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字识别服务

API 参考

文档版本 01

发布日期 2023-05-19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023。 保留一切权利。

非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摘抄、复制本文档内容的部分或全部，并不得以任何形式传
播。
 
商标声明

和其他华为商标均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商标。
本文档提及的其他所有商标或注册商标，由各自的所有人拥有。
 
注意

您购买的产品、服务或特性等应受华为公司商业合同和条款的约束，本文档中描述的全部或部分产品、服务或
特性可能不在您的购买或使用范围之内。除非合同另有约定，华为公司对本文档内容不做任何明示或暗示的声
明或保证。

由于产品版本升级或其他原因，本文档内容会不定期进行更新。除非另有约定，本文档仅作为使用指导，本文
档中的所有陈述、信息和建议不构成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担保。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华为总部办公楼 邮编：518129

网址： https://www.huawei.com

客户服务邮箱： support@huawei.com

客户服务电话： 4008302118

文档版本 01 (2023-05-19)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i

https://www.huawei.com
mailto:support@huawei.com


目 录

1 使用前必读.................................................................................................................................. 1
1.1 概述.............................................................................................................................................................................................. 1
1.2 调用说明......................................................................................................................................................................................1
1.3 终端节点......................................................................................................................................................................................1
1.4 约束与限制................................................................................................................................................................................. 2
1.5 基本概念......................................................................................................................................................................................3

2 API 概览...................................................................................................................................... 4

3 如何调用 API...............................................................................................................................7
3.1 开通服务......................................................................................................................................................................................7
3.2 构造请求......................................................................................................................................................................................7
3.3 认证鉴权................................................................................................................................................................................... 10
3.4 返回结果................................................................................................................................................................................... 13

4 API............................................................................................................................................. 15
4.1 通用表格识别...........................................................................................................................................................................15
4.2 通用文字识别...........................................................................................................................................................................23
4.3 网络图片识别...........................................................................................................................................................................31
4.4 智能分类识别...........................................................................................................................................................................39
4.5 手写文字识别...........................................................................................................................................................................48
4.6 身份证识别............................................................................................................................................................................... 55
4.7 行驶证识别............................................................................................................................................................................... 63
4.8 驾驶证识别............................................................................................................................................................................... 70
4.9 护照识别................................................................................................................................................................................... 79
4.10 银行卡识别............................................................................................................................................................................ 86
4.11 营业执照识别........................................................................................................................................................................ 93
4.12 道路运输证识别.................................................................................................................................................................... 99
4.13 车牌识别.............................................................................................................................................................................. 105
4.14 名片识别.............................................................................................................................................................................. 111
4.15 VIN 码识别.......................................................................................................................................................................... 118
4.16 增值税发票识别................................................................................................................................................................. 123
4.17 发票验真.............................................................................................................................................................................. 134
4.18 机动车销售发票识别.........................................................................................................................................................147
4.19 出租车发票识别................................................................................................................................................................. 157

文字识别服务
API 参考 目 录

文档版本 01 (2023-05-19)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ii



4.20 火车票识别.......................................................................................................................................................................... 165
4.21 定额发票识别......................................................................................................................................................................172
4.22 车辆通行费发票识别.........................................................................................................................................................178
4.23 飞机行程单识别................................................................................................................................................................. 184
4.24 电子面单识别......................................................................................................................................................................192
4.25 保险单识别.......................................................................................................................................................................... 198
4.26 财务报表识别......................................................................................................................................................................207
4.27 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识别................................................................................................................................................ 214
4.28 防疫健康码识别................................................................................................................................................................. 222
4.29 核酸检测记录识别............................................................................................................................................................. 229
4.30 自定义模板 OCR................................................................................................................................................................ 235

5 自定义模板 OCR API 调用示例.............................................................................................240

6 状态码..................................................................................................................................... 246

7 错误码..................................................................................................................................... 249

8 附录......................................................................................................................................... 255
8.1 获取项目 ID........................................................................................................................................................................... 255
8.2 获取帐号 ID........................................................................................................................................................................... 256
8.3 配置 OBS 访问权限..............................................................................................................................................................256

A 修订记录................................................................................................................................. 258

文字识别服务
API 参考 目 录

文档版本 01 (2023-05-19)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iii



1 使用前必读

1.1 概述
文字识别（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简称OCR）是指将图片、扫描件或PDF、
OFD文档中的打印字符进行检测识别成可编辑的文本格式，以JSON格式返回识别结
果。

OCR以开放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的方式提
供给用户，用户通过实时访问和调用API获取推理结果，帮助用户自动采集关键数据，
打造智能化业务系统，提升业务效率。调用API时，需要用户网络可以访问公网。

您可以使用本文档提供文字识别服务API的描述、语法、参数说明及样例等内容，进行
相关操作，例如文字识别包含的通用类、证件类和票据类等具体接口使用说明。不同
区域所部署的接口不同，详情请参见终端节点；接口所支持的全部操作请参见2 API概
览。

在调用文字识别API之前，请确保已经充分了解文字识别相关概念。

OCR还提供多种编程语言的SDK供您使用，SDK使用方法请参考《SDK参考》。

1.2 调用说明
文字识别提供了REST（Representational State Transfer）风格的API，支持您通过
HTTPS请求调用，调用方法请参见如何调用API。

调用API时，需要用户网络可以访问公网。

同时文字识别还提供多种编程语言的SDK供您使用，SDK的使用方法请参见《SDK参
考》。

1.3 终端节点
终端节点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终端节点不同，您可以从地区和
终端节点中查询所有服务的终端节点。

文字识别的终端节点如表1-1所示，请您根据业务需要选择对应区域的终端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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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的服务器部署区域与OCR服务区域不一致，只要服务器可以访问公网，即可使用
OCR服务。一般情况下，建议就近选择靠近您或者您的目标用户的区域，这样可以减
少网络时延，提高访问速度。

表 1-1 文字识别的终端节点

区域名
称

区域 终端节点
（Endpoint）

部署服务

华北-北
京一

cn-
north-
1

ocr.cn-
north-1.myhuaweicl
oud.com
ocr.cn-
north-1.myhuaweicl
oud.cn

身份证识别、驾驶证识别、行驶证识
别、增值税发票识别、通用表格识别、
通用文字识别、手写文字识别、机动车
销售发票识别、银行卡识别、护照识
别、车辆通行费发票识别、飞机行程单
识别、定额发票识别、火车票识别、营
业执照识别、道路运输证识别、出租车
发票识别、自定义模板OCR

