEmbedding(word1, word2, options)client.wordSimEmbedding(word1, word2,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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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log_id number 请求唯一标识码,随机数

score number 相似度分数

words array 输入的词列表

+word_1 string 输入的word1参数

+word_2 string 输入的word2参数

词义相似度 返回示例词义相似度 返回示例

短文本相似度

短文本相似度接口用来判断两个文本的相似度得分。

短文本相似度 请求参数详情短文本相似度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范围可选值范围 说明说明

text_1 是 string 待比较文本1（GBK编码），最大512字节

text_2 是 string 待比较文本2（GBK编码），最大512字节

model 否 string

BOW

CNN

GRNN

默认为"BOW"，可选"BOW"、"CNN"与"GRNN"

短文本相似度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短文本相似度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
        "score""score"::  0.4568620.456862,,
        "words""words"::  {{
            "word_1""word_1"::  "北京""北京",,
            "word_2""word_2"::  "上海""上海"
        }}
}}

text1 = "浙富股份"text1 = "浙富股份"

text2 = "万事通自考网"text2 = "万事通自考网"

""" 调用短文本相似度 """""" 调用短文本相似度 """
client.simnet(text1, text2);client.simnet(text1, text2);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options = {}options = {}
options["model"] = "CNN"options["model"] = "CNN"

""" 带参数调用短文本相似度 """""" 带参数调用短文本相似度 """
client.simnet(text1, text2, options)client.simnet(text1, text2,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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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log_id number 请求唯一标识

score number 两个文本相似度得分

texts array 输入文本

+text_1 string 第一个短文本

+text_2 string 第二个短文本

短文本相似度 返回示例短文本相似度 返回示例

评论观点抽取

评论观点抽取接口用来提取一条评论句子的关注点和评论观点，并输出评论观点标签及评论观点极性。

评论观点抽取 请求参数详情评论观点抽取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范围可选值范围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评论内容（GBK编码），最大10240字节

type 否 string

1 - 酒店

2 - KTV3 - 丽人

4 - 美食餐饮

5 - 旅游

6 - 健康

7 - 教育

8 - 商业

9 - 房产

10 - 汽车

11 - 生活

12 - 购物

13 - 3C

评论行业类型，默认为4（餐饮美食）

评论观点抽取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评论观点抽取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
        "log_id""log_id"::  1234512345,,
        "texts""texts"::{{
                "text_1""text_1"::"浙富股份""浙富股份",,
                "text_2""text_2"::"万事通自考网""万事通自考网"
        }},,
        "score""score"::0.33002376556396480.3300237655639648  //相似度结果//相似度结果
}},,

text = "三星电脑电池不给力"text = "三星电脑电池不给力"

""" 调用评论观点抽取 """""" 调用评论观点抽取 """
client.commentTag(text);client.commentTag(text);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options = {}options = {}
options["type"] = 13options["type"] = 13

""" 带参数调用评论观点抽取 """""" 带参数调用评论观点抽取 """
client.commentTag(text, options)client.commentTag(text,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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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log_id uint64 请求唯一标识码

prop string 匹配上的属性词

adj string 匹配上的描述词

sentiment int 该情感搭配的极性（0表示消极，1表示中性，2表示积极）

begin_pos int 该情感搭配在句子中的开始位置

end_pos int 该情感搭配在句子中的结束位置

abstract string 对应于该情感搭配的短句摘要

评论观点抽取 返回示例评论观点抽取 返回示例

情感倾向分析

对包含主观观点信息的文本进行情感极性类别（积极、消极、中性）的判断，并给出相应的置信度。

情感倾向分析 请求参数详情情感倾向分析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文本内容（GBK编码），最大2048字节

情感倾向分析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情感倾向分析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是否必须是否必须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输入的文本内容

items 是 array 输入的词列表

+sentiment 是 number 表示情感极性分类结果, 0:负向，1:中性，2:正向

+confidence 是 number 表示分类的置信度

+positive_prob 是 number 表示属于积极类别的概率

+negative_prob 是 number 表示属于消极类别的概率

情感倾向分析 返回示例情感倾向分析 返回示例

{{
        "items""items"::  [[
                {{
                "prop""prop"::"电池""电池",,
                "adj""adj"::  "不给力""不给力",,
                "sentiment""sentiment"::  00,,
                "begin_pos""begin_pos"::  88,,
                "end_pos""end_pos"::  1818,,
                "abstract""abstract"::"三星电脑<span>电池不给力</span>""三星电脑<span>电池不给力</span>"
                }}
        ]]
}}

text = "苹果是一家伟大的公司"text = "苹果是一家伟大的公司"

""" 调用情感倾向分析 """""" 调用情感倾向分析 """
client.sentimentClassify(text);client.sentimentClassify(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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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签

文章标签服务能够针对网络各类媒体文章进行快速的内容理解，根据输入含有标题的文章，输出多个内容标签以及对应的置信

度，用于个性化推荐、相似文章聚合、文本内容分析等场景。

文章标签 请求参数详情文章标签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itle 是 string 篇章的标题，最大80字节

content 是 string 篇章的正文，最大65535字节

文章标签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文章标签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是否必须是否必须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tems 是 array(object) 关键词结果数组，每个元素对应抽取到的一个关键词

+tag 是 string 关注点字符串

+score 是 number 权重(取值范围0~1)

文章标签 返回示例文章标签 返回示例

{{
        "text""text"::"苹果是一家伟大的公司""苹果是一家伟大的公司",,
        "items""items"::[[
                {{
                        "sentiment""sentiment"::22,,        //表示情感极性分类结果//表示情感极性分类结果
                        "confidence""confidence"::0.400.40,,  //表示分类的置信度//表示分类的置信度
                        "positive_prob""positive_prob"::0.730.73,,  //表示属于积极类别的概率//表示属于积极类别的概率
                        "negative_prob""negative_prob"::0.270.27    //表示属于消极类别的概率//表示属于消极类别的概率
                }}
        ]]
}}

title = "iphone手机出现“白苹果”原因及解决办法，用苹果手机的可以看下"title = "iphone手机出现“白苹果”原因及解决办法，用苹果手机的可以看下"

content = "如果下面的方法还是没有解决你的问题建议来我们门店看下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三段99号银石广场24层01content = "如果下面的方法还是没有解决你的问题建议来我们门店看下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三段99号银石广场24层01
室。"室。"

""" 调用文章标签 """""" 调用文章标签 """
client.keyword(title, content);client.keyword(title,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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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类

对文章按照内容类型进行自动分类，首批支持娱乐、体育、科技等26个主流内容类型，为文章聚类、文本内容分析等应用提供

基础技术支持。

文章分类 请求参数详情文章分类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itle 是 string 篇章的标题，最大80字节

content 是 string 篇章的正文，最大65535字节

文章分类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文章分类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类型类型 详细说明详细说明

item object 分类结果，包含一级与二级分类

+lv1_tag_list array of objects 一级分类结果

+lv2_tag_list array of objects 二级分类结果

++score float 类别标签对应得分，范围0-1

++tag string 类别标签

文章分类 返回示例文章分类 返回示例

{{
        "log_id""log_id"::  44573086398530582924457308639853058292,,
        "items""items"::  [[
                {{
                        "score""score"::  0.9977620.997762,,
                        "tag""tag"::  "iphone""iphone"
                }},,
                {{
                        "score""score"::  0.8617750.861775,,
                        "tag""tag"::  "手机""手机"
                }},,
                {{
                        "score""score"::  0.8456570.845657,,
                        "tag""tag"::  "苹果""苹果"
                }},,
                {{
                        "score""score"::  0.836490.83649,,
                        "tag""tag"::  "苹果公司""苹果公司"
                }},,
                {{
                        "score""score"::  0.7972430.797243,,
                        "tag""tag"::  "数码""数码"
                }}
        ]]
}}

title = "欧洲冠军杯足球赛"title = "欧洲冠军杯足球赛"

content = "欧洲冠军联赛是欧洲足球协会联盟主办的年度足球比赛，代表欧洲俱乐部足球最高荣誉和水平，被认为是全世content = "欧洲冠军联赛是欧洲足球协会联盟主办的年度足球比赛，代表欧洲俱乐部足球最高荣誉和水平，被认为是全世
界最高素质、最具影响力以及最高水平的俱乐部赛事，亦是世界上奖金最高的足球赛事和体育赛事之一。"界最高素质、最具影响力以及最高水平的俱乐部赛事，亦是世界上奖金最高的足球赛事和体育赛事之一。"

""" 调用文章分类 """""" 调用文章分类 """
client.topic(title, content);client.topic(title, content);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91



文本纠错

识别输入文本中有错误的片段，提示错误并给出正确的文本结果。支持短文本、长文本、语音等内容的错误识别，纠错是搜索

引擎、语音识别、内容审查等功能更好运行的基础模块之一。

文本纠错 请求参数详情文本纠错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待纠错文本，输入限制511字节

文本纠错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文本纠错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描述描述

log_id uint64 请求唯一标识码

correct_query string 纠错后的文本

score double 模型置信度打分

item object 分析结果

+vec_fragment list 替换候选片段信息

++ori_frag string 原片段

++correct_frag double 替换片段

++begin_pos int 起始(长度单位)

++end_pos list 结尾(长度单位)

文本纠错 返回示例文本纠错 返回示例

{{
        "log_id""log_id"::  57107649092165172485710764909216517248,,
        "item""item"::  {{
                "lv2_tag_list""lv2_tag_list"::  [[
                        {{
                                "score""score"::  0.8954670.895467,,
                                "tag""tag"::  "足球""足球"
                        }},,
                        {{
                                "score""score"::  0.7948780.794878,,
                                "tag""tag"::  "国际足球""国际足球"
                        }}
                ]],,
                "lv1_tag_list""lv1_tag_list"::  [[
                        {{
                                "score""score"::  0.888080.88808,,
                                "tag""tag"::  "体育""体育"
                        }}
                ]]
        }}
}}

text = "百度是一家人工只能公司"text = "百度是一家人工只能公司"

""" 调用文本纠错 """""" 调用文本纠错 """
client.ecnet(text);client.ecnet(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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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情绪识别接口

针对用户日常沟通文本背后所蕴含情绪的一种直观检测，可自动识别出当前会话者所表现出的情绪类别及其置信度，可以帮助

企业更全面地把握产品服务质量、监控客户服务质量

对话情绪识别接口 请求参数详情对话情绪识别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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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 是 string 待识别情感文本，输入限制512字节

scene 否 string
default（默认项-不区分场景），talk（闲聊对话-如度秘聊天等），task（任务型对话-如导航对话

等），customer_service（客服对话-如电信/银行客服等）

对话情绪识别接口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对话情绪识别接口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描述描述

log_id uint64 请求唯一标识码

text string 输入的对话文本内容

items list 分析结果数组

++label string 情绪分类标签；pessimistic（负向情绪）、neutral（中性情绪）、optimistic（正向情绪）

++prob double item标签对应的概率

对话情绪识别接口 返回示例对话情绪识别接口 返回示例

{{
    "log_id": 6770395607901559829,    "log_id": 6770395607901559829,
    "item": {    "item": {
        "vec_fragment": [        "vec_fragment": [
            {            {
                "ori_frag": "只能",                "ori_frag": "只能",
                "begin_pos": 21,                "begin_pos": 21,
                "correct_frag": "智能",                "correct_frag": "智能",
                "end_pos": 27                "end_pos": 27
            }            }
        ],        ],
        "score": 0.875169,        "score": 0.875169,
        "correct_query": "百度是一家人工智能公司"        "correct_query": "百度是一家人工智能公司"
    },    },
    "text": "百度是一家人工只能公司"    "text": "百度是一家人工只能公司"
}}

text = "本来今天高高兴兴"text = "本来今天高高兴兴"

""" 调用对话情绪识别接口 """""" 调用对话情绪识别接口 """
client.emotion(text);client.emotion(text);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options = {}options = {}
options["scene"] = "talk"options["scene"] = "talk"

""" 带参数调用对话情绪识别接口 """""" 带参数调用对话情绪识别接口 """
client.emotion(text, options)client.emotion(text,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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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摘要接口

自动抽取新闻文本中的关键信息，进而生成指定长度的新闻摘要

新闻摘要接口 请求参数详情新闻摘要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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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ent 是 string

字符串（限3000字符数以内）字符串仅支持GBK编码，长度需小于3000字符数（即6000字

节），请输入前确认字符数没有超限，若字符数超长会返回错误。正文中如果包含段落信息，请使

用"\n"分隔，段落信息算法中有重要的作用，请尽量保留

max_su

mmary_

len

是 integer
此数值将作为摘要结果的最大长度。例如：原文长度1000字，本参数设置为150，则摘要结果的

最大长度是150字；推荐最优区间：200-500字

title 否 string

字符串（限200字符数）字符串仅支持GBK编码，长度需小于200字符数（即400字节），请输入

前确认字符数没有超限，若字符数超长会返回错误。标题在算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若文章确无标

题，输入参数的“标题”字段为空即可

新闻摘要接口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新闻摘要接口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描述描述

log_id uint64 请求唯一标识码

summary string 摘要结果

新闻摘要接口 返回示例新闻摘要接口 返回示例

{{
    "log_id": 4258005459150262970,    "log_id": 4258005459150262970,
    "text": "本来今天高高兴兴",    "text": "本来今天高高兴兴",
    "items": [    "items": [
        {        {
            "prob": 0.998619,            "prob": 0.998619,
            "label": "neutral"            "label": "neutral"
        },        },
        {        {
            "prob": 0.00138141,            "prob": 0.00138141,
            "label": "pessimistic"            "label": "pessimistic"
        },        },
    ]    ]
}}

content =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为无人机在仓库中使用RFID技术进行库存查找等工作，创造了一种..."content =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为无人机在仓库中使用RFID技术进行库存查找等工作，创造了一种..."

maxSummaryLen = 300maxSummaryLen = 300

""" 调用新闻摘要接口 """""" 调用新闻摘要接口 """
client.newsSummary(content, maxSummaryLen);client.newsSummary(content, maxSummaryLen);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如果有可选参数 """
options = {}options = {}
options["title"] = "标题"options["title"] = "标题"

""" 带参数调用新闻摘要接口 """""" 带参数调用新闻摘要接口 """
client.newsSummary(content, maxSummaryLen, options)client.newsSummary(content, maxSummaryLen,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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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识别接口

针对快递、电商行业中客户在线提交的大量非结构化地址单据，该接口可以帮助精准提取快递填单文本中的姓名、电话、地址

信息，通过自然语言处理辅助地址识别做自动补充和纠正，生成标准规范的结构化信息，大幅提升企业处理单据的效率。

地址识别接口 请求参数详情地址识别接口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待识别的文本内容，不超过1000字节

地址识别接口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地址识别接口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描述描述

log_id uint64 请求唯一标识码

text string 原始输入的文本内容

province string 省（直辖市/自治区）

province_code string 省国标code

city string 市

city_code string 城市国标code

county string 区（县）

county_code string 区县国标code

town string 街道（乡/镇）

town_code string 街道/乡镇国标code

person string 姓名，如果出现多个则按顺序输出

detail string 详细地址

phonenum string 电话号码，如果出现多个则按顺序输出

地址识别接口 返回示例地址识别接口 返回示例

{{
    "log_id": 4258005459150262970,    "log_id": 4258005459150262970,
    "summary":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为无人机在仓库中使用RFID技术进行库存查找等工作，创造了一种聪明的新方    "summary":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为无人机在仓库中使用RFID技术进行库存查找等工作，创造了一种聪明的新方
式。使用RFID标签更换仓库中的条形码，将帮助提升自动化并提高库存管理的准确性。几家公司已经解决了无人机读取式。使用RFID标签更换仓库中的条形码，将帮助提升自动化并提高库存管理的准确性。几家公司已经解决了无人机读取
RFID的技术问题。麻省理工学院的新解决方案，名为Rfly，允许无人机阅读RFID标签，而不用捆绑巨型读卡器。无人机接RFID的技术问题。麻省理工学院的新解决方案，名为Rfly，允许无人机阅读RFID标签，而不用捆绑巨型读卡器。无人机接
收从远程RFID读取器发送的信号，然后转发它读取附近的标签。"收从远程RFID读取器发送的信号，然后转发它读取附近的标签。"
}}

text = "上海市浦东新区纳贤路701号百度上海研发中心 F4A000 张三"text = "上海市浦东新区纳贤路701号百度上海研发中心 F4A000 张三"

""" 调用地址识别接口 """""" 调用地址识别接口 """
client.address(text);client.address(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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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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rovince": "上海市",    "province": "上海市",
    "city": "上海市",    "city": "上海市",
    "province_code": "310000",    "province_code": "310000",
    "log_id": 1420038644986026316,    "log_id": 1420038644986026316,
    "text": "上海市浦东新区纳贤路701号百度上海研发中心 F4A000 张三",    "text": "上海市浦东新区纳贤路701号百度上海研发中心 F4A000 张三",
    "town": "张江镇",    "town": "张江镇",
    "phonenum": "",    "phonenum": "",
    "detail": "纳贤路701号百度上海研发中心F4A000",    "detail": "纳贤路701号百度上海研发中心F4A000",
    "county": "浦东新区",    "county": "浦东新区",
    "person": "张三",    "person": "张三",
    "town_code": "310115125",    "town_code": "310115125",
    "county_code": "310115",    "county_code": "310115",
    "city_code": "310100"    "city_code": "310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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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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337848）

或提交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2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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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337848）或

提交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
Unsuppo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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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337848）或提

交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6
No per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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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Get service token failed 获取token失败

14 IAM Certification failed IAM 鉴权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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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QQ群（860337848）联系群管、提交工单提升限额

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超限额，可通过QQ群（860337848）联系群管、提交工单提升限额

19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请求总量超限额，可通过QQ群（860337848）联系群管、提交工单提升限额

100 Invalid parameter 无效的access_token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access_token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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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426386）

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282002 input encoding error 编码错误，请使用GBK编码

282004 invalid parameter(s) 请求中包含非法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282130 no result
当前查询无结果返回，出现此问题的原因一般为：参数配置存在问题，请检查后重新尝

试

282131 input text too long 输入长度超限，请查看文档说明

282133 param {参数名} not exist 接口参数缺失

282300 word error word不在算法词典中

282301 word_1 error word_1提交的词汇暂未收录，无法比对相似度

282302 word_2 error word_2提交的词汇暂未收录，无法比对相似度

282303 word_1&word_2 error word_1和word_2暂未收录，无法比对相似度

NLP-Java-SDK

Java SDK文档

简介

Hi，您好，欢迎使用百度自然语言处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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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档主要针对Java开发者，描述百度自然语言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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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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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法分析 分词、词性标注、专名识别

依存句法分

析
自动分析文本中的依存句法结构信息

词向量表示 查询词汇的词向量，实现文本的可计算

DNN语言模

型
判断一句话是否符合语言表达习惯，输出分词结果并给出每个词在句子中的概率值

词义相似度 计算两个给定词语的语义相似度

短文本相似

度
判断两个文本的相似度得分

评论观点抽

取
提取一个句子观点评论的情感属性

情感倾向分

析
对包含主观观点信息的文本进行情感极性类别（积极、消极、中性）的判断，并给出相应的置信度

文章标签 分析文章的标题和内容，输出能够反映文章关键信息的主题、话题、实体等多维度标签以及对应的置信度

文章分类 根据文章内容类型，对文章进行自动分类

文本纠错 识别文本中有错误的片段，进行错误提示并给出正确的建议文本内容

中文分词 切分出连续文本中的基本词汇序列（已合并到词法分析接口）

词性标注 为自然语言文本中的每个词汇赋予词性（已合并到词法分析接口）

对话情绪识

别

针对用户日常沟通文本背后所蕴含情绪的一种直观检测，可自动识别出当前会话者所表现出的情绪类别及其置

信度

新闻摘要 自动抽取新闻文本中的关键信息，进而生成指定长度的新闻摘要

地址识别 精准提取快递填单文本中的姓名、电话、地址信息，自动补充和纠正，生成结构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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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9.14 4.15.1 新增地址识别

2019.7.12 4.11.3 替换logger实现，新增可选http2库

2018.12.7 4.9.0 新增新闻摘要接口

2018.6.15 4.4.1 新增情感识别和文本纠错接口

2018.1.26 4.1.1 新增文本分类接口

2018.1.11 4.1.0 新增文本标签接口

2017.12.22 4.0.0 接口统一升级

2017.10.18 3.2.1 使用proxy问题修复

2017.8.25 3.0.0 更新sdk打包方式：所有AI服务集成一个SDK

2017.7.14 1.5.2 更新sdk打包方式

2017.6.30 1.5.1 新增句法依存接口

2017.6.15 1.5.0 短文本相似度接口升级

2017.5.25 1.4.0 词向量、评论观战、中文DNN接口升级，新增词相似度和情感分析接口

2017.4.20 1.3.3 新增词法分析接口，规范分词接口错误码

2017.4.13 1.3.2 AI SDK同步版本更新

2017.3.23 1.3 对安卓环境兼容问题进行修复

2017.3.2 1.2 增加设置超时接口

2017.1.20 1.1 对部分云用户调用不成功的错误修复

2017.1.6 1.0
初始版本，上线中文分词、词性标注、词向量表示、中文DNN语言模型、短文本相似度和评论观点抽取

接口

快速入门

安装NLP Java SDK

NLP Java SDK目录结构N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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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lp       ├── nlp
       │       └── AipNlp           //AipNlp类       │       └── AipNlp           //AipNlp类
       └── util                                //工具类       └── util                                //工具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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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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P Java SDK。

新建AipNlp

AipNlp是自然语言处理的Java客户端，为使用自然语言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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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pNlp,初始化完成后建议单例使用单例使用,避免重复获取access_t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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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列表中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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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pNlp

如果用户需要配置AipNlp的一些细节参数，可以在构造AipNlp之后调用接口设置参数，目前只支持以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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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p-java-sdk-version.zipaip-java-sdk-version.zip

aip-java-sdk-version.jaraip-java-sdk-version.jar json-20160810.jarjson-20160810.jar slf4j-api-1.7.25.jarslf4j-api-1.7.25.jar slf4j-simple-slf4j-simple-

1.7.25.jar（可选）1.7.25.jar（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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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pNlp// 初始化一个AipNlp
                AipNlpAipNlp client  client ==  newnew  AipNlpAipNl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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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用接口// 调用接口
                StringString text  text ==  "百度是一家高科技公司""百度是一家高科技公司";;
                JSONObjectJSONObject res  res == client client..lexerlexer((texttext,,  nullnull));;
                SystemSystem..outout..printlnprintln((resres..toStringtoString((22))));;
                
        }}
}}

APP_IDAPP_ID API_KEYAPI_KEY SECRET_KEYSECRET_KEY

API_KEYAPI_KEY SECRET_KEYSECRET_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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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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DK默认使用slf4j-simple包进行日志输出，若用户需要使用自定义日志实现，可去除slf4j-simple依赖包，再额外添加相应的日

志实现包即可。 maven去除slf4j-simple依赖包示例：

如何使用http2版本功能

现在有一个snapshot版本支持http2，依赖okHttp,仅支持jdk版本>=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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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的jdk版本1.8，请在maven中加入alpn-boot的支持，否则无法开启http2.0支持，jdk10则可以跳过以下步骤

jdk1.8 下使用maven 添加alpn-bootjdk1.8 下使用maven 添加alpn-b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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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lusions>    <exclusions>
        <exclusion>        <exclusion>
            <groupId>org.slf4j</groupId>            <groupId>org.slf4j</groupId>
            <artifactId>slf4j-simple</artifactId>            <artifactId>slf4j-simple</artifactId>
        </exclusion>        </exclusion>
    </exclusions>    </exclusions>
</dependency></dependency>

<dependency><dependency>
    <groupId>com.baidu.aip</groupId>    <groupId>com.baidu.aip</groupId>
    <artifactId>java-sdk</artifactId>    <artifactId>java-sdk</artifactId>
    <version>4.16.5-SNAPSHOT</version>    <version>4.16.5-SNAPSHOT</version>
</dependency></dependency>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101

https://square.github.io/okhttp/
http://search.maven.org/#search%257Cga%257C1%257Ca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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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对照jdk与alpn-boot对照表到maven下载页下载正确版本的alpn-boot-8.x.xx.jar

6.在jvm启动参数中加入 ，其中 为上一步下载完后放

到任意目录的alpn-boot.jar包文件全路径

其中， 为版本号，添加完成后，用户就可以在工程中使用NLP Java SDK。

用户可以参考如下代码新建一个AipNlp,初始化完成后建议单例使用单例使用,避免重复获取access_token：

<project><project>

     <!-- 请对照您使用的jdk的具体小版本选择对应的alpn-boot版本请参照     <!-- 请对照您使用的jdk的具体小版本选择对应的alpn-boot版本请参照
http://www.eclipse.org/jetty/documentation/current/alpn-chapter.html#alpn-versions-->http://www.eclipse.org/jetty/documentation/current/alpn-chapter.html#alpn-versions-->
    <properties>    <properties>
        <alpn-boot.version>8.x.xxxxx</alpn-boot.version>        <alpn-boot.version>8.x.xxxxx</alpn-boot.version>
    </properties>    </properties>

    <!-- 加入依赖的alpn-boot-->    <!-- 加入依赖的alpn-boot-->
    <dependencies>    <dependencies>
        <dependency>        <dependency>
            <groupId>org.mortbay.jetty.alpn</groupId>            <groupId>org.mortbay.jetty.alpn</groupId>
            <artifactId>alpn-boot</artifactId>            <artifactId>alpn-boot</artifactId>
            <version>${alpn-boot.version}</version>            <version>${alpn-boot.version}</version>
        </dependency>        </dependency>
    </dependencies>    </dependencies>

   <!-- 使用plugin配置jvmArg Xbootclasspath-->   <!-- 使用plugin配置jvmArg Xbootclasspath-->
    <build>    <build>
        <plugins>        <plugins>
            <plugin>            <plugin>
                <groupId>org.apache.maven.plugins</groupId>                <groupId>org.apache.maven.plugins</groupId>
                <artifactId>maven-compiler-plugin</artifactId>                <artifactId>maven-compiler-plugin</artifactId>
                <configuration>                <configuration>
                    <compilerArgs>                    <compilerArgs>
                        <arg>-Xbootclasspath/p:${settings.localRepository}/org/mortbay/jetty/alpn/alpn-boot/${alpn-                        <arg>-Xbootclasspath/p:${settings.localRepository}/org/mortbay/jetty/alpn/alpn-boot/${alpn-
boot.version}/alpn-boot-${alpn-boot.version}.jar</arg>boot.version}/alpn-boot-${alpn-boot.version}.jar</arg>
                    </compilerArgs>                    </compilerArgs>
                </configuration>                </configuration>
            </plugin>            </plugin>
        <plugins>        <plugins>
     </build>     </build>
 </project> </project>

aip-java-sdk-version.zipaip-java-sdk-version.zip

aip-java-sdk-version-http2.jaraip-java-sdk-version-http2.jar json-20160810.jarjson-20160810.jar okhttp-4.0.0.jarokhttp-4.0.0.jar annotations-13.0.jarannotations-13.0.jar

kotlin-stdlib-1.3.40.jarkotlin-stdlib-1.3.40.jar kotlin-stdlib-common-1.3.40.jarkotlin-stdlib-common-1.3.40.jar okio-2.2.2.jarokio-2.2.2.jar slf4j-api-1.7.25.jarslf4j-api-1.7.25.jar slf4j-simple-1.7.25.jar（可选）slf4j-simple-1.7.25.jar（可选）

java -Xbootclasspath/p:<path_to_alpn_boot_jar>java -Xbootclasspath/p:<path_to_alpn_boot_jar> <path_to_alpn_boot_jar><path_to_alpn_boot_jar>

version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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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说明

词法分析

词法分析接口向用户提供分词、词性标注、专名识别三大功能；能够识别出文本串中的基本词汇（分词），对这些词汇进行重

组、标注组合后词汇的词性，并进一步识别出命名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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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pNlp// 初始化一个AipNlp
                AipNlpAipNlp client  client ==  newnew  AipNlpAipNlp((APP_IDAPP_ID,, API_KEY API_KEY,, SECRET_KEY SECRET_KEY));;

                // 可选：设置您自己的okHttpClient// 可选：设置您自己的okHttpClient
                // 连接数超时等都可以通过okHttp提供的接口实现// 连接数超时等都可以通过okHttp提供的接口实现
                OkHttpClientOkHttpClient..BuilderBuilder builder  builder ==  newnew  OkHttpClientOkHttpClient..BuilderBuilder(());;
                  AipNlpAipNlp client  client ==  newnew  AipNlpAipNlp((APP_IDAPP_ID,, API_KEY API_KEY,, SECRET_KEY SECRET_KEY,, builder builder..buildbuild(())));;

                // 调用接口// 调用接口
                StringString text  text ==  "百度是一家高科技公司""百度是一家高科技公司";;
                ArrayListArrayList<<CBFutureTaskCBFutureTask>> taskList  taskList ==  newnew  ArrayListArrayList<<>>(());;
                forfor  ((intint i  i ==  00;; i  i <<  1010;;  ++++ii))  {{
                        CBFutureTaskCBFutureTask futureTask  futureTask == nlp nlp..lexerlexer((texttext,, i  i ++  """",,  nullnull));;
            taskList            taskList..addadd((futureTaskfutureTask));;
                }}
                whilewhile  ((!!taskListtaskList..isEmptyisEmpty(())))  {{
                        IteratorIterator<<CBFutureTaskCBFutureTask>> iter  iter == taskList taskList..iteratoriterator(());;
                        whilewhile  ((iteriter..hasNexthasNext(())))  {{
                                CBFutureTaskCBFutureTask futureTask  futureTask == iter iter..nextnext(());;
                                ifif  ((futureTaskfutureTask..isDoneisDone(())))  {{
                    iter                    iter..removeremove(());;
                                        trytry  {{
                                                StringString response  response == futureTask futureTask..getget(());;
                                                SystemSystem..outout..printlnprintln((futureTaskfutureTask..getProtocolgetProtocol(())));;
                                                SystemSystem..outout..printlnprintln(("req id:""req id:"  ++ futureTask futureTask..getRequestIdgetRequestId(())  ++  ", result: "", result: "  ++
                                response                                response));;
                                        }}  catchcatch  ((InterruptedExceptionInterruptedException  ||  ExecutionExceptionExecutionException e e))  {{
                                                ThrowableThrowable cause  cause == e e..getCausegetCause(());;
                                                ifif  ((cause cause !=!=  nullnull  &&&& cause  cause instanceofinstanceof  IOExceptionIOException))  {{
                                                        SystemSystem..errerr..printlnprintln(("发生网络错误:""发生网络错误:"));;
                            cause                            cause..printStackTraceprintStackTrace(());;
                                                }}  elseelse  {{
                            e                            e..printStackTraceprintStackTrace(());;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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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法分析 请求参数详情词法分析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待分析文本（目前仅支持GBK编码），长度不超过20000字节

词法分析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词法分析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类型类型 必需必需 详细说明详细说明

text string 是 原始单条请求文本

items
array(obje

ct)
是 词汇数组，每个元素对应结果中的一个词

+item string 是 词汇的字符串

+ne string 是 命名实体类型，命名实体识别算法使用。词性标注算法中，此项为空串

+pos string 是 词性，词性标注算法使用。命名实体识别算法中，此项为空串

+byte_offset int 是 在text中的字节级offset（使用GBK编码）

+byte_lengt

h
int 是 字节级length（使用GBK编码）

+uri string 否
链指到知识库的URI，只对命名实体有效。对于非命名实体和链接不到知识库的命名实体，

此项为空串

+formal string 否 词汇的标准化表达，主要针对时间、数字单位，没有归一化表达的，此项为空串

+basic_word

s

array(strin

g)
是 基本词成分

+loc_details
array(obje

ct)
否 地址成分，非必需，仅对地址型命名实体有效，没有地址成分的，此项为空数组。

++type string 是 成分类型，如省、市、区、县

++byte_offs

et
int 是 在item中的字节级offset（使用GBK编码）

++byte_leng

th
int 是 字节级length（使用GBK编码）

词法分析 返回示例词法分析 返回示例

public void sample(AipNlp client) {public void sample(AipNlp client) {
    String text = "百度是一家高科技公司";    String text = "百度是一家高科技公司";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HashMap<String, Object>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Object>();    HashMap<String, Object>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Object>();
        
    // 词法分析    // 词法分析
    JSONObject res = client.lexer(text,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lexer(text,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
    "status""status"::00,,
    "version""version"::"ver_1_0_1""ver_1_0_1",,
    "results""results"::[[
        {{
            "retcode""retcode"::00,,
            "text""text"::"百度是一家高科技公司""百度是一家高科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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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text"::"百度是一家高科技公司""百度是一家高科技公司",,
            "items""items"::[[
                  {{
                      "byte_length""byte_length"::44,,
                      "byte_offset""byte_offset"::00,,
                      "formal""formal"::"""",,
                      "item""item"::"百度""百度",,
                      "ne""ne"::"ORG""ORG",,
                      "pos""pos"::"""",,
                      "uri""uri"::"""",,
                      "loc_details""loc_details"::[[  ]],,
                      "basic_words""basic_words"::[["百度""百度"]]
                  }},,
                  {{
                      "byte_length""byte_length"::22,,
                      "byte_offset""byte_offset"::44,,
                      "formal""formal"::"""",,
                      "item""item"::"是""是",,
                      "ne""ne"::"""",,
                      "pos""pos"::"v""v",,
                      "uri""uri"::"""",,
                      "loc_details""loc_details"::[[  ]],,
                      "basic_words""basic_words"::[["是""是"]]
                  }},,
                  {{
                      "byte_length""byte_length"::44,,
                      "byte_offset""byte_offset"::66,,
                      "formal""formal"::"""",,
                      "item""item"::"一家""一家",,
                      "ne""ne"::"""",,
                      "pos""pos"::"m""m",,
                      "uri""uri"::"""",,
                      "loc_details""loc_details"::[[  ]],,
                      "basic_words""basic_words"::[["一""一",,"家""家"]]
                  }},,
                  {{
                      "byte_length""byte_length"::66,,
                      "byte_offset""byte_offset"::1010,,
                      "formal""formal"::"""",,
                      "item""item"::"高科技""高科技",,
                      "ne""ne"::"""",,
                      "pos""pos"::"n""n",,
                      "uri""uri"::"""",,
                      "loc_details""loc_details"::[[  ]],,
                      "basic_words""basic_words"::[["高""高",,"科技""科技"]]
                  }},,
                  {{
                      "byte_length""byte_length"::44,,
                      "byte_offset""byte_offset"::1616,,
                      "formal""formal"::"""",,
                      "item""item"::"公司""公司",,
                      "ne""ne"::"""",,
                      "pos""pos"::"n""n",,
                      "uri""uri"::"""",,
                      "loc_details""loc_details"::[[  ]],,
                      "basic_words""basic_words"::[["公司""公司"]]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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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性缩略说明词性缩略说明

词性词性 含义含义 词性词性 含义含义 词性词性 含义含义 词性词性 含义含义

n 普通名词 f 方位名词 s 处所名词 t 时间名词

nr 人名 ns 地名 nt 机构团体名 nw 作品名

nz 其他专名 v 普通动词 vd 动副词 vn 名动词

a 形容词 ad 副形词 an 名形词 d 副词

m 数量词 q 量词 r 代词 p 介词

c 连词 u 助词 xc 其他虚词 w 标点符号

专名识别缩略词含义专名识别缩略词含义

缩略词缩略词 含义含义 缩略词缩略词 含义含义 缩略词缩略词 含义含义 缩略词缩略词 含义含义

PER 人名 LOC 地名 ORG 机构名 TIME 时间

词法分析（定制版）

词法分析接口向用户提供分词、词性标注、专名识别三大功能；能够识别出文本串中的基本词汇（分词），对这些词汇进行重

组、标注组合后词汇的词性，并进一步识别出命名实体。

词法分析（定制版） 请求参数详情词法分析（定制版）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待分析文本（目前仅支持GBK编码），长度不超过20000字节

词法分析（定制版）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词法分析（定制版）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public void sample(AipNlp client) {public void sample(AipNlp client) {
    String text = "百度是一家高科技公司";    String text = "百度是一家高科技公司";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HashMap<String, Object>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Object>();    HashMap<String, Object>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Object>();
        
    // 词法分析（定制版）    // 词法分析（定制版）
    JSONObject res = client.lexerCustom(text,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lexerCustom(text,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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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类型类型 必需必需 详细说明详细说明

text string 是 原始单条请求文本

items
array(obje

ct)
是 词汇数组，每个元素对应结果中的一个词

+item string 是 词汇的字符串

+ne string 是 命名实体类型，命名实体识别算法使用。词性标注算法中，此项为空串

+pos string 是 词性，词性标注算法使用。命名实体识别算法中，此项为空串

+byte_offset int 是 在text中的字节级offset（使用GBK编码）

+byte_lengt

h
int 是 字节级length（使用GBK编码）

+uri string 否
链指到知识库的URI，只对命名实体有效。对于非命名实体和链接不到知识库的命名实体，

此项为空串

+formal string 否 词汇的标准化表达，主要针对时间、数字单位，没有归一化表达的，此项为空串

+basic_word

s

array(strin

g)
是 基本词成分

+loc_details
array(obje

ct)
否 地址成分，非必需，仅对地址型命名实体有效，没有地址成分的，此项为空数组。

++type string 是 成分类型，如省、市、区、县

++byte_offs

et
int 是 在item中的字节级offset（使用GBK编码）

++byte_leng

th
int 是 字节级length（使用GBK编码）

词法分析（定制版） 返回示例词法分析（定制版） 返回示例

依存句法分析

依存句法分析接口可自动分析文本中的依存句法结构信息，利用句子中词与词之间的依存关系来表示词语的句法结构信息

（如“主谓”、“动宾”、“定中”等结构关系），并用树状结构来表示整句的结构（如“主谓宾”、“定状补”等）。

依存句法分析 请求参数详情依存句法分析 请求参数详情

参考词法分析接口参考词法分析接口

public void sample(AipNlp client) {public void sample(AipNlp client) {
    String text = "张飞";    String text = "张飞";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HashMap<String, Object>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Object>();    HashMap<String, Object>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Object>();
    options.put("mode", 1);    options.put("mode", 1);
        
    // 依存句法分析    // 依存句法分析
    JSONObject res = client.depParser(text,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depParser(text,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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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待分析文本（目前仅支持GBK编码），长度不超过256字节

mode 否 String 模型选择。默认值为0，可选值mode=0（对应web模型）；mode=1（对应query模型）

依存句法分析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依存句法分析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类型+类型 详细说明详细说明

log_id uint64 随机数，本次请求的唯一标识码

id number 词的ID

word string 词

postag string 词性，请参照API文档中的词性（postag)取值范围词性（postag)取值范围

head int 词的父节点ID

+deprel string 词与父节点的依存关系，请参照API文档的依存关系标识依存关系标识

依存句法分析 返回示例依存句法分析 返回示例

词向量表示

词向量表示接口提供中文词向量的查询功能。

{{
        "log_id""log_id"::  1234512345,,
        "text""text"::"今天天气怎么样""今天天气怎么样",,
        "items""items"::[[
                {{
                        "id""id"::"1""1",,  //id//id
                        "word""word"::"今天""今天",,  //word//word
                        "postag""postag"::"t""t",,  //POS tag//POS tag
                        "head""head"::"2""2",,  //id of current word's parent//id of current word's parent
                        "deprel""deprel"::"ATT""ATT"    //depend relations between current word and parent//depend relations between current word and parent
                }},,
                {{
                        "id""id"::"2""2",,
                        "word""word"::"天气""天气",,
                        "postag""postag"::"n""n",,
                        "head""head"::"3""3",,
                        "deprel""deprel"::"SBV""SBV",,
                }},,
                {{
                        "id""id"::"3""3",,
                        "word""word"::"怎么样""怎么样",,
                        "postag""postag"::"r""r",,
                        "head""head"::"0""0",,
                        "deprel""deprel"::"HED""HED",,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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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向量表示 请求参数详情词向量表示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word 是 String 文本内容（GBK编码），最大64字节

词向量表示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词向量表示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log_id uint64 请求唯一标识码

word string 查询词

vec float 词向量结果表示

词向量表示 返回示例词向量表示 返回示例

DNN语言模型

中文DNN语言模型接口用于输出切词结果并给出每个词在句子中的概率值,判断一句话是否符合语言表达习惯。

public void sample(AipNlp client) {public void sample(AipNlp client) {
    String word = "张飞";    String word = "张飞";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HashMap<String, Object>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Object>();    HashMap<String, Object>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Object>();
        
    // 词向量表示    // 词向量表示
    JSONObject res = client.wordEmbedding(word,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wordEmbedding(word,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
    "word""word"::  "张飞""张飞",,
    "vec""vec"::  [[
        0.2339620.233962,,
        0.3368670.336867,,
        0.1870440.187044,,
        0.5652610.565261,,
        0.1915680.191568,,
        0.4507250.450725,,
    ...    ...
        0.438690.43869,,
        -0.448038-0.448038,,
        0.2837110.283711,,
        -0.233656-0.233656,,
        0.5555560.55555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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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N语言模型 请求参数详情DNN语言模型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文本内容（GBK编码），最大256字节，不需要切词

DNN语言模型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DNN语言模型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uint64 请求唯一标识码

word string 句子的切词结果

prob float 该词在句子中的概率值,取值范围[0,1]

ppl float 描述句子通顺的值：数值越低，句子越通顺

DNN语言模型 返回示例DNN语言模型 返回示例

词义相似度

输入两个词，得到两个词的相似度结果。

public void sample(AipNlp client) {public void sample(AipNlp client) {
    String text = "床前明月光";    String text = "床前明月光";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HashMap<String, Object>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Object>();    HashMap<String, Object>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Object>();
        