华北-北
京四

cn-
north-
4

ocr.cn-
north-4.myhuaweicl
oud.com
ocr.cn-
north-4.myhuaweicl
oud.cn

身份证识别、驾驶证识别、行驶证识
别、增值税发票识别、机动车销售发票
识别、通用表格识别、通用文字识别、
手写文字识别、车辆通行费发票识别、
飞机行程单识别、定额发票识别、出租
车发票识别、火车票识别、营业执照识
别、银行卡识别、护照识别、道路运输
证识别、智能分类识别、车牌识别、名
片识别、VIN码识别、网络图片识别、
发票验真、保险单识别、防疫健康码识
别、核酸检测记录识别、自定义模板
OCR

华南-广
州

cn-
south-
1

ocr.cn-
south-1.myhuaweicl
oud.com
ocr.cn-
south-1.myhuaweicl
oud.cn

网络图片识别

华东-上
海一

cn-
east-3

ocr.cn-
east-3.myhuaweiclo
ud.com
ocr.cn-
east-3.myhuaweiclo
ud.cn

网络图片识别、身份证识别、驾驶证识
别、行驶证识别、银行卡识别、通用表
格识别、发票验真、财务报表识别、电
子面单识别、保险单识别、机动车销售
发票识别、道路运输证识别、增值税发
票识别、通用文字识别、营业执照识
别、车牌识别、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识
别、自定义模板OCR

 

1.4 约束与限制
更详细的限制请参见具体API的说明和产品介绍约束与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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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基本概念
● 帐号

用户注册华为云时的帐号，帐号对其所拥有的资源及云服务具有完全的访问权
限，可以重置用户密码、分配用户权限等。由于帐号是付费主体，为了确保帐号
安全，建议您不要直接使用帐号进行日常管理工作，而是创建用户并使用他们进
行日常管理工作。

● 用户

由帐号在IAM中创建的用户，是云服务的使用人员，具有身份凭证（密码和访问
密钥）。

在我的凭证下，您可以查看帐号ID和用户ID。通常在调用API的鉴权过程中，您需
要用到帐号、用户和密码等信息。

● 区域（Region）

从地理位置和网络时延维度划分，同一个Region内共享弹性计算、块存储、对象
存储、VPC网络、弹性公网IP、镜像等公共服务。Region分为通用Region和专属
Region，通用Region指面向公共租户提供通用云服务的Region；专属Region指只
承载同一类业务或只面向特定租户提供业务服务的专用Region。

详情请参见区域和可用区。

● 可用区（AZ，Availability Zone）

一个AZ是一个或多个物理数据中心的集合，有独立的风火水电，AZ内逻辑上再将
计算、网络、存储等资源划分成多个集群。一个Region中的多个AZ间通过高速光
纤相连，以满足用户跨AZ构建高可用性系统的需求。

● 项目

华为云的区域默认对应一个项目，这个项目由系统预置，用来隔离物理区域间的
资源（计算资源、存储资源和网络资源），以默认项目为单位进行授权，用户可
以访问您帐号中该区域的所有资源。如果您希望进行更加精细的权限控制，可以
在区域默认的项目中创建子项目，并在子项目中购买资源，然后以子项目为单位
进行授权，使得用户仅能访问特定子项目中资源，使得资源的权限控制更加精
确。

图 1-1 项目隔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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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PI 概览

通过使用文字识别服务的自研API，您可以使用文字识别服务的所有功能，如表2-1所
示。

文字识别服务当前支持通用类、证件类、票据类和智能分类四种不同类型的接口。您
可以通过在线体验，体验接口的识别效果。

对于固定板式的图片，如果当前接口不满足您的业务需求，可以使用ModelArts Pro服
务提供的文字识别套件，零代码搭建出专属的API，详细操作请参见视频指导。

服务部署区域是从地理位置和网络时延维度划分，同一个区域内共享弹性计算、块存
储、对象存储、VPC网络、弹性公网IP、镜像等公共服务。一般情况下，建议就近选择
靠近您或者您的目标用户的区域，这样可以减少网络时延，提高访问速度。对于OCR
服务，不同的区域之间资源包不互通，请根据您的实际需求慎重选择。

表 2-1 接口说明

类别 API 说明

通用类 通用表格识别 识别表格图片上的文字内容，并返回识别的结构化结
果。

通用文字识别 识别图片上的文字内容，并返回识别的文字和坐标。

网络图片识别 该接口的使用限制请参见约束与限制，详细使用指导
请参见OCR服务使用简介章节。

智能分类识别 检测定位图片上指定要识别的票证（票据、证件或其
他文字载体），并以JSON格式返回识别的结构化结
果。

手写文字识别 识别手写文字图片中的文字内容。

证件类 身份证识别 识别身份证图片中正面与反面的文字内容，并返回识
别的文字和坐标。

行驶证识别 识别行驶证图片中主页与副页的文字内容，并返回识
别的文字和坐标。

驾驶证识别 识别驾驶证图片中主页与副页的文字内容，并返回识
别的文字和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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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API 说明

护照识别 识别护照首页图片中的文字信息，并以JSON格式返回
识别的结构化结果。

银行卡识别 识别银行卡上的关键文字信息，并以JSON格式返回识
别的结构化结果。该接口的使用限制请参见约束与限
制，详细使用指导请参见OCR服务使用简介章节。

营业执照识别 识别营业执照首页图片中的文字信息，并以JSON格式
返回识别的结构化结果。该接口的使用限制请参见约
束与限制，详细使用指导请参见OCR服务使用简介章
节。

道路运输证识别 识别道路运输证首页中的文字信息，并以JSON格式返
回识别的结构化结果。该接口的使用限制请参见约束
与限制，详细使用指导请参见OCR服务使用简介章
节。

车牌识别 识别车牌图片中的车牌信息，并返回其坐标和内容。

名片识别 识别名片图片上的文字信息，并返回识别的结构化结
果。支持对多种不同版式名片进行结构化信息提取。

VIN码识别 识别图片中的车架号信息，并将识别结果返回给用
户。

电子面单识别 识别用户上传的电子面单图片中的文字内容，并将识
别的结果返回给用户。

道路运输从业资
格证识别

识别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上的关键文字信息，并返回
识别的结构化结果。

票据类 增值税发票识别 识别增值税发票图片中的文字内容，并返回识别的结
构化结果。

发票验真 支持10种增值税发票的信息核验。

机动车销售发票
识别

识别机动车销售发票图片中的文字内容，并返回识别
的结构化结果。

出租车发票识别 识别出租车发票中的文字信息，并以JSON格式返回识
别的结构化结果。该接口的使用限制请参见约束与限
制，详细使用指导请参见OCR服务使用简介章节。

火车票识别 识别火车票中的文字信息，并以JSON格式返回识别的
结构化结果。该接口的使用限制请参见约束与限制，
详细使用指导请参见OCR服务使用简介章节。

定额发票识别 识别定额发票中的文字信息，并以JSON格式返回识别
的结构化结果。该接口的使用限制请参见约束与限
制，详细使用指导请参见OCR服务使用简介章节。

车辆通行费发票
识别

识别车辆通行费发票中的关键文字信息，并以JSON格
式返回识别的结构化结果。该接口的使用限制请参见
约束与限制，详细使用指导请参见OCR服务使用简介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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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API 说明

飞机行程单识别 识别飞机行程单中的文字信息，并以JSON格式返回识
别的结构化结果。该接口的使用限制请参见约束与限
制，详细使用指导请参见OCR服务使用简介章节。

财务报表识别 识别用户上传的表格图片中的文字内容，并将识别的
结果返回给用户。

行业类 防疫健康码识别 识别防疫健康码中的姓名、健康码更新时间、健康码
颜色，并将识别的结构化结果返回给用户。

核酸检测记录识
别

支持对全国各地不同版式的核酸检测记录中的4个关键
字段进行结构化识别，包括姓名、核酸检测采样时
间、检测检测结果更新时间、核酸检测结果（阳性、
阴性、未知）。

保险单识别 识别保险单图片上的文字信息，并将识别的结构化结
果返回给用户。支持对多板式保险单的扫描图片及手
机照片进行结构化信息提取。

自定义
模板

自定义模板OCR 自定义模板OCR，支持用户自定义模板，对于版式固
定的各种票据和卡证，通过可视化界面操作，指定需
要识别的关键字段，实现用户特定格式图片的自动识
别和结构化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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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调用 API

3.1 开通服务
1. 进入文字识别控制台。

2. 在文字识别控制台“总览”页面，选择需要使用的服务，执行开通操作。

3. 服务开通成功后，开通状态显示“已开通”。

在界面左上角，可以切换服务部署的区域，例如北京四、上海一等。不同区域
OCR部署情况请参考终端节点。

图 3-1 开通服务

说明

● OCR开通服务时，计费规则默认为“按需计费”，按需计费时，不使用OCR服务，则不
收费。如果您购买了套餐包，套餐包扣减规则请参见计费说明，套餐包购买后暂不支持
退款。

● 如未开通服务，直接调用OCR API会提示ModelArts.4204报错。

● 使用文字识别服务时，可以通过配置OBS访问权限搭配使用。服务只需要配置一次即
可，后面使用时无需再次配置，详细信息请参见配置OBS访问权限章节。

3.2 构造请求
本节介绍REST API请求的组成，并以调用网络图片识别接口说明如何调用API。

您还可以通过这个视频教程了解如何构造请求调用API：https://
bbs.huaweicloud.com/videos/1029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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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URI

请求URI由如下部分组成。

{URI-scheme} :// {endpoint} / {resource-path} ? {query-string}

尽管请求URI包含在请求消息头中，但大多数语言或框架都要求您从请求消息中单独传
递它，所以在此单独强调。

表 3-1 URI 中的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URI-scheme 表示用于传输请求的协议，当前所有API均采用HTTPS协议。

endpoint 指定承载REST服务端点的服务器域名或IP，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
endpoint不同，您可以从终端节点章节查看。

例如OCR服务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

resource-
path

资源路径，也即API访问路径。

从具体API的URI章节获取，例如网络图片识别API的“resource-
path”为“v2/{project_id}/ocr/web-image”。

query-string 查询参数，是可选部分，并不是每个API都有查询参数。查询参数前
面需要带一个“？”，形式为“参数名=参数取值”，例如
“limit=10”，表示查询不超过10条数据。

 

例如，在“华北-北京四”区域调用网络图片识别API，则需使用“华北-北京四”区域
的endpoint（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om），拼接起来如下所示。

https://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om/v2/{project_id}/ocr/web-image

图 3-2 URI 示意图

说明

为查看方便，在每个具体API的URI部分，只给出resource-path部分，并将请求方法写在一起。
这是因为URI-scheme都是HTTPS，而endpoint在同一个区域也相同，所以简洁起见将这两部分
省略。

请求方法

HTTP请求方法（也称为操作或动词），它告诉服务你正在请求什么类型的操作。

文字识别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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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HTTP 方法

方法 说明

GET 请求服务器返回指定资源。

PUT 请求服务器更新指定资源。

POST 请求服务器新增资源或执行特殊操作。

DELETE 请求服务器删除指定资源，如删除对象等。

HEAD 请求服务器资源头部。

PATCH 请求服务器更新资源的部分内容。

当资源不存在的时候，PATCH可能会去创建一个新的资源。

 

例如，网络图片识别URI部分，您可以看到其请求方法为“POST”，则其请求为：

POST https://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om/v2/{project_id}/ocr/web-image

请求消息头

附加请求头字段，如指定的URI和HTTP方法所要求的字段。例如定义消息体类型的请
求头“Content-Type”，请求鉴权信息等。

● Content-Type：消息体的类型（格式），必选，默认取值为“application/
json”，有其他取值时会在具体接口中专门说明。

● X-Auth-Token：用户Token，可选，当使用Token方式认证时，必须填充该字
段。用户Token请参考认证鉴权章节。

添加消息头后的请求如下所示。

POST https://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om/v2/{project_id}/ocr/web-image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aBgYJKoZIhvcNAQcC…

请求消息体

请求消息体通常以结构化格式发出，与请求消息头中Content-type对应，传递除请求
消息头之外的内容。若请求消息体中参数支持中文，则中文字符必须为UTF-8编码。

每个接口的请求消息体内容不同，也并不是每个接口都需要有请求消息体（或者说消
息体为空），GET、DELETE操作类型的接口就不需要消息体，消息体具体内容需要根
据具体接口而定。

例如，对于网络图片识别接口，您可以从接口的请求部分看到所需的请求参数及参数
说明。将消息体加入后的请求如下所示。

POST https://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om/v2/{project_id}/ocr/web-image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
     "image":"/9j/4AAQSkZJRgABAgEASABIAAD/4RFZRXhpZgAATU0AKgAAAAgABwESAAMA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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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为止这个请求需要的内容就具备齐全了，您可以使用curl、Postman或直接编写
代码等方式发送请求调用API。

3.3 认证鉴权
调用接口有如下两种认证方式，您可以选择其中一种进行认证鉴权。

● Token认证：通过Token认证调用请求。

● AK/SK认证：通过AK（Access Key ID）/SK（Secret Access Key)加密调用请求。

Token 认证

Token在计算机系统中代表令牌（临时）的意思，拥有Token就代表拥有某种权限。
Token认证就是在调用API的时候将Token加到请求消息头，从而通过身份认证，获得
操作API的权限。