    // DNN语言模型    // DNN语言模型
    JSONObject res = client.dnnlmCn(text,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dnnlmCn(text,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
    "text""text"::  "床前明月光""床前明月光",,
    "items""items"::  [[
        {{
            "word""word"::  "床""床",,
            "prob""prob"::  0.00003852730.0000385273
        }},,
        {{
            "word""word"::  "前""前",,
            "prob""prob"::  0.02890180.0289018
        }},,
        {{
            "word""word"::  "明月""明月",,
            "prob""prob"::  0.02844060.0284406
        }},,
        {{
            "word""word"::  "光""光",,
            "prob""prob"::  0.8080290.808029
        }}
    ]],,
    "ppl""ppl"::  79.065179.06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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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义相似度 请求参数详情词义相似度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word_1 是 String 词1（GBK编码），最大64字节

word_2 是 String 词1（GBK编码），最大64字节

mode 否 String 预留字段，可选择不同的词义相似度模型。默认值为0，目前仅支持mode=0

词义相似度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词义相似度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log_id number 请求唯一标识码,随机数

score number 相似度分数

words array 输入的词列表

+word_1 string 输入的word1参数

+word_2 string 输入的word2参数

词义相似度 返回示例词义相似度 返回示例

短文本相似度

短文本相似度接口用来判断两个文本的相似度得分。

public void sample(AipNlp client) {public void sample(AipNlp client) {
    String word1 = "北京";    String word1 = "北京";
    String word2 = "上海";    String word2 = "上海";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HashMap<String, Object>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Object>();    HashMap<String, Object>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Object>();
      
        
    // 词义相似度    // 词义相似度
    JSONObject res = client.wordSimEmbedding(word1, word2,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wordSimEmbedding(word1, word2,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
        "score""score"::  0.4568620.456862,,
        "words""words"::  {{
            "word_1""word_1"::  "北京""北京",,
            "word_2""word_2"::  "上海""上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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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文本相似度 请求参数详情短文本相似度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范围可选值范围 说明说明

text_1 是 String 待比较文本1（GBK编码），最大512字节

text_2 是 String 待比较文本2（GBK编码），最大512字节

model 否 String

BOW

CNN

GRNN

默认为"BOW"，可选"BOW"、"CNN"与"GRNN"

短文本相似度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短文本相似度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log_id number 请求唯一标识

score number 两个文本相似度得分

texts array 输入文本

+text_1 string 第一个短文本

+text_2 string 第二个短文本

短文本相似度 返回示例短文本相似度 返回示例

评论观点抽取

评论观点抽取接口用来提取一条评论句子的关注点和评论观点，并输出评论观点标签及评论观点极性。

public void sample(AipNlp client) {public void sample(AipNlp client) {
    String text1 = "浙富股份";    String text1 = "浙富股份";
    String text2 = "万事通自考网";    String text2 = "万事通自考网";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HashMap<String, Object>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Object>();    HashMap<String, Object>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Object>();
    options.put("model", "CNN");    options.put("model", "CNN");
        
    // 短文本相似度    // 短文本相似度
    JSONObject res = client.simnet(text1, text2,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simnet(text1, text2,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
        "log_id""log_id"::  1234512345,,
        "texts""texts"::{{
                "text_1""text_1"::"浙富股份""浙富股份",,
                "text_2""text_2"::"万事通自考网""万事通自考网"
        }},,
        "score""score"::0.33002376556396480.3300237655639648  //相似度结果//相似度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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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观点抽取 请求参数详情评论观点抽取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范围可选值范围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评论内容（GBK编码），最大10240字节

type 否 String

1 - 酒店

2 - KTV3 - 丽人

4 - 美食餐饮

5 - 旅游

6 - 健康

7 - 教育

8 - 商业

9 - 房产

10 - 汽车

11 - 生活

12 - 购物

13 - 3C

评论行业类型，默认为4（餐饮美食）

评论观点抽取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评论观点抽取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log_id uint64 请求唯一标识码

prop string 匹配上的属性词

adj string 匹配上的描述词

sentiment int 该情感搭配的极性（0表示消极，1表示中性，2表示积极）

begin_pos int 该情感搭配在句子中的开始位置

end_pos int 该情感搭配在句子中的结束位置

abstract string 对应于该情感搭配的短句摘要

评论观点抽取 返回示例评论观点抽取 返回示例

public void sample(AipNlp client) {public void sample(AipNlp client) {
    String text = "三星电脑电池不给力";    String text = "三星电脑电池不给力";

    // 获取美食评论情感属性    // 获取美食评论情感属性
    JSONObject response = client.commentTag("这家餐馆味道不错", ESimnetType.FOOD, options);    JSONObject response = client.commentTag("这家餐馆味道不错", ESimnetType.FOOD,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ponse.toString());    System.out.println(response.toString());

    // 获取酒店评论情感属性    // 获取酒店评论情感属性
    response = client.commentTag("喜来登酒店不错", ESimnetType.HOTEL, options);    response = client.commentTag("喜来登酒店不错", ESimnetType.HOTEL,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ponse.toString());    System.out.println(response.toStr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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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倾向分析

对包含主观观点信息的文本进行情感极性类别（积极、消极、中性）的判断，并给出相应的置信度。

情感倾向分析 请求参数详情情感倾向分析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文本内容（GBK编码），最大2048字节

情感倾向分析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情感倾向分析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是否必须是否必须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输入的文本内容

items 是 array 输入的词列表

+sentiment 是 number 表示情感极性分类结果, 0:负向，1:中性，2:正向

+confidence 是 number 表示分类的置信度

+positive_prob 是 number 表示属于积极类别的概率

+negative_prob 是 number 表示属于消极类别的概率

情感倾向分析 返回示例情感倾向分析 返回示例

{{
        "items""items"::  [[
                {{
                "prop""prop"::"电池""电池",,
                "adj""adj"::  "不给力""不给力",,
                "sentiment""sentiment"::  00,,
                "begin_pos""begin_pos"::  88,,
                "end_pos""end_pos"::  1818,,
                "abstract""abstract"::"三星电脑<span>电池不给力</span>""三星电脑<span>电池不给力</span>"
                }}
        ]]
}}

public void sample(AipNlp client) {public void sample(AipNlp client) {
    String text = "苹果是一家伟大的公司";    String text = "苹果是一家伟大的公司";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HashMap<String, Object>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Object>();    HashMap<String, Object>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Object>();
        
    // 情感倾向分析    // 情感倾向分析
    JSONObject res = client.sentimentClassify(text,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sentimentClassify(text,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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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签

文章标签服务能够针对网络各类媒体文章进行快速的内容理解，根据输入含有标题的文章，输出多个内容标签以及对应的置信

度，用于个性化推荐、相似文章聚合、文本内容分析等场景。

文章标签 请求参数详情文章标签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itle 是 String 篇章的标题，最大80字节

content 是 String 篇章的正文，最大65535字节

文章标签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文章标签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是否必须是否必须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tems 是 array(object) 关键词结果数组，每个元素对应抽取到的一个关键词

+tag 是 string 关注点字符串

+score 是 number 权重(取值范围0~1)

文章标签 返回示例文章标签 返回示例

{{
        "text""text"::"苹果是一家伟大的公司""苹果是一家伟大的公司",,
        "items""items"::[[
                {{
                        "sentiment""sentiment"::22,,        //表示情感极性分类结果//表示情感极性分类结果
                        "confidence""confidence"::0.400.40,,  //表示分类的置信度//表示分类的置信度
                        "positive_prob""positive_prob"::0.730.73,,  //表示属于积极类别的概率//表示属于积极类别的概率
                        "negative_prob""negative_prob"::0.270.27    //表示属于消极类别的概率//表示属于消极类别的概率
                }}
        ]]
}}

public void sample(AipNlp client) {public void sample(AipNlp client) {
    String title = "iphone手机出现“白苹果”原因及解决办法，用苹果手机的可以看下";    String title = "iphone手机出现“白苹果”原因及解决办法，用苹果手机的可以看下";
    String content = "如果下面的方法还是没有解决你的问题建议来我们门店看下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三段99号银石广场24    String content = "如果下面的方法还是没有解决你的问题建议来我们门店看下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三段99号银石广场24
层01室。";层01室。";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HashMap<String, Object>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Object>();    HashMap<String, Object>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Object>();
        
    // 文章标签    // 文章标签
    JSONObject res = client.keyword(title, content,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keyword(title, content,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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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类

对文章按照内容类型进行自动分类，首批支持娱乐、体育、科技等26个主流内容类型，为文章聚类、文本内容分析等应用提供

基础技术支持。

文章分类 请求参数详情文章分类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itle 是 String 篇章的标题，最大80字节

content 是 String 篇章的正文，最大65535字节

文章分类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文章分类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
        "log_id""log_id"::  44573086398530582924457308639853058292,,
        "items""items"::  [[
                {{
                        "score""score"::  0.9977620.997762,,
                        "tag""tag"::  "iphone""iphone"
                }},,
                {{
                        "score""score"::  0.8617750.861775,,
                        "tag""tag"::  "手机""手机"
                }},,
                {{
                        "score""score"::  0.8456570.845657,,
                        "tag""tag"::  "苹果""苹果"
                }},,
                {{
                        "score""score"::  0.836490.83649,,
                        "tag""tag"::  "苹果公司""苹果公司"
                }},,
                {{
                        "score""score"::  0.7972430.797243,,
                        "tag""tag"::  "数码""数码"
                }}
        ]]
}}

public void sample(AipNlp client) {public void sample(AipNlp client) {
    String title = "欧洲冠军杯足球赛";    String title = "欧洲冠军杯足球赛";
    String content = "欧洲冠军联赛是欧洲足球协会联盟主办的年度足球比赛，代表欧洲俱乐部足球最高荣誉和水平，被认    String content = "欧洲冠军联赛是欧洲足球协会联盟主办的年度足球比赛，代表欧洲俱乐部足球最高荣誉和水平，被认
为是全世界最高素质、最具影响力以及最高水平的俱乐部赛事，亦是世界上奖金最高的足球赛事和体育赛事之一。";为是全世界最高素质、最具影响力以及最高水平的俱乐部赛事，亦是世界上奖金最高的足球赛事和体育赛事之一。";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HashMap<String, Object>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Object>();    HashMap<String, Object>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Object>();
        
    // 文章分类    // 文章分类
    JSONObject res = client.topic(title, content,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topic(title, content,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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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类型类型 详细说明详细说明

item object 分类结果，包含一级与二级分类

+lv1_tag_list array of objects 一级分类结果

+lv2_tag_list array of objects 二级分类结果

++score float 类别标签对应得分，范围0-1

++tag string 类别标签

文章分类 返回示例文章分类 返回示例

文本纠错

识别输入文本中有错误的片段，提示错误并给出正确的文本结果。支持短文本、长文本、语音等内容的错误识别，纠错是搜索

引擎、语音识别、内容审查等功能更好运行的基础模块之一。

文本纠错 请求参数详情文本纠错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待纠错文本，输入限制511字节

文本纠错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文本纠错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
        "log_id""log_id"::  57107649092165172485710764909216517248,,
        "item""item"::  {{
                "lv2_tag_list""lv2_tag_list"::  [[
                        {{
                                "score""score"::  0.8954670.895467,,
                                "tag""tag"::  "足球""足球"
                        }},,
                        {{
                                "score""score"::  0.7948780.794878,,
                                "tag""tag"::  "国际足球""国际足球"
                        }}
                ]],,
                "lv1_tag_list""lv1_tag_list"::  [[
                        {{
                                "score""score"::  0.888080.88808,,
                                "tag""tag"::  "体育""体育"
                        }}
                ]]
        }}
}}

public void sample(AipNlp client) {public void sample(AipNlp client) {
    String text = "百度是一家人工只能公司";    String text = "百度是一家人工只能公司";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HashMap<String, Object>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Object>();    HashMap<String, Object>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Object>();
        
    // 文本纠错    // 文本纠错
    JSONObject res = client.ecnet(text,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ecnet(text,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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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描述描述

log_id uint64 请求唯一标识码

correct_query string 纠错后的文本

score double 模型置信度打分

item object 分析结果

+vec_fragment list 替换候选片段信息

++ori_frag string 原片段

++correct_frag double 替换片段

++begin_pos int 起始(长度单位)

++end_pos list 结尾(长度单位)

文本纠错 返回示例文本纠错 返回示例

对话情绪识别接口

针对用户日常沟通文本背后所蕴含情绪的一种直观检测，可自动识别出当前会话者所表现出的情绪类别及其置信度，可以帮助

企业更全面地把握产品服务质量、监控客户服务质量

对话情绪识别接口 请求参数详情对话情绪识别接口 请求参数详情

{{
    "log_id": 6770395607901559829,    "log_id": 6770395607901559829,
    "item": {    "item": {
        "vec_fragment": [        "vec_fragment": [
            {            {
                "ori_frag": "只能",                "ori_frag": "只能",
                "begin_pos": 21,                "begin_pos": 21,
                "correct_frag": "智能",                "correct_frag": "智能",
                "end_pos": 27                "end_pos": 27
            }            }
        ],        ],
        "score": 0.875169,        "score": 0.875169,
        "correct_query": "百度是一家人工智能公司"        "correct_query": "百度是一家人工智能公司"
    },    },
    "text": "百度是一家人工只能公司"    "text": "百度是一家人工只能公司"
}}

public void sample(AipNlp client) {public void sample(AipNlp client) {
    String text = "本来今天高高兴兴";    String text = "本来今天高高兴兴";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HashMap<String, Object>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Object>();    HashMap<String, Object>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Object>();
    options.put("scene", "talk");    options.put("scene", "talk");
        
    // 对话情绪识别接口    // 对话情绪识别接口
    JSONObject res = client.emotion(text,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emoti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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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 是 String 待识别情感文本，输入限制512字节

scene 否 String
default（默认项-不区分场景），talk（闲聊对话-如度秘聊天等），task（任务型对话-如导航对话

等），customer_service（客服对话-如电信/银行客服等）

对话情绪识别接口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对话情绪识别接口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描述描述

log_id uint64 请求唯一标识码

text string 输入的对话文本内容

items list 分析结果数组

++label string 情绪分类标签；pessimistic（负向情绪）、neutral（中性情绪）、optimistic（正向情绪）

++prob double item标签对应的概率

对话情绪识别接口 返回示例对话情绪识别接口 返回示例

新闻摘要接口

自动抽取新闻文本中的关键信息，进而生成指定长度的新闻摘要

新闻摘要接口 请求参数详情新闻摘要接口 请求参数详情

{{
    "log_id": 4258005459150262970,    "log_id": 4258005459150262970,
    "text": "本来今天高高兴兴",    "text": "本来今天高高兴兴",
    "items": [    "items": [
        {        {
            "prob": 0.998619,            "prob": 0.998619,
            "label": "neutral"            "label": "neutral"
        },        },
        {        {
            "prob": 0.00138141,            "prob": 0.00138141,
            "label": "pessimistic"            "label": "pessimistic"
        },        },
    ]    ]
}}

public void sample(AipNlp client) {public void sample(AipNlp client) {
    String content =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为无人机在仓库中使用RFID技术进行库存查找等工作，创造了一种...";    String content =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为无人机在仓库中使用RFID技术进行库存查找等工作，创造了一种...";
    int maxSummaryLen = 300;    int maxSummaryLen = 300;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HashMap<String, Object>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Object>();    HashMap<String, Object>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Object>();
    options.put("title", "标题");    options.put("title", "标题");
        
    // 新闻摘要接口    // 新闻摘要接口
    JSONObject res = client.newsSummary(content, maxSummaryLen,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newsSummary(content, maxSummary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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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ent 是 String

字符串（限3000字符数以内）字符串仅支持GBK编码，长度需小于3000字符数（即6000字

节），请输入前确认字符数没有超限，若字符数超长会返回错误。正文中如果包含段落信息，请使

用"\n"分隔，段落信息算法中有重要的作用，请尽量保留

max_su

mmary_

len

是 int
此数值将作为摘要结果的最大长度。例如：原文长度1000字，本参数设置为150，则摘要结果的

最大长度是150字；推荐最优区间：200-500字

title 否 String

字符串（限200字符数）字符串仅支持GBK编码，长度需小于200字符数（即400字节），请输入

前确认字符数没有超限，若字符数超长会返回错误。标题在算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若文章确无标

题，输入参数的“标题”字段为空即可

新闻摘要接口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新闻摘要接口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描述描述

log_id uint64 请求唯一标识码

summary string 摘要结果

新闻摘要接口 返回示例新闻摘要接口 返回示例

地址识别接口

针对快递、电商行业中客户在线提交的大量非结构化地址单据，该接口可以帮助精准提取快递填单文本中的姓名、电话、地址

信息，通过自然语言处理辅助地址识别做自动补充和纠正，生成标准规范的结构化信息，大幅提升企业处理单据的效率。

地址识别接口 请求参数详情地址识别接口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待识别的文本内容，不超过1000字节

地址识别接口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地址识别接口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
    "log_id": 4258005459150262970,    "log_id": 4258005459150262970,
    "summary":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为无人机在仓库中使用RFID技术进行库存查找等工作，创造了一种聪明的新方    "summary":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为无人机在仓库中使用RFID技术进行库存查找等工作，创造了一种聪明的新方
式。使用RFID标签更换仓库中的条形码，将帮助提升自动化并提高库存管理的准确性。几家公司已经解决了无人机读取式。使用RFID标签更换仓库中的条形码，将帮助提升自动化并提高库存管理的准确性。几家公司已经解决了无人机读取
RFID的技术问题。麻省理工学院的新解决方案，名为Rfly，允许无人机阅读RFID标签，而不用捆绑巨型读卡器。无人机接RFID的技术问题。麻省理工学院的新解决方案，名为Rfly，允许无人机阅读RFID标签，而不用捆绑巨型读卡器。无人机接
收从远程RFID读取器发送的信号，然后转发它读取附近的标签。"收从远程RFID读取器发送的信号，然后转发它读取附近的标签。"
}}

public void sample(AipNlp client) {public void sample(AipNlp client) {
    String text = "上海市浦东新区纳贤路701号百度上海研发中心 F4A000 张三";    String text = "上海市浦东新区纳贤路701号百度上海研发中心 F4A000 张三";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 传入可选参数调用接口
    HashMap<String, Object>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Object>();    HashMap<String, Object> options = new HashMap<String, Object>();
        
    // 地址识别接口    // 地址识别接口
    JSONObject res = client.address(text, options);    JSONObject res = client.address(text, options);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System.out.println(res.toString(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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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描述描述

log_id uint64 请求唯一标识码

text string 原始输入的文本内容

province string 省（直辖市/自治区）

province_code string 省国标code

city string 市

city_code string 城市国标code

county string 区（县）

county_code string 区县国标code

town string 街道（乡/镇）

town_code string 街道/乡镇国标code

person string 姓名，如果出现多个则按顺序输出

detail string 详细地址

phonenum string 电话号码，如果出现多个则按顺序输出

地址识别接口 返回示例地址识别接口 返回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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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rovince": "上海市",    "province": "上海市",
    "city": "上海市",    "city": "上海市",
    "province_code": "310000",    "province_code": "310000",
    "log_id": 1420038644986026316,    "log_id": 1420038644986026316,
    "text": "上海市浦东新区纳贤路701号百度上海研发中心 F4A000 张三",    "text": "上海市浦东新区纳贤路701号百度上海研发中心 F4A000 张三",
    "town": "张江镇",    "town": "张江镇",
    "phonenum": "",    "phonenum": "",
    "detail": "纳贤路701号百度上海研发中心F4A000",    "detail": "纳贤路701号百度上海研发中心F4A000",
    "county": "浦东新区",    "county": "浦东新区",
    "person": "张三",    "person": "张三",
    "town_code": "310115125",    "town_code": "310115125",
    "county_code": "310115",    "county_code": "310115",
    "city_code": "310100"    "city_code": "310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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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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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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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337848）

或提交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2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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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337848）或

提交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
Unsuppo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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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337848）或提

交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6
No per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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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Get service token failed 获取token失败

14 IAM Certification failed IAM 鉴权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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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QQ群（860337848）联系群管、提交工单提升限额

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超限额，可通过QQ群（860337848）联系群管、提交工单提升限额

19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请求总量超限额，可通过QQ群（860337848）联系群管、提交工单提升限额

100 Invalid parameter 无效的access_token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access_token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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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426386）

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282002 input encoding error 编码错误，请使用GBK编码

282004 invalid parameter(s) 请求中包含非法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282130 no result
当前查询无结果返回，出现此问题的原因一般为：参数配置存在问题，请检查后重新尝

试

282131 input text too long 输入长度超限，请查看文档说明

282133 param {参数名} not exist 接口参数缺失

282300 word error word不在算法词典中

282301 word_1 error word_1提交的词汇暂未收录，无法比对相似度

282302 word_2 error word_2提交的词汇暂未收录，无法比对相似度

282303 word_1&word_2 error word_1和word_2暂未收录，无法比对相似度

NLP-PHP-SDK

PHP SDK文档

简介

Hi，您好，欢迎使用百度自然语言处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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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档主要针对PHP开发者，描述百度自然语言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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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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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法分析 分词、词性标注、专名识别

依存句法分

析
自动分析文本中的依存句法结构信息

词向量表示 查询词汇的词向量，实现文本的可计算

DNN语言模

型
判断一句话是否符合语言表达习惯，输出分词结果并给出每个词在句子中的概率值

词义相似度 计算两个给定词语的语义相似度

短文本相似

度
判断两个文本的相似度得分

评论观点抽

取
提取一个句子观点评论的情感属性

情感倾向分

析
对包含主观观点信息的文本进行情感极性类别（积极、消极、中性）的判断，并给出相应的置信度

文章标签 分析文章的标题和内容，输出能够反映文章关键信息的主题、话题、实体等多维度标签以及对应的置信度

文章分类 根据文章内容类型，对文章进行自动分类

文本纠错 识别文本中有错误的片段，进行错误提示并给出正确的建议文本内容

中文分词 切分出连续文本中的基本词汇序列（已合并到词法分析接口）

词性标注 为自然语言文本中的每个词汇赋予词性（已合并到词法分析接口）

对话情绪识

别

针对用户日常沟通文本背后所蕴含情绪的一种直观检测，可自动识别出当前会话者所表现出的情绪类别及其置

信度

新闻摘要 自动抽取新闻文本中的关键信息，进而生成指定长度的新闻摘要

地址识别 精准提取快递填单文本中的姓名、电话、地址信息，自动补充和纠正，生成结构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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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2.19 2.2.19 新增地址识别

2018.12.7 2.2.10 新增新闻摘要接口

2018.6.15 2.2.5 新增文本纠错，情感识别接口

2018.01.25 2.2.0 新增文本标签API

2017.12.22 2.0.0 SDK代码重构

2017.5.11 1.0.0 自然语言处理服务上线

快速入门

安装自然语言处理 PHP SDK

自然语言处理 PHP SDK目录结构自然语言处理 PHP SDK目录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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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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pNlp.php以及lib/*到工程文件夹中。

3.引入AipNlp.php

新建AipNlp

AipNlp是自然语言处理的PHP SDK客户端，为使用自然语言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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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pN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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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列表中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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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pNlp

如果用户需要配置AipNlp的网络请求参数(一般不需要配置)，可以在构造AipNl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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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法分析

词法分析接口向用户提供分词、词性标注、专名识别三大功能；能够识别出文本串中的基本词汇（分词），对这些词汇进行重

组、标注组合后词汇的词性，并进一步识别出命名实体。

词法分析 请求参数详情词法分析 请求参数详情

├── AipNlp.php             //自然语言处理├── AipNlp.php             //自然语言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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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ire_once 'AipNlp.php';require_once 'AipNl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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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ient = new AipNlp(APP_ID, API_KEY, SECRET_KEY);$client = new AipNlp(APP_ID, API_KEY, SECRET_KEY);

APP_IDAPP_ID API_KEYAPI_KEY SECRET_KEYSECRET_KEY

API_KEYAPI_KEY SECRET_KEYSECRET_KEY

$text = "百度是一家高科技公司";$text = "百度是一家高科技公司";

// 调用词法分析// 调用词法分析
$client->lexer($text);$client->lexer($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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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待分析文本（目前仅支持GBK编码），长度不超过20000字节

词法分析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词法分析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类型类型 必需必需 详细说明详细说明

text string 是 原始单条请求文本

items
array(obje

ct)
是 词汇数组，每个元素对应结果中的一个词

+item string 是 词汇的字符串

+ne string 是 命名实体类型，命名实体识别算法使用。词性标注算法中，此项为空串

+pos string 是 词性，词性标注算法使用。命名实体识别算法中，此项为空串

+byte_offset int 是 在text中的字节级offset（使用GBK编码）

+byte_lengt

h
int 是 字节级length（使用GBK编码）

+uri string 否
链指到知识库的URI，只对命名实体有效。对于非命名实体和链接不到知识库的命名实体，

此项为空串

+formal string 否 词汇的标准化表达，主要针对时间、数字单位，没有归一化表达的，此项为空串

+basic_word

s

array(strin

g)
是 基本词成分

+loc_details
array(obje

ct)
否 地址成分，非必需，仅对地址型命名实体有效，没有地址成分的，此项为空数组。

++type string 是 成分类型，如省、市、区、县

++byte_offs

et
int 是 在item中的字节级offset（使用GBK编码）

++byte_leng

th
int 是 字节级length（使用GBK编码）

词法分析 返回示例词法分析 返回示例

{{
    "status""status"::00,,
    "version""version"::"ver_1_0_1""ver_1_0_1",,
    "results""results"::[[
        {{
            "retcode""retcode"::00,,
            "text""text"::"百度是一家高科技公司""百度是一家高科技公司",,
            "items""items"::[[
                  {{
                      "byte_length""byte_length"::44,,
                      "byte_offset""byte_offset"::00,,
                      "formal""formal"::"""",,
                      "item""item"::"百度""百度",,
                      "ne""ne"::"ORG""ORG",,
                      "pos""pos"::"""",,
                      "uri""uri"::"""",,
                      "loc_details""loc_details"::[[  ]],,
                      "basic_words""basic_words"::[["百度""百度"]]
                  }},,
                  {{
                      "byte_length""byte_length"::22,,
                      "byte_offset""byte_offset"::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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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性缩略说明词性缩略说明

词性词性 含义含义 词性词性 含义含义 词性词性 含义含义 词性词性 含义含义

n 普通名词 f 方位名词 s 处所名词 t 时间名词

nr 人名 ns 地名 nt 机构团体名 nw 作品名

nz 其他专名 v 普通动词 vd 动副词 vn 名动词

a 形容词 ad 副形词 an 名形词 d 副词

m 数量词 q 量词 r 代词 p 介词

c 连词 u 助词 xc 其他虚词 w 标点符号

专名识别缩略词含义专名识别缩略词含义

                      "byte_length""byte_length"::22,,
                      "byte_offset""byte_offset"::44,,
                      "formal""formal"::"""",,
                      "item""item"::"是""是",,
                      "ne""ne"::"""",,
                      "pos""pos"::"v""v",,
                      "uri""uri"::"""",,
                      "loc_details""loc_details"::[[  ]],,
                      "basic_words""basic_words"::[["是""是"]]
                  }},,
                  {{
                      "byte_length""byte_length"::44,,
                      "byte_offset""byte_offset"::66,,
                      "formal""formal"::"""",,
                      "item""item"::"一家""一家",,
                      "ne""ne"::"""",,
                      "pos""pos"::"m""m",,
                      "uri""uri"::"""",,
                      "loc_details""loc_details"::[[  ]],,
                      "basic_words""basic_words"::[["一""一",,"家""家"]]
                  }},,
                  {{
                      "byte_length""byte_length"::66,,
                      "byte_offset""byte_offset"::1010,,
                      "formal""formal"::"""",,
                      "item""item"::"高科技""高科技",,
                      "ne""ne"::"""",,
                      "pos""pos"::"n""n",,
                      "uri""uri"::"""",,
                      "loc_details""loc_details"::[[  ]],,
                      "basic_words""basic_words"::[["高""高",,"科技""科技"]]
                  }},,
                  {{
                      "byte_length""byte_length"::44,,
                      "byte_offset""byte_offset"::1616,,
                      "formal""formal"::"""",,
                      "item""item"::"公司""公司",,
                      "ne""ne"::"""",,
                      "pos""pos"::"n""n",,
                      "uri""uri"::"""",,
                      "loc_details""loc_details"::[[  ]],,
                      "basic_words""basic_words"::[["公司""公司"]]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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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词缩略词 含义含义 缩略词缩略词 含义含义 缩略词缩略词 含义含义 缩略词缩略词 含义含义

PER 人名 LOC 地名 ORG 机构名 TIME 时间

词法分析（定制版）

词法分析接口向用户提供分词、词性标注、专名识别三大功能；能够识别出文本串中的基本词汇（分词），对这些词汇进行重

组、标注组合后词汇的词性，并进一步识别出命名实体。

词法分析（定制版） 请求参数详情词法分析（定制版）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待分析文本（目前仅支持GBK编码），长度不超过20000字节

词法分析（定制版）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词法分析（定制版）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类型类型 必需必需 详细说明详细说明

text string 是 原始单条请求文本

items
array(obje

ct)
是 词汇数组，每个元素对应结果中的一个词

+item string 是 词汇的字符串

+ne string 是 命名实体类型，命名实体识别算法使用。词性标注算法中，此项为空串

+pos string 是 词性，词性标注算法使用。命名实体识别算法中，此项为空串

+byte_offset int 是 在text中的字节级offset（使用GBK编码）

+byte_lengt

h
int 是 字节级length（使用GBK编码）

+uri string 否
链指到知识库的URI，只对命名实体有效。对于非命名实体和链接不到知识库的命名实体，

此项为空串

+formal string 否 词汇的标准化表达，主要针对时间、数字单位，没有归一化表达的，此项为空串

+basic_word

s

array(strin

g)
是 基本词成分

+loc_details
array(obje

ct)
否 地址成分，非必需，仅对地址型命名实体有效，没有地址成分的，此项为空数组。

++type string 是 成分类型，如省、市、区、县

++byte_offs

et
int 是 在item中的字节级offset（使用GBK编码）

++byte_leng

th
int 是 字节级length（使用GBK编码）

词法分析（定制版） 返回示例词法分析（定制版） 返回示例

依存句法分析

$text = "百度是一家高科技公司";$text = "百度是一家高科技公司";

// 调用词法分析（定制版）// 调用词法分析（定制版）
$client->lexerCustom($text);$client->lexerCustom($text);

参考词法分析接口参考词法分析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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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存句法分析接口可自动分析文本中的依存句法结构信息，利用句子中词与词之间的依存关系来表示词语的句法结构信息

（如“主谓”、“动宾”、“定中”等结构关系），并用树状结构来表示整句的结构（如“主谓宾”、“定状补”等）。

依存句法分析 请求参数详情依存句法分析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待分析文本（目前仅支持GBK编码），长度不超过256字节

mode 否 string 模型选择。默认值为0，可选值mode=0（对应web模型）；mode=1（对应query模型）

依存句法分析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依存句法分析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类型+类型 详细说明详细说明

log_id uint64 随机数，本次请求的唯一标识码

id number 词的ID

word string 词

postag string 词性，请参照API文档中的词性（postag)取值范围词性（postag)取值范围

head int 词的父节点ID

+deprel string 词与父节点的依存关系，请参照API文档的依存关系标识依存关系标识

依存句法分析 返回示例依存句法分析 返回示例

$text = "张飞";$text = "张飞";

// 调用依存句法分析// 调用依存句法分析
$client->depParser($text);$client->depParser($text);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options = array();$options = array();
$options["mode"] = 1;$options["mode"] = 1;

// 带参数调用依存句法分析// 带参数调用依存句法分析
$client->depParser($text, $options);$client->depParser($text,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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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向量表示

词向量表示接口提供中文词向量的查询功能。

词向量表示 请求参数详情词向量表示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word 是 string 文本内容（GBK编码），最大64字节

词向量表示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词向量表示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log_id uint64 请求唯一标识码

word string 查询词

vec float 词向量结果表示

词向量表示 返回示例词向量表示 返回示例

{{
        "log_id""log_id"::  1234512345,,
        "text""text"::"今天天气怎么样""今天天气怎么样",,
        "items""items"::[[
                {{
                        "id""id"::"1""1",,  //id//id
                        "word""word"::"今天""今天",,  //word//word
                        "postag""postag"::"t""t",,  //POS tag//POS tag
                        "head""head"::"2""2",,  //id of current word's parent//id of current word's parent
                        "deprel""deprel"::"ATT""ATT"    //depend relations between current word and parent//depend relations between current word and parent
                }},,
                {{
                        "id""id"::"2""2",,
                        "word""word"::"天气""天气",,
                        "postag""postag"::"n""n",,
                        "head""head"::"3""3",,
                        "deprel""deprel"::"SBV""SBV",,
                }},,
                {{
                        "id""id"::"3""3",,
                        "word""word"::"怎么样""怎么样",,
                        "postag""postag"::"r""r",,
                        "head""head"::"0""0",,
                        "deprel""deprel"::"HED""HED",,
                }}
        ]]
}}

$word = "张飞";$word = "张飞";

// 调用词向量表示// 调用词向量表示
$client->wordEmbedding($word);$client->wordEmbedding($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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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N语言模型

中文DNN语言模型接口用于输出切词结果并给出每个词在句子中的概率值,判断一句话是否符合语言表达习惯。

DNN语言模型 请求参数详情DNN语言模型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文本内容（GBK编码），最大256字节，不需要切词

DNN语言模型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DNN语言模型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uint64 请求唯一标识码

word string 句子的切词结果

prob float 该词在句子中的概率值,取值范围[0,1]

ppl float 描述句子通顺的值：数值越低，句子越通顺

{{
    "word""word"::  "张飞""张飞",,
    "vec""vec"::  [[
        0.2339620.233962,,
        0.3368670.336867,,
        0.1870440.187044,,
        0.5652610.565261,,
        0.1915680.191568,,
        0.4507250.450725,,
    ...    ...
        0.438690.43869,,
        -0.448038-0.448038,,
        0.2837110.283711,,
        -0.233656-0.233656,,
        0.5555560.555556
    ]]
}}

$text = "床前明月光";$text = "床前明月光";

// 调用DNN语言模型// 调用DNN语言模型
$client->dnnlm($text);$client->dnnlm($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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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N语言模型 返回示例DNN语言模型 返回示例

词义相似度

输入两个词，得到两个词的相似度结果。

词义相似度 请求参数详情词义相似度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word_1 是 string 词1（GBK编码），最大64字节

word_2 是 string 词1（GBK编码），最大64字节

mode 否 string 预留字段，可选择不同的词义相似度模型。默认值为0，目前仅支持mode=0

词义相似度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词义相似度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
    "text""text"::  "床前明月光""床前明月光",,
    "items""items"::  [[
        {{
            "word""word"::  "床""床",,
            "prob""prob"::  0.00003852730.0000385273
        }},,
        {{
            "word""word"::  "前""前",,
            "prob""prob"::  0.02890180.0289018
        }},,
        {{
            "word""word"::  "明月""明月",,
            "prob""prob"::  0.02844060.0284406
        }},,
        {{
            "word""word"::  "光""光",,
            "prob""prob"::  0.8080290.808029
        }}
    ]],,
    "ppl""ppl"::  79.065179.0651
}}

$word1 = "北京";$word1 = "北京";

$word2 = "上海";$word2 = "上海";

// 调用词义相似度// 调用词义相似度
$client->wordSimEmbedding($word1, $word2);$client->wordSimEmbedding($word1, $word2);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options = array();$options = array();
$options["mode"] = 0;$options["mode"] = 0;

// 带参数调用词义相似度// 带参数调用词义相似度
$client->wordSimEmbedding($word1, $word2, $options);$client->wordSimEmbedding($word1, $word2,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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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log_id number 请求唯一标识码,随机数

score number 相似度分数

words array 输入的词列表

+word_1 string 输入的word1参数

+word_2 string 输入的word2参数

词义相似度 返回示例词义相似度 返回示例

短文本相似度

短文本相似度接口用来判断两个文本的相似度得分。

短文本相似度 请求参数详情短文本相似度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范围可选值范围 说明说明

text_1 是 string 待比较文本1（GBK编码），最大512字节

text_2 是 string 待比较文本2（GBK编码），最大512字节

model 否 string

BOW

CNN

GRNN

默认为"BOW"，可选"BOW"、"CNN"与"GRNN"

短文本相似度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短文本相似度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
        "score""score"::  0.4568620.456862,,
        "words""words"::  {{
            "word_1""word_1"::  "北京""北京",,
            "word_2""word_2"::  "上海""上海"
        }}
}}

$text1 = "浙富股份";$text1 = "浙富股份";

$text2 = "万事通自考网";$text2 = "万事通自考网";

// 调用短文本相似度// 调用短文本相似度
$client->simnet($text1, $text2);$client->simnet($text1, $text2);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options = array();$options = array();
$options["model"] = "CNN";$options["model"] = "CNN";

// 带参数调用短文本相似度// 带参数调用短文本相似度
$client->simnet($text1, $text2, $options);$client->simnet($text1, $text2,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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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log_id number 请求唯一标识

score number 两个文本相似度得分

texts array 输入文本

+text_1 string 第一个短文本

+text_2 string 第二个短文本

短文本相似度 返回示例短文本相似度 返回示例

评论观点抽取

评论观点抽取接口用来提取一条评论句子的关注点和评论观点，并输出评论观点标签及评论观点极性。

评论观点抽取 请求参数详情评论观点抽取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范围可选值范围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评论内容（GBK编码），最大10240字节

type 否 string

1 - 酒店

2 - KTV3 - 丽人

4 - 美食餐饮

5 - 旅游

6 - 健康

7 - 教育

8 - 商业

9 - 房产

10 - 汽车

11 - 生活

12 - 购物

13 - 3C

评论行业类型，默认为4（餐饮美食）

评论观点抽取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评论观点抽取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
        "log_id""log_id"::  1234512345,,
        "texts""texts"::{{
                "text_1""text_1"::"浙富股份""浙富股份",,
                "text_2""text_2"::"万事通自考网""万事通自考网"
        }},,
        "score""score"::0.33002376556396480.3300237655639648  //相似度结果//相似度结果
}},,

$text = "三星电脑电池不给力";$text = "三星电脑电池不给力";

// 调用评论观点抽取// 调用评论观点抽取
$client->commentTag($text);$client->commentTag($text);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options = array();$options = array();
$options["type"] = 13;$options["type"] = 13;

// 带参数调用评论观点抽取// 带参数调用评论观点抽取
$client->commentTag($text, $options);$client->commentTag($text, $options);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134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log_id uint64 请求唯一标识码

prop string 匹配上的属性词

adj string 匹配上的描述词

sentiment int 该情感搭配的极性（0表示消极，1表示中性，2表示积极）

begin_pos int 该情感搭配在句子中的开始位置

end_pos int 该情感搭配在句子中的结束位置

abstract string 对应于该情感搭配的短句摘要

评论观点抽取 返回示例评论观点抽取 返回示例

情感倾向分析

对包含主观观点信息的文本进行情感极性类别（积极、消极、中性）的判断，并给出相应的置信度。

情感倾向分析 请求参数详情情感倾向分析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文本内容（GBK编码），最大2048字节

情感倾向分析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情感倾向分析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是否必须是否必须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输入的文本内容

items 是 array 输入的词列表

+sentiment 是 number 表示情感极性分类结果, 0:负向，1:中性，2:正向

+confidence 是 number 表示分类的置信度

+positive_prob 是 number 表示属于积极类别的概率

+negative_prob 是 number 表示属于消极类别的概率

情感倾向分析 返回示例情感倾向分析 返回示例

{{
        "items""items"::  [[
                {{
                "prop""prop"::"电池""电池",,
                "adj""adj"::  "不给力""不给力",,
                "sentiment""sentiment"::  00,,
                "begin_pos""begin_pos"::  88,,
                "end_pos""end_pos"::  1818,,
                "abstract""abstract"::"三星电脑<span>电池不给力</span>""三星电脑<span>电池不给力</span>"
                }}
        ]]
}}

$text = "苹果是一家伟大的公司";$text = "苹果是一家伟大的公司";

// 调用情感倾向分析// 调用情感倾向分析
$client->sentimentClassify($text);$client->sentimentClassify($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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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签

文章标签服务能够针对网络各类媒体文章进行快速的内容理解，根据输入含有标题的文章，输出多个内容标签以及对应的置信

度，用于个性化推荐、相似文章聚合、文本内容分析等场景。

文章标签 请求参数详情文章标签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itle 是 string 篇章的标题，最大80字节

content 是 string 篇章的正文，最大65535字节

文章标签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文章标签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是否必须是否必须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tems 是 array(object) 关键词结果数组，每个元素对应抽取到的一个关键词

+tag 是 string 关注点字符串

+score 是 number 权重(取值范围0~1)

文章标签 返回示例文章标签 返回示例

{{
        "text""text"::"苹果是一家伟大的公司""苹果是一家伟大的公司",,
        "items""items"::[[
                {{
                        "sentiment""sentiment"::22,,        //表示情感极性分类结果//表示情感极性分类结果
                        "confidence""confidence"::0.400.40,,  //表示分类的置信度//表示分类的置信度
                        "positive_prob""positive_prob"::0.730.73,,  //表示属于积极类别的概率//表示属于积极类别的概率
                        "negative_prob""negative_prob"::0.270.27    //表示属于消极类别的概率//表示属于消极类别的概率
                }}
        ]]
}}

$title = "iphone手机出现“白苹果”原因及解决办法，用苹果手机的可以看下";$title = "iphone手机出现“白苹果”原因及解决办法，用苹果手机的可以看下";

$content = "如果下面的方法还是没有解决你的问题建议来我们门店看下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三段99号银石广场24层01$content = "如果下面的方法还是没有解决你的问题建议来我们门店看下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三段99号银石广场24层01
室。";室。";

// 调用文章标签// 调用文章标签
$client->keyword($title, $content);$client->keyword($title,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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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类