说明

● Token的有效期为24小时，需要使用一个Token鉴权时，可以先缓存起来，避免频繁调用。

● 如果您的华为云帐号已升级为华为帐号，将不支持获取帐号Token。建议为您自己创建一个
IAM用户，获取IAM用户的Token。详细说明请参见帐密报错。

获取Token方法一：

Token可通过调用“获取用户Token”接口获取，调用本服务API需要project级别的
Token，即调用获取用户Token接口时，请求body中“auth.scope”的取值需要选择
“project”，请求示例如下所示。

username、domainname、project name可登录控制台“我的凭证 > API凭证”页
面获取。password为用户密码。

POST https://iam.cn-north-4.myhuaweicloud.com/v3/auth/tokens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auth": { 
        "identity": { 
            "methods": [ 
                "password" 
            ], 
            "password": { 
                "user": { 
                    "name": "username", //IAM用户名
                    "password": "********", //密码
                    "domain": { 
                        "name": "domainname" //帐号名
                    } 
                } 
            } 
        }, 
        "scope": { 
            "proje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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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 "project name" //替换为实际的project name，如cn-north-4
            } 
        } 
    } 
}

如下图所示，返回的响应消息头中“x-subject-token”就是需要获取的用户Token。获
取Token之后，您就可以使用Token认证调用OCR服务API。

您还可以通过这个视频教程了解如何使用Token认证：https://
bbs.huaweicloud.com/videos/101333 。

图 3-3 获取 Token 示例

图 3-4 获取用户 Token 响应消息头

获取Token方法二：

调用“获取用户Token”接口获取，但接口参数不填写方法一中的帐号、密码。而是使
用AK、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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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https://iam.cn-north-4.myhuaweicloud.com/v3/auth/tokens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auth": { 
        "identity": { 
            "methods": [ 
                "hw_ak_sk" 
            ],
            "hw_ak_sk": { 
                "access": { 
                    "key": "********"//AK（Access Key ID） 
                }, 
                "secret": { 
                    "key": "********"//SK（Secret Access Key) 
                } 
            }
        },
        "scope": { 
            "project": { 
                "name": "project name"//替换为实际的project name，如cn-north-4 
            }
        }
    } 
}

图 3-5 获取 Token 示例

AK/SK 认证

说明

AK/SK签名认证方式仅支持消息体大小12M以内，12M以上的请求请使用Token认证。

AK/SK认证就是使用AK/SK对请求进行签名，在请求时将签名信息添加到消息头，从而
通过身份认证。

● AK(Access Key ID)：访问密钥ID。与私有访问密钥关联的唯一标识符；访问密钥
ID和私有访问密钥一起使用，对请求进行加密签名。

● SK(Secret Access Key)：与访问密钥ID结合使用的密钥，对请求进行加密签名，
可标识发送方，并防止请求被修改。

使用AK/SK认证时，您可以基于签名算法使用AK/SK对请求进行签名，也可以使用专门
的签名SDK对请求进行签名。详细的签名方法和SDK使用方法请参见API签名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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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之前没有生成过AK/SK，可登录“我的凭证”界面，选择“管理访问密钥 > 新增
访问密钥”来获取。

须知

签名SDK只提供签名功能，与服务提供的SDK不同，使用时请注意。

AK/SK获取方式请参考获取AK/SK。

3.4 返回结果

状态码

请求发送以后，您会收到响应，包含状态码、响应消息头和消息体。

状态码是一组数字代码，状态码表示了请求响应的状态，如果调用后返回状态码为
2xx，则表示调用成功。完整的状态码列表请参见状态码。

响应消息头

对应请求消息头，响应同样也有消息头，如“Content-type”。例如表3-3所示。

表 3-3 响应消息头

名称 说明

Content-Length 响应消息体的字节长度，单位为Byte。

Date 系统响应的时间。

Content-Type 响应消息体的MIME类型。

 

响应消息体

响应消息体通常以结构化格式返回，与响应消息头中Content-type对应，传递除响应
消息头之外的内容。

对于网络图片识别接口，返回如下消息体。

{ 
  "result": { 
      "words_block_count": 2, 
      "words_block_list": [ 
          { 
              "words": "文字块1", 
              "confidence": 0.9950,
              "location": [ 
                  [13, 476], 
                  [91, 332], 
                  [125, 351], 
                  [48, 49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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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s": "文字块2", 
              "confidence": 0.9910,
              "location": [ 
                  [13, 476], 
                  [91, 332], 
                  [125, 351], 
                  [48, 494] 
              ] 
          } 
      ],
      "extracted_data": {}
  } 
}

当接口调用出错时，会返回错误码及错误信息说明，错误响应的Body体格式如下所
示。

{
    "error_code": "AIS.0103", 
    "error_msg": "The image size does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

其中，error_code表示错误码，error_msg表示错误描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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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PI

4.1 通用表格识别

功能介绍

识别表格图片中的文字内容，并将识别的结果以JSON格式返回给用户。返回结果将图
片区域（words_region）划分为两类：纯文本区（text）和表格区（table），并返回
表格结构（row, column）和文本信息。该接口的使用限制请参见约束与限制，详细使
用指导请参见OCR服务使用简介章节。

对于相同板式的图片，可以使用ModelArts Pro服务提供的文字识别套件，零代码搭建
出专属的API，详细操作请参见视频指导。

图 4-1 通用表格示例图

约束与限制

● 只支持识别PNG、JPG、JPEG、BMP、TIFF格式的图片。

● 图像各边的像素大小在15px到8192px之间。

● 图像中识别区域有效占比超过80%，保证整张表格及其边缘包含在图像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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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图像任意角度的水平旋转。

● 目前不支持复杂背景（如户外自然场景、防伪水印等）和表格线扭曲图像的文字
识别。

● 支持中英文以及部分繁体字。

调试

您可以在API Explorer中调试该接口，支持自动认证鉴权。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
SDK代码示例，并提供SDK代码示例调试功能。

前提条件

在使用之前，需要您完成服务申请和认证鉴权，具体操作流程请参见开通服务和认证
鉴权章节。

说明

用户首次使用需要先申请开通。服务只需要开通一次即可，后面使用时无需再次申请。如未开通
服务，调用服务时会提示ModelArts.4204报错，请在调用服务前先进入控制台开通服务，并注
意开通服务区域与调用服务的区域保持一致。

URI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general-table

表 4-1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说明

endpoint 是 终端节点，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

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您可以从终
端节点中获取。

例如，OCR服务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
“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

project_id 是 项目ID，您可以从获取项目ID中获取。

 

请求参数

表 4-2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Token。

用于获取操作API的权限。获取
Token接口响应消息头中X-
Subject-Token的值即为T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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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Content-Type 是 String 发送的实体的MIME类型，参数
值为“application/json”。

Enterprise-
Project-Id

否 String 企业项目ID。OCR支持通过企业
项目管理（EPS）对不同用户组
和用户的资源使用，进行分账。

获取方法：进入“企业项目管
理”页面，单击企业项目名称，
在企业项目详情页获取
Enterprise-Project-Id（企业项
目ID）。

企业项目创建步骤请参见用户指
南。

说明
创建企业项目后，在传参时，有以
下三类场景。

● 携带正确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归到企业ID对应的
企业项目中。

● 携带错误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
类为“未归集”。

● 不携带ID，正常使用OCR服
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类
为“未归集”。

 

表 4-3 请求 Bod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image 否 String 该参数与url二选一。

图片的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
不超过10MB。

图片 短边不小于15px， 长边不超过
8192px，支持JPEG、JPG、PNG、BMP、
TIFF格式。

图片Base64编码示例如/9j/
4AAQSkZJRgABAg...，带有多余前 会产生
The image format is not supported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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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url 否 String 该参数与image二选一。图片的url路径，目
前支持：

● 公网http/https url例如https://
support.huaweicloud.com/api-ocr/zh-
cn_image_0282767866.png

● OBS提供的url，使用OBS数据需要进行授
权。包括对服务授权、临时授权、匿名公
开授权，详情参见配置OBS访问权限。

说明

● 接口响应时间依赖于图片的下载时间，如果图
片下载时间过长，会返回接口调用失败。

● 请保证被检测图片所在的存储服务稳定可靠，
推荐使用OBS服务存储图片数据。

● url中不能存在中文字符，若存在，中文需要进
行utf8编码。

return_tex
t_location

否 Boolean 返回文本块坐标及单元格坐标信息，可选值
如下所示。

● true：返回文本块和单元格坐标

● false：不返回

如果未传入该参数时默认为false，即不返
回。

return_cha
r_location

否 Boolean 返回单字符的坐标信息，可选值包括：

● true：返回单字符的坐标

● false：不返回

未传入该参数时默认为false，即不返回。如
果此参数为true时，return_text_loaction必
须为true

return_conf
idence

否 Boolean 是否返回置信度的开关，可选值如下所示。

● true：返回置信度

● false：不返回置信度

如果未传入该参数，系统默认为“false”，
即不返回置信度。

return_exc
el

否 Boolean 是否返回表格转换Microsoft Excel的Base64
编码字段。可选值包括：

● true: 返回'excel'字段，表示xlsx格式的表
格识别结果的Base64编码

● false: 不返回。默认为false
对返回的Excel编码，可用Python函数
base64.b64decode解码后保存为.xlsx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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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return_rec
tification_
matrix

否 Boolean 可选值包括：

● true：返回透视变换矩阵

● false：不返回

未传入该参数时默认为false，即不返回透视
变换矩阵。

 

响应参数

说明

根据识别的结果，可能有不同的HTTP响应状态码（status code）。例如，200表示API调用成
功，400表示调用失败，详细的状态码和响应参数说明如下。

状态码： 200

表 4-4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result GeneralTable
Result object

调用成功时表示调用结果。

调用失败时无此字段。

 

表 4-5 GeneralTableResult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words_region_
count

Integer 文字区域数目。

words_region_
list

Array of
WordsRegion
List objects

文字区域识别结果列表，输出顺序从左到右，先
上后下。

excel String 表格图像转换为excel的base64编码，图像中的文
字和表格按位置写入excel。对返回的excel编码可
用base64.b64decode解码并保存为.xlsx文件。

 

表 4-6 WordsRegionList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type String 文字识别区域类型。

● text：文本识别区域;
● table：表格识别区域。

文字识别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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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words_block_c
ount

Integer 子区域识别文字块数目。

words_block_l
ist

Array of
GeneralTable
WordsBlockLi
st objects

子区域识别文字块列表，输出顺序从左到右，先
上后下。

 

表 4-7 GeneralTableWordsBlockList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words String 文字块识别结果。

confidence Float 字段的平均置信度，置信度越大，表示本次识别
的对应字段的可靠性越高，在统计意义上，置信
度越大，准确率越高。置信度由算法给出，不直
接等价于对应字段的准确率。

location Array<Array<I
nteger>>

文字块位置信息，列表形式，分别表示文字块4个
顶点的x, y坐标;坐标原点为图片左上角，x轴沿水
平方向，y轴沿竖直方向。

words_list Array of
WordsListIe
m objects

单元格内文字段列表。输出顺序从左到右，从上
到下。仅当入参"return_text_location"为true时
存在。

rows Array of
integers

文字块占用的行信息，编号从0开始，列表形式，
数据类型为Integer。仅在表格区域内有效，即
type字段为"table"时该字段有效。

columns Array of
integers

文字块占用的列信息，编号从0开始，列表形式，
数据类型为Integer。仅在表格区域内有效，即
type字段为"table"时该字段有效。

cell_location Array<Array<I
nteger>>

单元格位置信息，列表形式，分别表示单元格4个
顶点的x, y坐标;坐标原点为图片左上角，x轴沿水
平方向，y轴沿竖直方向。

 

表 4-8 WordsListIem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words String 文字块识别结果。

confidence Float 字段的平均置信度，置信度越大，表示本次识别
的对应字段的可靠性越高，在统计意义上，置信
度越大，准确率越高。置信度由算法给出，不直
接等价于对应字段的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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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location Array<Array<I
nteger>>

文字块位置信息，列表形式，分别表示文字块4个
顶点的x, y坐标;坐标原点为图片左上角，x轴沿水
平方向，y轴沿竖直方向。

char_list Array of
CharListIem
objects

单元格内文字段列表。输出顺序从左到右，从上
到下。仅当入参"return_text_location"和
"return_char_location"同时为true时存在。

 

表 4-9 CharListIem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char String 单字符识别结果。

char_confiden
ce

Float 单字符的置信度，置信度越大，表示本次识别的
文字的可靠性越高，在统计意义上，置信度越
大，准确率越高。置信度由算法给出，不直接等
价于对应字段的准确率。

char_location Array<Array<I
nteger>>

单字符的位置信息，列表形式，分别表示文字块4
个顶点的x, y坐标;坐标原点为图片左上角，x轴沿
水平方向，y轴沿竖直方向。

 

状态码： 400

表 4-10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code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码，具体请参见错误码。

当出现错误码“ModelArts.4204”时，请参考为
什么调用API时提示“ModelArts.4204”？章
节。

调用成功时不返回此字段。

error_msg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信息。 调用成功时无此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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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示例