对文章按照内容类型进行自动分类，首批支持娱乐、体育、科技等26个主流内容类型，为文章聚类、文本内容分析等应用提供

基础技术支持。

文章分类 请求参数详情文章分类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itle 是 string 篇章的标题，最大80字节

content 是 string 篇章的正文，最大65535字节

文章分类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文章分类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类型类型 详细说明详细说明

item object 分类结果，包含一级与二级分类

+lv1_tag_list array of objects 一级分类结果

+lv2_tag_list array of objects 二级分类结果

++score float 类别标签对应得分，范围0-1

++tag string 类别标签

文章分类 返回示例文章分类 返回示例

{{
        "log_id""log_id"::  44573086398530582924457308639853058292,,
        "items""items"::  [[
                {{
                        "score""score"::  0.9977620.997762,,
                        "tag""tag"::  "iphone""iphone"
                }},,
                {{
                        "score""score"::  0.8617750.861775,,
                        "tag""tag"::  "手机""手机"
                }},,
                {{
                        "score""score"::  0.8456570.845657,,
                        "tag""tag"::  "苹果""苹果"
                }},,
                {{
                        "score""score"::  0.836490.83649,,
                        "tag""tag"::  "苹果公司""苹果公司"
                }},,
                {{
                        "score""score"::  0.7972430.797243,,
                        "tag""tag"::  "数码""数码"
                }}
        ]]
}}

$title = "欧洲冠军杯足球赛";$title = "欧洲冠军杯足球赛";

$content = "欧洲冠军联赛是欧洲足球协会联盟主办的年度足球比赛，代表欧洲俱乐部足球最高荣誉和水平，被认为是全$content = "欧洲冠军联赛是欧洲足球协会联盟主办的年度足球比赛，代表欧洲俱乐部足球最高荣誉和水平，被认为是全
世界最高素质、最具影响力以及最高水平的俱乐部赛事，亦是世界上奖金最高的足球赛事和体育赛事之一。";世界最高素质、最具影响力以及最高水平的俱乐部赛事，亦是世界上奖金最高的足球赛事和体育赛事之一。";

// 调用文章分类// 调用文章分类
$client->topic($title, $content);$client->topic($title,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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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纠错

识别输入文本中有错误的片段，提示错误并给出正确的文本结果。支持短文本、长文本、语音等内容的错误识别，纠错是搜索

引擎、语音识别、内容审查等功能更好运行的基础模块之一。

文本纠错 请求参数详情文本纠错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待纠错文本，输入限制511字节

文本纠错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文本纠错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描述描述

log_id uint64 请求唯一标识码

correct_query string 纠错后的文本

score double 模型置信度打分

item object 分析结果

+vec_fragment list 替换候选片段信息

++ori_frag string 原片段

++correct_frag double 替换片段

++begin_pos int 起始(长度单位)

++end_pos list 结尾(长度单位)

文本纠错 返回示例文本纠错 返回示例

{{
        "log_id""log_id"::  57107649092165172485710764909216517248,,
        "item""item"::  {{
                "lv2_tag_list""lv2_tag_list"::  [[
                        {{
                                "score""score"::  0.8954670.895467,,
                                "tag""tag"::  "足球""足球"
                        }},,
                        {{
                                "score""score"::  0.7948780.794878,,
                                "tag""tag"::  "国际足球""国际足球"
                        }}
                ]],,
                "lv1_tag_list""lv1_tag_list"::  [[
                        {{
                                "score""score"::  0.888080.88808,,
                                "tag""tag"::  "体育""体育"
                        }}
                ]]
        }}
}}

$text = "百度是一家人工只能公司";$text = "百度是一家人工只能公司";

// 调用文本纠错// 调用文本纠错
$client->ecnet($text);$client->ecnet($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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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情绪识别接口

针对用户日常沟通文本背后所蕴含情绪的一种直观检测，可自动识别出当前会话者所表现出的情绪类别及其置信度，可以帮助

企业更全面地把握产品服务质量、监控客户服务质量

对话情绪识别接口 请求参数详情对话情绪识别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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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 是 string 待识别情感文本，输入限制512字节

scene 否 string
default（默认项-不区分场景），talk（闲聊对话-如度秘聊天等），task（任务型对话-如导航对话

等），customer_service（客服对话-如电信/银行客服等）

对话情绪识别接口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对话情绪识别接口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描述描述

log_id uint64 请求唯一标识码

text string 输入的对话文本内容

items list 分析结果数组

++label string 情绪分类标签；pessimistic（负向情绪）、neutral（中性情绪）、optimistic（正向情绪）

++prob double item标签对应的概率

对话情绪识别接口 返回示例对话情绪识别接口 返回示例

{{
    "log_id": 6770395607901559829,    "log_id": 6770395607901559829,
    "item": {    "item": {
        "vec_fragment": [        "vec_fragment": [
            {            {
                "ori_frag": "只能",                "ori_frag": "只能",
                "begin_pos": 21,                "begin_pos": 21,
                "correct_frag": "智能",                "correct_frag": "智能",
                "end_pos": 27                "end_pos": 27
            }            }
        ],        ],
        "score": 0.875169,        "score": 0.875169,
        "correct_query": "百度是一家人工智能公司"        "correct_query": "百度是一家人工智能公司"
    },    },
    "text": "百度是一家人工只能公司"    "text": "百度是一家人工只能公司"
}}

$text = "本来今天高高兴兴";$text = "本来今天高高兴兴";

// 调用对话情绪识别接口// 调用对话情绪识别接口
$client->emotion($text);$client->emotion($text);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options = array();$options = array();
$options["scene"] = "talk";$options["scene"] = "talk";

// 带参数调用对话情绪识别接口// 带参数调用对话情绪识别接口
$client->emotion($text, $options);$client->emotion($text,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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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摘要接口

自动抽取新闻文本中的关键信息，进而生成指定长度的新闻摘要

新闻摘要接口 请求参数详情新闻摘要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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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ent 是 string

字符串（限3000字符数以内）字符串仅支持GBK编码，长度需小于3000字符数（即6000字

节），请输入前确认字符数没有超限，若字符数超长会返回错误。正文中如果包含段落信息，请使

用"\n"分隔，段落信息算法中有重要的作用，请尽量保留

max_su

mmary_

len

是 integer
此数值将作为摘要结果的最大长度。例如：原文长度1000字，本参数设置为150，则摘要结果的

最大长度是150字；推荐最优区间：200-500字

title 否 string

字符串（限200字符数）字符串仅支持GBK编码，长度需小于200字符数（即400字节），请输入

前确认字符数没有超限，若字符数超长会返回错误。标题在算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若文章确无标

题，输入参数的“标题”字段为空即可

新闻摘要接口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新闻摘要接口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描述描述

log_id uint64 请求唯一标识码

summary string 摘要结果

新闻摘要接口 返回示例新闻摘要接口 返回示例

{{
    "log_id": 4258005459150262970,    "log_id": 4258005459150262970,
    "text": "本来今天高高兴兴",    "text": "本来今天高高兴兴",
    "items": [    "items": [
        {        {
            "prob": 0.998619,            "prob": 0.998619,
            "label": "neutral"            "label": "neutral"
        },        },
        {        {
            "prob": 0.00138141,            "prob": 0.00138141,
            "label": "pessimistic"            "label": "pessimistic"
        },        },
    ]    ]
}}

$content =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为无人机在仓库中使用RFID技术进行库存查找等工作，创造了一种...";$content =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为无人机在仓库中使用RFID技术进行库存查找等工作，创造了一种...";

$maxSummaryLen = 300;$maxSummaryLen = 300;

// 调用新闻摘要接口// 调用新闻摘要接口
$client->newsSummary($content, $maxSummaryLen);$client->newsSummary($content, $maxSummaryLen);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options = array();$options = array();
$options["title"] = "标题";$options["title"] = "标题";

// 带参数调用新闻摘要接口// 带参数调用新闻摘要接口
$client->newsSummary($content, $maxSummaryLen, $options);$client->newsSummary($content, $maxSummaryLen,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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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识别接口

针对快递、电商行业中客户在线提交的大量非结构化地址单据，该接口可以帮助精准提取快递填单文本中的姓名、电话、地址

信息，通过自然语言处理辅助地址识别做自动补充和纠正，生成标准规范的结构化信息，大幅提升企业处理单据的效率。

地址识别接口 请求参数详情地址识别接口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待识别的文本内容，不超过1000字节

地址识别接口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地址识别接口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描述描述

log_id uint64 请求唯一标识码

text string 原始输入的文本内容

province string 省（直辖市/自治区）

province_code string 省国标code

city string 市

city_code string 城市国标code

county string 区（县）

county_code string 区县国标code

town string 街道（乡/镇）

town_code string 街道/乡镇国标code

person string 姓名，如果出现多个则按顺序输出

detail string 详细地址

phonenum string 电话号码，如果出现多个则按顺序输出

地址识别接口 返回示例地址识别接口 返回示例

{{
    "log_id": 4258005459150262970,    "log_id": 4258005459150262970,
    "summary":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为无人机在仓库中使用RFID技术进行库存查找等工作，创造了一种聪明的新方    "summary":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为无人机在仓库中使用RFID技术进行库存查找等工作，创造了一种聪明的新方
式。使用RFID标签更换仓库中的条形码，将帮助提升自动化并提高库存管理的准确性。几家公司已经解决了无人机读取式。使用RFID标签更换仓库中的条形码，将帮助提升自动化并提高库存管理的准确性。几家公司已经解决了无人机读取
RFID的技术问题。麻省理工学院的新解决方案，名为Rfly，允许无人机阅读RFID标签，而不用捆绑巨型读卡器。无人机接RFID的技术问题。麻省理工学院的新解决方案，名为Rfly，允许无人机阅读RFID标签，而不用捆绑巨型读卡器。无人机接
收从远程RFID读取器发送的信号，然后转发它读取附近的标签。"收从远程RFID读取器发送的信号，然后转发它读取附近的标签。"
}}

$text = "上海市浦东新区纳贤路701号百度上海研发中心 F4A000 张三";$text = "上海市浦东新区纳贤路701号百度上海研发中心 F4A000 张三";

// 调用地址识别接口// 调用地址识别接口
$client->address($text);$client->address($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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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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rovince": "上海市",    "province": "上海市",
    "city": "上海市",    "city": "上海市",
    "province_code": "310000",    "province_code": "310000",
    "log_id": 1420038644986026316,    "log_id": 1420038644986026316,
    "text": "上海市浦东新区纳贤路701号百度上海研发中心 F4A000 张三",    "text": "上海市浦东新区纳贤路701号百度上海研发中心 F4A000 张三",
    "town": "张江镇",    "town": "张江镇",
    "phonenum": "",    "phonenum": "",
    "detail": "纳贤路701号百度上海研发中心F4A000",    "detail": "纳贤路701号百度上海研发中心F4A000",
    "county": "浦东新区",    "county": "浦东新区",
    "person": "张三",    "person": "张三",
    "town_code": "310115125",    "town_code": "310115125",
    "county_code": "310115",    "county_code": "310115",
    "city_code": "310100"    "city_code": "310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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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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337848）

或提交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2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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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337848）或

提交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
Unsuppo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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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337848）或提

交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6
No per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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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Get service token failed 获取token失败

14 IAM Certification failed IAM 鉴权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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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QQ群（860337848）联系群管、提交工单提升限额

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超限额，可通过QQ群（860337848）联系群管、提交工单提升限额

19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请求总量超限额，可通过QQ群（860337848）联系群管、提交工单提升限额

100 Invalid parameter 无效的access_token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access_token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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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426386）

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282002 input encoding error 编码错误，请使用GBK编码

282004 invalid parameter(s) 请求中包含非法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282130 no result
当前查询无结果返回，出现此问题的原因一般为：参数配置存在问题，请检查后重新尝

试

282131 input text too long 输入长度超限，请查看文档说明

282133 param {参数名} not exist 接口参数缺失

282300 word error word不在算法词典中

282301 word_1 error word_1提交的词汇暂未收录，无法比对相似度

282302 word_2 error word_2提交的词汇暂未收录，无法比对相似度

282303 word_1&word_2 error word_1和word_2暂未收录，无法比对相似度

NLP-C#-SDK

C# SDK文档

简介

Hi，您好，欢迎使用百度自然语言处理服务。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143



本文档主要针对C#开发者，描述百度自然语言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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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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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法分析 分词、词性标注、专名识别

依存句法分

析
自动分析文本中的依存句法结构信息

词向量表示 查询词汇的词向量，实现文本的可计算

DNN语言模

型
判断一句话是否符合语言表达习惯，输出分词结果并给出每个词在句子中的概率值

词义相似度 计算两个给定词语的语义相似度

短文本相似

度
判断两个文本的相似度得分

评论观点抽

取
提取一个句子观点评论的情感属性

情感倾向分

析
对包含主观观点信息的文本进行情感极性类别（积极、消极、中性）的判断，并给出相应的置信度

文章标签 分析文章的标题和内容，输出能够反映文章关键信息的主题、话题、实体等多维度标签以及对应的置信度

文章分类 根据文章内容类型，对文章进行自动分类

文本纠错 识别文本中有错误的片段，进行错误提示并给出正确的建议文本内容

中文分词 切分出连续文本中的基本词汇序列（已合并到词法分析接口）

词性标注 为自然语言文本中的每个词汇赋予词性（已合并到词法分析接口）

对话情绪识

别

针对用户日常沟通文本背后所蕴含情绪的一种直观检测，可自动识别出当前会话者所表现出的情绪类别及其置

信度

新闻摘要 自动抽取新闻文本中的关键信息，进而生成指定长度的新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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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2.7 3.6.6 新增新闻摘要接口

2018.1.25 3.3.2 新增文本分类接口

2018.1.11 3.3.1 新增文本标签接口

2017.12.21 3.3.0 接口升级

2017.9.12 3.0.0 更新SDK打包方式：所有AI服务集成一个SDK

2017.6.30 2.2.0 增加句法依存接口

2017.6.15 2.1.0 短文本相似度接口升级

2017.5.25 2.0.0 调用方式变更，新增多个接口

2017.5.4 1.0.0 第一版

快速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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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自然语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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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语言处理 C# SDK目录结构自然语言处理 C# SDK目录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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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p.Nlp是自然语言处理的交互类，为使用自然语言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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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列表中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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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口说明

词法分析

词法分析接口向用户提供分词、词性标注、专名识别三大功能；能够识别出文本串中的基本词汇（分词），对这些词汇进行重

组、标注组合后词汇的词性，并进一步识别出命名实体。

Baidu.AIBaidu.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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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p.Nlp(API_KEY, SECRET_KEY);var client = new Baidu.Aip.Nlp.Nl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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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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法分析 请求参数详情词法分析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待分析文本（目前仅支持GBK编码），长度不超过20000字节

词法分析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词法分析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类型类型 必需必需 详细说明详细说明

text string 是 原始单条请求文本

items
array(obje

ct)
是 词汇数组，每个元素对应结果中的一个词

+item string 是 词汇的字符串

+ne string 是 命名实体类型，命名实体识别算法使用。词性标注算法中，此项为空串

+pos string 是 词性，词性标注算法使用。命名实体识别算法中，此项为空串

+byte_offset int 是 在text中的字节级offset（使用GBK编码）

+byte_lengt

h
int 是 字节级length（使用GBK编码）

+uri string 否
链指到知识库的URI，只对命名实体有效。对于非命名实体和链接不到知识库的命名实体，

此项为空串

+formal string 否 词汇的标准化表达，主要针对时间、数字单位，没有归一化表达的，此项为空串

+basic_word

s

array(strin

g)
是 基本词成分

+loc_details
array(obje

ct)
否 地址成分，非必需，仅对地址型命名实体有效，没有地址成分的，此项为空数组。

++type string 是 成分类型，如省、市、区、县

++byte_offs

et
int 是 在item中的字节级offset（使用GBK编码）

++byte_leng

th
int 是 字节级length（使用GBK编码）

词法分析 返回示例词法分析 返回示例

public void LexerDemo() {public void LexerDemo() {
 var text = "百度是一家高科技公司"; var text = "百度是一家高科技公司";

 // 调用词法分析，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词法分析，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Lexer(text); var result = client.Lexer(tex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
    "status""status"::00,,
    "version""version"::"ver_1_0_1""ver_1_0_1",,
    "results""results"::[[
        {{
            "retcode""retcode"::00,,
            "text""text"::"百度是一家高科技公司""百度是一家高科技公司",,
            "items""items"::[[
                  {{
                      "byte_length""byte_length"::44,,
                      "byte_offset""byte_offset"::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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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性缩略说明词性缩略说明

                      "byte_offset""byte_offset"::00,,
                      "formal""formal"::"""",,
                      "item""item"::"百度""百度",,
                      "ne""ne"::"ORG""ORG",,
                      "pos""pos"::"""",,
                      "uri""uri"::"""",,
                      "loc_details""loc_details"::[[  ]],,
                      "basic_words""basic_words"::[["百度""百度"]]
                  }},,
                  {{
                      "byte_length""byte_length"::22,,
                      "byte_offset""byte_offset"::44,,
                      "formal""formal"::"""",,
                      "item""item"::"是""是",,
                      "ne""ne"::"""",,
                      "pos""pos"::"v""v",,
                      "uri""uri"::"""",,
                      "loc_details""loc_details"::[[  ]],,
                      "basic_words""basic_words"::[["是""是"]]
                  }},,
                  {{
                      "byte_length""byte_length"::44,,
                      "byte_offset""byte_offset"::66,,
                      "formal""formal"::"""",,
                      "item""item"::"一家""一家",,
                      "ne""ne"::"""",,
                      "pos""pos"::"m""m",,
                      "uri""uri"::"""",,
                      "loc_details""loc_details"::[[  ]],,
                      "basic_words""basic_words"::[["一""一",,"家""家"]]
                  }},,
                  {{
                      "byte_length""byte_length"::66,,
                      "byte_offset""byte_offset"::1010,,
                      "formal""formal"::"""",,
                      "item""item"::"高科技""高科技",,
                      "ne""ne"::"""",,
                      "pos""pos"::"n""n",,
                      "uri""uri"::"""",,
                      "loc_details""loc_details"::[[  ]],,
                      "basic_words""basic_words"::[["高""高",,"科技""科技"]]
                  }},,
                  {{
                      "byte_length""byte_length"::44,,
                      "byte_offset""byte_offset"::1616,,
                      "formal""formal"::"""",,
                      "item""item"::"公司""公司",,
                      "ne""ne"::"""",,
                      "pos""pos"::"n""n",,
                      "uri""uri"::"""",,
                      "loc_details""loc_details"::[[  ]],,
                      "basic_words""basic_words"::[["公司""公司"]]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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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性词性 含义含义 词性词性 含义含义 词性词性 含义含义 词性词性 含义含义

n 普通名词 f 方位名词 s 处所名词 t 时间名词

nr 人名 ns 地名 nt 机构团体名 nw 作品名

nz 其他专名 v 普通动词 vd 动副词 vn 名动词

a 形容词 ad 副形词 an 名形词 d 副词

m 数量词 q 量词 r 代词 p 介词

c 连词 u 助词 xc 其他虚词 w 标点符号

专名识别缩略词含义专名识别缩略词含义

缩略词缩略词 含义含义 缩略词缩略词 含义含义 缩略词缩略词 含义含义 缩略词缩略词 含义含义

PER 人名 LOC 地名 ORG 机构名 TIME 时间

词法分析（定制版）

词法分析接口向用户提供分词、词性标注、专名识别三大功能；能够识别出文本串中的基本词汇（分词），对这些词汇进行重

组、标注组合后词汇的词性，并进一步识别出命名实体。

词法分析（定制版） 请求参数详情词法分析（定制版）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待分析文本（目前仅支持GBK编码），长度不超过20000字节

词法分析（定制版）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词法分析（定制版）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public void LexerCustomDemo() {public void LexerCustomDemo() {
 var text = "百度是一家高科技公司"; var text = "百度是一家高科技公司";

 // 调用词法分析（定制版），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词法分析（定制版），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LexerCustom(text); var result = client.LexerCustom(tex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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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类型类型 必需必需 详细说明详细说明

text string 是 原始单条请求文本

items
array(obje

ct)
是 词汇数组，每个元素对应结果中的一个词

+item string 是 词汇的字符串

+ne string 是 命名实体类型，命名实体识别算法使用。词性标注算法中，此项为空串

+pos string 是 词性，词性标注算法使用。命名实体识别算法中，此项为空串

+byte_offset int 是 在text中的字节级offset（使用GBK编码）

+byte_lengt

h
int 是 字节级length（使用GBK编码）

+uri string 否
链指到知识库的URI，只对命名实体有效。对于非命名实体和链接不到知识库的命名实体，

此项为空串

+formal string 否 词汇的标准化表达，主要针对时间、数字单位，没有归一化表达的，此项为空串

+basic_word

s

array(strin

g)
是 基本词成分

+loc_details
array(obje

ct)
否 地址成分，非必需，仅对地址型命名实体有效，没有地址成分的，此项为空数组。

++type string 是 成分类型，如省、市、区、县

++byte_offs

et
int 是 在item中的字节级offset（使用GBK编码）

++byte_leng

th
int 是 字节级length（使用GBK编码）

词法分析（定制版） 返回示例词法分析（定制版） 返回示例

依存句法分析

依存句法分析接口可自动分析文本中的依存句法结构信息，利用句子中词与词之间的依存关系来表示词语的句法结构信息

（如“主谓”、“动宾”、“定中”等结构关系），并用树状结构来表示整句的结构（如“主谓宾”、“定状补”等）。

依存句法分析 请求参数详情依存句法分析 请求参数详情

参考词法分析接口参考词法分析接口

public void DepParserDemo() {public void DepParserDemo() {
 var text = "张飞"; var text = "张飞";

 // 调用依存句法分析，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依存句法分析，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DepParser(text); var result = client.DepParser(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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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e", 1}     {"mode", 1}
 }; };
 // 带参数调用依存句法分析 // 带参数调用依存句法分析
 result = client.DepParser(text, options); result = client.DepParser(text, options);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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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待分析文本（目前仅支持GBK编码），长度不超过256字节

mode 否 string 模型选择。默认值为0，可选值mode=0（对应web模型）；mode=1（对应query模型）

依存句法分析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依存句法分析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类型+类型 详细说明详细说明

log_id uint64 随机数，本次请求的唯一标识码

id number 词的ID

word string 词

postag string 词性，请参照API文档中的词性（postag)取值范围词性（postag)取值范围

head int 词的父节点ID

+deprel string 词与父节点的依存关系，请参照API文档的依存关系标识依存关系标识

依存句法分析 返回示例依存句法分析 返回示例

词向量表示

词向量表示接口提供中文词向量的查询功能。

{{
        "log_id""log_id"::  1234512345,,
        "text""text"::"今天天气怎么样""今天天气怎么样",,
        "items""items"::[[
                {{
                        "id""id"::"1""1",,  //id//id
                        "word""word"::"今天""今天",,  //word//word
                        "postag""postag"::"t""t",,  //POS tag//POS tag
                        "head""head"::"2""2",,  //id of current word's parent//id of current word's parent
                        "deprel""deprel"::"ATT""ATT"    //depend relations between current word and parent//depend relations between current word and parent
                }},,
                {{
                        "id""id"::"2""2",,
                        "word""word"::"天气""天气",,
                        "postag""postag"::"n""n",,
                        "head""head"::"3""3",,
                        "deprel""deprel"::"SBV""SBV",,
                }},,
                {{
                        "id""id"::"3""3",,
                        "word""word"::"怎么样""怎么样",,
                        "postag""postag"::"r""r",,
                        "head""head"::"0""0",,
                        "deprel""deprel"::"HED""HED",,
                }}
        ]]
}}

public void WordEmbeddingDemo() {public void WordEmbeddingDemo() {
 var word = "张飞"; var word = "张飞";

 // 调用词向量表示，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词向量表示，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WordEmbedding(word); var result = client.WordEmbedding(word);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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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向量表示 请求参数详情词向量表示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word 是 string 文本内容（GBK编码），最大64字节

词向量表示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词向量表示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log_id uint64 请求唯一标识码

word string 查询词

vec float 词向量结果表示

词向量表示 返回示例词向量表示 返回示例

DNN语言模型

中文DNN语言模型接口用于输出切词结果并给出每个词在句子中的概率值,判断一句话是否符合语言表达习惯。

DNN语言模型 请求参数详情DNN语言模型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文本内容（GBK编码），最大256字节，不需要切词

DNN语言模型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DNN语言模型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
    "word""word"::  "张飞""张飞",,
    "vec""vec"::  [[
        0.2339620.233962,,
        0.3368670.336867,,
        0.1870440.187044,,
        0.5652610.565261,,
        0.1915680.191568,,
        0.4507250.450725,,
    ...    ...
        0.438690.43869,,
        -0.448038-0.448038,,
        0.2837110.283711,,
        -0.233656-0.233656,,
        0.5555560.555556
    ]]
}}

public void DnnlmCnDemo() {public void DnnlmCnDemo() {
 var text = "床前明月光"; var text = "床前明月光";

 // 调用DNN语言模型，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DNN语言模型，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DnnlmCn(text); var result = client.DnnlmCn(tex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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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uint64 请求唯一标识码

word string 句子的切词结果

prob float 该词在句子中的概率值,取值范围[0,1]

ppl float 描述句子通顺的值：数值越低，句子越通顺

DNN语言模型 返回示例DNN语言模型 返回示例

词义相似度

输入两个词，得到两个词的相似度结果。

词义相似度 请求参数详情词义相似度 请求参数详情

{{
    "text""text"::  "床前明月光""床前明月光",,
    "items""items"::  [[
        {{
            "word""word"::  "床""床",,
            "prob""prob"::  0.00003852730.0000385273
        }},,
        {{
            "word""word"::  "前""前",,
            "prob""prob"::  0.02890180.0289018
        }},,
        {{
            "word""word"::  "明月""明月",,
            "prob""prob"::  0.02844060.0284406
        }},,
        {{
            "word""word"::  "光""光",,
            "prob""prob"::  0.8080290.808029
        }}
    ]],,
    "ppl""ppl"::  79.065179.0651
}}

public void WordSimEmbeddingDemo() {public void WordSimEmbeddingDemo() {
 var word1 = "北京"; var word1 = "北京";

 var word2 = "上海"; var word2 = "上海";

 // 调用词义相似度，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词义相似度，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WordSimEmbedding(word1, word2); var result = client.WordSimEmbedding(word1, wor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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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带参数调用词义相似度 // 带参数调用词义相似度
 result = client.WordSimEmbedding(word1, word2, options); result = client.WordSimEmbedding(word1, word2, options);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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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word_1 是 string 词1（GBK编码），最大64字节

word_2 是 string 词1（GBK编码），最大64字节

mode 否 string 预留字段，可选择不同的词义相似度模型。默认值为0，目前仅支持mode=0

词义相似度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词义相似度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log_id number 请求唯一标识码,随机数

score number 相似度分数

words array 输入的词列表

+word_1 string 输入的word1参数

+word_2 string 输入的word2参数

词义相似度 返回示例词义相似度 返回示例

短文本相似度

短文本相似度接口用来判断两个文本的相似度得分。

短文本相似度 请求参数详情短文本相似度 请求参数详情

{{
        "score""score"::  0.4568620.456862,,
        "words""words"::  {{
            "word_1""word_1"::  "北京""北京",,
            "word_2""word_2"::  "上海""上海"
        }}
}}

public void SimnetDemo() {public void SimnetDemo() {
 var text1 = "浙富股份"; var text1 = "浙富股份";

 var text2 = "万事通自考网"; var text2 = "万事通自考网";

 // 调用短文本相似度，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短文本相似度，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Simnet(text1, text2); var result = client.Simnet(text1, tex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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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el", "CNN"}     {"model", "CNN"}
 }; };
 // 带参数调用短文本相似度 // 带参数调用短文本相似度
 result = client.Simnet(text1, text2, options); result = client.Simnet(text1, text2, options);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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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范围可选值范围 说明说明

text_1 是 string 待比较文本1（GBK编码），最大512字节

text_2 是 string 待比较文本2（GBK编码），最大512字节

model 否 string

BOW

CNN

GRNN

默认为"BOW"，可选"BOW"、"CNN"与"GRNN"

短文本相似度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短文本相似度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log_id number 请求唯一标识

score number 两个文本相似度得分

texts array 输入文本

+text_1 string 第一个短文本

+text_2 string 第二个短文本

短文本相似度 返回示例短文本相似度 返回示例

评论观点抽取

评论观点抽取接口用来提取一条评论句子的关注点和评论观点，并输出评论观点标签及评论观点极性。

评论观点抽取 请求参数详情评论观点抽取 请求参数详情

{{
        "log_id""log_id"::  1234512345,,
        "texts""texts"::{{
                "text_1""text_1"::"浙富股份""浙富股份",,
                "text_2""text_2"::"万事通自考网""万事通自考网"
        }},,
        "score""score"::0.33002376556396480.3300237655639648  //相似度结果//相似度结果
}},,

public void CommentTagDemo() {public void CommentTagDemo() {
 var text = "三星电脑电池不给力"; var text = "三星电脑电池不给力";

 // 调用评论观点抽取，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评论观点抽取，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CommentTag(text); var result = client.CommentTag(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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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 13}     {"type", 13}
 }; };
 // 带参数调用评论观点抽取 // 带参数调用评论观点抽取
 result = client.CommentTag(text, options); result = client.CommentTag(text, options);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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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范围可选值范围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评论内容（GBK编码），最大10240字节

type 否 string

1 - 酒店

2 - KTV3 - 丽人

4 - 美食餐饮

5 - 旅游

6 - 健康

7 - 教育

8 - 商业

9 - 房产

10 - 汽车

11 - 生活

12 - 购物

13 - 3C

评论行业类型，默认为4（餐饮美食）

评论观点抽取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评论观点抽取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log_id uint64 请求唯一标识码

prop string 匹配上的属性词

adj string 匹配上的描述词

sentiment int 该情感搭配的极性（0表示消极，1表示中性，2表示积极）

begin_pos int 该情感搭配在句子中的开始位置

end_pos int 该情感搭配在句子中的结束位置

abstract string 对应于该情感搭配的短句摘要

评论观点抽取 返回示例评论观点抽取 返回示例

情感倾向分析

对包含主观观点信息的文本进行情感极性类别（积极、消极、中性）的判断，并给出相应的置信度。

{{
        "items""items"::  [[
                {{
                "prop""prop"::"电池""电池",,
                "adj""adj"::  "不给力""不给力",,
                "sentiment""sentiment"::  00,,
                "begin_pos""begin_pos"::  88,,
                "end_pos""end_pos"::  1818,,
                "abstract""abstract"::"三星电脑<span>电池不给力</span>""三星电脑<span>电池不给力</span>"
                }}
        ]]
}}

public void SentimentClassifyDemo() {public void SentimentClassifyDemo() {
 var text = "苹果是一家伟大的公司"; var text = "苹果是一家伟大的公司";

 // 调用情感倾向分析，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情感倾向分析，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SentimentClassify(text); var result = client.SentimentClassify(tex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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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倾向分析 请求参数详情情感倾向分析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文本内容（GBK编码），最大2048字节

情感倾向分析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情感倾向分析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是否必须是否必须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输入的文本内容

items 是 array 输入的词列表

+sentiment 是 number 表示情感极性分类结果, 0:负向，1:中性，2:正向

+confidence 是 number 表示分类的置信度

+positive_prob 是 number 表示属于积极类别的概率

+negative_prob 是 number 表示属于消极类别的概率

情感倾向分析 返回示例情感倾向分析 返回示例

文章标签

文章标签服务能够针对网络各类媒体文章进行快速的内容理解，根据输入含有标题的文章，输出多个内容标签以及对应的置信

度，用于个性化推荐、相似文章聚合、文本内容分析等场景。

文章标签 请求参数详情文章标签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itle 是 string 篇章的标题，最大80字节

content 是 string 篇章的正文，最大65535字节

文章标签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文章标签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
        "text""text"::"苹果是一家伟大的公司""苹果是一家伟大的公司",,
        "items""items"::[[
                {{
                        "sentiment""sentiment"::22,,        //表示情感极性分类结果//表示情感极性分类结果
                        "confidence""confidence"::0.400.40,,  //表示分类的置信度//表示分类的置信度
                        "positive_prob""positive_prob"::0.730.73,,  //表示属于积极类别的概率//表示属于积极类别的概率
                        "negative_prob""negative_prob"::0.270.27    //表示属于消极类别的概率//表示属于消极类别的概率
                }}
        ]]
}}

public void KeywordDemo() {public void KeywordDemo() {
 var title = "iphone手机出现“白苹果”原因及解决办法，用苹果手机的可以看下"; var title = "iphone手机出现“白苹果”原因及解决办法，用苹果手机的可以看下";

 var content = "如果下面的方法还是没有解决你的问题建议来我们门店看下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三段99号银石广场24层 var content = "如果下面的方法还是没有解决你的问题建议来我们门店看下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三段99号银石广场24层
01室。";01室。";

 // 调用文章标签，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文章标签，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Keyword(title, content); var result = client.Keyword(title, conten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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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是否必须是否必须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tems 是 array(object) 关键词结果数组，每个元素对应抽取到的一个关键词

+tag 是 string 关注点字符串

+score 是 number 权重(取值范围0~1)

文章标签 返回示例文章标签 返回示例

文章分类

对文章按照内容类型进行自动分类，首批支持娱乐、体育、科技等26个主流内容类型，为文章聚类、文本内容分析等应用提供

基础技术支持。

文章分类 请求参数详情文章分类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itle 是 string 篇章的标题，最大80字节

content 是 string 篇章的正文，最大65535字节

文章分类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文章分类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
        "log_id""log_id"::  44573086398530582924457308639853058292,,
        "items""items"::  [[
                {{
                        "score""score"::  0.9977620.997762,,
                        "tag""tag"::  "iphone""iphone"
                }},,
                {{
                        "score""score"::  0.8617750.861775,,
                        "tag""tag"::  "手机""手机"
                }},,
                {{
                        "score""score"::  0.8456570.845657,,
                        "tag""tag"::  "苹果""苹果"
                }},,
                {{
                        "score""score"::  0.836490.83649,,
                        "tag""tag"::  "苹果公司""苹果公司"
                }},,
                {{
                        "score""score"::  0.7972430.797243,,
                        "tag""tag"::  "数码""数码"
                }}
        ]]
}}

public void TopicDemo() {public void TopicDemo() {
 var title = "欧洲冠军杯足球赛"; var title = "欧洲冠军杯足球赛";

 var content = "欧洲冠军联赛是欧洲足球协会联盟主办的年度足球比赛，代表欧洲俱乐部足球最高荣誉和水平，被认为是 var content = "欧洲冠军联赛是欧洲足球协会联盟主办的年度足球比赛，代表欧洲俱乐部足球最高荣誉和水平，被认为是
全世界最高素质、最具影响力以及最高水平的俱乐部赛事，亦是世界上奖金最高的足球赛事和体育赛事之一。";全世界最高素质、最具影响力以及最高水平的俱乐部赛事，亦是世界上奖金最高的足球赛事和体育赛事之一。";

 // 调用文章分类，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文章分类，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Topic(title, content); var result = client.Topic(title, conten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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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类型类型 详细说明详细说明

item object 分类结果，包含一级与二级分类

+lv1_tag_list array of objects 一级分类结果

+lv2_tag_list array of objects 二级分类结果

++score float 类别标签对应得分，范围0-1

++tag string 类别标签

文章分类 返回示例文章分类 返回示例

文本纠错

识别输入文本中有错误的片段，提示错误并给出正确的文本结果。支持短文本、长文本、语音等内容的错误识别，纠错是搜索

引擎、语音识别、内容审查等功能更好运行的基础模块之一。

文本纠错 请求参数详情文本纠错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待纠错文本，输入限制511字节

文本纠错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文本纠错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
        "log_id""log_id"::  57107649092165172485710764909216517248,,
        "item""item"::  {{
                "lv2_tag_list""lv2_tag_list"::  [[
                        {{
                                "score""score"::  0.8954670.895467,,
                                "tag""tag"::  "足球""足球"
                        }},,
                        {{
                                "score""score"::  0.7948780.794878,,
                                "tag""tag"::  "国际足球""国际足球"
                        }}
                ]],,
                "lv1_tag_list""lv1_tag_list"::  [[
                        {{
                                "score""score"::  0.888080.88808,,
                                "tag""tag"::  "体育""体育"
                        }}
                ]]
        }}
}}

public void EcnetDemo() {public void EcnetDemo() {
 var text = "百度是一家人工只能公司"; var text = "百度是一家人工只能公司";

 // 调用文本纠错，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文本纠错，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Ecnet(text); var result = client.Ecnet(tex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Console.WriteLine(res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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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描述描述

log_id uint64 请求唯一标识码

correct_query string 纠错后的文本

score double 模型置信度打分

item object 分析结果

+vec_fragment list 替换候选片段信息

++ori_frag string 原片段

++correct_frag double 替换片段

++begin_pos int 起始(长度单位)

++end_pos list 结尾(长度单位)

文本纠错 返回示例文本纠错 返回示例

对话情绪识别接口

针对用户日常沟通文本背后所蕴含情绪的一种直观检测，可自动识别出当前会话者所表现出的情绪类别及其置信度，可以帮助

企业更全面地把握产品服务质量、监控客户服务质量

对话情绪识别接口 请求参数详情对话情绪识别接口 请求参数详情

{{
    "log_id": 6770395607901559829,    "log_id": 6770395607901559829,
    "item": {    "item": {
        "vec_fragment": [        "vec_fragment": [
            {            {
                "ori_frag": "只能",                "ori_frag": "只能",
                "begin_pos": 21,                "begin_pos": 21,
                "correct_frag": "智能",                "correct_frag": "智能",
                "end_pos": 27                "end_pos": 27
            }            }
        ],        ],
        "score": 0.875169,        "score": 0.875169,
        "correct_query": "百度是一家人工智能公司"        "correct_query": "百度是一家人工智能公司"
    },    },
    "text": "百度是一家人工只能公司"    "text": "百度是一家人工只能公司"
}}

public void EmotionDemo() {public void EmotionDemo() {
 var text = "本来今天高高兴兴"; var text = "本来今天高高兴兴";

 // 调用对话情绪识别接口，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对话情绪识别接口，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Emotion(text); var result = client.Emoti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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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ene", "talk"}     {"scene", "talk"}
 }; };
 // 带参数调用对话情绪识别接口 // 带参数调用对话情绪识别接口
 result = client.Emotion(text, options); result = client.Emoti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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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 是 string 待识别情感文本，输入限制512字节

scene 否 string
default（默认项-不区分场景），talk（闲聊对话-如度秘聊天等），task（任务型对话-如导航对话

等），customer_service（客服对话-如电信/银行客服等）

对话情绪识别接口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对话情绪识别接口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描述描述

log_id uint64 请求唯一标识码

text string 输入的对话文本内容

items list 分析结果数组

++label string 情绪分类标签；pessimistic（负向情绪）、neutral（中性情绪）、optimistic（正向情绪）

++prob double item标签对应的概率

对话情绪识别接口 返回示例对话情绪识别接口 返回示例

新闻摘要接口

自动抽取新闻文本中的关键信息，进而生成指定长度的新闻摘要

新闻摘要接口 请求参数详情新闻摘要接口 请求参数详情

{{
    "log_id": 4258005459150262970,    "log_id": 4258005459150262970,
    "text": "本来今天高高兴兴",    "text": "本来今天高高兴兴",
    "items": [    "items": [
        {        {
            "prob": 0.998619,            "prob": 0.998619,
            "label": "neutral"            "label": "neutral"
        },        },
        {        {
            "prob": 0.00138141,            "prob": 0.00138141,
            "label": "pessimistic"            "label": "pessimistic"
        },        },
    ]    ]
}}

public void NewsSummaryDemo() {public void NewsSummaryDemo() {
 var content =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为无人机在仓库中使用RFID技术进行库存查找等工作，创造了一种..."; var content =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为无人机在仓库中使用RFID技术进行库存查找等工作，创造了一种...";

 var maxSummaryLen = 300; var maxSummaryLen = 300;

 // 调用新闻摘要接口，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 调用新闻摘要接口，可能会抛出网络等异常，请使用try/catch捕获
 var result = client.NewsSummary(content, maxSummaryLen); var result = client.NewsSummary(content, maxSummary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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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 "标题"}     {"title", "标题"}
 }; };
 // 带参数调用新闻摘要接口 // 带参数调用新闻摘要接口
 result = client.NewsSummary(content, maxSummaryLen, options); result = client.NewsSummary(content, maxSummary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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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ent 是 string

字符串（限3000字符数以内）字符串仅支持GBK编码，长度需小于3000字符数（即6000字

节），请输入前确认字符数没有超限，若字符数超长会返回错误。正文中如果包含段落信息，请使

用"\n"分隔，段落信息算法中有重要的作用，请尽量保留

max_su

mmary_

len

是 int
此数值将作为摘要结果的最大长度。例如：原文长度1000字，本参数设置为150，则摘要结果的

最大长度是150字；推荐最优区间：200-500字

title 否 string

字符串（限200字符数）字符串仅支持GBK编码，长度需小于200字符数（即400字节），请输入

前确认字符数没有超限，若字符数超长会返回错误。标题在算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若文章确无标

题，输入参数的“标题”字段为空即可

新闻摘要接口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新闻摘要接口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描述描述

log_id uint64 请求唯一标识码

summary string 摘要结果

新闻摘要接口 返回示例新闻摘要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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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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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og_id": 4258005459150262970,    "log_id": 4258005459150262970,
    "summary":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为无人机在仓库中使用RFID技术进行库存查找等工作，创造了一种聪明的新方    "summary":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为无人机在仓库中使用RFID技术进行库存查找等工作，创造了一种聪明的新方
式。使用RFID标签更换仓库中的条形码，将帮助提升自动化并提高库存管理的准确性。几家公司已经解决了无人机读取式。使用RFID标签更换仓库中的条形码，将帮助提升自动化并提高库存管理的准确性。几家公司已经解决了无人机读取
RFID的技术问题。麻省理工学院的新解决方案，名为Rfly，允许无人机阅读RFID标签，而不用捆绑巨型读卡器。无人机接RFID的技术问题。麻省理工学院的新解决方案，名为Rfly，允许无人机阅读RFID标签，而不用捆绑巨型读卡器。无人机接
收从远程RFID读取器发送的信号，然后转发它读取附近的标签。"收从远程RFID读取器发送的信号，然后转发它读取附近的标签。"
}}

Encoding.RegisterProvider(CodePagesEncodingProvider.Instance)Encoding.RegisterProvider(CodePagesEncodingProvider.In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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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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337848）

或提交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2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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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337848）或

提交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
Unsuppo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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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337848）或提

交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6
No per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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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Get service token failed 获取token失败

14 IAM Certification failed IAM 鉴权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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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QQ群（860337848）联系群管、提交工单提升限额

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超限额，可通过QQ群（860337848）联系群管、提交工单提升限额

19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请求总量超限额，可通过QQ群（860337848）联系群管、提交工单提升限额

100 Invalid parameter 无效的access_token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access_token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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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426386）

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282002 input encoding error 编码错误，请使用GBK编码

282004 invalid parameter(s) 请求中包含非法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282130 no result
当前查询无结果返回，出现此问题的原因一般为：参数配置存在问题，请检查后重新尝

试

282131 input text too long 输入长度超限，请查看文档说明

282133 param {参数名} not exist 接口参数缺失

282300 word error word不在算法词典中

282301 word_1 error word_1提交的词汇暂未收录，无法比对相似度

282302 word_2 error word_2提交的词汇暂未收录，无法比对相似度

282303 word_1&word_2 error word_1和word_2暂未收录，无法比对相似度

NLP-Node-SDK

Nodejs SDK文档

简介

Hi，您好，欢迎使用百度自然语言处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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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档主要针对Nodejs开发者，描述百度自然语言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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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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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法分析 分词、词性标注、专名识别

依存句法分

析
自动分析文本中的依存句法结构信息

词向量表示 查询词汇的词向量，实现文本的可计算

DNN语言模

型
判断一句话是否符合语言表达习惯，输出分词结果并给出每个词在句子中的概率值

词义相似度 计算两个给定词语的语义相似度

短文本相似

度
判断两个文本的相似度得分

评论观点抽

取
提取一个句子观点评论的情感属性

情感倾向分

析
对包含主观观点信息的文本进行情感极性类别（积极、消极、中性）的判断，并给出相应的置信度

文章标签 分析文章的标题和内容，输出能够反映文章关键信息的主题、话题、实体等多维度标签以及对应的置信度

文章分类 根据文章内容类型，对文章进行自动分类

文本纠错 识别文本中有错误的片段，进行错误提示并给出正确的建议文本内容

中文分词 切分出连续文本中的基本词汇序列（已合并到词法分析接口）

词性标注 为自然语言文本中的每个词汇赋予词性（已合并到词法分析接口）

对话情绪识

别

针对用户日常沟通文本背后所蕴含情绪的一种直观检测，可自动识别出当前会话者所表现出的情绪类别及其置

信度

新闻摘要 自动抽取新闻文本中的关键信息，进而生成指定长度的新闻摘要

地址识别 精准提取快递填单文本中的姓名、电话、地址信息，自动补充和纠正，生成结构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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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2.19 2.4.5 新增地址识别

2018.12.7 2.3.8

2018.6.15 2.3.3 新增文本纠错，情感识别接口

2018.1.26 2.1.1 新增文章分类接口

2018.1.12 2.1.0 新增文本标签接口

2017.12.21 2.0.0 实现代码重构，新增自定义词法分析接口，接口返回标准promise对象

2017.6.30 1.2.0 增加句法依存接口

2017.4.13 1.0.0 初版

快速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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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自然语言处理 Node SDK

自然语言处理 Node SDK目录结构自然语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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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语言处理 Node SDK。

直接使用npm安装依赖直接使用npm安装依赖：

新建AipNlpClient

AipNlpClient是自然语言处理的node客户端，为使用自然语言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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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pNlp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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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在TS模块中使用以下命令安装github的TypeScript分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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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ipNlp.js                      //自然语言处理交互类├── AipNlp.js                      //自然语言处理交互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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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pNlpClient = require("baidu-aip-sdk").nlp;var AipNlpClient = require("baidu-aip-sdk").nl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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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pNlpClient(APP_ID, API_KEY, SECRET_KEY);var client = new AipNlpClient(APP_ID, API_KEY, SECRET_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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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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列表中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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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口说明

词法分析

词法分析接口向用户提供分词、词性标注、专名识别三大功能；能够识别出文本串中的基本词汇（分词），对这些词汇进行重

组、标注组合后词汇的词性，并进一步识别出命名实体。

词法分析 请求参数详情词法分析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待分析文本（目前仅支持GBK编码），长度不超过20000字节

词法分析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词法分析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npm install git+https://github.com/Baidu-AIP/nodejs-sdk.git#TypeScripnpm install git+https://github.com/Baidu-AIP/nodejs-sdk.git#TypeSc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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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 text = "百度是一家高科技公司";var text = "百度是一家高科技公司";

// 调用词法分析// 调用词法分析
client.lexer(text).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lexer(tex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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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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类型类型 必需必需 详细说明详细说明

text string 是 原始单条请求文本

items
array(obje

ct)
是 词汇数组，每个元素对应结果中的一个词

+item string 是 词汇的字符串

+ne string 是 命名实体类型，命名实体识别算法使用。词性标注算法中，此项为空串

+pos string 是 词性，词性标注算法使用。命名实体识别算法中，此项为空串

+byte_offset int 是 在text中的字节级offset（使用GBK编码）

+byte_lengt

h
int 是 字节级length（使用GBK编码）

+uri string 否
链指到知识库的URI，只对命名实体有效。对于非命名实体和链接不到知识库的命名实体，

此项为空串

+formal string 否 词汇的标准化表达，主要针对时间、数字单位，没有归一化表达的，此项为空串

+basic_word

s

array(strin

g)
是 基本词成分

+loc_details
array(obje

ct)
否 地址成分，非必需，仅对地址型命名实体有效，没有地址成分的，此项为空数组。

++type string 是 成分类型，如省、市、区、县

++byte_offs

et
int 是 在item中的字节级offset（使用GBK编码）

++byte_leng

th
int 是 字节级length（使用GBK编码）

词法分析 返回示例词法分析 返回示例

{{
    "status""status"::00,,
    "version""version"::"ver_1_0_1""ver_1_0_1",,
    "results""results"::[[
        {{
            "retcode""retcode"::00,,
            "text""text"::"百度是一家高科技公司""百度是一家高科技公司",,
            "items""items"::[[
                  {{
                      "byte_length""byte_length"::44,,
                      "byte_offset""byte_offset"::00,,
                      "formal""formal"::"""",,
                      "item""item"::"百度""百度",,
                      "ne""ne"::"ORG""ORG",,
                      "pos""pos"::"""",,
                      "uri""uri"::"""",,
                      "loc_details""loc_details"::[[  ]],,
                      "basic_words""basic_words"::[["百度""百度"]]
                  }},,
                  {{
                      "byte_length""byte_length"::22,,
                      "byte_offset""byte_offset"::44,,
                      "formal""formal"::"""",,
                      "item""item"::"是""是",,
                      "ne""ne"::"""",,
                      "pos""pos"::"v""v",,
                      "uri""u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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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性缩略说明词性缩略说明

词性词性 含义含义 词性词性 含义含义 词性词性 含义含义 词性词性 含义含义

n 普通名词 f 方位名词 s 处所名词 t 时间名词

nr 人名 ns 地名 nt 机构团体名 nw 作品名

nz 其他专名 v 普通动词 vd 动副词 vn 名动词

a 形容词 ad 副形词 an 名形词 d 副词

m 数量词 q 量词 r 代词 p 介词

c 连词 u 助词 xc 其他虚词 w 标点符号

专名识别缩略词含义专名识别缩略词含义

缩略词缩略词 含义含义 缩略词缩略词 含义含义 缩略词缩略词 含义含义 缩略词缩略词 含义含义

PER 人名 LOC 地名 ORG 机构名 TIME 时间

词法分析（定制版）

                      "uri""uri"::"""",,
                      "loc_details""loc_details"::[[  ]],,
                      "basic_words""basic_words"::[["是""是"]]
                  }},,
                  {{
                      "byte_length""byte_length"::44,,
                      "byte_offset""byte_offset"::66,,
                      "formal""formal"::"""",,
                      "item""item"::"一家""一家",,
                      "ne""ne"::"""",,
                      "pos""pos"::"m""m",,
                      "uri""uri"::"""",,
                      "loc_details""loc_details"::[[  ]],,
                      "basic_words""basic_words"::[["一""一",,"家""家"]]
                  }},,
                  {{
                      "byte_length""byte_length"::66,,
                      "byte_offset""byte_offset"::1010,,
                      "formal""formal"::"""",,
                      "item""item"::"高科技""高科技",,
                      "ne""ne"::"""",,
                      "pos""pos"::"n""n",,
                      "uri""uri"::"""",,
                      "loc_details""loc_details"::[[  ]],,
                      "basic_words""basic_words"::[["高""高",,"科技""科技"]]
                  }},,
                  {{
                      "byte_length""byte_length"::44,,
                      "byte_offset""byte_offset"::1616,,
                      "formal""formal"::"""",,
                      "item""item"::"公司""公司",,
                      "ne""ne"::"""",,
                      "pos""pos"::"n""n",,
                      "uri""uri"::"""",,
                      "loc_details""loc_details"::[[  ]],,
                      "basic_words""basic_words"::[["公司""公司"]]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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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法分析接口向用户提供分词、词性标注、专名识别三大功能；能够识别出文本串中的基本词汇（分词），对这些词汇进行重

组、标注组合后词汇的词性，并进一步识别出命名实体。

词法分析（定制版） 请求参数详情词法分析（定制版）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待分析文本（目前仅支持GBK编码），长度不超过20000字节

词法分析（定制版）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词法分析（定制版）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类型类型 必需必需 详细说明详细说明

text string 是 原始单条请求文本

items
array(obje

ct)
是 词汇数组，每个元素对应结果中的一个词

+item string 是 词汇的字符串

+ne string 是 命名实体类型，命名实体识别算法使用。词性标注算法中，此项为空串

+pos string 是 词性，词性标注算法使用。命名实体识别算法中，此项为空串

+byte_offset int 是 在text中的字节级offset（使用GBK编码）

+byte_lengt

h
int 是 字节级length（使用GBK编码）

+uri string 否
链指到知识库的URI，只对命名实体有效。对于非命名实体和链接不到知识库的命名实体，

此项为空串

+formal string 否 词汇的标准化表达，主要针对时间、数字单位，没有归一化表达的，此项为空串

+basic_word

s

array(strin

g)
是 基本词成分

+loc_details
array(obje

ct)
否 地址成分，非必需，仅对地址型命名实体有效，没有地址成分的，此项为空数组。

++type string 是 成分类型，如省、市、区、县

++byte_offs

et
int 是 在item中的字节级offset（使用GBK编码）

++byte_leng

th
int 是 字节级length（使用GBK编码）

词法分析（定制版） 返回示例词法分析（定制版） 返回示例

依存句法分析

var text = "百度是一家高科技公司";var text = "百度是一家高科技公司";

// 调用词法分析（定制版）// 调用词法分析（定制版）
client.lexerCustom(text).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lexerCustom(tex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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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参考词法分析接口参考词法分析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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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存句法分析接口可自动分析文本中的依存句法结构信息，利用句子中词与词之间的依存关系来表示词语的句法结构信息

（如“主谓”、“动宾”、“定中”等结构关系），并用树状结构来表示整句的结构（如“主谓宾”、“定状补”等）。

依存句法分析 请求参数详情依存句法分析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待分析文本（目前仅支持GBK编码），长度不超过256字节

mode 否 string 模型选择。默认值为0，可选值mode=0（对应web模型）；mode=1（对应query模型）

依存句法分析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依存句法分析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类型+类型 详细说明详细说明

log_id uint64 随机数，本次请求的唯一标识码

id number 词的ID

word string 词

postag string 词性，请参照API文档中的词性（postag)取值范围词性（postag)取值范围

head int 词的父节点ID

+deprel string 词与父节点的依存关系，请参照API文档的依存关系标识依存关系标识

依存句法分析 返回示例依存句法分析 返回示例

var text = "张飞";var text = "张飞";

// 调用依存句法分析// 调用依存句法分析
client.depparser(text).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depparser(tex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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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 = "1";options["mode"] = "1";

// 带参数调用依存句法分析// 带参数调用依存句法分析
client.depparser(text,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depparser(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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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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向量表示

词向量表示接口提供中文词向量的查询功能。

词向量表示 请求参数详情词向量表示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word 是 string 文本内容（GBK编码），最大64字节

词向量表示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词向量表示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log_id uint64 请求唯一标识码

word string 查询词

vec float 词向量结果表示

词向量表示 返回示例词向量表示 返回示例

{{
        "log_id""log_id"::  1234512345,,
        "text""text"::"今天天气怎么样""今天天气怎么样",,
        "items""items"::[[
                {{
                        "id""id"::"1""1",,  //id//id
                        "word""word"::"今天""今天",,  //word//word
                        "postag""postag"::"t""t",,  //POS tag//POS tag
                        "head""head"::"2""2",,  //id of current word's parent//id of current word's parent
                        "deprel""deprel"::"ATT""ATT"    //depend relations between current word and parent//depend relations between current word and parent
                }},,
                {{
                        "id""id"::"2""2",,
                        "word""word"::"天气""天气",,
                        "postag""postag"::"n""n",,
                        "head""head"::"3""3",,
                        "deprel""deprel"::"SBV""SBV",,
                }},,
                {{
                        "id""id"::"3""3",,
                        "word""word"::"怎么样""怎么样",,
                        "postag""postag"::"r""r",,
                        "head""head"::"0""0",,
                        "deprel""deprel"::"HED""HED",,
                }}
        ]]
}}

var word = "张飞";var word = "张飞";

// 调用词向量表示// 调用词向量表示
client.wordembedding(word).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wordembedding(wor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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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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N语言模型

中文DNN语言模型接口用于输出切词结果并给出每个词在句子中的概率值,判断一句话是否符合语言表达习惯。

DNN语言模型 请求参数详情DNN语言模型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文本内容（GBK编码），最大256字节，不需要切词

DNN语言模型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DNN语言模型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uint64 请求唯一标识码

word string 句子的切词结果

prob float 该词在句子中的概率值,取值范围[0,1]

ppl float 描述句子通顺的值：数值越低，句子越通顺

{{
    "word""word"::  "张飞""张飞",,
    "vec""vec"::  [[
        0.2339620.233962,,
        0.3368670.336867,,
        0.1870440.187044,,
        0.5652610.565261,,
        0.1915680.191568,,
        0.4507250.450725,,
    ...    ...
        0.438690.43869,,
        -0.448038-0.448038,,
        0.2837110.283711,,
        -0.233656-0.233656,,
        0.5555560.555556
    ]]
}}

var text = "床前明月光";var text = "床前明月光";

// 调用DNN语言模型// 调用DNN语言模型
client.dnnlmCn(text).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dnnlmCn(tex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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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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N语言模型 返回示例DNN语言模型 返回示例

词义相似度

输入两个词，得到两个词的相似度结果。

词义相似度 请求参数详情词义相似度 请求参数详情

{{
    "text""text"::  "床前明月光""床前明月光",,
    "items""items"::  [[
        {{
            "word""word"::  "床""床",,
            "prob""prob"::  0.00003852730.0000385273
        }},,
        {{
            "word""word"::  "前""前",,
            "prob""prob"::  0.02890180.0289018
        }},,
        {{
            "word""word"::  "明月""明月",,
            "prob""prob"::  0.02844060.0284406
        }},,
        {{
            "word""word"::  "光""光",,
            "prob""prob"::  0.8080290.808029
        }}
    ]],,
    "ppl""ppl"::  79.065179.0651
}}

var word1 = "北京";var word1 = "北京";

var word2 = "上海";var word2 = "上海";

// 调用词义相似度// 调用词义相似度
client.wordSimEmbedding(word1, word2).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wordSimEmbedding(word1, word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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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 = "0";options["mode"] = "0";

// 带参数调用词义相似度// 带参数调用词义相似度
client.wordSimEmbedding(word1, word2,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wordSimEmbedding(word1, wor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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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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word_1 是 string 词1（GBK编码），最大64字节

word_2 是 string 词1（GBK编码），最大64字节

mode 否 string 预留字段，可选择不同的词义相似度模型。默认值为0，目前仅支持mode=0

词义相似度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词义相似度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log_id number 请求唯一标识码,随机数

score number 相似度分数

words array 输入的词列表

+word_1 string 输入的word1参数

+word_2 string 输入的word2参数

词义相似度 返回示例词义相似度 返回示例

短文本相似度

短文本相似度接口用来判断两个文本的相似度得分。

短文本相似度 请求参数详情短文本相似度 请求参数详情

{{
        "score""score"::  0.4568620.456862,,
        "words""words"::  {{
            "word_1""word_1"::  "北京""北京",,
            "word_2""word_2"::  "上海""上海"
        }}
}}

var text1 = "浙富股份";var text1 = "浙富股份";

var text2 = "万事通自考网";var text2 = "万事通自考网";

// 调用短文本相似度// 调用短文本相似度
client.simnet(text1, text2).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simnet(text1, text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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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 "CNN";options["model"] = "CNN";

// 带参数调用短文本相似度// 带参数调用短文本相似度
client.simnet(text1, text2,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simnet(text1, tex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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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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范围可选值范围 说明说明

text_1 是 string 待比较文本1（GBK编码），最大512字节

text_2 是 string 待比较文本2（GBK编码），最大512字节

model 否 string

BOW

CNN

GRNN

默认为"BOW"，可选"BOW"、"CNN"与"GRNN"

短文本相似度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短文本相似度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log_id number 请求唯一标识

score number 两个文本相似度得分

texts array 输入文本

+text_1 string 第一个短文本

+text_2 string 第二个短文本

短文本相似度 返回示例短文本相似度 返回示例

评论观点抽取

评论观点抽取接口用来提取一条评论句子的关注点和评论观点，并输出评论观点标签及评论观点极性。

评论观点抽取 请求参数详情评论观点抽取 请求参数详情

{{
        "log_id""log_id"::  1234512345,,
        "texts""texts"::{{
                "text_1""text_1"::"浙富股份""浙富股份",,
                "text_2""text_2"::"万事通自考网""万事通自考网"
        }},,
        "score""score"::0.33002376556396480.3300237655639648  //相似度结果//相似度结果
}},,

var text = "三星电脑电池不给力";var text = "三星电脑电池不给力";

// 调用评论观点抽取// 调用评论观点抽取
client.commentTag(text).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commentTag(tex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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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 13;options["type"] = 13;

// 带参数调用评论观点抽取// 带参数调用评论观点抽取
client.commentTag(text, options).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commentTag(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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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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范围可选值范围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评论内容（GBK编码），最大10240字节

type 否 string

1 - 酒店

2 - KTV3 - 丽人

4 - 美食餐饮

5 - 旅游

6 - 健康

7 - 教育

8 - 商业

9 - 房产

10 - 汽车

11 - 生活

12 - 购物

13 - 3C

评论行业类型，默认为4（餐饮美食）

评论观点抽取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评论观点抽取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log_id uint64 请求唯一标识码

prop string 匹配上的属性词

adj string 匹配上的描述词

sentiment int 该情感搭配的极性（0表示消极，1表示中性，2表示积极）

begin_pos int 该情感搭配在句子中的开始位置

end_pos int 该情感搭配在句子中的结束位置

abstract string 对应于该情感搭配的短句摘要

评论观点抽取 返回示例评论观点抽取 返回示例

情感倾向分析

对包含主观观点信息的文本进行情感极性类别（积极、消极、中性）的判断，并给出相应的置信度。

{{
        "items""items"::  [[
                {{
                "prop""prop"::"电池""电池",,
                "adj""adj"::  "不给力""不给力",,
                "sentiment""sentiment"::  00,,
                "begin_pos""begin_pos"::  88,,
                "end_pos""end_pos"::  1818,,
                "abstract""abstract"::"三星电脑<span>电池不给力</span>""三星电脑<span>电池不给力</span>"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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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倾向分析 请求参数详情情感倾向分析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文本内容（GBK编码），最大2048字节

情感倾向分析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情感倾向分析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是否必须是否必须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输入的文本内容

items 是 array 输入的词列表

+sentiment 是 number 表示情感极性分类结果, 0:负向，1:中性，2:正向

+confidence 是 number 表示分类的置信度

+positive_prob 是 number 表示属于积极类别的概率

+negative_prob 是 number 表示属于消极类别的概率

情感倾向分析 返回示例情感倾向分析 返回示例

文章标签

文章标签服务能够针对网络各类媒体文章进行快速的内容理解，根据输入含有标题的文章，输出多个内容标签以及对应的置信

度，用于个性化推荐、相似文章聚合、文本内容分析等场景。

var text = "苹果是一家伟大的公司";var text = "苹果是一家伟大的公司";

// 调用情感倾向分析// 调用情感倾向分析
client.sentimentClassify(text).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sentimentClassify(tex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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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text""text"::"苹果是一家伟大的公司""苹果是一家伟大的公司",,
        "items""items"::[[
                {{
                        "sentiment""sentiment"::22,,        //表示情感极性分类结果//表示情感极性分类结果
                        "confidence""confidence"::0.400.40,,  //表示分类的置信度//表示分类的置信度
                        "positive_prob""positive_prob"::0.730.73,,  //表示属于积极类别的概率//表示属于积极类别的概率
                        "negative_prob""negative_prob"::0.270.27    //表示属于消极类别的概率//表示属于消极类别的概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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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签 请求参数详情文章标签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itle 是 string 篇章的标题，最大80字节

content 是 string 篇章的正文，最大65535字节

文章标签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文章标签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是否必须是否必须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items 是 array(object) 关键词结果数组，每个元素对应抽取到的一个关键词

+tag 是 string 关注点字符串

+score 是 number 权重(取值范围0~1)

文章标签 返回示例文章标签 返回示例

文章分类

对文章按照内容类型进行自动分类，首批支持娱乐、体育、科技等26个主流内容类型，为文章聚类、文本内容分析等应用提供

var title = "iphone手机出现“白苹果”原因及解决办法，用苹果手机的可以看下";var title = "iphone手机出现“白苹果”原因及解决办法，用苹果手机的可以看下";

var content = "如果下面的方法还是没有解决你的问题建议来我们门店看下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三段99号银石广场24层01var content = "如果下面的方法还是没有解决你的问题建议来我们门店看下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三段99号银石广场24层01
室。";室。";

// 调用文章标签// 调用文章标签
client.keyword(title, content).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keyword(title, conte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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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_id"::  44573086398530582924457308639853058292,,
        "items""items"::  [[
                {{
                        "score""score"::  0.9977620.997762,,
                        "tag""tag"::  "iphone""iphone"
                }},,
                {{
                        "score""score"::  0.8617750.861775,,
                        "tag""tag"::  "手机""手机"
                }},,
                {{
                        "score""score"::  0.8456570.845657,,
                        "tag""tag"::  "苹果""苹果"
                }},,
                {{
                        "score""score"::  0.836490.83649,,
                        "tag""tag"::  "苹果公司""苹果公司"
                }},,
                {{
                        "score""score"::  0.7972430.797243,,
                        "tag""tag"::  "数码""数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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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技术支持。

文章分类 请求参数详情文章分类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itle 是 string 篇章的标题，最大80字节

content 是 string 篇章的正文，最大65535字节

文章分类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文章分类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类型类型 详细说明详细说明

item object 分类结果，包含一级与二级分类

+lv1_tag_list array of objects 一级分类结果

+lv2_tag_list array of objects 二级分类结果

++score float 类别标签对应得分，范围0-1

++tag string 类别标签

文章分类 返回示例文章分类 返回示例

文本纠错

var title = "欧洲冠军杯足球赛";var title = "欧洲冠军杯足球赛";

var content = "欧洲冠军联赛是欧洲足球协会联盟主办的年度足球比赛，代表欧洲俱乐部足球最高荣誉和水平，被认为是var content = "欧洲冠军联赛是欧洲足球协会联盟主办的年度足球比赛，代表欧洲俱乐部足球最高荣誉和水平，被认为是
全世界最高素质、最具影响力以及最高水平的俱乐部赛事，亦是世界上奖金最高的足球赛事和体育赛事之一。";全世界最高素质、最具影响力以及最高水平的俱乐部赛事，亦是世界上奖金最高的足球赛事和体育赛事之一。";

// 调用文章分类// 调用文章分类
client.topic(title, content).then(function(result) {client.topic(title, conte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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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_id"::  57107649092165172485710764909216517248,,
        "item""item"::  {{
                "lv2_tag_list""lv2_tag_list"::  [[
                        {{
                                "score""score"::  0.8954670.895467,,
                                "tag""tag"::  "足球""足球"
                        }},,
                        {{
                                "score""score"::  0.7948780.794878,,
                                "tag""tag"::  "国际足球""国际足球"
                        }}
                ]],,
                "lv1_tag_list""lv1_tag_list"::  [[
                        {{
                                "score""score"::  0.888080.88808,,
                                "tag""tag"::  "体育""体育"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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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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纠错

对话情绪识别

SDK 调用示例SDK 调用示例

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可参考API文档：对话情绪识别

新闻摘要

SDK 调用示例SDK 调用示例

varvar text  text ==  "百度是一家人工只能公司""百度是一家人工只能公司";;

// 调用文本纠错// 调用文本纠错
clientclient..ecnetV1ecnetV1((texttext))..thenthen((functionfunction((resultresult))  {{
    console    console..loglog((JSONJSON..stringifystringify((resultresult))));;
}}))..catchcatch((functionfunction((err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    console..loglog((errerr));;
}}));;

varvar text  text ==  "本来今天高高兴兴""本来今天高高兴兴";;

// 调用对话情绪识别接口// 调用对话情绪识别接口
clientclient..emotionV1emotionV1((texttext))..thenthen((functionfunction((resultresult))  {{
    console    console..loglog((JSONJSON..stringifystringify((resultresult))));;
}}))..catchcatch((functionfunction((err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    console..loglog((errerr));;
}}));;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var options  options ==  {{}};;
optionsoptions[["scene""scene"]]  ==  "talk""talk";;

// 带参数调用对话情绪识别接口// 带参数调用对话情绪识别接口
clientclient..emotionV1emotionV1((texttext,, options options))..thenthen((functionfunction((resultresult))  {{
    console    console..loglog((JSONJSON..stringifystringify((resultresult))));;
}}))..catchcatch((functionfunction((err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    console..loglog((errer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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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可参考API文档：新闻摘要

地址识别

SDK 调用示例SDK 调用示例

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可参考API文档：地址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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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var content  content ==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为无人机在仓库中使用RFID技术进行库存查找等工作，创造了一种...""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为无人机在仓库中使用RFID技术进行库存查找等工作，创造了一种...";;

varvar maxSummaryLen  maxSummaryLen ==  300300;;

// 调用新闻摘要// 调用新闻摘要
clientclient..newsSummaryV1newsSummaryV1((contentcontent,, maxSummaryLen maxSummaryLen))..thenthen((functionfunction((resultresult))  {{
    console    console..loglog((JSONJSON..stringifystringify((resultresult))));;
}}))..catchcatch((functionfunction((err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    console..loglog((errerr));;
}}));;

// 如果有可选参数// 如果有可选参数
varvar options  options ==  {{}};;
optionsoptions[["title""title"]]  ==  "标题""标题";;

// 带参数调用新闻摘要// 带参数调用新闻摘要
clientclient..newsSummaryV1newsSummaryV1((contentcontent,, maxSummaryLen maxSummaryLen,, options options))..thenthen((functionfunction((resultresult))  {{
    console    console..loglog((JSONJSON..stringifystringify((resultresult))));;
}}))..catchcatch((functionfunction((err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    console..loglog((errerr));;
}}));;;;

varvar text  text ==  "上海市浦东新区纳贤路701号百度上海研发中心 F4A000 张三""上海市浦东新区纳贤路701号百度上海研发中心 F4A000 张三";;

// 调用地址识别接口// 调用地址识别接口
clientclient..addressV1addressV1((texttext))..thenthen((functionfunction((resultresult))  {{
    console    console..loglog((JSONJSON..stringifystringify((resultresult))));;
}}))..catchcatch((functionfunction((errerr))  {{
        //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如果发生网络错误
    console    console..loglog((errer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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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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337848）

或提交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2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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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337848）或

提交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
Unsuppo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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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337848）或提

交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6
No per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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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Get service token failed 获取token失败

14 IAM Certification failed IAM 鉴权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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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QQ群（860337848）联系群管、提交工单提升限额

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超限额，可通过QQ群（860337848）联系群管、提交工单提升限额

19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请求总量超限额，可通过QQ群（860337848）联系群管、提交工单提升限额

100 Invalid parameter 无效的access_token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access_token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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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426386）

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282002 input encoding error 编码错误，请使用GBK编码

282004 invalid parameter(s) 请求中包含非法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282130 no result
当前查询无结果返回，出现此问题的原因一般为：参数配置存在问题，请检查后重新尝

试

282131 input text too long 输入长度超限，请查看文档说明

282133 param {参数名} not exist 接口参数缺失

282300 word error word不在算法词典中

282301 word_1 error word_1提交的词汇暂未收录，无法比对相似度

282302 word_2 error word_2提交的词汇暂未收录，无法比对相似度

282303 word_1&word_2 error word_1和word_2暂未收录，无法比对相似度

NLP-Cpp-SDK

C++ SDK文档

简介

Hi，您好，欢迎使用百度自然语言处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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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档主要针对C++开发者，描述百度自然语言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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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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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法分析 分词、词性标注、专名识别

依存句法分

析
自动分析文本中的依存句法结构信息

词向量表示 查询词汇的词向量，实现文本的可计算

DNN语言模

型
判断一句话是否符合语言表达习惯，输出分词结果并给出每个词在句子中的概率值

词义相似度 计算两个给定词语的语义相似度

短文本相似

度
判断两个文本的相似度得分

评论观点抽

取
提取一个句子观点评论的情感属性

情感倾向分

析
对包含主观观点信息的文本进行情感极性类别（积极、消极、中性）的判断，并给出相应的置信度

文章标签 分析文章的标题和内容，输出能够反映文章关键信息的主题、话题、实体等多维度标签以及对应的置信度

文章分类 根据文章内容类型，对文章进行自动分类

文本纠错 识别文本中有错误的片段，进行错误提示并给出正确的建议文本内容

中文分词 切分出连续文本中的基本词汇序列（已合并到词法分析接口）

词性标注 为自然语言文本中的每个词汇赋予词性（已合并到词法分析接口）

对话情绪识

别

针对用户日常沟通文本背后所蕴含情绪的一种直观检测，可自动识别出当前会话者所表现出的情绪类别及其置

信度

新闻摘要 自动抽取新闻文本中的关键信息，进而生成指定长度的新闻摘要

地址识别 精准提取快递填单文本中的姓名、电话、地址信息，自动补充和纠正，生成结构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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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2.19 0.8.5 新增地址识别

2018.12.7 0.7.8 新增新闻摘要接口

2018.6.15 0.7.3 新增文本纠错，情感识别接口

2018.1.26 0.5.1 新增文章分类接口

2018.1.12 0.5.0 新增文本标签接口

2017.12.21 0.4.0 更改了词向量表示接口和依存句法分析接口名称,新增了自定义词法分析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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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0.31 0.1.0 自然语言处理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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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入门

安装自然语言处理 C++ SDK

自然语言处理 C++ SDK目录结构自然语言处理 C++ SDK目录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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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l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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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需要使用http2,请在编译libcurl时中添加nghttp2依赖，并且调用client的set_use_http2方法，设置true如果需要使用http2,请在编译libcurl时中添加nghttp2依赖，并且调用client的set_use_http2方法，设置true

新建client

client是自然语言处理的C++客户端，为使用自然语言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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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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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列表中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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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口说明

词法分析

词法分析接口向用户提供分词、词性标注、专名识别三大功能；能够识别出文本串中的基本词汇（分词），对这些词汇进行重

组、标注组合后词汇的词性，并进一步识别出命名实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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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lp.h                             // 自然语言处理 交互类└── nlp.h                             // 自然语言处理 交互类

aip-cpp-sdk-version.zipaip-cpp-sdk-version.zip

    #include "nlp.h"    #include "nl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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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p client(app_id, api_key, secret_key);    aip::N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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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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法分析 请求参数详情词法分析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d::string 待分析文本（目前仅支持UTF8编码），长度不超过20000字节

词法分析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词法分析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类型类型 必需必需 详细说明详细说明

text string 是 原始单条请求文本

items
array(obje

ct)
是 词汇数组，每个元素对应结果中的一个词

+item string 是 词汇的字符串

+ne string 是 命名实体类型，命名实体识别算法使用。词性标注算法中，此项为空串

+pos string 是 词性，词性标注算法使用。命名实体识别算法中，此项为空串

+byte_offset int 是 在text中的字节级offset（使用UTF8编码）

+byte_lengt

h
int 是 字节级length（使用UTF8编码）

+uri string 否
链指到知识库的URI，只对命名实体有效。对于非命名实体和链接不到知识库的命名实体，

此项为空串

+formal string 否 词汇的标准化表达，主要针对时间、数字单位，没有归一化表达的，此项为空串

+basic_word

s

array(strin

g)
是 基本词成分

+loc_details
array(obje

ct)
否 地址成分，非必需，仅对地址型命名实体有效，没有地址成分的，此项为空数组。

++type string 是 成分类型，如省、市、区、县

++byte_offs

et
int 是 在item中的字节级offset（使用UTF8编码）

++byte_leng

th
int 是 字节级length（使用UTF8编码）

词法分析 返回示例词法分析 返回示例

Json::Value result;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text = "百度是一家高科技公司";std::string text = "百度是一家高科技公司";

// 调用词法分析// 调用词法分析
result = client.lexer(text, aip::null);result = client.lexer(text, aip::null);

{{
    "status""status"::00,,
    "version""version"::"ver_1_0_1""ver_1_0_1",,
    "results""results"::[[
        {{
            "retcode""retcode"::00,,
            "text""text"::"百度是一家高科技公司""百度是一家高科技公司",,
            "items""items"::[[
                  {{
                      "byte_length""byte_length"::44,,
                      "byte_offset""byte_offset"::00,,
                      "formal""formal"::"""",,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184



词性缩略说明词性缩略说明

                      "formal""formal"::"""",,
                      "item""item"::"百度""百度",,
                      "ne""ne"::"ORG""ORG",,
                      "pos""pos"::"""",,
                      "uri""uri"::"""",,
                      "loc_details""loc_details"::[[  ]],,
                      "basic_words""basic_words"::[["百度""百度"]]
                  }},,
                  {{
                      "byte_length""byte_length"::22,,
                      "byte_offset""byte_offset"::44,,
                      "formal""formal"::"""",,
                      "item""item"::"是""是",,
                      "ne""ne"::"""",,
                      "pos""pos"::"v""v",,
                      "uri""uri"::"""",,
                      "loc_details""loc_details"::[[  ]],,
                      "basic_words""basic_words"::[["是""是"]]
                  }},,
                  {{
                      "byte_length""byte_length"::44,,
                      "byte_offset""byte_offset"::66,,
                      "formal""formal"::"""",,
                      "item""item"::"一家""一家",,
                      "ne""ne"::"""",,
                      "pos""pos"::"m""m",,
                      "uri""uri"::"""",,
                      "loc_details""loc_details"::[[  ]],,
                      "basic_words""basic_words"::[["一""一",,"家""家"]]
                  }},,
                  {{
                      "byte_length""byte_length"::66,,
                      "byte_offset""byte_offset"::1010,,
                      "formal""formal"::"""",,
                      "item""item"::"高科技""高科技",,
                      "ne""ne"::"""",,
                      "pos""pos"::"n""n",,
                      "uri""uri"::"""",,
                      "loc_details""loc_details"::[[  ]],,
                      "basic_words""basic_words"::[["高""高",,"科技""科技"]]
                  }},,
                  {{
                      "byte_length""byte_length"::44,,
                      "byte_offset""byte_offset"::1616,,
                      "formal""formal"::"""",,
                      "item""item"::"公司""公司",,
                      "ne""ne"::"""",,
                      "pos""pos"::"n""n",,
                      "uri""uri"::"""",,
                      "loc_details""loc_details"::[[  ]],,
                      "basic_words""basic_words"::[["公司""公司"]]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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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性词性 含义含义 词性词性 含义含义 词性词性 含义含义 词性词性 含义含义

n 普通名词 f 方位名词 s 处所名词 t 时间名词

nr 人名 ns 地名 nt 机构团体名 nw 作品名

nz 其他专名 v 普通动词 vd 动副词 vn 名动词

a 形容词 ad 副形词 an 名形词 d 副词

m 数量词 q 量词 r 代词 p 介词

c 连词 u 助词 xc 其他虚词 w 标点符号

专名识别缩略词含义专名识别缩略词含义

缩略词缩略词 含义含义 缩略词缩略词 含义含义 缩略词缩略词 含义含义 缩略词缩略词 含义含义

PER 人名 LOC 地名 ORG 机构名 TIME 时间

词法分析（定制版）

SDK 调用示例SDK 调用示例

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可参考API文档：词法分析（定制版）

依存句法分析

依存句法分析接口可自动分析文本中的依存句法结构信息，利用句子中词与词之间的依存关系来表示词语的句法结构信息

（如“主谓”、“动宾”、“定中”等结构关系），并用树状结构来表示整句的结构（如“主谓宾”、“定状补”等）。

依存句法分析 请求参数详情依存句法分析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d::string 待分析文本（目前仅支持UTF8编码），长度不超过256字节

mode 否 std::string 模型选择。默认值为0，可选值mode=0（对应web模型）；mode=1（对应query模型）

依存句法分析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依存句法分析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Json::Value result;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str = "百度是一家高科技公司";std::string str = "百度是一家高科技公司";

// 调用词法分析（定制版）// 调用词法分析（定制版）
result = nlp->lexer_custom_v1(str, aip::null);result = nlp->lexer_custom_v1(str, aip::null);

Json::Value result;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text = "张飞";std::string text = "张飞";

// 调用依存句法分析// 调用依存句法分析
result = client.dep_parser(text, aip::null);result = client.dep_parser(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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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 = "1";options["mode"] = "1";

// 带参数调用依存句法分析// 带参数调用依存句法分析
result = client.dep_parser(text, options);result = client.dep_parser(text,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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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类型+类型 详细说明详细说明

log_id uint64 随机数，本次请求的唯一标识码

id number 词的ID

word string 词

postag string 词性，请参照API文档中的词性（postag)取值范围词性（postag)取值范围

head int 词的父节点ID

+deprel string 词与父节点的依存关系，请参照API文档的依存关系标识依存关系标识

依存句法分析 返回示例依存句法分析 返回示例

词向量表示

词向量表示接口提供中文词向量的查询功能。

词向量表示 请求参数详情词向量表示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word 是 std::string 文本内容（UTF8编码），最大64字节

词向量表示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词向量表示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
        "log_id""log_id"::  1234512345,,
        "text""text"::"今天天气怎么样""今天天气怎么样",,
        "items""items"::[[
                {{
                        "id""id"::"1""1",,  //id//id
                        "word""word"::"今天""今天",,  //word//word
                        "postag""postag"::"t""t",,  //POS tag//POS tag
                        "head""head"::"2""2",,  //id of current word's parent//id of current word's parent
                        "deprel""deprel"::"ATT""ATT"    //depend relations between current word and parent//depend relations between current word and parent
                }},,
                {{
                        "id""id"::"2""2",,
                        "word""word"::"天气""天气",,
                        "postag""postag"::"n""n",,
                        "head""head"::"3""3",,
                        "deprel""deprel"::"SBV""SBV",,
                }},,
                {{
                        "id""id"::"3""3",,
                        "word""word"::"怎么样""怎么样",,
                        "postag""postag"::"r""r",,
                        "head""head"::"0""0",,
                        "deprel""deprel"::"HED""HED",,
                }}
        ]]
}}

Json::Value result;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word = "张飞";std::string word = "张飞";

// 调用词向量表示// 调用词向量表示
result = client.word_embedding(word, aip::null);result = client.word_embedding(word, aip::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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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log_id uint64 请求唯一标识码

word string 查询词

vec float 词向量结果表示

词向量表示 返回示例词向量表示 返回示例

DNN语言模型

中文DNN语言模型接口用于输出切词结果并给出每个词在句子中的概率值,判断一句话是否符合语言表达习惯。

DNN语言模型 请求参数详情DNN语言模型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d::string 文本内容（UTF8编码），最大256字节，不需要切词

DNN语言模型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DNN语言模型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uint64 请求唯一标识码

word string 句子的切词结果

prob float 该词在句子中的概率值,取值范围[0,1]

ppl float 描述句子通顺的值：数值越低，句子越通顺

{{
    "word""word"::  "张飞""张飞",,
    "vec""vec"::  [[
        0.2339620.233962,,
        0.3368670.336867,,
        0.1870440.187044,,
        0.5652610.565261,,
        0.1915680.191568,,
        0.4507250.450725,,
    ...    ...
        0.438690.43869,,
        -0.448038-0.448038,,
        0.2837110.283711,,
        -0.233656-0.233656,,
        0.5555560.555556
    ]]
}}

Json::Value result;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text = "床前明月光";std::string text = "床前明月光";

// 调用DNN语言模型// 调用DNN语言模型
result = client.dnnlm_cn(text, aip::null);result = client.dnnlm_cn(text, aip::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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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义相似度

SDK 调用示例SDK 调用示例

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可参考API文档：词义相似度

短文本相似度

短文本相似度接口用来判断两个文本的相似度得分。

{{
    "text""text"::  "床前明月光""床前明月光",,
    "items""items"::  [[
        {{
            "word""word"::  "床""床",,
            "prob""prob"::  0.00003852730.0000385273
        }},,
        {{
            "word""word"::  "前""前",,
            "prob""prob"::  0.02890180.0289018
        }},,
        {{
            "word""word"::  "明月""明月",,
            "prob""prob"::  0.02844060.0284406
        }},,
        {{
            "word""word"::  "光""光",,
            "prob""prob"::  0.8080290.808029
        }}
    ]],,
    "ppl""ppl"::  79.065179.0651
}}