说明

● “endpoint”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具体请参见
终端节点。

例如，通用表格识别服务部署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或“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n”，请求URL为
“https://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om/v2/{project_id}/ocr/general-table”，
“project_id”为项目ID，获取方法请参见获取项目ID。

● 如何获取Token请参见认证鉴权。

● 请求示例（方式一：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general-table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   
    "image":"/9j/4AAQSkZJRgABAgEASABIAAD/4RFZRXhpZgAATU0AKgAAAAg...",
    "return_confidence":false
  }

● 请求示例（方式二：使用图片URL）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general-table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
     "url":"https://BucketName.obs.xxxx.com/ObjectName",
     "return_confidence":false
  }

● Python3语言请求代码示例（其他语言参照下列示例编写或使用OCR SDK）
# encoding:utf-8

import requests
import base64

url =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general-table"
token = "用户获取得到的实际token值"
headers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token}

imagepath = r'./data/general-table-demo.png'  # 读取本地图片并转为base64编码
with open(imagepath, "rb") as bin_data:
    image_data = bin_data.read()
image_base64 = base64.b64encode(image_data).decode("utf-8")  # 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ayload = {"image": image_base64}

response = requests.post(url, headers=headers, json=payload)
print(response.text)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成功响应样例

{
  "result" : {
    "words_region_count" : 2,
    "words_region_list" : [ {
      "type" : "text",
      "words_block_count" : 1,

文字识别服务
API 参考 4 API

文档版本 01 (2023-05-19)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2



      "words_block_list" : [ {
        "words" : "文字区域识别文字块1",
        "confidence" : 0.9991
      } ]
    }, {
      "type" : "table",
      "words_block_count" : 2,
      "words_block_list" : [ {
        "words" : "表格区域识别文字块1",
        "confidence" : 0.9942,
        "rows" : [ 0 ],
        "columns" : [ 0 ]
      }, {
        "words" : "表格区域识别文字块2",
        "confidence" : 0.914,
        "rows" : [ 0 ],
        "columns" : [ 1, 2 ]
      } ]
    } ]
  }
}

状态码： 400

失败响应样例

{
  "result" : {
    "error_code" : "AIS.0103",
    "error_msg" : "The image size does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成功响应。

400 失败响应。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错误码

错误码请参见错误码。

4.2 通用文字识别

功能介绍

识别图片上的文字信息，以JSON格式返回识别的文字和坐标。支持扫描文件、电子文
档、书籍、票据和表单等多种场景的文字识别。

支持中英文以及部分繁体字。该接口的使用限制请参见约束与限制，详细使用指导请
参见OCR服务使用简介章节。

对于相同板式的图片，可以使用ModelArts Pro服务提供的文字识别套件，零代码搭建
出专属的API，详细操作请参见视频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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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通用文字示例图

约束与限制
● 只支持识别PNG、JPG、JPEG、BMP、GIF、TIFF、WEBP、PCX、ICO、PSD格式

的图片。

● 图像各边的像素大小在15px到8192px之间。

● 图像中识别区域有效占比超过80%，保证所有文字及其边缘包含在图像内。

● 支持图像任意角度的水平旋转。

● 目前不支持复杂背景（如户外自然场景、防伪水印等）和文字扭曲图像的文字识
别。

● 支持中英文以及部分繁体字、马来语、乌克兰语、印地语、俄语、越南语、印尼
语、泰语、阿拉伯语识别。

调试

您可以在API Explorer中调试该接口，支持自动认证鉴权。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
SDK代码示例，并提供SDK代码示例调试功能。

前提条件

在使用之前，需要您完成服务申请和认证鉴权，具体操作流程请参见开通服务和认证
鉴权章节。

说明

用户首次使用需要先申请开通。服务只需要开通一次即可，后面使用时无需再次申请。如未开通
服务，调用服务时会提示ModelArts.4204报错，请在调用服务前先进入控制台开通服务，并注
意开通服务区域与调用服务的区域保持一致。

URI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general-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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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说明

endpoint 是 终端节点，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

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您可以从终
端节点中获取。

例如，OCR服务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
“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

project_id 是 项目ID，您可以从获取项目ID中获取。

 

请求参数

表 4-12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Token。

用于获取操作API的权限。获取
Token接口响应消息头中X-
Subject-Token的值即为Token。

Content-Type 是 String 发送的实体的MIME类型，参数
值为“application/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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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Enterprise-
Project-Id

否 String 企业项目ID。OCR支持通过企业
项目管理（EPS）对不同用户组
和用户的资源使用，进行分账。

获取方法：进入“企业项目管
理”页面，单击企业项目名称，
在企业项目详情页获取
Enterprise-Project-Id（企业项
目ID）。

企业项目创建步骤请参见用户指
南。

说明
创建企业项目后，在传参时，有以
下三类场景。

● 携带正确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归到企业ID对应的
企业项目中。

● 携带错误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
类为“未归集”。

● 不携带ID，正常使用OCR服
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类
为“未归集”。

 

表 4-13 请求 Bod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image 否 String 该参数与url二选一。

图片的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
不超过10MB。

图片 短边不小于15px， 长边不超过
8192px。支持JPEG、JPG、PNG、BMP、
GIF、TIFF、WEBP、PCX、ICO、PSD格式。

图片Base64编码示例如/9j/
4AAQSkZJRgABAg...，带有多余前 会产生
The image format is not supported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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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url 否 String 该参数与image二选一。图片的url路径，目
前支持：

● 公网http/https url例如https://
support.huaweicloud.com/api-ocr/zh-
cn_image_0288038182.png

● OBS提供的url，使用OBS数据需要进行授
权。包括对服务授权、临时授权、匿名公
开授权，详情参见配置OBS访问权限。

说明

● 接口响应时间依赖于图片的下载时间，如果图
片下载时间过长，会返回接口调用失败。

● 请保证被检测图片所在的存储服务稳定可靠，
推荐使用OBS服务存储图片数据。

● url中不能存在中文字符，若存在，中文需要进
行utf8编码。

detect_dir
ection

否 Boolean 是否校正图片的倾斜角度，可选值如下。

● true：校正图片的倾斜角度

● false：不校正图片的倾斜角度

支持任意角度的校正，未传入该参数时默认
为“false”。

待识别图片如果存在倾斜，建议将此参数设
置为“true”。

quick_mod
e

否 Boolean 快速模式开关，针对单行文字图片（要求图
片只包含一行文字，且文字区域占比超过
50%），打开时可以更快返回识别内容。可
选值如下所示。

● true：打开快速模式

● false：关闭快速模式

未传入该参数时默认为false，即关闭快速模
式。

character_
mode

否 Boolean 单字符模式开关。可选值包括：

● true：打开单字符模式

● false：关闭单字符模式

未传入该参数时默认为false，即不返回单个
文本行的单字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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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language 否 String 语种选择，未传入该参数时默认为中英文识
别模式。