Json::Value result;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str1 = "百度";std::string str1 = "百度";
std::string str2 = "谷歌";std::string str2 = "谷歌";

// 调用词义相似度接口// 调用词义相似度接口
result = nlp->word_emb_sim_v2(str1, str2, aip::null);result = nlp->word_emb_sim_v2(str1, str2, aip::null);

Json::Value result;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text_1 = "浙富股份";std::string text_1 = "浙富股份";

std::string text_2 = "万事通自考网";std::string text_2 = "万事通自考网";

// 调用短文本相似度// 调用短文本相似度
result = client.simnet(text_1, text_2, aip::null);result = client.simnet(text_1, text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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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 "CNN";options["model"] = "CNN";

// 带参数调用短文本相似度// 带参数调用短文本相似度
result = client.simnet(text_1, text_2, options);result = client.simnet(text_1, text_2,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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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文本相似度 请求参数详情短文本相似度 请求参数详情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范围可选值范围 说明说明

text_1 是 std::string 待比较文本1（UTF8编码），最大512字节

text_2 是 std::string 待比较文本2（UTF8编码），最大512字节

model 否 std::string

BOW

CNN

GRNN

默认为"BOW"，可选"BOW"、"CNN"与"GRNN"

短文本相似度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短文本相似度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log_id number 请求唯一标识

score number 两个文本相似度得分

texts array 输入文本

+text_1 string 第一个短文本

+text_2 string 第二个短文本

短文本相似度 返回示例短文本相似度 返回示例

评论观点抽取

评论观点抽取接口用来提取一条评论句子的关注点和评论观点，并输出评论观点标签及评论观点极性。

评论观点抽取 请求参数详情评论观点抽取 请求参数详情

{{
        "log_id""log_id"::  1234512345,,
        "texts""texts"::{{
                "text_1""text_1"::"浙富股份""浙富股份",,
                "text_2""text_2"::"万事通自考网""万事通自考网"
        }},,
        "score""score"::0.33002376556396480.3300237655639648  //相似度结果//相似度结果
}},,

Json::Value result;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text = "三星电脑电池不给力";std::string text = "三星电脑电池不给力";

// 调用评论观点抽取// 调用评论观点抽取
result = client.comment_tag(text, aip::null);result = client.comment_tag(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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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 "13";options["type"] = "13";

// 带参数调用评论观点抽取// 带参数调用评论观点抽取
result = client.comment_tag(text, options);result = client.comment_tag(text,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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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范围可选值范围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d::string 评论内容（UTF8编码），最大10240字节

type 否 std::string

1 - 酒店

2 - KTV3 - 丽人

4 - 美食餐饮

5 - 旅游

6 - 健康

7 - 教育

8 - 商业

9 - 房产

10 - 汽车

11 - 生活

12 - 购物

13 - 3C

评论行业类型，默认为4（餐饮美食）

评论观点抽取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评论观点抽取 返回数据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log_id uint64 请求唯一标识码

prop string 匹配上的属性词

adj string 匹配上的描述词

sentiment int 该情感搭配的极性（0表示消极，1表示中性，2表示积极）

begin_pos int 该情感搭配在句子中的开始位置

end_pos int 该情感搭配在句子中的结束位置

abstract string 对应于该情感搭配的短句摘要

评论观点抽取 返回示例评论观点抽取 返回示例

情感倾向分析

SDK 调用示例SDK 调用示例

{{
        "items""items"::  [[
                {{
                "prop""prop"::"电池""电池",,
                "adj""adj"::  "不给力""不给力",,
                "sentiment""sentiment"::  00,,
                "begin_pos""begin_pos"::  88,,
                "end_pos""end_pos"::  1818,,
                "abstract""abstract"::"三星电脑<span>电池不给力</span>""三星电脑<span>电池不给力</span>"
                }}
        ]]
}}

Json::Value result;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text = "百度人工智能";std::string text = "百度人工智能";

// 调用情感倾向分析// 调用情感倾向分析
result = client.sentiment_classify_v1(text, aip::null);result = client.sentiment_classify_v1(text, aip::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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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可参考API文档：情感倾向分析

文章标签

SDK 调用示例SDK 调用示例

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可参考API文档：文章标签

文章分类

SDK 调用示例SDK 调用示例

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可参考API文档：文章分类

文本纠错

SDK 调用示例SDK 调用示例

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可参考API文档：文本纠错

对话情绪识别

SDK 调用示例SDK 调用示例

Json::Value result;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title = "iphone手机出现白苹果原因及解决办法，用苹果手机的可以看下";std::string title = "iphone手机出现白苹果原因及解决办法，用苹果手机的可以看下";
std::string content = "如果下面的方法还是没有解决你的问题建议来我们门店看下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三段99号银石广场std::string content = "如果下面的方法还是没有解决你的问题建议来我们门店看下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三段99号银石广场

24层01室。";24层01室。";

// 调用文章标签// 调用文章标签

result = client.keyword_v1(title, content, aip::null);result = client.keyword_v1(title, content, aip::null);

Json::Value result;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title = "欧洲冠军杯足球赛";std::string title = "欧洲冠军杯足球赛";
std::string content = "欧洲冠军联赛是欧洲足球协会联盟主办的年度足球比赛，代表欧洲俱乐部足球最高荣誉和水平，被std::string content = "欧洲冠军联赛是欧洲足球协会联盟主办的年度足球比赛，代表欧洲俱乐部足球最高荣誉和水平，被

认为是全世界最高素质、最具影响力以及最高水平的俱乐部赛事，亦是世界上奖金最高的足球赛事和体育赛事之一。";认为是全世界最高素质、最具影响力以及最高水平的俱乐部赛事，亦是世界上奖金最高的足球赛事和体育赛事之一。";

// 调用文章分类// 调用文章分类

result = client.topic_v1(title, content, aip::null);result = client.topic_v1(title, content, aip::null);

Json::Value result;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text = "百度是一家人工只能公司";std::string text = "百度是一家人工只能公司";

// 调用文本纠错// 调用文本纠错
result = client.ecnet_v1(text, aip::null);result = client.ecnet_v1(text, aip::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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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可参考API文档：对话情绪识别

新闻摘要

SDK 调用示例SDK 调用示例

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可参考API文档：新闻摘要

地址识别

SDK 调用示例SDK 调用示例

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可参考API文档：地址识别

错误信息

错误返回格式

Json::Value result;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text = "本来今天高高兴兴";std::string text = "本来今天高高兴兴";

// 调用对话情绪识别接口// 调用对话情绪识别接口
result = client.emotion_v1(text, aip::null);result = client.emotion_v1(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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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e"] = "talk";options["scene"] = "talk";

// 带参数调用对话情绪识别接口// 带参数调用对话情绪识别接口
result = client.emotion_v1(text, options);result = client.emotion_v1(text, options);

Json::Value result;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content =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为无人机在仓库中使用RFID技术进行库存查找等工作，创造了一种...";std::string content =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为无人机在仓库中使用RFID技术进行库存查找等工作，创造了一种...";

int max_summary_len = 300;int max_summary_len = 300;

// 调用新闻摘要接口// 调用新闻摘要接口
result = client.news_summary_v1(content, max_summary_len, aip::null);result = client.news_summary_v1(content, max_summary_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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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 "标题";options["title"] = "标题";

// 带参数调用新闻摘要接口// 带参数调用新闻摘要接口
result = client.news_summary_v1(content, max_summary_len, options);result = client.news_summary_v1(content, max_summary_len, options);

Json::Value result;Json::Value result;

std::string text = "上海市浦东新区纳贤路701号百度上海研发中心 F4A000 张三";std::string text = "上海市浦东新区纳贤路701号百度上海研发中心 F4A000 张三";

// 调用地址识别接口// 调用地址识别接口
result = client.address_v1(text, aip::null);result = client.address_v1(text, aip::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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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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337848）

或提交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2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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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337848）或

提交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
Unsuppo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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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337848）或提

交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6
No per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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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Get service token failed 获取token失败

14 IAM Certification failed IAM 鉴权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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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QQ群（860337848）联系群管、提交工单提升限额

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超限额，可通过QQ群（860337848）联系群管、提交工单提升限额

19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请求总量超限额，可通过QQ群（860337848）联系群管、提交工单提升限额

100 Invalid parameter 无效的access_token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access_token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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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426386）

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282002 input encoding error 编码错误，请使用GBK编码

282004 invalid parameter(s) 请求中包含非法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282130 no result
当前查询无结果返回，出现此问题的原因一般为：参数配置存在问题，请检查后重新尝

试

282131 input text too long 输入长度超限，请查看文档说明

282133 param {参数名} not exist 接口参数缺失

282300 word error word不在算法词典中

282301 word_1 error word_1提交的词汇暂未收录，无法比对相似度

282302 word_2 error word_2提交的词汇暂未收录，无法比对相似度

282303 word_1&word_2 error word_1和word_2暂未收录，无法比对相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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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创作平台（SaaS)

产品简介

智能创作平台（SAAS）智能创作平台（SAAS），基于百度领先的多模态创作技术，为内容创作者和机构提供各类AI赋能的内容生产工具。包括视频创

作、智能写作等多模态创作能力，涵盖自动创作和辅助创作两大功能场景，使用智能创作平台可以极大地提高内容生产效率。

优势

领先的多模态创作技术领先的多模态创作技术

集合先进的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音视频处理技术，为内容创作者和机构提供各类AI赋能的创作工具。在AI算法的驱动

下，创作优质内容变得更加容易，除包含高频创作工具外，也解决内容生产中长尾的细节问题，真正实现全场景、精细化、智

能化、高效率生产。

一站式智能创作工具一站式智能创作工具

集纳海量成功案例，打造专业、安全、高效的智能创作平台，为您提供一站式内容创作工具。视频创作包括图文生成视频、虚

拟主播、图表动画、在线视频编辑等10余种功能；智能写作包括热点写作、模版写作等功能，更集成智能纠错、标题推荐、智

能摘要、文本标签等辅助能力，帮助您实现零门槛视频与文本创作。

效果稳定性强效果稳定性强

海量训练样本，提高了算法在复杂多变的应用场景下的效果稳定性和适配性，视频创作与智能写作能力稳定性强，效果较优。

应用场景

媒体创作媒体创作

基于百度领先的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等技术，赋能媒体创作中的“策、采、编、审、发”全业务流程，助力传统媒体和新媒

体在选题策划、新闻生产、内容传播等领域深度融合。

选题策划：选题策划：通过事件分析功能对网络热点和资讯实现高效聚合，赋能媒体行业的资讯搜集和选题策划场景；

自动创作：自动创作：使用图文转视频、图表动画等功能，将图文稿件或数据快速转为视频，用视频形式阐述新闻故事；使用自动写作能

力，利用机器批量化撰写结构化的新闻稿（如天气预报、体育快讯等），解放一线媒体工作者的生产力；

辅助分发：辅助分发：使用文章标签等功能实现内容的精准分类，赋能媒体稿件的分发场景，提质增效。

金融营销金融营销

基于百度领先的AI技术，赋能金融领域的内容创作，提供金融资讯分析、金融智能写作、金融视频智能生成等能力，实现灵活

高效的内容创作、千人千面的内容分发，成就金融业务快速增长。

金融舆情分析：金融舆情分析：通过事件分析能力实现对金融行业的热点搜集和舆情监测，并生成对应的分析报告；

金融内容创作：金融内容创作：使用图文转视频、AI主播、图表动画等能力，用视频取代传统的图文表达方式，充分运用于股市复盘、金融产

品介绍、行情资讯等场景；使用智能写作能力，基于金融数据自动生成文章，包括但不限于股市数据报告、基金快讯等内容；

智慧营销：智慧营销：通过图文转视频、在线快编等视频编辑和创作能力，批量化、智能化地生产营销视频。

购买指南
免费测试资源

免费测试资源免费测试资源 是指成功进行实名认证并登陆智能创作平台后可享受的功能免费使用时长和次数福利，个人认证后可享受7天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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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时长、企业认证后享受15天免费时长。

企业认证福利企业认证福利 针对企业用户会送出更多的优惠福利，在您通过企业认证后，将会享有相对更多的免费测试资源。

**免费测试资源***免费测试资源**

功能名称功能名称
个人认证福利（7个人认证福利（7

天）天）

企业认证福利（15企业认证福利（15

天）天）

图文转视频 20次 40次

图表动画 20次 40次

AI主播 5次 10次

智能配音 1万字 2万字

在线快编 100分钟 200分钟

语音快剪 100分钟 200分钟

智能字幕 100分钟 200分钟

智能横转竖、视频去抖动、智能去水印、视频压缩、视频转GIF、视频提升清晰

度
总计150分钟 总计300分钟

文本纠错 不限量 不限量

敏感审核 不限量 不限量

标题推荐 不限量 不限量

智能摘要 不限量 不限量

文章检测 不限量 不限量

文章标签推荐 不限量 不限量

文章分类推荐 不限量 不限量

存储空间 35G 70G

下载本地 支持 支持

保存作品 支持 支持

AI文字作画

5次/天

每次可生成1-6张图

片

5次/天

每次可生成1-6张图片

说明：说明：

1、如需享用更优质的服务，请开通包月套餐；

2、若用户在个人认证后完成企业认证，试用期增加8天；

3、每个账号根据认证信息仅支持领取一次免费测试资源，多账号绑定同一认证信息将无法重复领取。若系统判断存在违规

重复领取免费测试资源，造成恶意请求百度服务的状况，百度有权进行处理而无需提前告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用户自行

承担。

产品价格

智能创作平台（SAAS）产品，采用包月套餐与功能套餐两种方式，您可以按需选择：

包月套餐：包月套餐： 按月订阅指定套餐，在费用结算时，从订阅套餐中抵扣用量，属于先购买，后抵扣的计费模式。

功能套餐：功能套餐： 您可根据业务量评估，提前一次性付费购买对应规格的功能次数套餐，次数包规格越大，单价越低。

抵扣规则：优先抵扣快到期的包月或功能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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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月套餐价目表包月套餐价目表

套餐类型套餐类型 价格价格

视频创作套餐 1698元/月

智能写作套餐 198元/月

包月套餐权益包月套餐权益：

视频创作套餐权益视频创作套餐权益 功能限制功能限制

图文转视频 50次/月

图表动画 50次/月

AI主播 50次/月

智能配音 10万字/月

在线快编 300分钟/月

语音快剪 300分钟/月

智能字幕 300分钟/月

智能横转竖、视频去抖动、智能去水印、视频压缩、视频转GIF、视频提升清晰度 总计600分钟/月

存储空间 120G

下载本地 支持

保存作品 支持

智能写作套餐权益智能写作套餐权益 功能限制功能限制

文章素材搜索 不限量

文章模版 不限量

文本纠错 不限量

敏感审核 不限量

标题推荐 不限量

智能摘要 不限量

文章检测 不限量

文章标签推荐 不限量

文章分类推荐 不限量

存储空间 10G

下载本地 支持

保存作品 支持

说明：说明：

1、按月订阅的包月套餐，以1个月为维度，为您提供指定的功能权益；

2、若您购买多个会员套餐，有效期按照套餐购买数量延长；

3、使用失败的次数不进行扣费。

功能套餐价目表功能套餐价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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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转视频图文转视频

规格规格 存储额度存储额度 价格（元）价格（元） 单价（元/次）单价（元/次） 套餐时长套餐时长

20次 1G 298 14.9 1个月

50次 2G 698 13.96 1个月

200次 8G 1998 9.99 1个月

说明：说明：

1、功能套餐的有效期为1个月，您可按需购买，超出有效期未抵扣额度的功能套餐将自动失效，无法继续使用；

2、功能套餐可叠加购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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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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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购买单价更低的大量包进行次数抵扣；

4、如您需要购买更大量的次数包，可以联系客服进行价格咨询；

5、使用失败的次数不进行扣费；

6、您可前往百度智能云‘控制台--财务--退订管理’页面进行自助退订，详细退订规则见退订说明；

购买指南

1. 注册并登录百度智能云账户1. 注册并登录百度智能云账户 若您已经注册百度智能云账号，可忽略此步骤。 详细的注册及登录请参考注册及登录步骤。

2. 完成实名认证2. 完成实名认证 若您已经完成账号的实名认证，可忽略此步骤。 详细的实名认证步骤请参考实名认证步骤。智能创作平台为

完成个人认证/企业认证的用户提供7或15天的试用权益。因此建议您优先进行企业认证，以便获得更长的试用权益，有助于您

更加深入地体验平台产品。

3. 购买套餐3. 购买套餐 智能创作平台支持的计费套餐类型包括「包月套餐」和「功能套餐」。具体套餐价格、权益及购买入口可在「智

能创作平台—套餐价格」页面查看。

包月套餐目前包含「智能写作基础套餐」和「视频创作基础套餐」。若您有视频生产需求，可选择购买「视频创作基础套

餐」，若您有文本写作需求，可选择「智能写作基础套餐」。

功能套餐目前仅推出「图文转视频套餐」，若视频创作基础套餐中提供的图文转视频额度仍不满足您的用量需求，或您仅有图

文转视频的功能需求，可按需购买不同量级的次数包。

4. 使用智能创作平台服务4. 使用智能创作平台服务 购买套餐后，进入智能创作平台，点击对应的功能，即可开始使用。

快速入门

本文档将指导您快速熟悉平台各项功能，带您快速入门。

创作中心创作中心 创作中心包含「工具箱」、「我的作品」和「我的素材」3个功能。「工具箱」是平台所有可用功能的统一展示页

面，当你想要寻找和使用功能时，可以进入本页面；「我的作品」用于存储平台已经生成的作品，您可以在本页面对已生成的

作品进行下载、转存为素材、删除等操作。「我的素材」用于存储您在制作作品过程中上传的全部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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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价格套餐价格 套餐价格主要展示目前智能创作平台的各类套餐。您可以在本页面查看各个套餐的价格和权益，并进行购买。

创新实验室创新实验室 创新实验室致力于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在多模态创作领域的研究和创新。 您可以在本页面查看目前百度在智能创作

领域的部分研究成果，并进行产品体验，目前本页面上线的展示产品包括但不限于文本生成图片、边写边推荐、智能写诗等。

个人中心个人中心 个人中心包括「用量统计」、「订单管理」2个主要功能。 个人中心的入口位于平台右上角的头像处，鼠标悬浮即可

出现下拉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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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量统计」为处于试用期或已经购买套餐的用户提供用量查询服务。 您可以在页面查看已购功能的用量情况，部分限额功能

将为您展示剩余额度。您还可以选中指定功能查看其用量趋势，以便您后续在购买套餐时进行决策分析。

「订单明细」功能提供订单查询的入口。您可以在本页面查看您近2年内购买的所有套餐及其信息，包括其订单号、生效时间

等。 除此页面外，您也可以点击查看全部，进入百度智能云—财务中心—订单管理页面查询相关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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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作品创建作品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在开始本教程之前，请您确保已满足以下前提条件。

1、注册百度智能云账号：

若您已经注册百度智能云账号，可忽略此步骤；若您未注册百度智能云账号，请参见文档并注册百度智能云账号。

2、完成实名认证：

若您已经在百度智能云完成实名认证，可忽略此步骤；若您未完成实名认证，请参见实名认证文档完成认证。完成个人实名或

企业实名认证后，均可购买智能创作平台服务。

使用步骤使用步骤

下面以视频能力中的「图文转视频」为例，为您展示一个作品从创建到生成的路径。

步骤一：步骤一：明确需求，确定功能

您有一篇图文稿件，想要将其转换为视频。基于工具箱页面的卡片介绍，您选择了「图文转视频」功能。 

步骤二：步骤二：进入功能使用页面

进入功能使用页面，按照页面提示逐步完成输入。在图文转视频功能中，您可以通过输入网页链接、上传word文件上传图文素

材，并依次完成素材来源、视频时长、视频布局、清晰度、视频配音、背景音乐等设置，即可一键生成视频。

步骤三：步骤三：生成作品

完成所需要的素材输入后，即可生成作品。处理视频需要一定的时间，此时您可以前往平台顶部右侧导航栏的「任务中心」查

询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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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四：步骤四：下载作品

作品处理完成之后，您可以在「我的作品」中进行查看或下载。

总结总结

学习本教程后，您已经掌握如何创建并下载一个作品。

更多其它功能的介绍和操作指南，您可以参照「功能说明文档」的详细介绍。

功能说明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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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写作

智能写作功能支持热点写作、事件脉络写作、早晚报写作、模版写作等功能，并内置各类AI辅助创作工具，包括智能纠错、敏

感审核、标题推荐、智能摘要、文章检测功能，帮助您在多领域快速创作。

**全行业热点***全行业热点**

功能介绍功能介绍

提供全网14个行业分类、全国省市县三级地域数据服务，热度趋势、关联词汇等多角度内容为创作者提供思路和素材，有效提

升创作效率。

操作指南操作指南

步骤一：输入对应主题的关键词

步骤二：选择符合需求的热点新闻，点击进入预览页

步骤三：可以点击阅读全文进入热点原网页，参考热点内容协助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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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脉络写作***事件脉络写作** 功能介绍功能介绍

对热点事件自动追溯事件脉络，可根据时间线对热点事件关键人物、发展趋势、来龙去脉进行全面了解，实现对热点事件的全

方位追踪。

操作指南操作指南

步骤一：选择热点事件专题

步骤二：进入专题详情页查看详情信息

步骤三：点击“智能引用”一键引用至编辑器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智能创作平台（SaaS)

204



**早晚报写作***早晚报写作** 功能介绍功能介绍

根据热点早晚报，输出相关领域的早晚报聚合文章，一键生成早晚报。早晚报热点覆盖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国际、国内、军

事、财经、科技、房产、娱乐、教育、社会、旅游、体育、汽车、游戏，新闻早晚报写作功能可以帮助创作者在更短的时间内

获得等多的资讯，大幅提升创作者内容生产效率。

操作指南操作指南

步骤一：选择早报/晚报，配置筛选方式要闻/分类，选择日期，检索当日要闻

步骤二：点击要闻列表页内内容预览要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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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点击智能引用，引用当日要闻列表内早报和晚报至编辑器内

**写作模版***写作模版**

首批支持财经、天气、体育行业模版，模版自动生成文章辅助您更好的创作。

**智能纠错***智能纠错**

对文章中的内容进行深度分析，提示字词、标点相关错误，并给出正确的建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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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审核***敏感审核**

对文章中的内容进行深度分析，对涉政、涉黄、涉恐、辱骂、广告等敏感语句进行提示，帮助您更好的撰写文章。

**标题推荐***标题推荐**

为您的文章推荐多个不同的标题，提供创作灵感，辅助分发。

**智能摘要***智能摘要**

为您的文章智能生成摘要，辅助您更好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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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检测***文章检测**

帮助您对文章进行深度分析，提供包括字数统计、图片统计、文章分类推荐、文章标签推荐、文章主题短语推荐等功能，辅助

您更好的分发。

视频创作

基于百度领先的多模态创作技术，为内容创作者和机构提供各类AI赋能的创作工具，包括图文转视频、在线快编、图表动画、

AI主播、智能配音、智能字幕、智能视频处理工具等功能，帮助您实现零门槛视频创作。

图文转视频图文转视频

功能介绍功能介绍

图文转视频，提供将图文稿件自动转为视频的服务，用户无需进行剪辑，即可得到一个完整的视频。

操作指南操作指南

步骤1：步骤1：输入图文稿件

在图文转视频功能中，您首先需要完成图文稿件的输入，可以通过输入网页链接、上传Word文件两种方式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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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步骤2：完成视频设置

完成稿件输入后，您需要依次完成素材来源、视频时长、视频布局、清晰度、视频配音、背景音乐、片头片尾、视频角标等设

置。其中背景音乐、片头片尾和视频角标为非必填项，其余为必填项。

步骤3：步骤3：生成视频

完成所有设置后，即可生成作品。处理视频需要一定的时间，此时您可以前往平台顶部右侧导航栏的「任务中心」查询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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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步骤4：下载视频

当任务处理完成后，您可以前往「创作中心」——「我的作品」进行作品的下载或转存。

在线快编在线快编

功能介绍功能介绍

在线快编工具是完全基于web浏览器的在线视频编辑工具，素材资源与合成视频均可在线访问无须安装任何插件，并支持实时

流畅预览，真正做到 所见即所得。BS快编工具可根据轨道定点，进行视频的逐帧剪辑功能，且支持视频的静帧剪辑，精确打

点，剪切合成。媒体轨、音频轨、字幕轨等 各类型轨道分别支持增加8个轨道，同时支持各类滤镜、动态效果、标题字幕、去

logo等操作，能满足编辑人员专业的短视频剪辑工作。同时支持7 20P甚至1080P超清的视频合成。

操作指南操作指南

步骤1：步骤1：首先本地上传/从素材中心导入源素材(源素材已存在素材中心时)，可支持格式有:视频mp4、mov;音频mp3、wav;图片

jpg、png、 pdf。

步骤2：步骤2：操作编辑轨道必须以导入视频素材条件为前提，当视频素材导入媒体轨道后，方可导入贴图、音乐、字幕等其他素材

和进行编辑、合成操 作。

步骤3：步骤3：点击合成后需要对该作品进行命名和合成清晰度的选择，命名方式默认当前时间(年月日时分秒)，命名方式支持大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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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特殊字 符。合成清晰度有三种选择，分别是:标清540P、高清720P、全高清1080P。

【温馨提示】【温馨提示】

1. 素材中心为快编工具源素材和成品统一存储空间，任何从快编页面本地上传的素材均可被同步至素材中心，以便您下次

可直接将素材从素 材中心导入进行二次利用;

2. 操作编辑轨道必须以导入视频素材条件为前提;

3. 不同类型的素材必须导入至对应类型的编辑轨道;

4. 您在编辑过程中，可点击左上角“保存”按钮将当前所有素材保存至草稿箱，系统支持每隔5s自动保存一次最近一次的编

辑状态。可进入 草稿箱找到最近一次的编辑状态并进行二次编辑。

编辑轨道-详细操作方式编辑轨道-详细操作方式

一、媒体轨道

1. 点击媒体轨道上的视频素材缩略图，可支持视频设置，设置参数包括:裁剪、画面旋转/翻转、音量、速度、画面调节等。

2. 淡入淡出功能应用于视频的开头结尾转场特效，您可通过拖动时间轴自定义淡出淡入效果的时间。

3. 音视频分离可将原视频的画面和音频分离，支持对分离出来的音频独立处理。

4. 基础编辑功能栏内功能有:返回上一级操作、重做、剪切片段、删除、复制、粘贴。当您开始一遍及以上的操作后，返回上

一级操作/重做/ 粘贴按钮高亮并可执行。

5. 将黄色时间轴辅助线对准您想要裁剪的时间点，点击“裁剪”，该片段即被一分为二。

6. 媒体轨道可手动添加副轨、清空轨道、一键静音。

二、素材副轨道

1. 除媒体轨道(主轨)以外的轨道统称为副轨道，其中包含:字幕、贴图、音频轨道。每种类型轨道必须添加相应类型的系统素

材。

2. 所有副轨道均可开/关「关联主轨」功能，好处是可随着主轨素材的编辑/移动而移动，防止系统素材掉队。

3. 字幕素材一共有16种，其中包括6种普通字幕(静止状态)，10种动态字幕。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智能创作平台（SaaS)

211



4. 字幕轨道可操作范围有:智能配音、批量编辑、添加轨道、清空轨道。

5. 字幕编辑:当选中字幕轨道中的字幕缩略图，可对字幕内容编辑、对字号、字体颜色、字体不透明度进行调整。支持一种设

置应用同轨/全部字 幕。

6. 支持字幕位置变换:可以在预览视频中手动调整位置，也可以调整固定位置或坐标调整位置。

【温馨提示】【温馨提示】

1. 字幕类型「自由文字」「时间地点」「姓名人物标签」「向下展开」「标题一」「标题二」「标题三」「姓名/职位身

份」「旁白说明」不 支持文字对齐操作。

2. 智能字幕仅限有语音的视频和音频触发操作，智能配音仅限有字幕的视频素材触发操作。

3. 智能字幕:点击视频素材/音频素材缩略图，点击智能字幕即可，语音快速被识别并显示至相应时间段的字幕轨道。

4. 智能配音:点击视频素材缩略图，点击智能配音，选择声音类型、音量、语速、音调4个配置参数，点击确定即可。

图表动画图表动画

功能介绍功能介绍

图表动画功能提供数据转视频功能。用户可以选择平台已有的图表模版，替换模版内的对应数据后，即可生成对应的动态数据

图表。

操作指南操作指南

步骤1：步骤1：选择模版

确定您的数据需求之后，您可以根据图表特点挑选对应的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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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步骤2：数据配置

进入图表编辑页面后，您首先需要完成数据配置。平台各个模版均已内置样例数据，您可以点击「上传数据」按钮进行数据的

替换。

步骤3：步骤3：文案配置

完成数据配置后，接下来需要进行文案配置。可配置文字内容包括图表 标题、x/y轴单位文案、图表注释等。完成文案配置后，

您还可以进行背景音乐、背景色和视频时长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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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步骤4：生成视频

当完成了所有设置之后，即可点击生成视频。处理视频需要一定的时间，此时您可以前往平台顶部右侧导航栏的「任务中心」

查询进度。

步骤5：步骤5：下载视频

当任务处理完成后，您可以前往「创作中心」——「我的作品」进行作品的下载或转存。

AI主播AI主播

功能介绍功能介绍

AI主播功能目前支持2种虚拟主播形象，并支持2种模式，分别为画中画和主播模式，用户可以直接调用虚拟形象，并通过虚拟

形象完成一个播报视频。

操作指南操作指南

步骤1：步骤1：选择虚拟主播模式

目前平台包括「画中画模式」和「主播模式」2个模式。主播模式仅提供主播口播文字的场景，画中画模式在口播基础上加入

了视频及图片的播报。

步骤2：步骤2：上传播报内容

选择虚拟主播的对应模式之后，需要上传所需的主播播报内容。 对于「画中画模式」，您需要上传画中画对应的图片或者视

频，并输入主播配音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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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主播模式」，您仅需要输入主播配音文字。

步骤3：步骤3：完成视频设置

对于「画中画模式」，视频设置包括「发音人音色」、「视频背景」、「内容配置」。 其中「发音人音色」为必选项，「视频

背景」和「内容配置」为非必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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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主播模式」，视频设置目前仅支持「发音人音色」，为必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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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步骤4：生成视频

当完成了所有设置之后，即可点击生成视频。处理视频需要一定的时间，此时您可以前往平台顶部右侧导航栏的「任务中心」

查询进度。

步骤5：步骤5：下载视频

当任务处理完成后，您可以前往「创作中心」——「我的作品」进行作品的下载或转存。

智能配音智能配音

功能介绍功能介绍

提供快速文本转语音的服务。

操作指南操作指南

步骤1：步骤1：文本输入和调整

您可以在页面的输入栏直接输入一段文字。并通过多音字功能自定义具体单字的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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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鼠标选中具体单字后，点击「改发音」的按钮，即可添加指定的声调。

步骤2：步骤2：声音设置

声音设置包括发音人音色、语速、音量、音调、编码格式5个可配置项。 在调整发音人音色、语速、音量、音调这些参数后，

可以进行试听。

步骤3：步骤3：下载本地

完成所有声音设置和调整之后，您可以下载音频文件到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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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字幕智能字幕

功能介绍功能介绍

智能字幕基于百度自研的语音转文字技术，快速准确识别视频中的语音内容，支持一键智能生成srt/txt格式字幕文件，您可将

其应用于视频播放器端，选择性开关字幕。

操作方式操作方式

1. 点击上传视频，选择“素材库”导入或“本地上传”的方式导入素材;

2. 进行视频配置: 文件名称定义、选择导出位置、选择导出格式;

3. 点击“开始制作”，任务提交，等待任务成功完成。

语音快剪语音快剪

功能介绍功能介绍

语音快剪基于百度语音识别技术，支持根据文字精准定位视频片段，通过删除文字的方式剪辑视频，可应用于会议场景视频，

将涉及敏感词汇的片 段批量删除。

操作方式操作方式

1. 点击上传视频，选择“素材库”导入或“本地上传”的方式导入素材;

2. 当右侧编辑区域出现识别的文字结果，进行对关键字搜索，删除文字语句;

3. 删除的结果可实时通过左侧预览视频播放查看;

4. 点击“开始制作”，任务提交，等待任务成功完成。

视频转gif视频转gif

功能介绍功能介绍

视频转gif基于百度智能云视频智能抽帧技术，将视频转换成gif格式的动图，可以应用于视频封面，提高视频传播点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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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式操作方式

1. 点击上传视频，选择“素材库”导入或“本地上传”的方式导入素材;

2. 成功导入视频素材后，手动选择需要转换的时间起始结束位置;

3. 进行视频配置:命名文件名称、选择导出位置、选择导出格式;

4. 点击“开始制作”，任务提交，等待任务成功完成。

智能横转竖智能横转竖

功能介绍功能介绍

智能横转竖基于百度自研的主体识别AI能力，支持一键将横屏转换成竖屏视频，同时定位视频主体，保证视频主体不变，可适

配16:9和9:16尺寸比 例的智能设备，让您享受到极致观感体验。

操作方式操作方式

1. 点击上传视频，选择“素材库”导入或“本地上传”的方式导入素材;

2. 进行视频配置:命名文件名称、选择导出位置、选择导出格式;

3. 点击“开始制作”，任务提交，等待任务成功完成。

视频去抖视频去抖

功能介绍功能介绍

视频去抖基于百度自研的视觉AI算法，根据检测到的每一帧的特征点、向量点来加强抖动的识别，最后进行去抖动。可解决您

通过设备采集后的视 频抖动现象，将“烂片”变废为宝。

操作方式操作方式

1. 点击上传视频，选择“素材库”导入或“本地上传”的方式导入素材;

2. 进行视频配置:命名文件名称、选择导出位置、选择导出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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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开始制作”，任务提交，等待任务成功完成。

视频压缩视频压缩 功能介绍功能介绍

视频压缩基于百度自研视频高清转码技术，能够最大化保证画质清晰的基础上满足您的压缩文件大小需求。

操作方式操作方式

1. 点击上传视频，选择“素材库”导入或“本地上传”的方式导入素材;

2. 进行视频配置:命名文件名称、画质选择、选择导出位置、选择导出格式; 3. 最后一键点击“开始制作”，任务提交，等待任务

成功完成。

【温馨提示】当原视频的大小不满足压缩条件，压缩选项自动置灰。

智能去水印智能去水印 功能介绍功能介绍

智能去水印基于百度自研水印识别、画质提升的AI技术，识别水印区域后，最大化保证去掉水印后的视频画质还原原貌。可应

用于视频资源二次利 用的场景。

操作方式操作方式

1. 点击上传视频，选择“素材库”导入或“本地上传”的方式导入素材;

2. 点击“添加水印框”，您可根据需求调整水印框位置和大小;

3. 进行视频配置:命名文件名称、选择导出位置、选择导出格式;

4. 点击“开始制作”，任务提交，等待任务成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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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水印框可多选，可删除。

视频提升清晰度视频提升清晰度 功能介绍功能介绍

视频提升清晰度基于百度自研智感超清技术，基于AI能力自主高效提升视频画质，拯救您的“废片”，让您畅享清晰视觉体验。

操作方式操作方式

1. 点击上传视频，选择“素材库”导入或“本地上传”的方式导入素材;

2. 进行视频配置: 命名文件名称、清晰度选择、选择导出位置、选择导出格式;

3. 点击“开始制作”，任务提交，等待任务成功完成。

智能创作平台（API）

简介

简介

Hi，您好，欢迎使用百度智能创作平台API服务。

本文档主要针对API开发者，描述百度智能创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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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加入我们的官方QQ群进行相关问题讨论或咨询：QQ群号743926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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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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NIE-ViLG AI

作画
根据文本内容自动生成图片

图文生成视频 根据图文内容自动生成视频

热点发现 分析当前热点事件、话题热度，自动提供24小时内13个领域热点信息。

热点发现-行业 与热点发现接口的区别在于可支持时间范围的选择。

热点发现-地域 可通过选择地域，输出该地域24小时内带有摘要内容的热点事件。

事件脉络 通过热门的事件脉络自动追溯，可根据时间线对热点来龙去脉进行全面了解

事件脉络检索
通过对特定事件名称的检索，得到该事件的脉络，自动追溯事件的发展过程，根据时间线对热点事件的来龙

去脉进行全面了解。

资讯地域识别 可对文章的标题和正文进行深度分析，识别并输出分级地域信息，如国家、省份、城市等。

请求格式

POST方式调用

注意注意：要求使用JSON格式的结构体来描述一个请求的具体内容。

返回格式

JSON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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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别在于请求方式和鉴权方法不一样，请求参数和返回结果一致。

调用方式一

向API服务地址使用POST发送请求，必须在URL中带上参数：

access_token:access_token: 必须参数，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POST中参数按照API接口说明调用即可。

例如自然语言处理API，使用HTTPS POST发送：

获取access_token示例代码获取access_token示例代码

{% AccessTok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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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写作的API服务需要在请求的HTTP头域中包含以下信息：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lexer?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lexer?
access_token=24.f9ba9c5241b67688bb4adbed8bc91dec.2592000.1485570332.282335-8574074access_token=24.f9ba9c5241b67688bb4adbed8bc91dec.2592000.1485570332.282335-8574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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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必填）

x-bce-date （必填）

x-bce-request-id（选填）

authorization（必填）

content-type（选填）

content-length（选填）

作为示例，以下是一个标准的请求头域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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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买指南
计费简介

计费简介

智能创作平台各服务均提供一定额度的免费测试资源供测试使用，免费测试资源使用完毕可选择按照 预付费 和 后付费 方式进

行计费，两种计费方式均可在控制台直接开通或购买，开通付费后默认使用按量后付费方式进行阶梯计费，如有购买对应服务

的预付费资源包，则优先资源包额度，抵扣完毕后自动转为按量后付费方式。

免费测试资源免费测试资源：是指成功创建应用并开通智能创作平台服务后可领取的用于接入调试的免费调用数，供您进行测试使用，免

费测试资源使用完毕后可开通付费。各服务可领取的免费测试资源及赠送方式可查看免费测试资源。

预付费资源包预付费资源包：计费方式是指您根据业务量级一次性付费购买对应规格的资源包，购买后一年内有效，有效期内产生计费调有效期内产生计费调

用量优先抵扣资源包额度，抵扣完毕后自动转为按量后付费方式，超出有效期未抵扣额度自动失效，无法继续使用。用量优先抵扣资源包额度，抵扣完毕后自动转为按量后付费方式，超出有效期未抵扣额度自动失效，无法继续使用。 详细

价格见产品价格。

按量后付费按量后付费：对您实际产生的计费调用量按固定单价进行计费结算，系统每小时从您的百度云账户中扣除对应的消费额。

如您有很高的调用量需求，或需其他特殊的付费方式欢迎进行商务咨询。

计费与付费

对于免费测试资源未使用完毕的接口服务，开通付费后，先使用免费测试资源中的调用额度，使用完毕后优先抵扣资源包额

度，抵扣完毕才根据调用量进行阶梯计费；

采用按量后付费的计费方式，每小时对您的百度云账户进行扣费；使用资源包计费方式，同样每小时进行抵扣，从已购买的

资源包中按照购买时间顺序由早至晚，按照规格由小至大依次扣除相应次数；

用户开通付费前需保证账户已完成个人/企业实名认证，且账户未欠费。

欠费处理

POST rpc/2.0/nlp/v1/wordseg? HTTP/1.1POST rpc/2.0/nlp/v1/words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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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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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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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调用，并发送欠费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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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包额度，超出部分系统将不再响

应，且不再保证并发数量。

免费测试资源

开通智能创作平台服务并完成实名认证后，即可领取需使用接口的免费测试资源，免费测试资源使用完毕后，可开通付费针对

超出部分进行计费调用。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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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企业用户会送出更多的优惠福利，在您通过企业认证后，将会享有相对更高的免费调用量。

如有作弊或违禁使用情况，百度有权停止使用或领取免费测试资源。

各接口免费测试资源

服务名服务名 免费测试资源免费测试资源 有效期有效期 超出免费测试资源超出免费测试资源

AI作画-基础版 个人认证：总量10张；企业认证：总量20张 365天 可开通按量阶梯后付费或购买资源包，按张计费

AI作画-高级版 个人认证：总量20点；企业认证：总量40点 365天 可开通按量阶梯后付费或购买资源包，按点数计费

说明：说明：

1、如需享用更优质的服务，请购买资源包或开通后付费。

2、同一个账号下多个应用共享接口QPS。

3、QPS（query per second）指每秒向服务发送的请求数量峰值，相当于每个API每秒可以允许请求的最大上限数量。

4、建议提前开通付费，当您的免费额度使用完毕后，自动切换后付费的方式进行结算，可以减少因欠费导致接口调用失败

的情况出现。

5、每个账号根据认证信息仅支持领取一次免费额度，多账号绑定同一认证信息将无法重复领取。若系统判断存在违规重复

开通免费额度，造成恶意请求百度自然语言处理服务的状况，百度有权进行处理而无需提前告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用户

自行承担。

产品价格

产品价格

各API在免费额度用完后，超出部分需要进行额外购买，否则接口会报错。智能创作平台产品，采用后付费与预付费两种方式，智能创作平台产品，采用后付费与预付费两种方式，

您可以按需选择：您可以按需选择：

1、按量后付费1、按量后付费 对您实际产生的计费调用量按固定单价进行计费结算，系统每小时从您的百度云账户中扣除对应的消费额。

2、预付费资源包2、预付费资源包 您可根据业务量评估，提前一次性付费购买对应规格的资源包，在有效期内产生计费的调用量优先使用资源

包抵扣，所有有效资源包抵扣完毕后再自动转为按量后付费方式。（资源包规格越大，单价越低）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智能创作平台（API）