● auto：自动语种分类

● ms：马来语

● uk：乌克兰语

● hi：印地语

● ru：俄语

● vi：越南语

● id：印尼语

● th：泰语

● zh：中英文

● ar：阿拉伯语

 

响应参数

说明

根据识别的结果，可能有不同的HTTP响应状态码（status code）。例如，200表示API调用成
功，400表示调用失败，详细的状态码和响应参数说明如下。

状态码： 200

表 4-14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result GeneralTe
xtResult
object

识别结果。

调用失败时不返回此字段。

 

表 4-15 GeneralTextResult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direction Float 图片朝向。

● 当“detect_direction”为“true”时，该字
段有效。返回图片逆时针旋转角度，值区间为
0~359。

● 当“detect_direction”为“false”时，该字
段值为 -1。

words_block_cou
nt

Integer 检测到的文字块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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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words_block_list Array of
GeneralTe
xtWordsBl
ockList
objects

识别文字块列表。输出顺序从左到右，先上后
下。

 

表 4-16 GeneralTextWordsBlockList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words String 文字块识别结果。

location Array<Arra
y<Integer>
>

文字块的区域位置信息，列表形式，包含文字区
域四个顶点的二维坐标（x,y）;坐标原点为图片
左上角，x轴沿水平方向，y轴沿竖直方向。

confidence Float 文字块识别结果的置信度。

char_list Array of
GeneralTe
xtCharList
objects

文字块对应的单字符识别列表，输出顺序从左到
右，先上后下。

 

表 4-17 GeneralTextCharList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char String 单字符识别结果。

char_location Array<Arra
y<Integer>
>

单字符的区域位置信息，列表形式，包含字符区
域四个顶点的二维坐标（x,y）;坐标原点为图片
左上角，x轴沿水平方向，y轴沿竖直方向。

char_confidence Float 单字符识别结果的置信度。

 

状态码： 400

表 4-18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说明

error_code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码，具体请参见错误码。

当出现错误码“ModelArts.4204”时，请参考为
什么调用API时提示“ModelArts.4204”？章
节。

调用成功时不返回此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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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说明

error_msg String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错误信息。

调用成功时不返回此字段。

 

请求示例

说明

● “endpoint”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具体请参见
终端节点。

例如，通用文字识别服务部署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或“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n”，请求URL为
“https://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om/v2/{project_id}/ocr/general-text”，
“project_id”为项目ID，获取方法请参见获取项目ID。

● 如何获取Token请参见认证鉴权。

● 请求示例（方式一：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general-text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   
    "image":"/9j/4AAQSkZJRgABAgEASABIAAD/4RFZRXhpZgAATU0AKgAAAA...",
    "detect_direction":false,
    "quick_mode":false
  }

● 请求示例（方式二：使用图片URL）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general-text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
     "url":"https://BucketName.obs.xxxx.com/ObjectName",
     "detect_direction":false,
     "quick_mode":false
  }

● Python3语言请求代码示例（其他语言参照下列示例编写或使用OCR SDK）
# encoding:utf-8

import requests
import base64

url =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general-text"
token = "用户获取得到的实际token值"
headers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token}

imagepath = r'./data/general-text-demo.png'# 方式1读取本地图片并转为Base64编码
with open(imagepath, "rb") as bin_data:
    image_data = bin_data.read()
image_base64 = base64.b64encode(image_data).decode("utf-8")  # 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ayload = {"image": image_base64}

# imageurl = 'https://BucketName.obs.xxxx.com/ObjectName'  # 方式2使用图片URL
# payload = {'url': imageurl}  # url与image参数二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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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 = requests.post(url, headers=headers, json=payload)
print(response.text)

响应示例

状态码：200

成功响应示例

{
  "result" : {
    "direction" : 67.6506,
    "words_block_count" : 1,
    "words_block_list" : [ {
      "words" : "文字",
      "confidence" : 0.9999,
      "location" : [ [ 517, 447 ], [ 540, 504 ], [ 505, 518 ], [ 482, 461 ] ],
      "char_list" : [ {
        "char" : "文",
        "char_location" : [ [ 517, 447 ], [ 530, 479 ], [ 495, 493 ], [ 482, 461 ] ],
        "char_confidence" : 0.9999
      }, {
        "char" : "字",
        "char_location" : [ [ 530, 479 ], [ 540, 504 ], [ 505, 518 ], [ 495, 493 ] ],
        "char_confidence" : 0.9999
      } ]
    } ]
  }
}

状态码：400

失败响应示例
{
    "error_code": "AIS.0103",
    "error_msg": "The image size does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成功响应。

400 失败响应。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错误码

错误码请参见错误码。

4.3 网络图片识别

功能介绍

识别网络图片中的文字内容，并以JSON格式返回识别的结构化结果。支持横向、竖
向、艺术字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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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接口支持字体分类功能，支持竖行文本识别。

该接口的使用限制请参见约束与限制，详细使用指导请参见OCR服务使用简介章节。

对于相同板式的图片，可以使用ModelArts Pro服务提供的文字识别套件，零代码搭建
出专属的API，详细操作请参见视频指导。

图 4-3 网络图片示例图

约束与限制

● 支持中英文及部分中文繁体字。

● 只支持识别JPG、JPEG、PNG、BMP、TIFF、TGA、WEBP格式图片。

● 支持常见网络图片如：手机截图、电脑截图、电商产品图及广告设计图等互联网
图片。

● 图像各边的像素大小在15到8192px之间。

● 图像中有效文字图片占比超过60%，避免有效文字图片占比过小。

● 支持图像中有效文字图片的任意角度的水平旋转（需开启方向检测）。

调试

您可以在API Explorer中调试该接口，支持自动认证鉴权。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
SDK代码示例，并提供SDK代码示例调试功能。

前提条件

在使用之前，需要您完成服务申请和认证鉴权，具体操作流程请参见开通服务和认证
鉴权章节。

说明

用户首次使用需要先申请开通。服务只需要开通一次即可，后面使用时无需再次申请。如未开通
服务，调用服务时会提示ModelArts.4204报错，请在调用服务前先进入控制台开通服务，并注
意开通服务区域与调用服务的区域保持一致。

URI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web-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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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说明

endpoint 是 终端节点，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

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您可以从终
端节点中获取。

例如，OCR服务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
“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

project_id 是 项目ID，您可以从获取项目ID中获取。

 