226

https://console.bce.baidu.com/finance/#/finance/account/recharge
https://console.bce.baidu.com/qualify/#/qualify/result


按量后付费价目表按量后付费价目表

接口接口 价格（元/张）价格（元/张）

AI作画-基础版 0.3

预付费资源包价目表预付费资源包价目表

AI作画-基础版AI作画-基础版 | 资源包规格 | 价格（元） | 调用单价（元/张） | | --- | --- | --- | | 50张 | 9.9 | 0.198 | | 600张 | 109| 0.182 | | 1

万张| 1500 | 0.15 | | 10万张 | 13000 | 0.13 |

AI作画-高级版点数抵扣规则AI作画-高级版点数抵扣规则

版本版本 基础尺寸（点/张）基础尺寸（点/张）

V1 2

V2 3

V1版本基础尺寸：1024x1024、1280x720、720x1280。

V2版本基础尺寸：512x512、640x360、360x640、1024x1024、1280x720、720x1280。

说明：说明：

1、“产生计费的调用”只包括成功调用，调用失败不计费。

2、资源包有效期：每个资源包自购买日起后，一年内有效，超出有效期未抵扣额度的资源包将自动失效，无法继续使用。

3、资源包可叠加购买，如果多个资源包同时共存，系统优先使用先到期的资源包进行抵扣。

4、如您需要购买更大量的资源包，可以联系客服进行价格咨询。

API参考
AI作画-高级版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AI 作画，基于文心大模型，根据用户输入的文本，自动创作图片。AI 作画-高级版涉及2个接口，分别为：提交请求、查询结

果。

提交请求：支持传入文本、分辨率、数量、参考图等参数，创建 AI 作画任务，获得任务ID。

查询结果：用于在任务创建后，查看图片生成状态。待图片生成完毕，通过查询接口即可查看生成图片的地址链接。

并发概念：并发数指 AI 作画高级版服务同时能处理的请求数量。上一个任务执行完，拿到结果后，并发才结束。

提交请求-接口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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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rnievilg/v1/txt2imgv2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rnievilg/v1/txt2img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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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并发数：付费使用后默认并发数为 2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POST 方式调用

注意：要求使用 JSON 格式的结构体来描述一个请求的具体内容。

参数参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prompt 是 string 生图的文本描述。仅支持中文、日常标点符号。不支持英文，特殊符号，限制 200 字

version 否 string
模型版本，支持 v1、v2，默认为v2，v2 为最新模型，比 v1 在准确度、精细度上有比较

明显的提升，且 v2 支持更多尺寸

width 是 integer
图片宽度，v1 版本支持：1024x1024、1280x720、720x1280。v2 版本支持：

512x512、640x360、360x640、1024x1024、1280x720、720x1280

height 是 integer
图片高度，v1 版本支持：1024x1024、1280x720、720x1280。v2 版本支持：

512x512、640x360、360x640、1024x1024、1280x720、720x1280

image_

num
否 number 生成图片数量，默认一张，支持生成 1-8 张

image
否，和url/pdf_file

三选一
string

参考图，需 base64 编码，大小不超过 10M，最短边至少 15px，最长边最大 8192px，

支持jpg/jpeg/png/bmp 格式。优先级：image > url > pdf_file，当image 字段存在

时，url、pdf_file 字段失效

url

否，和

image/pdf_file 三

选一

string

参考图完整 url，url 长度不超过 1024 字节，url 对应的图片需 base64 编码，大小不超

过 10M，最短边至少 15px，最长边最大8192px，支持 jpg/jpeg/png/bmp 格式。优先

级：image > url > pdf_file，当image 字段存在时，url 字段失效请注意关闭 URL 防盗链

pdf_file
否，和image/url

三选一
string

参考图 PDF 文件，base64 编码，大小不超过10M，最短边至少 15px，最长边最大

8192px 。优先级：image > url > pdf_file，当image 字段存在时，url、pdf_file 字段失效

pdf_file

_num
否 string

需要识别的 PDF 文件的对应页码，当pdf_file 参数有效时，识别传入页码的对应页面内

容，若不传入，则默认识别第 1 页

change

_degre

e

否，当 image、

url或 pdf_file 字段

存在时，为必需

项

integer 参考图影响因子，支持 1-10 内；数值越大参考图影响越大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
   "prompt": "睡莲",   "prompt": "睡莲",
   "version": "v1",   "version": "v1",
   "width": 1024,   "width": 1024,
   "height": 1024,   "height": 1024,
   "image_num": 1,   "image_num": 1,
   "image": ""（base64 编码）,   "image": ""（base64 编码）,
   "change_degree":1   "change_degree":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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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格式

注意：若输入为 UTF-8 编码（通过指定 charset 参数），则返回内容为 UTF-8 编码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log_id uint64 请求唯一标识码

data object 返回数据

primary_task_id long 生成图片任务总 id，该 id 用于查询任务状态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查询结果-接口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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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并发数：付费后默认并发数为 2

请求格式请求格式

POST 方式调用

注意：要求使用 JSON 格式的结构体来描述一个请求的具体内容。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task_id 是 long 从提交请求的提交接口的返回值中获取，可使用task_id 查询总任务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
    "data": {    "data": {
        "primary_task_id": 1659384536691865192        "primary_task_id": 1659384536691865192
    },    },
    "log_id": 1583376431827547238    "log_id": 1583376431827547238
}}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rnievilg/v1/getImgv2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rnievilg/v1/getImg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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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格式返回格式

JSON 格式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log_id 是 uint64 请求唯一标识码

data 是 object 返回数据

├─task_id 是 long 任务 Id

├─task_status 是 string
计算总状态。有 INIT（初始化），WAIT（排队中）, RUNNING（生成中）, FAILED（失

败）, SUCCESS（成功）四种状态，只有 SUCCESS 为成功状态，进行计费

├─task_progre

ss
是 number 图片最终生成总张数

├─sub_task_r

esult_list
是 object[] 子任务生成结果列表，列表内每个元素是一个风格图的生成结果

├─sub_task_s

tatus
是 string

单风格图片状态。有 INIT（初始化），WAIT（排队中）, RUNNING（生成中）,

FAILED（失败）, SUCCESS（成功）四种状态，只有 SUCCESS 为成功状态，进行计费

├─sub_task_p

rogress
否 number 单任务图片生成张数

├─sub_task_e

rror_code
是 string 单风格任务错误码。0:正常；501:文本黄反拦截；201:模型生图失败

├─final_image

_list
是

object

[]
单风格任务产出的最终图列表

├─img_url 是 string 图片所在 BOS http 地址，默认 1 小时失效

├─height 是 integer 图片像素信息-高度

├─width 是 integer 图片像素信息-宽度

├─img_approv

e_conclusion
是 string

图片机审结果，"block"：输入图片违规；"review": 输入图片疑似违规；"pass": 输入图片

未发现问题；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
 "task_id":  1659384536691865192 "task_id":  16593845366918651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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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282004 invalid parameter(s) 请求中包含非法参数或字数超限，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282003 miss required request parameter 缺少必要参数

17 online flow control 日配额流量超限

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 超限额

216630 recognize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工单联系技术支

持

501 sub_task_error_code 参数返回 文本黄反拦截

201 sub_task_error_code 参数返回 模型生图失败

216100 invalid parameter 无效参数 参数不满足格式要求

4 请求超限 错误信息为中文的“请求超限”指所有用户提交的 AI 作画总数超限制

13 QPS 超限 错误信息为中文的“QPS 超限”指单个用户使用提交请求接口的 QPS 超限

15 并发超限 错误信息为中文的“并发超限”指单个用户使用 AI 作画的并发超限

17 用量超限 错误信息为中文的“用量超限”指单个用户使用 AI 作画的用量超限

AI作画-基础版

AI作画-基础版，基于文心ERNIE-ViLG大模型，根据用户输入的文本，自动创作图片，每次可自定义生成1张至6张图片。在使用

AI作画接口服务之前，请您仔细阅读相关协议的全部内容。

{{
   "log_id": 1583376431827547238,   "log_id": 1583376431827547238,
   "data": {   "data": {
     "task_id": 1659384536691865192,     "task_id": 1659384536691865192,
     "task_status": "SUCCESS",     "task_status": "SUCCESS",
     "task_progress": 1     "task_progress": 1
     "sub_task_result_list": [     "sub_task_result_list": [
        {        {
          "sub_task_status": "SUCCESS",          "sub_task_status": "SUCCESS",
          "sub_task_progress": 1,          "sub_task_progress": 1,

          "sub_task_error_code": 0,          "sub_task_error_code": 0,
          "final_image_list": [          "final_image_list": [
             {               {  
             "img_approve_conclusion": "pass",             "img_approve_conclusion": "pass",
               "img_url": "http://aigc-t2p-dev.bj.bcebos.com/artist-               "img_url": "http://aigc-t2p-dev.bj.bcebos.com/artist-
long/50601_0_final.png?authorization=bce-auth-long/50601_0_final.png?authorization=bce-auth-
v1%2F166d4fe6e8164b10bc178a36df207978%2F2023-04-v1%2F166d4fe6e8164b10bc178a36df207978%2F2023-04-
03T03%3A36%3A54Z%2F1800%2Fhost%2F116f64fdd5c17dff734783cd4ee144b036fd7ea7fdaa2303T03%3A36%3A54Z%2F1800%2Fhost%2F116f64fdd5c17dff734783cd4ee144b036fd7ea7fdaa23
7928153c2039d4ceac",7928153c2039d4ceac",
                "width": 512,                "width": 512,
                "height": 512                "height": 512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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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作画-基础版涉及2个接口，分别为：提交请求、查询结果。

提交请求：提交请求：传入文本、分辨率、风格参数，创建AI作画任务，获得任务ID。

查询结果：查询结果：用于在任务创建后，查看图片生成状态。待图片生成完毕，通过查询接口即可查看生成图片的地址链接。

提交请求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提交请求接口，根据用户输入的文本，得到图片生成任务ID。

在线调试在线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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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text 是 string 输入内容，长度不超过100个字（操作指南详见文档）

resoluti

on
是 string 图片分辨率，可支持1024*1024、1024*1536、1536*1024

style 是 string

目前支持风格有：探索无限、古风、二次元、写实风格、浮世绘、low poly 、未来主义、像素风

格、概念艺术、赛博朋克、洛丽塔风格、巴洛克风格、超现实主义、水彩画、蒸汽波艺术、油画、

卡通画

num 否 int 图片生成数量，支持1-6张

Body示例Body示例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rnievilg/v1/txt2img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rnievilg/v1/txt2img

{{
    "text": "睡莲",    "text": "睡莲",
    "style": "油画",    "style": "油画",
    "resolution": "1024*1024",    "resolution": "1024*1024",
    "num": 1    "num":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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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log_id uint64 请求唯一标识码

data object 结果对象，返回 task id。任务完成后，作为获取图片的依据

taskId int 图片生成任务id，作为查询接口的入参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查询结果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查询结果接口，根据图片生成任务ID（有效期一个月）查询生成状态。

在线调试在线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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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taskId 是 string 从提交请求的提交接口的返回值中获取

Body示例Body示例

{{
    "data": {    "data": {
        "taskId": 8328053        "taskId": 8328053
    },    },
    "log_id": 1583376431827547238    "log_id": 1583376431827547238
}}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rnievilg/v1/getImg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rnievilg/v1/getImg

{{
    "taskId":"8328053"    "taskId":"83280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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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data object task_id对应请求的任务状态和生成结果

+style string 请求内容中的图片风格

+taskId int 对应任务的id（有效期一个月）

+imgUrls array 生成结果数组（目前默认生成1张图）

++image string 生成结果地址（有效期三个月）

+text string 请求内容中的文本

+status int 0或1。"1"表示已生成完成，"0"表示任务排队中或正在处理。

+createTime string 任务创建时间

+img string 生成结果地址

+waiting string 预计等待时间

log_id uint64 请求唯一标识码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错误码错误码 见错误码文档

AI作画-基础版使用指南，请点击AI作画使用指南。

图文生成视频

各接口用途说明

图文生成视频涉及4个接口，分别为：网页转视频、图文素材转视频、视频任务查询、视频任务中止与删除。

创建视频任务涉及两个接口，您可根据需求选择不同的接口进行视频任务的创建；视频创建后，您可通过视频任务查询接口查

看视频生成结果；若您不需要该视频，可以使用视频任务中止与删除接口进行删除操作。

网页转视频网页转视频： 传入图文的url，创建视频任务。

图文素材转视频图文素材转视频：传入字幕、图片等素材，创建视频任务。

视频任务查询视频任务查询：用于在视频任务创建后，查看视频生成状态。待视频生成完毕，通过查询接口即可查看生成视频的地址链

{{
    "data": {    "data": {
        "style": "油画",        "style": "油画",
        "taskId": 8328053,        "taskId": 8328053,
        "imgUrls": [        "imgUrls": [
            {            {
                "image": "https://wenxin.baidu.com/younger/file/ERNIE-ViLG/9eb039cab103d587ed92f52477e2f4a0ex"                "image": "https://wenxin.baidu.com/younger/file/ERNIE-ViLG/9eb039cab103d587ed92f52477e2f4a0ex"
            }            }
        ],        ],
        "text": "睡莲",        "text": "睡莲",
        "status": 1,        "status": 1,
        "createTime": "2022-11-17 16:52:10",        "createTime": "2022-11-17 16:52:10",
        "img": "https://wenxin.baidu.com/younger/file/ERNIE-ViLG/9eb039cab103d587ed92f52477e2f4a0ex",        "img": "https://wenxin.baidu.com/younger/file/ERNIE-ViLG/9eb039cab103d587ed92f52477e2f4a0ex",
        "waiting": "0"        "waiting": "0"
    },    },
    "log_id": 1593165135593954136    "log_id": 15931651355939541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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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视频任务中止与删除视频任务中止与删除：用于在视频任务创建后，中止并删除视频。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接口仍处于邀测状态，未授权的请求无法得到结果。可以通过主页右侧的合作咨询和我们联系，获取授权。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接口仍处于邀测状态，未授权的请求无法得到结果。可以通过主页右侧的合作咨询和我们联系，获取授权。

创建网页转视频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用于创建图文生成视频任务，提供新闻链接和必要的参数，即可创建一个视频任务，得到任务id，用于后续的查询或

中止操作。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

HTTP方法: POST

请求URL: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brain/vidpress/v1/create_vid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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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body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newsUrl 是 string 网页地址链接

ttsPer 是 int
发音人，支持范围如下。0:成熟女声;1:温润男声、3:磁性男声、4:乖巧女童、100:甜美女

生、103:可爱女生、106:成熟男声

duration 是 int 目标视频时长 30-300s

resolution 是 string
尺寸分辨率，360 <= 宽度 <= 1920,360 <= 高度 <= 1920 推荐使用1280x720以下分辨

率,分辨率越高,需要生成的时间就越多。

videoBegin 否 string 片头视频地址

videoBeginDur

ation
否 float 可限制片头视频的时长，单位：秒（对片头视频做截断操作）

videoEnd 否 string 片尾视频地址，不需片尾时长

videoLogo 否 string 角标链接

videoLogoMarg

in
否 int 角标边缘距离，可选参数，默认为 0。会同时指定上方和左右的距离（传参示例：20）

videoLogoPos 否 string 角标位置，可选参数，支持左上角（top- left）、右上角（top-right）。默认为 top-left

bgMusic 否 string 背景音乐链接

captionBottom

Margin
否 int 字幕位置，距离视频底部的位置，单位px，如：10。字幕背景默认为黑色。

Body示例Body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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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详细说明详细说明

code int 错误码，0代表成功，其他代表失败

msg string 错误信息，成功时为空，失败返回错误原因

data array 成功时，返回的结果数组

+jobId int 任务id，用于后续查询或中止任务

+estimateStartTime datetime 任务预计开始时间

+estimateFinishTime datetime 任务预计结束时间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成功返回示例：

失败返回示例：

创建图文素材转视频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用于创建图文生成视频任务，提供素材（文本、图片素材等）信息作为参数，即可创建一个视频任务，得到任务 id，

用于后续的查询或中止操作，支持多段图文组合。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

HTTP方法: POST

请求URL: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brain/vidpress/v1/create_vidpress_alignment

URL参数：

 { {
    "newsUrl":" ",    "newsUrl":" ",
    "duration":60,    "duration":60,
    "resolution":"1280x720",    "resolution":"1280x720",
    "ttsPer":106    "ttsPer":106
}}

{{
    "code": 0,    "code": 0,
  "data": {  "data": {
     "jobId": 111,     "jobId": 111,
     "estimateStartTime": "2020-01-07 12:00:00",     "estimateStartTime": "2020-01-07 12:00:00",
     "estimateFinishTime": "2020-01-07 12:30:00"     "estimateFinishTime": "2020-01-07 12:30:00"
     },     },
   "msg": "success"   "msg": "success"
}}

{{
    "code": 84001,    "code": 84001,
    "msg": "已有任务正在生成视频, 任务完成后可再次创建!",    "msg": "已有任务正在生成视频, 任务完成后可再次创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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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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body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trackTexts 是 array 图文信息

+TrackText.text 是 string 原始文章内容 3000 字以内

+TrackText.tracks 是 Array 图片素材数组，总时长范围 10-300s

+Track.url 是 string 图片素材地址

+Track.expected

Duration
否 float 图片素材播放时长，单位：秒

+Track.type 是 string 素材类型， 图片为“image” ，支持JPEG/JPG/PNG/GIF类型的图片

totalDuration 是 int 素材总时长，单位：秒。若传入，以此值为准，范围为 10-300 秒

resolution 是 string
尺寸分辨率，360 <=宽度 <= 1920，360 <= 高度 <= 1920 推荐使用1280x720以下分

辨率,分辨率越高,需要生成的时间就越多

ttsPer 是 int
发音人，支持的范围如下：1:温润男声、3:磁性男声、106:成熟男声、0:成熟女声、

100:甜美女生、4:乖巧女童、103:可爱女生

videoTitle 是 string 视频标题

videoBegin 否 string 片头视频地址

videoBeginDurati

on
否 float 可限制片头视频的时长，单位：秒（对片头视频做截断操作）

videoEnd 否 string 片尾视频地址，暂不需片尾时长

videoLogo 否 string 角标链接

videoLogoMargin 否 int 角标边缘距离，可选参数，默认为 0。会同时指定上方和左右的距离（传参示例：20）

videoLogoPos 否 string 角标位置，可选参数，支持左上角（top-left）、右上角（top-right）。默认为 top-left

bgMusic 否 string 背景音乐链接

captionBottomMa

rgin
否 int 字幕位置，距离视频底部的位置，单位px，例如：10。字幕背景默认为黑色。

Body示例Body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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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详细说明详细说明

code int 错误码，0 代表成功，其他代表失败

msg string 错误信息，成功时返回success，失败返回错误原因

data array 成功时，返回结果数组

+jobId int 任务 id，用于后续查询或中止任务

+estimateStartTime datetime 任务预计开始时间

+estimateFinishTime datetime 任务预计结束时间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错误码详见错误码列表

视频任务查询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用于查询视频任务列表信息，或某个任务 id 的当前信息。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

{{
 "totalDuration": 60, "totalDuration": 60,
 "resolution": "1280x720", "resolution": "1280x720",
 "trackTexts": [ "trackTexts": [
 { {
         "text": "今日，人社部举行2022年一季度新闻发布会。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陈勇嘉介绍，         "text": "今日，人社部举行2022年一季度新闻发布会。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陈勇嘉介绍，
为进一步提升毕业生就业服务质量，促进他们顺利就业，今年3月—6月，人社部组织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活为进一步提升毕业生就业服务质量，促进他们顺利就业，今年3月—6月，人社部组织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活
动开展以来各地共组织各类活动1万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近500万个，服务毕业生近600万人次。",动开展以来各地共组织各类活动1万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近500万个，服务毕业生近600万人次。",
         "tracks": [         "tracks": [
         {         {
                "expectedDuration": 10,                "expectedDuration": 10,
               "type": "image",               "type": "image",
               "url": "https://pics3.baidu.com/feed/9f510fb30f2442a73a14b6cd99119241d1130218.jpeg?               "url": "https://pics3.baidu.com/feed/9f510fb30f2442a73a14b6cd99119241d1130218.jpeg?
token=82ebd16ec1a8e83328ed87290770cd26"token=82ebd16ec1a8e83328ed87290770cd26"
         }         }
        ]        ]
    }    }
 ], ],
 "videoTitle":"test", "videoTitle":"test",
    "ttsPer": 0    "ttsPer": 0
 } }

{{
    "code": 0,    "code": 0,
  "data": {  "data": {
     "jobId": 111,     "jobId": 111,
     "estimateStartTime": "2020-01-07 12:00:00",     "estimateStartTime": "2020-01-07 12:00:00",
     "estimateFinishTime": "2020-01-07 12:30:00"     "estimateFinishTime": "2020-01-07 12:30:00"
     },     },
   "msg": "success"   "msg": "succ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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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方法: POST

请求URL: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brain/vidpress/v1/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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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body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jobId 是 int 创建接口返回的任务id

Body示例Body示例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详细说明详细说明

code int 错误码，0代表成功，其他代表失败

msg string 错误信息

data Object 查询结果

+ jobId int 任务 id

+ status int 任务状态 3:生成中,4:生成成功,5:生成失败，100:已删除

成功时的data参数

+ expireTime Date 视频文件过期时间

+ expire int 是否失效，1：已失效，2：未失效

+ videoAddr string 视频地址

+ videoDuration int 结果视频时长

失败时的data参数

+ failReason string 失败原因

生成中/排队中的data参数

+ estimateStartTime date 任务开始时间

+ estimateFinishTime date 任务结束时间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成功返回示例

 { {
    "jobId": 111    "jobId": 1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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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返回示例

生成中返回示例

视频任务中止与删除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用于中止或删除已有的视频任务。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

HTTP方法: POST

请求URL: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brain/vidpress/v1/de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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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code": 0,        "code": 0,
        "msg": "success",        "msg": "success",
        "data": {        "data": {
            "jobId": 123,            "jobId": 123,
            "status": 4,            "status": 4,
            "expireTime": "2020-01-20 19:35:37",            "expireTime": "2020-01-20 19:35:37",
            "expire": 2,            "expire": 2,
            "videoAddr": "http://bj.bcebos.com/nlpc-article-outer-            "videoAddr": "http://bj.bcebos.com/nlpc-article-outer-
            vidpress/3_d3b5ab1fb988cc19ef99d5b3d1ba17ee.mp4",            vidpress/3_d3b5ab1fb988cc19ef99d5b3d1ba17ee.mp4",
            "videoCoverAddr": "http://bj.bcebos.com/nlpc-article-outer-            "videoCoverAddr": "http://bj.bcebos.com/nlpc-article-outer-
            vidpress/3_8d87d78ace2de50ae3d8d9059eeb5d51.jpeg",            vidpress/3_8d87d78ace2de50ae3d8d9059eeb5d51.jpeg",
            "videoDuration": "110"            "videoDuration": "110"
        }        }
    }    }

 { {
        "code": 0,        "code": 0,
        "msg": "success",        "msg": "success",
        "data": {        "data": {
            "jobId": 123,            "jobId": 123,
            "status": 5,            "status": 5,
            "failReson": "网络原因"            "failReson": "网络原因"
     }     }
 } }

 { {
        "code": 0,        "code": 0,
        "msg": "success",        "msg": "success",
        "data": {        "data": {
            "jobId": 123,            "jobId": 123,
            "status": 3,            "status": 3,
            "estimateStartTime": "2020-12-12 00:00:00",            "estimateStartTime": "2020-12-12 00:00:00",
            "estimateFinishTime": "2020-12-12 00:00:00"            "estimateFinishTime": "2020-12-12 00:00:0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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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jobId 是 int 任务id

Body示例Body示例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详细说明详细说明

code int 状态码

msg string 错误信息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成功返回示例

错误码

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84001 创建视频生成任务失败, 请稍后重试! 已有任务正在生成视频, 任务完成后可再次创建!

84002 创建视频生成任务失败, 请更换URL链接后再试!

84003 查询视频生成任务失败, 请稍后重试! 任务不存在, 请检查输入数据后再试!

84005 删除视频生成任务失败, 请稍后重试! 任务不存在, 请检查输入数据后再试!

热点发现

热点发现

接口描述

分析当前热点事件、话题热度，提供24小时内13个领域热点信息。可通过选择行业领域，输出该领域24小时内带有摘要内容

的热点事件。热点领域分类如下：“国际、国内、军事、财经、科技、房产、娱乐、教育、社会、旅游、体育、汽车、游戏”。

注：请使用方注意接口使用的合规性，不得利用该接口从事不合规场景的应用；如有违规使用，一经发现，AI开放平台有权立

即停止提供服务。

需要注意的是本接口仍处于邀测状态，未授权的请求无法得到结果。可以通过主页右侧的合作咨询和我们联系，获取授权。需要注意的是本接口仍处于邀测状态，未授权的请求无法得到结果。可以通过主页右侧的合作咨询和我们联系，获取授权。

 { {
    "jobId": 111    "jobId": 111
 } }

{{
 "code": 0, "code": 0,
 "msg": "ok" "msg": "o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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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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请求格式请求格式

POST方式调用

注意注意：要求使用JSON格式的结构体来描述一个请求的具体内容。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domain 是 string
行业热点领域，如国际、国内、军事、财经、科技、房产、娱乐、教育、社会、旅游、体育、汽

车、游戏等，通过接口获取。

Body示例Body示例

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content json object 行业热点检索结果

content 里热点数据的字段说明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creation/v1/hot_list/domainhttps://aip.baidubce.com/rpc/2.0/creation/v1/hot_list/domain

{{
    "domain": "国内"    "domain": "国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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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pv int 热点的pv数；pv为-1表示无法获取其pv的数据（如刚发布的高时效性新闻）如：8892

ctime string 检测到该热点的时间，时间格式(20190124 20:46:00)

related_urls list 和该热点相关的新闻列表，包含新闻对应的url和发布时间

mtime string 本数据计算更新的时间，时间格式(20190124 22:11:27)

name string 热点名称，如：越南欲冲击日本防线

summary string 热点摘要

keywords list 热点关键词，从name字段中抽出，如[“防线”, “越南”,”冲击”]

related_urls里的数据字段说明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url string 新闻的url

publish_time string 新闻发布时间，如：20190124 20:46:00

content list 新闻正文，按段落划分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 { 
   "content": [   "content": [
       {       {
           "pv": 19,           "pv": 19,
           "name": "花粥方发声明否认歌曲抄袭：与事实严重不符",           "name": "花粥方发声明否认歌曲抄袭：与事实严重不符",
           "related_urls": [           "related_urls": [
                {                {
                    "url": "http://k.sina.com.cn/article_2814131830_a7bc3e7600100nvb9.html",                    "url": "http://k.sina.com.cn/article_2814131830_a7bc3e7600100nvb9.html",
                    "content": [                    "content": [
                        "声明",                        "声明",
                       "5月27日，歌手花粥方发声明否认歌曲抄袭，并表示对于持续发布不实消息的用户，己方将保留依法追责                       "5月27日，歌手花粥方发声明否认歌曲抄袭，并表示对于持续发布不实消息的用户，己方将保留依法追责
的权利。",的权利。",
                        "27日，花粥所属公司发文称：“3月20日，我司发布了专访，针对《出山》澄清事实。可是长达几个月以                        "27日，花粥所属公司发文称：“3月20日，我司发布了专访，针对《出山》澄清事实。可是长达几个月以
来，花粥遭受到的网络暴力却仍在持续。针对今天网络再次出现造谣花粥《何苦来哉》抄袭的声音，我们郑重发布声明，来，花粥遭受到的网络暴力却仍在持续。针对今天网络再次出现造谣花粥《何苦来哉》抄袭的声音，我们郑重发布声明，
并向大家分享曲谱，并不排除用法律手段维护花粥的名誉权。”",并向大家分享曲谱，并不排除用法律手段维护花粥的名誉权。”",
                        "声明中写道，花粥于2019年4月14日发行并上架了最新专辑，但近日却有网络用户及自媒体在网上发布                        "声明中写道，花粥于2019年4月14日发行并上架了最新专辑，但近日却有网络用户及自媒体在网上发布
花粥作品抄袭的不实信息，引发大量网友转评。该言论与事实严重不符，属于恶意造谣，侵犯了花粥的名誉权。己方要求花粥作品抄袭的不实信息，引发大量网友转评。该言论与事实严重不符，属于恶意造谣，侵犯了花粥的名誉权。己方要求
相关用户立即删除并停止传播不实传言，对于持续散播的人，己方将保留依法追责的权利。",相关用户立即删除并停止传播不实传言，对于持续散播的人，己方将保留依法追责的权利。",
"特别声明：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观点或立场。如有关于作品内容、版权或其它问题请于作品"特别声明：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观点或立场。如有关于作品内容、版权或其它问题请于作品
发表后的30日内与新浪网联系。"发表后的30日内与新浪网联系。"
                    ],                    ],
                    "publish_time": "20190527 23:57:00"                    "publish_time": "20190527 23:57:00"
                }                }
           ],           ],
           "summary": "5月27日，歌手花粥方发声明否认歌曲抄袭，并表示对于持续发布不 实消息的用户，己方将保留依法           "summary": "5月27日，歌手花粥方发声明否认歌曲抄袭，并表示对于持续发布不 实消息的用户，己方将保留依法
追责的权利。该言论与事实严重不符，属于恶意造谣，侵犯了 花粥的名誉权。",追责的权利。该言论与事实严重不符，属于恶意造谣，侵犯了 花粥的名誉权。",
           "mtime": "20190528 19:42:41",           "mtime": "20190528 19:42:41",
           "keywords": [           "keywords": [
                "花粥",                "花粥",
                "抄袭",                "抄袭",
                "歌曲"                "歌曲"
           ],           ],
           "ctime": "20190528 11:02:30"           "ctime": "20190528 11:02:30"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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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发现-行业

热点发现-行业

接口描述

分析当前热点事件、话题热度，提供24小时内13个领域热点信息。可通过选择行业领域，输出该领域24小时内带有摘要内容

的热点事件。热点领域分类类目如下：“国际、国内、军事、财经、科技、房产、娱乐、教育、社会、旅游、体育、汽车、游

戏”。与热点发现接口的区别在于可支持时间范围的选择。与热点发现接口的区别在于可支持时间范围的选择。

注：请使用方注意接口使用的合规性，不得利用该接口从事不合规场景的应用；如有违规使用，一经发现，AI开放平台有权立

即停止提供服务。

需要注意的是本接口仍处于邀测状态，未授权的请求无法得到结果。可以通过主页右侧的合作咨询和我们联系，获取授权。需要注意的是本接口仍处于邀测状态，未授权的请求无法得到结果。可以通过主页右侧的合作咨询和我们联系，获取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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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请求格式请求格式

POST方式调用

注意注意：要求使用JSON格式的结构体来描述一个请求的具体内容。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domain 是 string
行业热点领域，如国际、国内、军事、财经、科技、房产、娱乐、教育、社会、旅游、体育、汽

车、游戏等，通过接口获取。

date 否 string
热点日期，不输入或输入当天日期，则默认为最近10小时，否则返回输入日期00:00:00到

23:59:59的热点数据，格式参考：20210218。

time_sp

end
否 integer

数据时间跨度，单位小时。默认为10小时。当date参数为空或当天日期时，数据时间圈定最近

time_spend

Body示例Body示例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creation/v1/hot_list_advanced/domainhttps://aip.baidubce.com/rpc/2.0/creation/v1/hot_list_advanced/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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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
    "domain": "国内",    "domain": "国内",
    "date":"20210718",    "date":"20210718",
    "time_spend":5    "time_spend":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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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log_id long log id

content string 行业热点检索结果

+updateTime string 热点更新时间

+hotUpdateTime string 热点热度更新时间

+entity object
热点实体抽取结果,会以LOC、PER、ORG等实体类别作为key，每个key的value是相关实体，类型

为array。

+province string 热点地域识别结果：省份

+city string 热点地域识别结果：城市

+county string 热点地域识别结果：县区

+sentiment object 热点情感识别结果

++positive_prob float 正向概率

++negative_prob float 负向概率

++confidence float 置信度

++sentiment float 情感极性

+related_urls list 和该热点相关的新闻列表，包含新闻对应的url和发布时间。可能不返回。可能不返回。

+title string 热点名称

+crawlTimestamp long 热点抓取时间戳

+similarArticleCou

nt
integer 热点相关文章数

+insertTime string 热点插入时间

+keywords array 热点关键词，从name字段中抽出

+contentWithTag string 热点原始HTML

+releaseTime string 热点发布时间

+majorClassificati

on
string 热点领域分类

+websiteName string 热点新闻站点

+hotnewsId string 热点id

+webpageUrl string 和该热点相关的文章url

+summary string 热点摘要

+crawlSource string 热点抓取来源

+carrier string 抓取来源

+hotValue integer 热点的pv数

+crawlTime string 热点抓取时间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 { 
   "content": [   "content": [
    {    {
            "updateTime": "2020-11-20 03:05:00",            "updateTime": "2020-11-20 03:05:00",
            "entity": {            "entity": {
                "LOC": [                "LOC": [
                    "下渠道",                    "下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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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渠道",                    "下渠道",
                    "美国",                    "美国",
                    "中国"                    "中国"
                ],                ],
                "PER": [                "PER": [
                    "黄锦峰",                    "黄锦峰",
                    "陈宇文",                    "陈宇文",
                    "吕建华",                    "吕建华",
                    "逸仙",                    "逸仙",
                    "高瓴"                    "高瓴"
                ],                ],
                "ORG": [                "ORG": [
                    "纽约证券交易所",                    "纽约证券交易所",
                    "摩根士丹利",                    "摩根士丹利",
                    "中金公司",                    "中金公司",
                    "华兴资本",                    "华兴资本",
                    "富途证券",                    "富途证券",
                    "老虎证券",                    "老虎证券",
                    "高盛"                    "高盛"
                ]                ]
            },            },
            "county": "",            "county": "",
            "metaInfoName": "",            "metaInfoName": "",
            "city": "纽约",            "city": "纽约",
            "sentiment": {            "sentiment": {
                "positive_prob": 0.770417,                "positive_prob": 0.770417,
                "confidence": 0.489815,                "confidence": 0.489815,
                "negative_prob": 0.229583,                "negative_prob": 0.229583,
                "sentiment": 2                "sentiment": 2
            },            },
            "title": "逸仙电商成功登陆纽约交易所 开盘价17.61美元较发行价高开68%",            "title": "逸仙电商成功登陆纽约交易所 开盘价17.61美元较发行价高开68%",
            "crawlTimestamp": 1605806640,            "crawlTimestamp": 1605806640,
            "similarArticleCount": 4,            "similarArticleCount": 4,
            "insertTime": "2020-11-20 11:00:05",            "insertTime": "2020-11-20 11:00:05",
            "key_words": [            "key_words": [
                "电商",                "电商",
                "逸仙",                "逸仙",
                "交易所"                "交易所"
            ],            ],
            "contentWithTag": "<p style=\"margin: 10px 0;\"><span class=\"bjh-p\">来源：金融界网站</span></p><p            "contentWithTag": "<p style=\"margin: 10px 0;\"><span class=\"bjh-p\">来源：金融界网站</span></p><p  
style=\"margin: 10px 0;\"><span class=\"bjh-p\">金融界美股讯 北京时间10月20日消息，新国货美妆的线上之王“完美style=\"margin: 10px 0;\"><span class=\"bjh-p\">金融界美股讯 北京时间10月20日消息，新国货美妆的线上之王“完美
日记”的母公司逸仙电商正式登陆纽约证券交易所，证券代码为“YSG”。开盘价17.61美元，较发行价高开68％。逸仙电商日记”的母公司逸仙电商正式登陆纽约证券交易所，证券代码为“YSG”。开盘价17.61美元，较发行价高开68％。逸仙电商
上市也成为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国货美妆品牌”。</span></p><p style=\"margin: 10px 0;\"><span class=\"bjh-p\">截上市也成为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国货美妆品牌”。</span></p><p style=\"margin: 10px 0;\"><span class=\"bjh-p\">截
止发稿，逸仙电商上涨65.14％报17.37美元，市值117亿美元。</span></p><p style=\"margin: 10px 0;\"><span止发稿，逸仙电商上涨65.14％报17.37美元，市值117亿美元。</span></p><p style=\"margin: 10px 0;\"><span  
class=\"bjh-p\">逸仙电商此次计划发行5875万股美国存托凭证，相当于2.35亿股A类普通股，同时给予承销商881.25万class=\"bjh-p\">逸仙电商此次计划发行5875万股美国存托凭证，相当于2.35亿股A类普通股，同时给予承销商881.25万
ADS的“绿鞋期权”。完美日记每1股美国存托凭证代表4股A类普通股，发行区间设定为8.5-10.5美元之间，在计算“绿鞋”的ADS的“绿鞋期权”。完美日记每1股美国存托凭证代表4股A类普通股，发行区间设定为8.5-10.5美元之间，在计算“绿鞋”的
情况下，融资最高将超过7亿美元。完美日记此次IPO的承销商IPO包括高盛、摩根士丹利、中金公司、华兴资本、富途证情况下，融资最高将超过7亿美元。完美日记此次IPO的承销商IPO包括高盛、摩根士丹利、中金公司、华兴资本、富途证
券和老虎证券等。完美日记表示此次募资将用于数据分析技术、产品开发和配方开发；线下体验门店的网络扩展，以及潜券和老虎证券等。完美日记表示此次募资将用于数据分析技术、产品开发和配方开发；线下体验门店的网络扩展，以及潜
在战略投资收购和公司其他运营。现有股东和第三方投资者已表示有兴趣以发行价购买至多3亿美元的股票。</span>在战略投资收购和公司其他运营。现有股东和第三方投资者已表示有兴趣以发行价购买至多3亿美元的股票。</span>
</p><p style=\"margin: 10px 0;\"><span class=\"bjh-p\">招股书显示，逸仙电商总销售额从2018年的7.6亿元增长至</p><p style=\"margin: 10px 0;\"><span class=\"bjh-p\">招股书显示，逸仙电商总销售额从2018年的7.6亿元增长至
2019年的3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63.7％，约为中国美妆市场同期零售额增速的30倍。2020年前三季度公司总销售额2019年的3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63.7％，约为中国美妆市场同期零售额增速的30倍。2020年前三季度公司总销售额
38亿元，同比增速70.2％，约为中国美妆市场同期零售额增速的15.6倍。净利润也首次通过招股书对外公布，2019年逸38亿元，同比增速70.2％，约为中国美妆市场同期零售额增速的15.6倍。净利润也首次通过招股书对外公布，2019年逸
仙电商实现调整后1.5亿元。而受新冠疫情影响及公司在线下渠道、新品牌推广及研发等方面的重投入，2020年前三季度仙电商实现调整后1.5亿元。而受新冠疫情影响及公司在线下渠道、新品牌推广及研发等方面的重投入，2020年前三季度
调整后净亏损5亿元。2018年、2019年及2020前三季度，逸仙电商毛利率分别为63.5％、63.6％及63.1％，总体保持平调整后净亏损5亿元。2018年、2019年及2020前三季度，逸仙电商毛利率分别为63.5％、63.6％及63.1％，总体保持平
稳。</span></p><p style=\"margin: 10px 0;\"><span class=\"bjh-p\">IPO发行后，创始人兼CEO黄锦峰持股为稳。</span></p><p style=\"margin: 10px 0;\"><span class=\"bjh-p\">IPO发行后，创始人兼CEO黄锦峰持股为
25.3％，有63.8％的投票权；联合创始人兼COO陈宇文持股为7.5％，有19.3％的投票权；联合创始人兼运营副总裁吕建25.3％，有63.8％的投票权；联合创始人兼COO陈宇文持股为7.5％，有19.3％的投票权；联合创始人兼运营副总裁吕建
华持股3.5％，有8.8％的投票权。高瓴资本持股12.6％，有1.6％的投票权，真格基金持股9.5％，有1.2％的投票华持股3.5％，有8.8％的投票权。高瓴资本持股12.6％，有1.6％的投票权，真格基金持股9.5％，有1.2％的投票
权，Banyan Partners Entities持股为8.4％，有1.1％的投票权。</span></p>",权，Banyan Partners Entities持股为8.4％，有1.1％的投票权。</span></p>",
            "releaseTime": "2020-11-20 01:24:00",            "releaseTime": "2020-11-20 01:24:00",
            "province": "纽约",            "province": "纽约",
            "poster": null,            "poster": null,
            "majorClassification": "财经",            "majorClassification": "财经",
            "websiteName": "百家号",            "websiteName": "百家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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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发现-地域

热点发现-地域

接口描述

分析当前热点事件、话题热度，提供24小时内全国省、市、县的热点信息。可通过选择地域，输出该地域24小时内带有摘要内

容的热点事件。地域支持中国的省、市、县。

注：请使用方注意接口使用的合规性，不得利用该接口从事不合规场景的应用；如有违规使用，一经发现，AI开放平台有权立

即停止提供服务。

需要注意的是本接口仍处于邀测状态，未授权的请求无法得到结果。可以通过主页右侧的合作咨询和我们联系，获取授权。需要注意的是本接口仍处于邀测状态，未授权的请求无法得到结果。可以通过主页右侧的合作咨询和我们联系，获取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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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websiteName": "百家号",            "websiteName": "百家号",
            "metaInfoKey": "",            "metaInfoKey": "",
            "hotUpdateTime": "2020-11-20 03:05:00",            "hotUpdateTime": "2020-11-20 03:05:00",
            "name": "逸仙电商成功登陆纽约交易所",            "name": "逸仙电商成功登陆纽约交易所",
            "hotnewsId": "5b96f43a0a4111d4b34f12f14ee8d952",            "hotnewsId": "5b96f43a0a4111d4b34f12f14ee8d952",
            "webpageUrl":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83810637146983292&wfr=spider&for=pc",            "webpageUrl":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83810637146983292&wfr=spider&for=pc",
            "summary": "金融界美股讯 北京时间10月20日消息，新国货美妆的线上之王“完美日记”的母公司逸仙电商正式登            "summary": "金融界美股讯 北京时间10月20日消息，新国货美妆的线上之王“完美日记”的母公司逸仙电商正式登
陆纽约证券交易所，证券代码为“YSG”。开盘价17.61美元，较发行价高开68％。逸仙电商上市也成为第一家在美国上市陆纽约证券交易所，证券代码为“YSG”。开盘价17.61美元，较发行价高开68％。逸仙电商上市也成为第一家在美国上市
的“国货美妆品牌”。截止发稿，逸仙电商上涨65.14％报17.37美元，市值117亿美元。",的“国货美妆品牌”。截止发稿，逸仙电商上涨65.14％报17.37美元，市值117亿美元。",
            "crawlSource": null,            "crawlSource": null,
            "carrier": "web",            "carrier": "web",
            "hotValue": 4,            "hotValue": 4,
            "crawlTime": "2020-11-20 01:24:00"            "crawlTime": "2020-11-20 01:24:00"
        }        }
    ],    ],
    "log_id": 2421295069885504346    "log_id": 2421295069885504346
}}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creation/v1/hot_list_advanced/locationhttps://aip.baidubce.com/rpc/2.0/creation/v1/hot_list_advanced/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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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country 否 string 国家，不多于20字

province 是 string
省级行政区，不多于30字。省级、市级、县级字段至少有一不为空才可请求成功。描述地域信息

的字段，如果传入的是空串会被自动忽略，不会用该字段进行过滤。

city 是 string
市级行政区，不多于30字。省级、市级、县级字段至少有一不为空才可请求成功。描述地域信息

的字段，如果传入的是空串会被自动忽略，不会用该字段进行过滤。

region 是 string
县级行政区，不多于30字。省级、市级、县级字段至少有一不为空才可请求成功。描述地域信息

的字段，如果传入的是空串会被自动忽略，不会用该字段进行过滤。

date 否 string 返回地域热点的日期，格式如如“20190507”，默认今天

domain 否 string 返回地域热点所属行业，格式如“国内”，默认为空

page_ind

ex
否 string 返回结果分页的页码，默认为1

page_siz

e
否 string 返回结果单页的结果数，默认为100

src 否 string 热点来源数据流，可选event(事件)/vip_news(资讯)/all(事件和资讯的合并结果)，默认为all

summary

_must
否 string 是否过滤返回结果中无摘要的热点，默认为‘0’(不过滤)，可选‘1’(过滤)

注意：地域信息传入的格式不会要求很正式，对于一般的省、市、区、县，可以自行选择传入”广东省“或者“广东”。对于特殊地

名如新区、自治县、旗等地名尚未做兼容处理，务必传入完整的正式地名如“滨海新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科尔沁左翼后

旗”。对于港澳台地区，province = 地区，当前地域信息覆盖粒度相比大陆较差，因此建议只用province进行查询。对于台湾地

区，可以使用city查询各市/县，不建议使用region 查询区级热点。

Body示例Body示例

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log_id number log id

content string 地域热点检索结果

+page_index number 当前的分页页码

+page_size number 分页大小

+page_count number 总页数

+data array 过滤后的地域热点信息

++domain array 当前热点的所属行业(一级分类)

{{
    "domain": "国内",    "domain": "国内",
    "province":"广东",    "province":"广东",
    "city":"深圳",    "city":"深圳",
    "date":"20210728",    "date":"20210728",
    "src":"event",    "src":"event",
    "summary_must":"1"    "summary_must":"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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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string 当前热点的正文

++crawl_timestam

p
string 抓取时间戳

++query_pv number
热度值(搜索query热度)，旧数据中该字段不一定存在。近期数据中如果热点没有query_pv，该字

段为null

++crawl_source string 热点的抓取来源

++website_name string 热点网站名

++similar_doc_nu

m
number 热点相关文档数

++id string 热点id

++hot_update_tim

e
string 热点更新的时间

++pv number 热度值（相关的新闻数）

++sentiment object 情感分析

+++positive_prob string 正面情感倾向概率

+++negative_prob number 负面情感倾向概率

+++confidence number 置信度

+++sentiment number 表示情感极性分类结果，（2：积极；1：中性；0：消极）)

++title string 热点 热点主要资讯的标题（热点名）

++location object 热点的地域信息

+++province string 省

+++city string 市

+++region string 区/县

+++country string 国家

+++score number 分数

++insert_time string 热点写入时间

++release_time string 热点相关资讯的发布时间

++key_words object 热点的关键词

+++topic string 关键词

+++score number 分数

+++method string

+++topic_id string

++update_time string 热点的更新时间

++meta_info object 热点的元数据

+++key string 暂时为null

+++name string 暂时为null

++related_urls object 热点相关资讯（仅包含时间和url）

+++url string 相关新闻的链接

+++publish_time string 相关新闻的发布日期

+++title string 相关新闻的标题

++crawl_time string 热点资讯的抓取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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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wl_time string 热点资讯的抓取时间

++from string 热点来源，事件(event)或者资讯(vip_news)，目前只有vip_news

++entity object 热点的实体信息

+++people array 人物实体，包含0到多个字符串的列表

+++addres array 地点实体，包含0到多个字符串的列表

+++oganization array 组织实体，包含0到多个字符串的列表

++name string 热点的事件名

++url string 热点

++html_content string

++summary string 热点正文的摘要

++carrier string 热点的载体（当前全部为”web”）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
    "content": {    "content": {
        "page_index": 1,        "page_index": 1,
        "page_count": 3,        "page_count": 3,
        "data": [        "data": [
            {            {
                "domain": [                "domain": [
                    "财经"                    "财经"
                ],                ],
                "text": "近日，唐山松汀钢铁有限公司1#100吨转炉正式关停，这标志着迁安市2020年钢铁行业去产能任务提                "text": "近日，唐山松汀钢铁有限公司1#100吨转炉正式关停，这标志着迁安市2020年钢铁行业去产能任务提
前圆满完成。今年以来，迁安市坚决贯彻落实上级部门关于钢铁去产能工作的各项安排部署，扎实推进钢铁去产能工作，前圆满完成。今年以来，迁安市坚决贯彻落实上级部门关于钢铁去产能工作的各项安排部署，扎实推进钢铁去产能工作，
确保去产能按时保量、真去真退。压实目标责任，确保按时间节点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钢铁去产能确保去产能按时保量、真去真退。压实目标责任，确保按时间节点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钢铁去产能
工作，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部署，主抓市领导亲自带队到现场督导调研钢铁去产能工作，对去产能工作完成时限进工作，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部署，主抓市领导亲自带队到现场督导调研钢铁去产能工作，对去产能工作完成时限进
行了明确要求。一是迅速下达任务。唐山市下达迁安市关停去产能涉及装备为封停唐山松汀钢铁有限公司1#100吨转炉，行了明确要求。一是迅速下达任务。唐山市下达迁安市关停去产能涉及装备为封停唐山松汀钢铁有限公司1#100吨转炉，
迁安市及时将任务下达至企业及装备。二是落实镇（乡）主体责任。坚持以镇乡为责任主体、部门为监管主体、企业为实迁安市及时将任务下达至企业及装备。二是落实镇（乡）主体责任。坚持以镇乡为责任主体、部门为监管主体、企业为实
施主体。11月9日，唐山松汀钢铁有限公司上报了按时完成任务的承诺，进一步明确了任务、目标、完成时限和承担的责施主体。11月9日，唐山松汀钢铁有限公司上报了按时完成任务的承诺，进一步明确了任务、目标、完成时限和承担的责
任，保障了工作顺利开展。三是严卡时间节点。按照唐山市钢铁行业去产能工作安排部署，迁安市强化督导协调，于11月任，保障了工作顺利开展。三是严卡时间节点。按照唐山市钢铁行业去产能工作安排部署，迁安市强化督导协调，于11月
14日对承担去产能任务的装备进行关停，提前完成今年的去产能任务。周密组织，精准推动钢铁去产能工作顺利开展。迁14日对承担去产能任务的装备进行关停，提前完成今年的去产能任务。周密组织，精准推动钢铁去产能工作顺利开展。迁
安市坚持依法依规依程序，深入细致、务求精准地做好各项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地抓落实、求突破、见成效。市领导现场安市坚持依法依规依程序，深入细致、务求精准地做好各项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地抓落实、求突破、见成效。市领导现场
办公协调推动，市发改局积极作为，协调相关成员单位及镇乡、企业做好关停准备。11月14日，市政府组织发改局、工信办公协调推动，市发改局积极作为，协调相关成员单位及镇乡、企业做好关停准备。11月14日，市政府组织发改局、工信
局、应急局、生态环境迁安分局、水务局、唐山供电公司对2020年去产能关停装备唐山松汀钢铁有限公司1#100吨转炉进局、应急局、生态环境迁安分局、水务局、唐山供电公司对2020年去产能关停装备唐山松汀钢铁有限公司1#100吨转炉进
行了断水、断电、封存转炉本体，拆除氧枪等设施，并达到了《河北省钢铁行业去产能封存设备管理办法》规定的封存标行了断水、断电、封存转炉本体，拆除氧枪等设施，并达到了《河北省钢铁行业去产能封存设备管理办法》规定的封存标
准。狠抓后续工作，全力巩固去产能取得的成效。迁安市将进一步强化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全面抓好钢铁去产能各项后准。狠抓后续工作，全力巩固去产能取得的成效。迁安市将进一步强化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全面抓好钢铁去产能各项后
续工作，使去产能成果得到长期巩固。同时，积极配合省、市化解办对已化解装备进行验收，确保已封停装备不反弹、不续工作，使去产能成果得到长期巩固。同时，积极配合省、市化解办对已化解装备进行验收，确保已封停装备不反弹、不
复产。",复产。",
                "crawl_timestamp": "1605859142",                "crawl_timestamp": "1605859142",
                "query_pv": null,                "query_pv": null,
                "crawl_source": "ts.hebnews.cn",                "crawl_source": "ts.hebnews.cn",
                "website_name": "河北新闻网,地方网络,省级新闻单位",                "website_name": "河北新闻网,地方网络,省级新闻单位",
                "similar_doc_num": 9,                "similar_doc_num": 9,
                "id": "24ad6ee2d8ce4690b4065bd30647de13",                "id": "24ad6ee2d8ce4690b4065bd30647de13",
                "hot_update_time": "2020-11-21 03:57:27",                "hot_update_time": "2020-11-21 03:57:27",
                "pv": 9,                "pv": 9,
                "sentiment": {                "sentiment": {
                    "positive_prob": 0.777323,                    "positive_prob": 0.777323,
                    "confidence": 0.505162,                    "confidence": 0.505162,
                    "negative_prob": 0.222677,                    "negative_prob": 0.222677,
                    "sentiment": 2                    "sentiment": 2
                },                },
                "title": " 迁安市圆满完成今年钢铁行业去产能任务",                "title": " 迁安市圆满完成今年钢铁行业去产能任务",
                "location": {                "location": {
                    "province": "河北省",                    "province": "河北省",
                    "country": "中国",                    "country":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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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ntry": "中国",                    "country": "中国",
                    "region": "迁安市",                    "region": "迁安市",
                    "score": 0.9986461997032166,                    "score": 0.9986461997032166,
                    "city": "唐山市"                    "city": "唐山市"
                },                },
                "insert_time": "2020-11-20 17:11:36",                "insert_time": "2020-11-20 17:11:36",
                "release_time": "2020-11-20 15:59:02",                "release_time": "2020-11-20 15:59:02",
                "key_words": [                "key_words": [
                    {                    {
                        "topic": "钢铁工业",                        "topic": "钢铁工业",
                        "score": 5.15318822861,                        "score": 5.15318822861,
                        "method": "doc_keyphrase",                        "method": "doc_keyphrase",
                        "topic_id": "250c6743940c68c48249b9db29c67255"                        "topic_id": "250c6743940c68c48249b9db29c67255"
                    },                    },
                    {                    {
                        "topic": "迁安",                        "topic": "迁安",
                        "score": 3.04682087898,                        "score": 3.04682087898,
                        "method": "doc_keyphrase",                        "method": "doc_keyphrase",
                        "topic_id": "0d05aa17d083349f70fdf92817000552"                        "topic_id": "0d05aa17d083349f70fdf92817000552"
                    },                    },
                    {                    {
                        "topic": "财经",                        "topic": "财经",
                        "score": 2.66782617569,                        "score": 2.66782617569,
                        "method": "doc_keyphrase",                        "method": "doc_keyphrase",
                        "topic_id": "0f0789ec8175e891961f7e0f41f84b16"                        "topic_id": "0f0789ec8175e891961f7e0f41f84b16"
                    },                    },
                    {                    {
                        "topic": "唐山松汀钢铁有限公司",                        "topic": "唐山松汀钢铁有限公司",
                        "score": 2.66009044647,                        "score": 2.66009044647,
                        "method": "doc_keyphrase",                        "method": "doc_keyphrase",
                        "topic_id": "acdb9c1f51a7087f82389e4bfc521cc1"                        "topic_id": "acdb9c1f51a7087f82389e4bfc521cc1"
                    }                    }
                ],                ],
                "update_time": "2020-11-21 03:57:27",                "update_time": "2020-11-21 03:57:27",
                "meta_info": {                "meta_info": {
                    "name": null,                    "name": null,
                    "key": null                    "key": null
                },                },
                "related_urls": [                "related_urls": [
                    {                    {
                        "url": "http://ts.hebnews.cn/2020-11/20/content_8220309.htm",                        "url": "http://ts.hebnews.cn/2020-11/20/content_8220309.htm",
                        "publishTime": "2020-11-20T15:59:02",                        "publishTime": "2020-11-20T15:59:02",
                        "title": " 迁安市圆满完成今年钢铁行业去产能任务"                        "title": " 迁安市圆满完成今年钢铁行业去产能任务"
                    },                    },
                    {                    {
                        "url":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83869805327462655&wfr=spider&for=pc",                        "url":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83869805327462655&wfr=spider&for=pc",
                        "publishTime": "2020-11-20T17:09:00",                        "publishTime": "2020-11-20T17:09:00",
                        "title": "迁安市圆满完成今年钢铁行业去产能任务"                        "title": "迁安市圆满完成今年钢铁行业去产能任务"
                    },                    },
                    {                    {
                        "url": "http://www.96369.net/news/540/540779.html",                        "url": "http://www.96369.net/news/540/540779.html",
                        "publishTime": "2020-11-21T07:35:00",                        "publishTime": "2020-11-21T07:35:00",
                        "title": "迁安市圆满完成今年钢铁行业去产能任务"                        "title": "迁安市圆满完成今年钢铁行业去产能任务"
                    },                    },
                    {                    {
                        "url": "http://www.sohu.com/a/433353171_120219470",                        "url": "http://www.sohu.com/a/433353171_120219470",
                        "publishTime": "2020-11-21T14:07:00",                        "publishTime": "2020-11-21T14:07:00",
                        "title": "迁安市圆满完成今年钢铁行业去产能任务"                        "title": "迁安市圆满完成今年钢铁行业去产能任务"
                    },                    },
                    {                    {
                        "url": "http://www.yidianzixun.com/article/0RyLHPfz?appid=s3rd_op398&s=op398",                        "url": "http://www.yidianzixun.com/article/0RyLHPfz?appid=s3rd_op398&s=op398",
                        "publishTime": "2020-11-21T00:00:00",                        "publishTime": "2020-11-21T00:00:00",
                        "title": "迁安市圆满完成今年钢铁行业去产能任务"                        "title": "迁安市圆满完成今年钢铁行业去产能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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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 "迁安市圆满完成今年钢铁行业去产能任务"                        "title": "迁安市圆满完成今年钢铁行业去产能任务"
                    },                    },
                    {                    {
                        "url": "http://www.100ppi.com/news/detail-20201123-1741454.html",                        "url": "http://www.100ppi.com/news/detail-20201123-1741454.html",
                        "publishTime": "2020-11-23T08:10:00",                        "publishTime": "2020-11-23T08:10:00",
                        "title": "迁安市圆满完成今年钢铁行业去产能任务"                        "title": "迁安市圆满完成今年钢铁行业去产能任务"
                    },                    },
                    {                    {
                        "url": "http://futures.eastmoney.com/a/202011231710135395.html",                        "url": "http://futures.eastmoney.com/a/202011231710135395.html",
                        "publishTime": "2020-11-23T08:22:00",                        "publishTime": "2020-11-23T08:22:00",
                        "title": "迁安市圆满完成今年钢铁行业去产能任务"                        "title": "迁安市圆满完成今年钢铁行业去产能任务"
                    },                    },
                    {                    {
                        "url":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uture/indu/2020-11-23/doc-iiznezxs3200759.shtml",                        "url":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uture/indu/2020-11-23/doc-iiznezxs3200759.shtml",
                        "publishTime": "2020-11-23T08:10:00",                        "publishTime": "2020-11-23T08:10:00",
                        "title": "迁安市圆满完成今年钢铁行业去产能任务"                        "title": "迁安市圆满完成今年钢铁行业去产能任务"
                    },                    },
                    {                    {
                        "url": "http://huanbao.bjx.com.cn/news/20201123/1117316.shtml",                        "url": "http://huanbao.bjx.com.cn/news/20201123/1117316.shtml",
                        "publishTime": "2020-11-23T09:14:53",                        "publishTime": "2020-11-23T09:14:53",
                        "title": "迁安市圆满完成今年钢铁行业去产能任务"                        "title": "迁安市圆满完成今年钢铁行业去产能任务"
                    }                    }
                ],                ],
                "crawl_time": "2020-11-20 15:59:02",                "crawl_time": "2020-11-20 15:59:02",
                "from": "vip_news",                "from": "vip_news",
                "entity": {                "entity": {
                    "organization": [                    "organization": [
                        "唐山松汀钢铁有限公司",                        "唐山松汀钢铁有限公司",
                        "生态环境迁安分局",                        "生态环境迁安分局",
                        "唐山供电公司",                        "唐山供电公司",
                        "市发改局",                        "市发改局",
                        "市政府",                        "市政府",
                        "工信局",                        "工信局",
                        "市委"                        "市委"
                    ],                    ],
                    "people": [],                    "people": [],
                    "address": [                    "address": [
                        "迁安市",                        "迁安市",
                        "唐山市",                        "唐山市",
                        "河北省"                        "河北省"
                    ]                    ]
                },                },
                "name": " 迁安市圆满完成今年钢铁行业去产能任务",                "name": " 迁安市圆满完成今年钢铁行业去产能任务",
                "url": "http://ts.hebnews.cn/2020-11/20/content_8220309.htm",                "url": "http://ts.hebnews.cn/2020-11/20/content_8220309.htm",
                "html_content": "<div><div class=\"text\" id=\"content\">\r\n \r\n     \r\n\r\n    \r\n\t\t<p>近日，唐山松                "html_content": "<div><div class=\"text\" id=\"content\">\r\n \r\n     \r\n\r\n    \r\n\t\t<p>近日，唐山松
汀钢铁有限公司1#100吨转炉正式关停，这标志着迁安市2020年钢铁行业去产能任务提前圆满完成。今年以来，迁安市坚汀钢铁有限公司1#100吨转炉正式关停，这标志着迁安市2020年钢铁行业去产能任务提前圆满完成。今年以来，迁安市坚
决贯彻落实上级部门关于钢铁去产能工作的各项安排部署，扎实推进钢铁去产能工作，确保去产能按时保量、真去真退。决贯彻落实上级部门关于钢铁去产能工作的各项安排部署，扎实推进钢铁去产能工作，确保去产能按时保量、真去真退。
</p><p>压实目标责任，确保按时间节点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钢铁去产能工作，多次召开专题会议</p><p>压实目标责任，确保按时间节点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钢铁去产能工作，多次召开专题会议
进行研究部署，主抓市领导亲自带队到现场督导调研钢铁去产能工作，对去产能工作完成时限进行了明确要求。一是迅速进行研究部署，主抓市领导亲自带队到现场督导调研钢铁去产能工作，对去产能工作完成时限进行了明确要求。一是迅速
下达任务。唐山市下达迁安市关停去产能涉及装备为封停唐山松汀钢铁有限公司1#100吨转炉，迁安市及时将任务下达至下达任务。唐山市下达迁安市关停去产能涉及装备为封停唐山松汀钢铁有限公司1#100吨转炉，迁安市及时将任务下达至
企业及装备。二是落实镇（乡）主体责任。坚持以镇乡为责任主体、部门为监管主体、企业为实施主体。11月9日，唐山企业及装备。二是落实镇（乡）主体责任。坚持以镇乡为责任主体、部门为监管主体、企业为实施主体。11月9日，唐山
松汀钢铁有限公司上报了按时完成任务的承诺，进一步明确了任务、目标、完成时限和承担的责任，保障了工作顺利开松汀钢铁有限公司上报了按时完成任务的承诺，进一步明确了任务、目标、完成时限和承担的责任，保障了工作顺利开
展。三是严卡时间节点。按照唐山市钢铁行业去产能工作安排部署，迁安市强化督导协调，于11月14日对承担去产能任务展。三是严卡时间节点。按照唐山市钢铁行业去产能工作安排部署，迁安市强化督导协调，于11月14日对承担去产能任务
的装备进行关停，提前完成今年的去产能任务。</p><p>周密组织，精准推动钢铁去产能工作顺利开展。迁安市坚持依法的装备进行关停，提前完成今年的去产能任务。</p><p>周密组织，精准推动钢铁去产能工作顺利开展。迁安市坚持依法
依规依程序，深入细致、务求精准地做好各项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地抓落实、求突破、见成效。市领导现场办公协调推依规依程序，深入细致、务求精准地做好各项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地抓落实、求突破、见成效。市领导现场办公协调推
动，市发改局积极作为，协调相关成员单位及镇乡、企业做好关停准备。11月14日，市政府组织发改局、工信局、应急动，市发改局积极作为，协调相关成员单位及镇乡、企业做好关停准备。11月14日，市政府组织发改局、工信局、应急
局、生态环境迁安分局、水务局、唐山供电公司对2020年去产能关停装备唐山松汀钢铁有限公司1#100吨转炉进行了断局、生态环境迁安分局、水务局、唐山供电公司对2020年去产能关停装备唐山松汀钢铁有限公司1#100吨转炉进行了断
水、断电、封存转炉本体，拆除氧枪等设施，并达到了《河北省钢铁行业去产能封存设备管理办法》规定的封存标准。水、断电、封存转炉本体，拆除氧枪等设施，并达到了《河北省钢铁行业去产能封存设备管理办法》规定的封存标准。
</p><p>狠抓后续工作，全力巩固去产能取得的成效。迁安市将进一步强化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全面抓好钢铁去产能各</p><p>狠抓后续工作，全力巩固去产能取得的成效。迁安市将进一步强化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全面抓好钢铁去产能各
项后续工作，使去产能成果得到长期巩固。同时，积极配合省、市化解办对已化解装备进行验收，确保已封停装备不反项后续工作，使去产能成果得到长期巩固。同时，积极配合省、市化解办对已化解装备进行验收，确保已封停装备不反
弹、不复产。</p>\r\n      \r\n<p>来源：迁安市人民政府网</p>\r\n\t</div>\r\n\t\r\n\t</div>",弹、不复产。</p>\r\n      \r\n<p>来源：迁安市人民政府网</p>\r\n\t</div>\r\n\t\r\n\t</div>",
                "summary": "近日，唐山松汀钢铁有限公司1#100吨转炉正式关停，这标志着迁安市2020年钢铁行业去产能任                "summary": "近日，唐山松汀钢铁有限公司1#100吨转炉正式关停，这标志着迁安市2020年钢铁行业去产能任
务提前圆满完成。按照唐山市钢铁行业去产能工作安排部署，迁安市强化督导协调，于11月14日对承担去产能任务的装备务提前圆满完成。按照唐山市钢铁行业去产能工作安排部署，迁安市强化督导协调，于11月14日对承担去产能任务的装备
进行关停，提前完成今年的去产能任务。",进行关停，提前完成今年的去产能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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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脉络

事件脉络

接口描述

对热点事件自动追溯事件脉络，可根据时间线对热点事件来龙去脉进行全面了解。

注：请使用方注意接口使用合规性，不得利用该接口从事不合规场景的应用；如有违规使用，一经发现，AI开放平台有权立即

停止提供服务。

需要注意的是本接口仍处于邀测状态，未授权的请求无法得到结果。可以通过主页右侧的合作咨询和我们联系，获取授权。需要注意的是本接口仍处于邀测状态，未授权的请求无法得到结果。可以通过主页右侧的合作咨询和我们联系，获取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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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自动返回最近一周的最新脉络

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content string 事件、脉络的时间间，均按照时间倒排。请使用vein.summary字段，不输出vein.content正文字段

content 里热点数据的字段说明

进行关停，提前完成今年的去产能任务。",进行关停，提前完成今年的去产能任务。",
                "carrier": "web"                "carrier": "web"
            }            }
        ],        ],
        "page_size": 10        "page_size": 10
    },    },
    "log_id": 5480182127334253626    "log_id": 5480182127334253626
}}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creation/v1/event/vein_listhttps://aip.baidubce.com/rpc/2.0/creation/v1/event/vein_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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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event_name string 事件名：陈羽凡吸毒

first_vein_time string 事件脉络时间：2019-02-20T17:07:43

vein list 事件脉络

vein.content list 脉络正文段落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新闻资讯检索

新闻资讯检索

接口描述

通过对具体关键词或标题的检索，自动返回相关新闻资讯的检索结果，结果包括相关新闻发布时间、新闻标题、新闻链接、新

闻摘要、新闻正文等内容。

注：请使用方注意接口使用的合规性，不得利用该接口从事不合规场景的应用；如有违规使用，一经发现，AI开放平台有权立

即停止提供服务。

需要注意的是本接口仍处于邀测状态，未授权的请求无法得到结果。可以通过主页右侧的合作咨询和我们联系，获取授权。需要注意的是本接口仍处于邀测状态，未授权的请求无法得到结果。可以通过主页右侧的合作咨询和我们联系，获取授权。

请求说明

{ { 
 "content": [ "content": [
    {    {
     "event_name": "陈羽凡吸毒",     "event_name": "陈羽凡吸毒",
     "event_news": [     "event_news": [
     ],     ],
     "vein": [     "vein": [
       {       {
         "name": "警方责令陈羽凡社区戒毒3年",         "name": "警方责令陈羽凡社区戒毒3年",
         "key_doc": {         "key_doc": {
           "title": "陈羽凡被认定吸毒成瘾 警方责令社区戒毒3年",           "title": "陈羽凡被认定吸毒成瘾 警方责令社区戒毒3年",
           "ur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8898219802798196&wfr=spider&for=pc",           "ur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8898219802798196&wfr=spider&for=pc",
           "summary": "陈羽凡被认定吸毒成瘾",           "summary": "陈羽凡被认定吸毒成瘾",
           "content": ["陈羽凡被认定吸毒成瘾", "段落2", "段落3"],           "content": ["陈羽凡被认定吸毒成瘾", "段落2", "段落3"],
           "publishtime": "2018-12-04T13:49:06",           "publishtime": "2018-12-04T13:49:06",
           "publishTime": 1543902546,           "publishTime": 1543902546,
         },         },
       },       },
       {       {
         "name": "海泉父亲发表回应",         "name": "海泉父亲发表回应",
         "key_doc": {         "key_doc": {
           "title": "粉丝求自己别抛弃吸毒的羽凡,海泉选择沉默,海泉父亲发表回应",           "title": "粉丝求自己别抛弃吸毒的羽凡,海泉选择沉默,海泉父亲发表回应",
           "ur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8632115517919087&wfr=spider&for=pc",           "ur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8632115517919087&wfr=spider&for=pc",
           "summary": "粉丝求自己别抛弃吸毒的羽凡,海泉选择沉默,海泉父亲发表回应",           "summary": "粉丝求自己别抛弃吸毒的羽凡,海泉选择沉默,海泉父亲发表回应",
           "content": ["粉丝求自己别抛弃吸毒的羽凡,海泉选择沉默,海泉父亲发表回应", "段落2", "段落3"],           "content": ["粉丝求自己别抛弃吸毒的羽凡,海泉选择沉默,海泉父亲发表回应", "段落2", "段落3"],
           "publishtime": "2018-12-01T15:06:47",           "publishtime": "2018-12-01T15:06:47",
           "publishTime": 1543648007,           "publishTime": 1543648007,
         },         },
       }       }
     ],     ],
     "first_vein_time": "2018-12-04 13:49:06"     "first_vein_time": "2018-12-04 13:49:06"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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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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query 是 string 关键词或标题，最长50字,指定url时无效

num 否 integer 返回的资讯数量,默认100条

start_date 否 string
查询起始日期。例：20190601。不输入则默认end_date往前5个小时指定url时，为指定url

的发布日期。

end_date 否 string 查询结束日期。例：20190609。不输入则默认为当前时间

url 否 string 要检索的url

domain 否 string
资讯行业类型，可选值：娱乐,体育,财经,社会,国内,汽车,游戏,科技,国际,时尚,教育,生活,人

文,军事,房产,女人,搞笑,旅游,时政。指定url时无效。

site 否 string 资讯来源，例如：新浪、网易、百家号，会根据site值做字符串模糊匹配。指定url时无效。

need_deadlink

_detect
否 integer 是否需要进行死链检测，1为需要，0为不需要，默认为0。

need_content 否 integer 是否需要返回正文，1为需要，0为不需要，默认为1。

need_html_co

ntent
否 integer 是否需要返回html类型的正文，1为需要，0为不需要，默认为1。

Body示例Body示例

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creation/v1/search_newshttps://aip.baidubce.com/rpc/2.0/creation/v1/search_news

{{
  "query":"暴雨"         "query":"暴雨"       
}}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智能创作平台（API）

256

http://ai.baidu.com/docs#/Auth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content array 新闻资讯检索结果

content.ptime string 新闻发布时间

content.title string 新闻标题

content.url string 新闻链接

content.site string 新闻来源

content.categories object 领域类型

content.summary string 新闻摘要

content.content string 正文，仅指定url时返回

content.html_content string 正文，仅指定url且need_deadlink_and_html为1时返回

content.is_deadlink integer 是否死链，1:是，0：否，-1：不确定（可能是抓取失败）

content.sim_news object 相似新闻（指定url时长度一定为0）

content.sim_news.ptime string 相似新闻发布时间

content.sim_news.title string 相似新闻标题

content.sim_news.url string 相似新闻链接

content.sim_news.site string 相似新闻来源

error_message string 处理成功及出错时显示的相关信息

error_no integer 状态码，1表示成功，0表示失败，10001表示用户输入错误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非指定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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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URL：

{{
    "content": [    "content": [
        {        {
            "ptime": "20190604 19:52:00",            "ptime": "20190604 19:52:00",
            "title": "记者问成龙：你和吴京对打你能赢吗？成龙想都没想就说了出来",            "title": "记者问成龙：你和吴京对打你能赢吗？成龙想都没想就说了出来",
            "url": "http://3g.163.com/dy/article/EGRPML730517J895.html",            "url": "http://3g.163.com/dy/article/EGRPML730517J895.html",
            "site": "网易",            "site": "网易",
            "summary": "对于现在的影坛，成龙大哥可以说是一个很重量级的明星，以为内成龙功夫电影才如此的受欢迎，还            "summary": "对于现在的影坛，成龙大哥可以说是一个很重量级的明星，以为内成龙功夫电影才如此的受欢迎，还
有就是成龙很有奉献精神，拍电影的时候很多大胆的尝试，到现在几乎没人敢像成龙当年那样玩命的追求艺术，在这方面有就是成龙很有奉献精神，拍电影的时候很多大胆的尝试，到现在几乎没人敢像成龙当年那样玩命的追求艺术，在这方面
成龙是值得尊敬的。但是对于功夫，很多网友也是很好奇的，以为内就目前而言，功夫明星最火的就属成龙和吴京了，很成龙是值得尊敬的。但是对于功夫，很多网友也是很好奇的，以为内就目前而言，功夫明星最火的就属成龙和吴京了，很
多人都在议论两个人的功夫，因为都是练家子，所以都有自己的核心绝招，不光是网友很好奇，就连娱乐圈的娱乐记者也多人都在议论两个人的功夫，因为都是练家子，所以都有自己的核心绝招，不光是网友很好奇，就连娱乐圈的娱乐记者也
是很感兴趣。为此，记者问成龙：你和吴京对打你能赢吗？成龙想都没想就说了出来，成龙说：年轻的时候我绝对可以，是很感兴趣。为此，记者问成龙：你和吴京对打你能赢吗？成龙想都没想就说了出来，成龙说：年轻的时候我绝对可以，
但是现在不行了，身体不如以前灵活了，吴京他很优秀，他的电影也很好看，现在是他们的时代了，很多人没想到成龙想但是现在不行了，身体不如以前灵活了，吴京他很优秀，他的电影也很好看，现在是他们的时代了，很多人没想到成龙想
都没想就说了出来，也看得出来成龙很是看好吴京。",都没想就说了出来，也看得出来成龙很是看好吴京。",
            "sim_news": [],            "sim_news": [],
            "categories": {            "categories": {
                "score": 0.939693,                "score": 0.939693,
                "tag": "娱乐"                "tag": "娱乐"
            }            }
        },        },
        {        {
            "ptime": "20190604 18:19:00",            "ptime": "20190604 18:19:00",
            "title": "许志安记招背后的金牌经纪人，曾捧红杨千嬅，吴京有今天也靠他",            "title": "许志安记招背后的金牌经纪人，曾捧红杨千嬅，吴京有今天也靠他",
            "url": "http://3g.163.com/dy/article/EGRKBU8C0517EGC5.html",            "url": "http://3g.163.com/dy/article/EGRKBU8C0517EGC5.html",
            "site": "网易",            "site": "网易",
            "summary": "当然，许志安开记招的背后，离不开他的团队，尤其是他的经纪人黄柏高。这个经纪人不但在记招上            "summary": "当然，许志安开记招的背后，离不开他的团队，尤其是他的经纪人黄柏高。这个经纪人不但在记招上
全程陪同许志安，在安心出轨事件发生后还屡次替许志安说话：“希望大家原谅他，他一次犯错，一时糊涂，希望不要判他全程陪同许志安，在安心出轨事件发生后还屡次替许志安说话：“希望大家原谅他，他一次犯错，一时糊涂，希望不要判他
死刑，过往他都做过不少公益事，都不想他一败涂地。”今天迷姐就跟大家聊聊，这位素有“金牌经纪人”之称的黄柏高。作死刑，过往他都做过不少公益事，都不想他一败涂地。”今天迷姐就跟大家聊聊，这位素有“金牌经纪人”之称的黄柏高。作
为金牌经纪人，黄柏高的“造星”能力让人惊叹，他曾捧红陈慧琳，杨千嬅等天后级别的明星，而许志安也是继四大天王之为金牌经纪人，黄柏高的“造星”能力让人惊叹，他曾捧红陈慧琳，杨千嬅等天后级别的明星，而许志安也是继四大天王之
后香港力捧的歌手。1995年，黄柏高离开华纳唱片，转投现环球唱片旗下新成立的正东唱片，其间成功捧红了许志安，陈后香港力捧的歌手。1995年，黄柏高离开华纳唱片，转投现环球唱片旗下新成立的正东唱片，其间成功捧红了许志安，陈
慧琳及杨千嬅等旧人和新人。黄柏高63岁生日时，群星到场祝贺的合照，其中就有杨千嬅。再此不得不提另一个人——吴慧琳及杨千嬅等旧人和新人。黄柏高63岁生日时，群星到场祝贺的合照，其中就有杨千嬅。再此不得不提另一个人——吴
京。吴京今天的成就，除了与他自身的努力外，黄柏高于他而言也有知遇之恩。",京。吴京今天的成就，除了与他自身的努力外，黄柏高于他而言也有知遇之恩。",
            "sim_news": [            "sim_news": [
            {            {
                "ptime": "20190604 18:19:00",                "ptime": "20190604 18:19:00",
                "title": "许志安记招背后的金牌经纪人，曾捧红杨千嬅，吴京有今天也靠他",                "title": "许志安记招背后的金牌经纪人，曾捧红杨千嬅，吴京有今天也靠他",
                "url": "http://www.sohu.com/a/318541487_120104151",                "url": "http://www.sohu.com/a/318541487_120104151",
                "site": "搜狐网"                "site": "搜狐网"
            }            }
            ],            ],
            "categories": {            "categories": {
                "score": 0.927864,                "score": 0.927864,
                "tag": "娱乐"                "tag": "娱乐"
            }            }
        }        }
    ],    ],
    "status": 1,    "status": 1,
    "error_message": "success"    "error_message": "succ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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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地域识别

资讯地域识别

接口描述

可对文章的标题和正文进行深度分析，识别并输出分级地域信息，如国家、省份、城市等；主要应用在新闻内容分发的个性化

推荐、话题聚合等场景。

注：请使用方注意接口使用的合规性，不得利用该接口从事不合规场景的应用；如有违规使用，一经发现，AI开放平台有权立

即停止提供服务。

需要注意的是本接口仍处于邀测状态，未授权的请求无法得到结果。可以通过主页右侧的合作咨询和我们联系，获取授权。需要注意的是本接口仍处于邀测状态，未授权的请求无法得到结果。可以通过主页右侧的合作咨询和我们联系，获取授权。

请求说明

{{
  "content": [  "content": [
    {    {
      "is_deadlink": 0,      "is_deadlink": 0,
      "ptime": "20200714 17:38:00",      "ptime": "20200714 17:38:00",
      "title": "A股：重大利空，7.14日晚间，13家上市公司突发重大利空消息",      "title": "A股：重大利空，7.14日晚间，13家上市公司突发重大利空消息",
      "url":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72184626351152458&wfr=spider&for=pc",      "url":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72184626351152458&wfr=spider&for=pc",
      "html_content": "<div><div class=\"article \" id=\"article\" data-islow-browser=\"0\"><div class=\"article-      "html_content": "<div><div class=\"article \" id=\"article\" data-islow-browser=\"0\"><div class=\"article-
content\"><p><span class=\"bjh-h3\">7月14日晚间13股发布重大利空公告</span></p><p><span class=\"bjh-p\">content\"><p><span class=\"bjh-h3\">7月14日晚间13股发布重大利空公告</span></p><p><span class=\"bjh-p\">
一、名臣健康：锦煌投资拟减持公司不超3%股份。</span></p><p><span class=\"bjh-p\">二、华信新材：2股东拟清仓一、名臣健康：锦煌投资拟减持公司不超3%股份。</span></p><p><span class=\"bjh-p\">二、华信新材：2股东拟清仓
减持 合计不超过总股本2.48%。</span></p><p><span class=\"bjh-p\"><span class=\"bjh-strong\">三、深交所：湖南减持 合计不超过总股本2.48%。</span></p><p><span class=\"bjh-p\"><span class=\"bjh-strong\">三、深交所：湖南
千山制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span></span></p><p><span class=\"bjh-p\">四、上海新阳：预计公司上千山制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span></span></p><p><span class=\"bjh-p\">四、上海新阳：预计公司上
半年净利润为2300万元–2700万元，同比下降90.25%-91.69%。</span></p><p><span class=\"bjh-p\">五、万达电半年净利润为2300万元–2700万元，同比下降90.25%-91.69%。</span></p><p><span class=\"bjh-p\">五、万达电
影：预计上半年净利润亏损15亿-16亿元，上年同期盈利5.24亿元。</span></p><p><span class=\"bjh-p\">六、信立影：预计上半年净利润亏损15亿-16亿元，上年同期盈利5.24亿元。</span></p><p><span class=\"bjh-p\">六、信立
泰：带量采购价格趋同 上半年净利预降65%-70%。</span></p><p><span class=\"bjh-p\">七、*ST新光：预计公司上泰：带量采购价格趋同 上半年净利预降65%-70%。</span></p><p><span class=\"bjh-p\">七、*ST新光：预计公司上
半年净利润亏损3.1亿—3.5亿元，上年同期净利润亏损1.22亿元。</span></p><p><span class=\"bjh-p\">八、森远股半年净利润亏损3.1亿—3.5亿元，上年同期净利润亏损1.22亿元。</span></p><p><span class=\"bjh-p\">八、森远股
份：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郭松森拟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6%。</span></p><p><span份：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郭松森拟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6%。</span></p><p><span  
class=\"bjh-p\">九、赣能股份：上半年净利同比预降3.05%–19.08%。</span></p><p><span class=\"bjh-p\">十、中class=\"bjh-p\">九、赣能股份：上半年净利同比预降3.05%–19.08%。</span></p><p><span class=\"bjh-p\">十、中
国长城：预计上半年净利润亏损2.6亿-3.6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1.43亿元。</span></p><p><span class=\"bjh-p\">十国长城：预计上半年净利润亏损2.6亿-3.6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1.43亿元。</span></p><p><span class=\"bjh-p\">十
一、兴业矿业：预计公司上半年净利润亏损1.7亿—2亿元，上年同期亏损7804.17万元。</span></p><p><span一、兴业矿业：预计公司上半年净利润亏损1.7亿—2亿元，上年同期亏损7804.17万元。</span></p><p><span  
class=\"bjh-p\">十二、宜华健康：预计上半年亏损1亿—1.5亿元。</span></p><p><span class=\"bjh-p\">十三、峨眉class=\"bjh-p\">十二、宜华健康：预计上半年亏损1亿—1.5亿元。</span></p><p><span class=\"bjh-p\">十三、峨眉
山A：预计上半年亏损1.2亿—1.4亿元。</span></p><div class=\"img-container\"><img class=\"large\" data-山A：预计上半年亏损1.2亿—1.4亿元。</span></p><div class=\"img-container\"><img class=\"large\" data-
loadfunc=\"0\" src=\"http://t12.baidu.com/it/u=3680983814,790233942&amp;fm=173&amp;app=25&amp;f=JPEG?loadfunc=\"0\" src=\"http://t12.baidu.com/it/u=3680983814,790233942&amp;fm=173&amp;app=25&amp;f=JPEG?
w=640&amp;h=577&amp;s=178EF002C01C5FED48B0CD5F030020F1\" data-loaded=\"0\"><span class=\"bjh-image-w=640&amp;h=577&amp;s=178EF002C01C5FED48B0CD5F030020F1\" data-loaded=\"0\"><span class=\"bjh-image-
caption\">图一</span></div><p><span class=\"bjh-p\">免责声明：以上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caption\">图一</span></div><p><span class=\"bjh-p\">免责声明：以上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
议！</span></p></div><audio id=\"musicAudio\" data-play-index><source></source></audio></div></div>",议！</span></p></div><audio id=\"musicAudio\" data-play-index><source></source></audio></div></div>",
      "site": "百家号",      "site": "百家号",
      "summary": "",      "summary": "",
      "content": "7月14日晚间13股发布重大利空公告\n一、名臣健康：锦煌投资拟减持公司不超3%股份。\n二、华信新      "content": "7月14日晚间13股发布重大利空公告\n一、名臣健康：锦煌投资拟减持公司不超3%股份。\n二、华信新
材：2股东拟清仓减持 合计不超过总股本2.48%。\n三、深交所：湖南千山制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n四、材：2股东拟清仓减持 合计不超过总股本2.48%。\n三、深交所：湖南千山制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n四、
上海新阳：预计公司上半年净利润为2300万元–2700万元，同比下降90.25%-91.69%。\n五、万达电影：预计上半年净上海新阳：预计公司上半年净利润为2300万元–2700万元，同比下降90.25%-91.69%。\n五、万达电影：预计上半年净
利润亏损15亿-16亿元，上年同期盈利5.24亿元。\n六、信立泰：带量采购价格趋同 上半年净利预降65%-70%。\n七、利润亏损15亿-16亿元，上年同期盈利5.24亿元。\n六、信立泰：带量采购价格趋同 上半年净利预降65%-70%。\n七、
*ST新光：预计公司上半年净利润亏损3.1亿—3.5亿元，上年同期净利润亏损1.22亿元。\n八、森远股份：公司控股股*ST新光：预计公司上半年净利润亏损3.1亿—3.5亿元，上年同期净利润亏损1.22亿元。\n八、森远股份：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郭松森拟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6%。\n九、赣能股份：上半年净利同比预降3.05%–东、实际控制人郭松森拟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6%。\n九、赣能股份：上半年净利同比预降3.05%–
19.08%。\n十、中国长城：预计上半年净利润亏损2.6亿-3.6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1.43亿元。\n十一、兴业矿业：预计19.08%。\n十、中国长城：预计上半年净利润亏损2.6亿-3.6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1.43亿元。\n十一、兴业矿业：预计
公司上半年净利润亏损1.7亿—2亿元，上年同期亏损7804.17万元。\n十二、宜华健康：预计上半年亏损1亿—1.5亿元。公司上半年净利润亏损1.7亿—2亿元，上年同期亏损7804.17万元。\n十二、宜华健康：预计上半年亏损1亿—1.5亿元。
\n十三、峨眉山A：预计上半年亏损1.2亿—1.4亿元。",\n十三、峨眉山A：预计上半年亏损1.2亿—1.4亿元。",
      "sim_news": [],      "sim_news": [],
      "categories": {}      "categories": {}
    }    }
  ],  ],
  "status": 1,  "status": 1,
  "error_message": "success"  "error_message": "succ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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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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资讯列

表
是 list 必选，否则返回空结果

id 否 string 新闻id，用于区分同title不同新闻；合法id=“ID字符”格式。如800001/EAXX001”格式，

title 是 string
新闻标题，必选，否则无结果；如“港珠澳大桥建成通车”。建议长度需小于100字符数（即200字

节）

content 是 list
新闻正文列表（同一条新闻可有多篇报道），必选，否则结果为空。如：“文章内容”；字段无长度

限制，建议长度需<=10万字符（即<=20万字节）

Body请求示例:

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content list 资讯地域生成结果，抽取失败location字段为{}

result.location string country:国家；province:省份； city:市 ；region:区（县）；address:地址 ；core:置信度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creation/v1/location_extracthttps://aip.baidubce.com/rpc/2.0/creation/v1/location_extract

{  {  
       "title": "安徽蚌埠“建功珠城”职工技能赛开赛",       "title": "安徽蚌埠“建功珠城”职工技能赛开赛",
       "content": ["中工网讯5月31日，2019年“建功珠城”全市职工技能比赛在安徽机电技师学院拉开帷幕。蚌埠市委常       "content": ["中工网讯5月31日，2019年“建功珠城”全市职工技能比赛在安徽机电技师学院拉开帷幕。蚌埠市委常                
委、副市长胡启望出席并宣布比赛启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萍，市政协副主席、市总工会主席杨金城，安徽机电技师委、副市长胡启望出席并宣布比赛启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萍，市政协副主席、市总工会主席杨金城，安徽机电技师
学      院院长黄文，市人社局党组成员、总经济师厉光林出席启动仪式。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周海清主持仪式。"]   学      院院长黄文，市人社局党组成员、总经济师厉光林出席启动仪式。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周海清主持仪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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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及排查
错误码

错误码

智能创作平台

{{

    "id": "",    "id": "",

    "log_id": 1056900354671414229,    "log_id": 1056900354671414229,
    "location": {    "location": {

        "province": "安徽省",        "province": "安徽省",

        "country": "中国",        "country": "中国",
        "region": "蚌山区",        "region": "蚌山区",

        "score": 0.8381164073944092,        "score": 0.8381164073944092,
        "city": "蚌埠市"        "city": "蚌埠市"

    },    },

    "title": "安徽蚌埠“建功珠城”职工技能赛开赛"    "title": "安徽蚌埠“建功珠城”职工技能赛开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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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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994340）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2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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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994340）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 Unsupported openapi method 调用的API不存在，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4 Open api request limit reached 集群超限额

6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data 无权限访问该用户数据

17 Open api daily request limit reached 每天请求量超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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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了无效或错误参数，请检查代码

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Access Token失效

111 Access token expired Access token过期

500 系统异常，请稍后重试！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216100 invalid param 请求中包含非法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216303 任务超时，请重新尝试 当等待超过15分钟时，进行任务超时报错

216401 internal error 请求频率超限

216630 recognize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工单联系技术

支持

282003
invalid parameter(s)miss required

request parameter
缺少必要参数

282004 invalid parameter(s) 请求中包含非法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282352 access denied 请求总量超限额

282501 input text length invalid 单个实体的字符串长度超限

8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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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776967）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80002 参数格式错误 请检查参数格式，或模板中的数据变量格式错误等

80003 参数编码错误, 请使用UTF-8编码 编码错误，请使用UTF-8编码

83002 查询项目信息失败, 请稍后重试 查询项目信息失败, 请再次请求

83006 查询数据源信息失败, 请稍后重试 查询数据源信息失败, 请再次请求

83009 查询变量信息失败, 请稍后重试 查询变量信息失败, 请再次请求

83012 查询模板信息失败, 请稍后重试 查询模板信息失败, 请再次请求

83015 查询模板内容信息失败, 请稍后重试 查询模板内容信息失败, 请再次请求

83019
模板未生效, 请先将模板置为生效状

态时
没有生效模板，请先将项目中的模板置为生效状态

83020 文章生成失败, 请稍后重试 获取数据源信息失败等各种原因，请再次请求

83024
当前用户信息不一致, 请检查登录用

户
该项目id的用户与调用接口的用户信息不一致

AI作画高级版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智能创作平台（API）

262



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错误描述错误描述

282004 invalid parameter(s) 请求中包含非法参数或字数超限，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282003 miss required request parameter 缺少必要参数

17 online flow control 日配额流量超限

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 超限额

216630 recognize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工单联系技术支

持

501 sub_task_error_code 参数返回 文本黄反拦截

201 sub_task_error_code 参数返回 模型生图失败

216100 invalid parameter 无效参数 参数不满足格式要求

4 请求超限 错误信息为中文的“请求超限”指所有用户提交的AI作画总数超限制

13 QPS超限 错误信息为中文的“QPS超限”指单个用户使用提交请求接口的QPS超限

15 并发超限 错误信息为中文的“并发超限”指单个用户使用AI作画的并发超限

17 用量超限 错误信息为中文的“用量超限”指单个用户使用AI作画的用量超限

常见问题

常见问题

产品使用相关

Q1：如何单独使用智能春联、智能写诗、新闻摘要等功能?Q1：如何单独使用智能春联、智能写诗、新闻摘要等功能?

以上功能可以通过API接口单独调用。具体调用形式在可以参考技术文档中的API使用文档。其中智能春联、智能写诗、新闻

摘要仍处邀测功能，可以通过AI平台首页下方的『合作咨询』或是点击首页的『服务提供方式』来申请开通使用。

Q2：文章进行自动纠错，需要的触发条件?Q2：文章进行自动纠错，需要的触发条件?

在写作的编辑界面内，当写完一个段落按下回车，或未操作3秒以上，系统可自动为用户段落进行纠错。

Q3：同义表达能否推荐词汇?Q3：同义表达能否推荐词汇?

在同义表达中，如果enter输入词汇，则系统会将您输入的词汇添加到同义词表里，生成文章时随机替代智能字段。若希望

推荐，可以将鼠标悬浮于已添加的词汇，点击展现的『同』图标，系统会自动在同义词表里添加一些同义词。如果对添加的

不满意，可以点击『垃圾箱』标志删除。

Q4：分支推导是否只能是数量作为判断条件?Q4：分支推导是否只能是数量作为判断条件?

可以将文本作为判断条件，若数据源的文本数据匹配某个设定好的词句文本，则可以将智能字段替换成条件下的展示文本。

Q5：Api文档中提到的Project_id在哪里获取?Q5：Api文档中提到的Project_id在哪里获取?

我的项目下-生成记录里，左上角的位置有项目ID。

Q6：热点发现的时间维度?Q6：热点发现的时间维度?

该能力的有效时间为按天维度，即当天最新热点资讯。

Q7：热点发现中的热度值是如何计算的?Q7：热点发现中的热度值是如何计算的?

热点发现中的热度值是根据资讯相关报道数来进行计算。

Q8：如何定义事件脉络?Q8：如何定义事件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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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的事件>2个时间点发展的动向，将会定义为“事件脉络“，即可以脉络形式追本溯源。

跟踪的事件< 2个时间点,将被定义为资讯。资讯可通过热点发现接口来监控。

Q9：可自动生成摘要的条件?Q9：可自动生成摘要的条件?

该文章有标题，同时正文达到200字以上，可以生成摘要。

账户相关

Q1：需要使用什么账号登录?Q1：需要使用什么账号登录?

您需要拥有一个百度账号，用来登录百度云，可以点击此处注册百度账户。如您以前拥有百度推广账户，同样可以登录百度

云。

Q2：注册百度账户时收不到验证码怎么办？Q2：注册百度账户时收不到验证码怎么办？

由于欠费停机、存储信息已满、信号网络延迟等原因没有及时收到验证码，这时请检查您的手机及话费余额，保证手机可正

常接收短信后，请尝试重新获取验证码。目之上，右上角会展示编辑和删除按钮。编辑可以修改项目的名称和场景。删除则

删除整个项目。

Q3：为什么登录到百度云还要填写手机号、邮箱等信息?Q3：为什么登录到百度云还要填写手机号、邮箱等信息?

如果您是初次使用百度云，我们需要收集一些您的几个核心信息，用于做开发者认证，这些信息也会作为您使用产品过程

中，我们与您取得联系的重要联系方式。如您之前已经是百度云用户、百度开发者中心用户，此步骤将会自动省略。

Q4：我以前是百度开发者中心用户，还需要进行开发者认证么？Q4：我以前是百度开发者中心用户，还需要进行开发者认证么？

不需要。我们会自动同步您的开发者信息，但是为保证后续使用中可以及时联系到您，可能会提示您重新补充最新的开发者

信息（手机号等）。

Q5：如有问题如何与工作人员取得联系？Q5：如有问题如何与工作人员取得联系？

我们为您提供3种联系方式，便于您随时随地联系我们：QQ群：743926523 ；智能写作主页下方的合作咨询；智能写作平

台页下方的工单系统；

文心AI作画服务协议

欢迎您使用智能创作平台 文心AI作画 接口服务！

本协议是您与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百度”）就AI作画接口服务使用所共同缔结的、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的有

效契约。在使用AI作画接口服务之前，请您仔细阅读本协议的全部内容（特别是以加粗字体加粗字体标注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免除或包括但不限于免除或

者限制百度责任的条款、对您的权利进行限制的条款、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条款等）。当您通过在线勾选或点击网络页面的按者限制百度责任的条款、对您的权利进行限制的条款、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条款等）。当您通过在线勾选或点击网络页面的按

钮时，即表示您已仔细阅读本协议全部条款并同意接受本协议约束，包括但不限于本协议和百度不时发布的关于AI作画接口服钮时，即表示您已仔细阅读本协议全部条款并同意接受本协议约束，包括但不限于本协议和百度不时发布的关于AI作画接口服

务的公告、通知、规范等。如果您不同意接受本协议的内容，请不要进行后续操作。本协议未尽事宜，以《百度智能云用户服务的公告、通知、规范等。如果您不同意接受本协议的内容，请不要进行后续操作。本协议未尽事宜，以《百度智能云用户服

务协议》、《百度AI开放平台服务协议》等协议约定为准；如本协议与《百度智能云用户服务协议》、《百度AI开放平台服务务协议》、《百度AI开放平台服务协议》等协议约定为准；如本协议与《百度智能云用户服务协议》、《百度AI开放平台服务

协议》等其他协议文本约定不一致的，以本协议文本为准。协议》等其他协议文本约定不一致的，以本协议文本为准。

1. 定义

1.1 本协议中的“您”是指所有使用AI作画接口服务的主体，包括但不限于个人、团队、公司、组织等，本协议中也称为“客户”、

“开发者”。

1.2 本协议中“AI作画接口服务”（也称为“本服务”）指百度向您提供的由人工智能模型基于您输入的文字query生成图片的接口服

务，具体服务内容以您实际使用的内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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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本协议中“生成图片”指百度人工智能模型基于文字query生成的图片。

2. 服务费用

2.1 线上下单的，AI作画接口服务的计费及结算方式以下单页面展示为准；线下下单的，AI作画接口服务的计费及结算方式以您

与百度线下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3. 您的权利义务

3.1 您同意遵守本协议以及服务展示页面的相关管理规范及流程。您了解上述协议及规范等的内容可能会不时变更。如本协议

的任何内容发生变动，百度将提前在服务展示页面的适当版面通知您。如您继续使用AI作画接口服务，则视为您同意接受修改如您继续使用AI作画接口服务，则视为您同意接受修改

后的协议的约束。后的协议的约束。

3.2 您必须在完成实名认证后方可使用AI作画接口服务。

3.3 您承诺遵守以下服务使用规范：

3.3.1 您保证严格按照本协议使用本服务，并且不会利用本服务进行任何违法或不当的活动，制作、发布、传送或分享含有下

列内容之一的信息：

(1) 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2) 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

(3) 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

(4) 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

(5) 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的；

(6) 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

(7) 散布淫秽、色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

(8) 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利的；

(9) 含有虚假、诈骗、有害、胁迫、侵害他人隐私、骚扰、侵害、中伤、粗俗、猥亵、或其它道德上令人反感的内容；

(10) 含有中国或其您所在国国家管辖法所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条例以及任何具有法律效力之规范所限制或禁止的其它内

容的。

3.3.2 您同意并承诺，在使用本服务时，不会披露任何保密、敏感或个人信息。

3.3.3 您承诺使用本服务时不会输入政治相关及违反法律法规的内容，且您输入的内容不会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

3.3.4 您使用本服务不得侵害他人权益（包括但不限于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肖像权等知识产权与其他权益）。同时，您您

同意并承诺，您使用本服务所提供、使用的文本内容已获得了充分、必要且有效的合法许可及授权。同意并承诺，您使用本服务所提供、使用的文本内容已获得了充分、必要且有效的合法许可及授权。

3.4 您应当对使用本服务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进行必要审查，并由您承担由此产生的所有责任。您确认并同意，百度不会因3.4 您应当对使用本服务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进行必要审查，并由您承担由此产生的所有责任。您确认并同意，百度不会因

为本服务或您使用本服务违反本协议约定，而需要承担任何责任。为本服务或您使用本服务违反本协议约定，而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4. 百度的权利义务

4.1 您理解并且同意，为持续改善本服务，除非有相反证明，您使用本服务上传、发布或传输内容即代表了您有权且同意在全

世界范围内，永久性的、不可撤销的、免费的授予百度及其关联方的全部产品或服务对该内容的存储、使用、发布、复制、修

改、改编、出版、翻译、据以创作衍生作品、传播、表演和展示等权利；将内容的全部或部分编入其他任何形式的作品、媒

体、技术中的权利；对您的上传、发布的内容进行商业开发的权利；通过有线或无线网络向计算机终端、移动通讯终端（包括

但不限于便携式通讯设备如手机和智能平板电脑等）、手持数字影音播放设备、电视接收设备 （模拟信号接收设备、数字信号

接收设备、数字电视、IPTV、电视机机顶盒、视频投影仪、车载电视、互联网电视/OTT终端、智能电视等带互联网接入功能的

播放设备等） 等提供信息的下载、点播、数据传输、移动视频业务（包括但不限于SMS、MMS、WAP、IVR、Streaming、手机

视频等无线服务）及其相关宣传和推广等服务的权利及其相关宣传和推广等服务的权利；以及再授权给其他第三方以上述方式

使用的权利。

4.2 百度可以在发现存在异常使用时立即暂停服务，您应在接到百度通知后积极核实异常情况，并将核查的真实、完整情况及

异常原因告知百度，以便百度判断是否恢复服务。

5. 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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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您认可百度向您提供的任何资料、技术或技术支持、软件、服务、内容、数据、代码、用户界面以及与其相关的任何衍生

作品的知识产权均属于百度或第三方权利人所有。除百度或第三方权利人明示同意外，您无权复制、传播、转让、许可或提供

他人使用上述资源，否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5.2 基于AI作画接口服务生成的图片，其知识产权及相关权益归属百度，您可以在合法合规的范围内使用您输入文字query后生

成的图片。未经百度及相关权利人（如有）书面许可，您不得以任何形式授权第三方使用生成图片，也不得基于生成图片创造

相关衍生作品。

6. 免责声明及责任限制

6.1 您确认并知悉AI作画接口服务生成的所有内容都是由人工智能模型生成，百度对其生成内容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功能性不6.1 您确认并知悉AI作画接口服务生成的所有内容都是由人工智能模型生成，百度对其生成内容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功能性不

做任何保证，并且其生成的内容不代表百度的态度或观点。百度的服务来自于法律法规允许的包括但不限于公开互联网等信息做任何保证，并且其生成的内容不代表百度的态度或观点。百度的服务来自于法律法规允许的包括但不限于公开互联网等信息

积累，并已经过不断的自动及人工敏感数据过滤，但仍不排除其中部分信息具有瑕疵、不合理或引发不快。遇有此情形的，欢积累，并已经过不断的自动及人工敏感数据过滤，但仍不排除其中部分信息具有瑕疵、不合理或引发不快。遇有此情形的，欢

迎并感谢您随时通过迎并感谢您随时通过工单渠道工单渠道向百度进行反馈。向百度进行反馈。

6.2 我们尊重并保护所有使用本服务的开发者的个人隐私，但特此提醒您：您确认使用本服务时输入的内容将不包含您的个人6.2 我们尊重并保护所有使用本服务的开发者的个人隐私，但特此提醒您：您确认使用本服务时输入的内容将不包含您的个人

信息。信息。

6.3 百度以现状及当前功能提供AI作画接口服务。百度不保证AI作画接口服务在操作上不会中断或没有错误。您同意在自己承担6.3 百度以现状及当前功能提供AI作画接口服务。百度不保证AI作画接口服务在操作上不会中断或没有错误。您同意在自己承担

风险的情况下，按AI作画接口服务的现状及当前功能使用相关服务。风险的情况下，按AI作画接口服务的现状及当前功能使用相关服务。

6.4 百度有权因为业务发展或法律法规的变动而随时对本服务的内容和/或提供方式进行变动，或者暂停或终止本服务。您同意6.4 百度有权因为业务发展或法律法规的变动而随时对本服务的内容和/或提供方式进行变动，或者暂停或终止本服务。您同意

百度将不对因上述情况导致的任何后果，向您或第三方承担任何责任。百度将不对因上述情况导致的任何后果，向您或第三方承担任何责任。

6.5 您知悉，百度无法确保生成图片能够符合您的预期及使用需求，您不得以生成图片不满足需求等为由要求百度进行退款或6.5 您知悉，百度无法确保生成图片能够符合您的预期及使用需求，您不得以生成图片不满足需求等为由要求百度进行退款或

赔偿。赔偿。

7. 违约责任

7.1 若您违反本协议任何约定，则百度有权随时单方面终止服务，且百度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同时，您应当赔偿百度因您的违7.1 若您违反本协议任何约定，则百度有权随时单方面终止服务，且百度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同时，您应当赔偿百度因您的违

约行为遭受的全部损失。约行为遭受的全部损失。

7.2 任何情况下，百度均不就因本服务所发生的任何间接性、后果性、惩戒性、偶然性、特殊性的损害(包括但不限于您使用本7.2 任何情况下，百度均不就因本服务所发生的任何间接性、后果性、惩戒性、偶然性、特殊性的损害(包括但不限于您使用本

服务而遭受的利润损失)承担任何责任(即使您已事先被告知该等损害发生的可能性)，本协议下百度所承担的赔偿责任总额不超服务而遭受的利润损失)承担任何责任(即使您已事先被告知该等损害发生的可能性)，本协议下百度所承担的赔偿责任总额不超

过违约服务对应之服务费/合同金额总额。过违约服务对应之服务费/合同金额总额。

8. 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

8.1 除双方另有约定外，本协议之解释与适用，以及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予以处理(不包含冲突

法)，并由百度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百度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

9. 其他

9.1 如果任何条款在性质上或其他方面理应地在本协议终止时继续存在，那么应视为继续存在的条款，这些条款包括但不局限

于保证条款、保密条款、知识产权条款、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条款。

9.2 本协议项下，百度对您的所有通知均可通过网页公告、网站信、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任一方式进行；该等通知于发送之9.2 本协议项下，百度对您的所有通知均可通过网页公告、网站信、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任一方式进行；该等通知于发送之

日即视为已送达收件人。日即视为已送达收件人。

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更新日期：2022年12月26日

生效日期：2022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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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义

在体验页面输入的所有文本内容。

二、形式

细节词可以任意组合，修饰词可以限定一种风格，也可以限定多种风格，遵循的基本原则是符合正常的中文语法逻辑即可。

三、示例

蒙娜丽莎，赛博朋克，宝丽来，33毫米，蒸汽波艺术

「公式」= 图片主体，细节词，修饰词「公式」= 图片主体，细节词，修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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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焰，凤凰，少女，未来感，高清，3d，精致面容，cg感，古风，唯美，毛发细致，上半身立绘

巨狼，飘雪，蓝色大片烟雾，毛发细致，烟雾缭绕，高清，3d，cg感，侧面照

浮世绘日本科幻哑光绘画，概念艺术，动漫风格神道寺禅园英雄动作序列，包豪斯

四、修饰词

好的修饰词可以让图片生成的效果更好，基于产业级知识增强的文心大模型，用户可以通过输入独特且特征明显的修饰词，来

达到更高质量的图片生成。

1、效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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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g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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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厚涂风格 / 厚涂版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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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古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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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精致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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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穆夏 / 穆夏风格

6）机械感 / 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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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宫崎骏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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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烟雾 / 烟雾缭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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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皮克斯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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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拟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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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剪纸叠加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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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色彩斑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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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城市印象 & 圆形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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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上半身立绘 / 人物立绘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智能创作平台（API）

282



15）电影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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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扁平化设计 / 扁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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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logo设计 / 简约logo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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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细节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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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毛发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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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风格词参考

复古未来主义风格 / 海滩兔风格 / 抽象技术风格 / 酸性精灵风格 / 古埃及风格 / 风帽风格 / 装饰艺术风格 / 极光风格 / 秋天

风格 / 巴洛克风格 / 摩托车手风格 / 碎核风格 / 纸箱风格 / 未来主义风格 / 孟菲斯公司风格 / 立体主义风格 / 赛博朋克风格 /

黑暗自然主义风格 / 表现主义风格 / 野兽派风格 / 鬼魂风格 / 嘻哈风格 / 嬉皮士风格 / 幻象之城风格 / 印象主义风格 / 卡瓦

伊风格 / 美人鱼风格 / 极简主义风格 / 水井惠郎风格 / 苔藓风格 / 新浪潮风格 / 迷宫物语风格 / 仙女风格 / 粉彩朋克风格 /

照片写实风格 / 粉红公主风格 / 海盗风格 / 像素可爱风格 / 波普艺术风格 / 史前遗迹风格 / 迷幻风格 / 雨天风格 / 湿漉漉的

风格 / 浮世绘风格 / 矢量心风格 / 维京人风格 / 女巫店风格 / 后印象主义 / 素人主义

3、艺术词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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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类型艺术类型 艺术家艺术家 常用艺术风格常用艺术风格

肖像画 文森特·梵高 印象主义

风景画 尼古拉斯·罗伊里奇 现实主义

风俗画 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 浪漫主义

宗教绘画 克劳德·莫内 表现主义

抽象画 彼得·孔查洛夫斯基 后印象主义

都市风景画 卡米尔·毕沙罗 象征主义

素描与草图 约翰·辛格·萨金特 新艺术主义

静物 伦勃朗 巴洛克风格

插画 马克·夏加尔 抽象表现主义

巴勃罗·毕加索 北欧文艺复兴

古斯塔夫·多雷 素人艺术，原始主义

阿尔布雷特·丢勒 立体主义

鲍里斯·库斯妥基耶夫 洛可可

埃德加·德加 色域绘画

波普艺术

文艺复兴开端

文艺复兴全盛期

极简主义

矫饰主义

文艺复兴晚期

4、摄影词参考

浅景深 / 仰拍 / 负像 / 动态模糊 / 微距 / 高反差 / 双色版 / 中心构图 / 角度 / 逆光 / 三分法 / 长曝光 / 抓拍 / 禅宗摄影 / 软

焦点 / 抽象微距镜头 / 黑白 / 暗色调 / 无镜反射 / 长时 / 曝光 / 双色调 / 框架 / 取景 / 颗粒图像

五、技巧提示

1. 【作图规则】Prompt构建是文本符合逻辑的组合，有序且丰富的描述可以不断提升画面效果

2. 【新手入门】不知如何输入Prompt？复制示例，体验文生图的魅力，参考教程，逐步进阶

3. 【风格生成】试试添加 “国潮”、“国风”等，感受中国风的魅力

4. 【风格生成】试试混合两种代表性的风格，例如“赛博朋克，扁平化设计”、”皮克斯动画，赛博朋克”

5. 【人像生成】添加“仙鹤、月亮、楼阁、小屋、街道、玫瑰、机械”，画面会更饱满

6. 【人像生成】添加“精致面容、唯美、cg感、细节清晰“等，人物刻画会更细致

7. 【风格生成】添加“扁平化风格，logo”等，可以设计出各类图标等，例如 “猫猫头像，扁平化风格”

8. 【风格生成】指定颜色，或添加“烟雾缭绕”、“火焰”、“烟尘”、“花瓣”，生成画面的氛围感更饱满

9. 【创意生成】发挥想象力，例如：“中西混搭”、“泰迪熊唱京剧”、“米老鼠吃火锅”

10. 【风格生成】“水彩”，“水墨”与古诗组合，画面意境会有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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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风格生成】想要日系头像和拟人化动物？试试关键词“日系手绘”、“治愈风”

12. 【风格生成】添加“pixiv”，生成二次元或者动漫的画质更惊艳

六、呼吁与准则

利用AI技术生成图片的最终目的是要便捷地为人类创造美的作品，激发人的想象力和创作力。而技术在发展中，做不到十全十

美，不能保证每次生成的图片都能够尽善尽美。因此呼吁所有用户，您想分享满意的AI图片时，请以正能量进行传播宣传！ 算

法生成的图片难免会受到数据的影响，从而导致生成的图片是有数据偏见的。因此在分享AI生成图片到社交媒体之前，请谨慎

评估当前的图片是不是含有：令人不适的、暴力的、色情的内容。如对以上的内容进行恶意传播，您将会承担相应的法律后

果。

更多指南攻略地址：https://github.com/OleNet/YouPromptMe/tree/gh-pages/you-prompt-me

智能招聘解决方案

产品简介

Hi，您好~

欢迎使用百度人才智库（TIC）、百度自然语言处理联合打造的智能招聘解决方案。我们旨在帮助企业节省招聘成本，缩短招聘

周期，将HR从日常海量简历和琐碎沟通中解放出来。

目前简历解析简历解析能力已经开放邀测，您可以提交工单申请开通邀测接口，体验相关能力。

更多能力已经在路上，即将陆续开放，敬请期待~

能力概览

简历解析：简历解析：针对人力招聘领域中，求职者在线提交的大量简历原始文件，该接口可以对简历文件进行解析，生成标准规范的

结构化信息，大幅提升简历电子化入库的效率。

API文档
鉴权认证机制

简介

本文档主要针对HTTP API调用者，百度使用OAuth2.0授权调用开放API，调用API时必须在URL中带上access_token参数，获取

Access Token的流程如下：

获取Access Token

请求URL数据格式请求URL数据格式

向授权服务地址 发送请求（推荐使用POST），并在URL中带上以下参数：

grant_type：grant_type： 必须参数，固定为 ；

client_id：client_id： 必须参数，应用的 ；

client_secret：client_secret： 必须参数，应用的 ；

例如：

https://aip.baidubce.com/oauth/2.0/tokenhttps://aip.baidubce.com/oauth/2.0/token

client_credentialsclient_credentials

API KeyAPI Key

Secret KeySecret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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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access_token示例代码获取access_token示例代码

{% AccessTok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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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器返回的JSON文本参数如下：服务器返回的JSON文本参数如下：

access_token：access_token： 要获取的Access Token；

expires_in：expires_in： Access Token的有效期(秒为单位，一般为1个月)；

其他参数忽略，暂时不用其他参数忽略，暂时不用;

例如：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error： 错误码；关于错误码的详细信息请参考下方鉴权认证错误码。

error_description：error_description： 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例如认证失败返回：例如认证失败返回：

鉴权认证错误码鉴权认证错误码

errorerror error_descriptionerror_description 解释解释

invalid_client unknown client id API Key不正确

invalid_client Client authentication failed Secret Key不正确

使用Access Key ID/Secret Access Key的开发者注意

如果您使用的是“安全认证/Access Key ”中的Access Key ID 和 Secret Access Key的开发者，则不能使用获取Access Token的方

式鉴权，具体鉴权认证机制参考“百度云鉴权认证机制”。

调用方式

https://aip.baidubce.com/oauth/2.0/token?https://aip.baidubce.com/oauth/2.0/token?
grant_type=client_credentials&client_id=Va5yQRHlA4Fq5eR3LT0vuXV4&client_secret=0rDSjzQ20XUj5itV6WRtznPQSzr5pVw2grant_type=client_credentials&client_id=Va5yQRHlA4Fq5eR3LT0vuXV4&client_secret=0rDSjzQ20XUj5itV6WRtznPQSzr5pVw2

&&

{{

  "refresh_token": "25.b55fe1d287227ca97aab219bb249b8ab.315360000.1798284651.282335-8574074",  "refresh_token": "25.b55fe1d287227ca97aab219bb249b8ab.315360000.1798284651.282335-8574074",
  "expires_in": 2592000,  "expires_in": 2592000,

  "scope": "public wise_adapt",  "scope": "public wise_adapt",

  "session_key":  "session_key":  
"9mzdDZXu3dENdFZQurfg0Vz8slgSgvvOAUebNFzyzcpQ5EnbxbF+hfG9DQkpUVQdh4p6HbQcAiz5RmuBAja1JJGgIdJI","9mzdDZXu3dENdFZQurfg0Vz8slgSgvvOAUebNFzyzcpQ5EnbxbF+hfG9DQkpUVQdh4p6HbQcAiz5RmuBAja1JJGgIdJI",

  "access_token": "24.6c5e1ff107f0e8bcef8c46d3424a0e78.2592000.1485516651.282335-8574074",  "access_token": "24.6c5e1ff107f0e8bcef8c46d3424a0e78.2592000.1485516651.282335-8574074",

  "session_secret": "dfac94a3489fe9fca7c3221cbf7525ff"  "session_secret": "dfac94a3489fe9fca7c3221cbf7525ff"
}}

{{
    "error": "invalid_client",    "error": "invalid_client",

    "error_description": "unknown client id"    "error_description": "unknown client 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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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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用方式一调用方式一

向API服务地址使用POST发送请求，必须在URL中带上参数：

access_token:access_token: 必须参数，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POST中参数按照API接口说明调用即可。

例如自然语言处理API，使用HTTPS POST发送：

调用方式二调用方式二

请求头域内容请求头域内容

NLP的API服务需要在请求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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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填）

content-length（选填）

作为示例，以下是一个标准的请求头域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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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历解析

简历解析接口（邀测）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针对人力招聘领域中，求职者在线提交的大量简历原始文件，该接口可以对简历文件进行解析，生成标准规范的结构化信息，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lexer?https://aip.baidubce.com/rpc/2.0/nlp/v1/lexer?
access_token=24.f9ba9c5241b67688bb4adbed8bc91dec.2592000.1485570332.282335-8574074access_token=24.f9ba9c5241b67688bb4adbed8bc91dec.2592000.1485570332.282335-8574074

POST rpc/2.0/nlp/v1/wordseg? HTTP/1.1POST rpc/2.0/nlp/v1/words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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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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提升简历电子化入库的效率。

（目前简历解析接口处于邀测状态，您可提交工单申请开通）

请求格式请求格式

POST方式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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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Body请求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描述描述

resume object 是 简历相关请求参数，每次一份简历

+filena

me
string 是 简历文档名称，文件大小不超过10M

+filetyp

e
string 是 简历文档类型，目前支持pdf、doc、docx、wps、txt、jpg、jpeg、png、bmp、tif格式

+filedat

a
string 是 待解析文档内容，必须是二进制读取，base64编码

+fields string 否

需要保留的字段，每个元素表示需要保留的字段位置，具体格式参考返回参数中results参数部分，

如' ["basic_infos.name", "education_infos[].school", "work_infos"] '；层级按半角圆点“.”分割，list

类型用半角方括号“[]”表示。如果不填该参数，默认选择全部字段

返回格式返回格式

JSON格式,UTF-8编码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recruitment/v1/cvparserhttps://aip.baidubce.com/rpc/2.0/recruitment/v1/cvparser

{{
    "resume":     "resume": 
        {        {
            "filename": "张三简历.pdf",            "filename": "张三简历.pdf",
            "filetype": "pdf",            "filetype": "pdf",
            "filedata": "iVBORw0KDE+WKBAnDPDHSiWIA......"            "filedata": "iVBORw0KDE+WKBAnDPDHSiWIA......"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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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描述描述

results object 简历的抽取结果

+filename string 简历文档名称，与请求参数中的resume.filename对应

+extract object
抽取返回结果，共包含基本信息、教育信息、工作信息、项目信息、补充信息5个字

段

++basic_infos object 基本信息

++basic_infos.name string 姓名：中文姓名

++basic_infos.gender string 性别：男/女

++basic_infos.age string 年龄：当前年龄，整数

++basic_infos.cur_duration string 工作年限：当前工作年限，整数，多段工作年限会累加并向下取整

++basic_infos.highest_degre

e
string 学历：最高学历（包括在读），格式统一为博士/硕士/学士

++basic_infos.work_begin_ye

ar
string 开始工作年限：第一份工作的开始年份，四位数年份，如2013

++basic_infos.id_number string 身份证号：中国居民身份证号码，纯数字

++basic_infos.birth_date string 生日：出生日期，格式化为 年-月，如2000-01，若只有年，则只显示年，如2000

++basic_infos.nation string 民族：中国56个民族， 如 汉族，壮族

++basic_infos.location string 所在地：所在地城市或区域，如 深圳市，深圳市南山区

++basic_infos.home_location string 详细地址：具体家庭居住地，如 深圳市南山区华联花园6栋2-224

++basic_infos.cur_company string 当前公司

++basic_infos.cur_job string 当前职位

++basic_infos.school string 毕业学校：最高学历学校

++basic_infos.major string 专业：最高学历对应的专业

++basic_infos.job_intention string 求职意向

++basic_infos.cur_package string 当前薪水：当前工资或当前工资范围，如10-20万人民币等，以简历为准

++basic_infos.desire_packag

e
string 期望薪水：期望工资或期望工资范围，如20k-30k等，以简历为准

++basic_infos.industry string 所属行业：最新工作的所属行业

++basic_infos.job_status string
求职状态：在职/正在找工作(在职)/考虑好的职业机会(在职)/已离职/暂不考虑其他机

会/应届生，输出为原文

++basic_infos.politic string 政治面貌：党员/团员/群众，输出为原文

++basic_infos.marriage string 婚姻状况：未婚/已婚，输出为原文

++basic_infos.birth_place string 籍贯：籍贯地区，如 广东汕头，上海，江苏南通。以简历描述为准，输出为原文

++basic_infos.desire_loc string
期望工作地区：期望工作城市或区域，多个地区则以英文逗号分隔，如 北京,上海,广

州,深圳，输出为原文

++basic_infos.phone_number

s
string 联系方式：国内11位手机号，格式化为纯数字

++basic_infos.email_address string 邮箱：合格邮箱地址

++basic_infos.landline string 固定电话：国内8位座机号

++basic_infos.qq string QQ号：QQ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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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_infos.qq string QQ号：QQ号码

++basic_infos.wechat string 微信号：微信账号

++education_infos list 教育信息，每段教育经历为list中一个元素

++education_infos[].school string 学校

++education_infos[].college string 学院

++education_infos[].major string 专业

++education_infos[].schoolin

g_record
string 学历，输出统一为：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专科/高中/中专/初中

++education_infos[].degree string 学位，输出统一为:博士/硕士/学士

++education_infos[].start_tim

e
string 开始年份-月份，若只有年则只输出年。如2019-10或2019

++education_infos[].end_tim

e
string 结束年份-月份，若只有年则只输出年。如2019-10或2019

++education_infos[].is_in string 是否仍在校：1表示在，0表示不在

++education_infos[].gpa string Gpa

++education_infos[].rank string 排名

++work_infos list 工作信息，每工作经历为list中一个元素

++work_infos[].company string 公司名称

++work_infos[].department string 部门名称/所在部门

++work_infos[].location string 工作城市/工作地点

++work_infos[].job string 职位名称

++work_infos[].package string 该岗位工资水平，如，3000-5000元/月，输出为原文

++work_infos[].start_time string 开始年份-月份，若只有年则只输出年。如2019-10或2019

++work_infos[].end_time string 结束年份-月份，若只有年则只输出年。如2019-10或2019

++work_infos[].is_in string 是否仍在：1表示在，0表示不在

++work_infos[].describe string 工作内容

++project_infos list 项目经历信息，每段经历为list中一个元素

++project_infos[].project_nam

e
string 项目名称

++project_infos[].job string 项目角色：职位名称/职位名

++project_infos[].describe string 工作描述：项目详情介绍

++project_infos[].duty string 个人在该项目负责的具体工作详情

++project_infos[].location string 项目地点城市或区域

++project_infos[].start_time string 开始年份-月份，若只有年则只输出年。如2019-10或2019

++project_infos[].end_time string 结束年份-月份，若只有年则只输出年。如2019-10或2019

++project_infos[].is_in string 是否仍在：1表示在，0表示不在

++else_infos object 其他附加信息

++else_infos.self_evaluation string 个人评价

++else_infos.skills string 技能：掌握技能列表，用竖线分隔

++else_infos.honor string 所获奖项：用竖线分隔

++else_infos.lang string 外语：掌握外语水平，用竖线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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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e_infos.lang_level string 外语水平,格式为 语言-水平:分数，如 英语-CET4:502,英语-雅思:6.5，用竖线分隔

++else_infos.certificate string 获得证书，用竖线分隔

错误码说明

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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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接口的错误码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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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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详情与建议详情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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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967388）或工单

联系技术支持团队解决

2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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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967388）或工单联

系技术支持团队解决

3
Unsupported

openapi method
调用的API不存在，请检查接口地址是否输入正确

4
Open api request

limit reached
集群超限额，请通过QQ群（458967388）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6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data

无权限访问，请检查创建的APP应用是否有该接口的使用权限（1、API列表页是否可见、2、应

用详情的接口是否勾选）

17

Open api daily

request limit

reached

每天请求量超限额，请您严格控制日调用量，调用量需<=该接口的日调用量限制，若有更高调

用量需求，请前往产品页面进行购买或通过QQ群（458967388）进行咨询

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超限额，请您严格控制处理并发量，调用并发需<=该接口的QPS限制，若有更高QPS需

求，请前往产品页面进行购买或通过QQ群（458967388）进行咨询

19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请求总量超限额

100 Invalid parameter 输入中包含了无效或错误参数，请检查代码

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Access Token失效，请进行更换

111
Access token

expired
Access token过期，Access Token的有效期为30天，请在到期前进行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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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967388）或工单

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282002 input encoding error 编码错误

282004
resume[0].filedata

missing in request
简历数据缺失

282008

unsupported

charset:{字符编码名

称}

仅支持GBK和UTF-8，其余为不支持的字符编码，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282102 target detect error
未检测到简历中识别目标，导致该报错的原因可能是简历编码错误、简历中无中文字符，请检

查

282133
param {参数名} not

exist
接口参数缺失，请检查输入参数是否优遗漏，补充参数并再次尝试

282134 input empty 输入为空，请检查输入内容，输入的内容避免为空

216202 input oversize 上传的包体积过大，现阶段不支持 10M 或以上的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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