请求参数

表 4-20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Token。

用于获取操作API的权限。获取
Token接口响应消息头中X-
Subject-Token的值即为Token。

Content-Type 是 String 发送的实体的MIME类型，参数
值为“application/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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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Enterprise-
Project-Id

否 String 企业项目ID。OCR支持通过企业
项目管理（EPS）对不同用户组
和用户的资源使用，进行分账。

获取方法：进入“企业项目管
理”页面，单击企业项目名称，
在企业项目详情页获取
Enterprise-Project-Id（企业项
目ID）。

企业项目创建步骤请参见用户指
南。

说明
该功能仅支持开通在华北-北京四、
华东-上海一区域的API。
创建企业项目后，在传参时，有以
下三类场景。

● 携带正确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归到企业ID对应的
企业项目中。

● 携带错误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
类为“未归集”。

● 不携带ID，正常使用OCR服
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类
为“未归集”。

 

表 4-21 请求 Bod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image 否 String 该参数与url二选一。

图片的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
不超过10MB。

图片 短边不小于15px， 长边不超过
8192px，支持JPG、JPEG、PNG、BMP、
TIFF、TGA、WEBP、ICO、PCX、GIF格式。

图片Base64编码示例如/9j/
4AAQSkZJRgABAg...，带有多余前 会产生
The image format is not supported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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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url 否 String 该参数与image二选一。图片的url路径，目
前支持：

● 公网http/https url例如https://
support.huaweicloud.com/api-ocr/zh-
cn_image_0288038400.png

● OBS提供的url，使用OBS数据需要进行授
权。包括对服务授权、临时授权、匿名公
开授权，详情参见配置OBS访问权限。

说明

● 接口响应时间依赖于图片的下载时间，如果图
片下载时间过长，会返回接口调用失败。

● 请保证被检测图片所在的存储服务稳定可靠，
推荐使用OBS服务存储图片数据。

● url中不能存在中文字符，若存在，中文需要进
行utf8编码。

detect_dir
ection

否 Boolean 是否校正图片的倾斜角度，可选值如下。

● true：校正图片的倾斜角度

● false：不校正图片的倾斜角度

支持任意角度的校正，未传入该参数时默认
为“false”。

待识别图片如果存在倾斜，建议将此参数设
置为“true”。

extract_ty
pe

否 Array of
strings

结构化数据提取参数列表，目前只支持联系
人信息、图像宽高，其入参值分别为
“contact_info”，“image_size”。

若不填写该参数或删除该参数，默认不提取
该参数值。

detect_fon
t

否 Boolean 为Boolean类型，若不传该字段，默认不检测
切片字体，为True时，将检测切片的字体类
型，并返回 相似的5种字体名称。

 

响应参数

说明

根据识别的结果，可能有不同的HTTP响应状态码（status code）。例如，200表示API调用成
功，400表示调用失败，详细的状态码和响应参数说明如下。

状态码： 200

文字识别服务
API 参考 4 API

文档版本 01 (2023-05-19)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5



表 4-22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result WebImageRe
sult object

调用成功时表示调用结果。

调用失败时无此字段。

 

表 4-23 WebImageResult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words_block_c
ount

Integer 代表检测识别出来的文字块数目。

words_block_l
ist

Array of
WebImageW
ordsBlockList
objects

识别文字块列表，输出顺序从左到右，从上到
下。

● 支持竖行识别。

● 支持多朝向文字识别。

● 支持字体识别。

extracted_dat
a

WebImageEx
tractedData
object

提取出的结构化JSON结果，该字典内的key值与
入参列表extract_type的值一致，目前仅支持联系
人、图像高宽信息提取，亦即key值为
"contact_info"的字段、"image_size"字段。

若入参extract_type为空列表或该字段缺失时，不
进行提取，此字段为空。

 

表 4-24 WebImageWordsBlockList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words String 文字块识别结果。

confidence Float 相关字段的置信度信息，置信度越大，表示本次
识别的对应字段的可靠性越高，在统计意义上，
置信度越大，准确率越高。 置信度由算法给出，
不直接等价于对应字段的准确率。

location Array<Array<I
nteger>>

文字块的区域位置信息，列表形式，包含文字区
域四个顶点的二维坐标（x,y）;坐标原点为图片左
上角，x轴沿水平方向，y轴沿竖直方向。

font_list Array of
strings

文字块所属字体类型，列表形式，表示与文字块
的文字 接近的字体类型。

font_scores Array of
numbers

文字块所属字体类型的概率，列表形式，与
font_list一一对应，表示文字块的文字属于某种字
体类型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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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 WebImageExtractedData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contact_info WebImageCo
ntactInfo
object

该字段表示提取的联系人信息，包括：姓名、联
系电话、省市区以及详细地址。 若入参
extract_type列表中无该字段，则此字段不存在。

image_size WebImageIm
ageSize
object

该字段表示返回图片宽高信息。 如入参
extract_type列表中无该字段，则此字段不存在。

 

表 4-26 WebImageContactInfo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name String 传入contact_info时的返回，为姓名。

phone String 传入contact_info时的返回，联系电话。

province String 传入contact_info时的返回，省。

city String 传入contact_info时的返回，市。

district String 传入contact_info时的返回，县区。

detail_address String 传入contact_info时的返回，详细地址（不含省市
区）。

 

表 4-27 WebImageImageSize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height Integer 传入image_size时的返回，为图像高度。

width Integer 传入image_size时的返回，为图像宽度。

 

状态码： 400

表 4-28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code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码，具体请参见错误码。

当出现错误码“ModelArts.4204”时，请参考为
什么调用API时提示“ModelArts.4204”？章
节。

调用成功时不返回此字段。

error_msg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信息。 调用成功时无此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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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示例

说明

● “endpoint”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具体请参见
终端节点。

例如，网络图片识别服务部署在“华南-广州”区域的“endpoint”为“ocr.cn-
south-1.myhuaweicloud.com”或“ocr.cn-south-1.myhuaweicloud.cn”，请求URL为
“https://ocr.cn-south-1.myhuaweicloud.com/v2/{project_id}/ocr/web-image”，
“project_id”为项目ID，获取方法请参见获取项目ID。

● 如何获取Token请参见认证鉴权。

● 请求示例（方式一：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web-image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  
    "image":"/9j/4AAQSkZJRgABAgEASABIAAD/...",
    "extract_type" : [ "contact_info", "image_size" ],
    "detect_direction" : true,
    "detect_font" : true
}

● 请求示例（方式二：使用图片URL）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web-image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
     "url":"https://BucketName.obs.xxxx.com/ObjectName",
     "extract_type" : [ "contact_info", "image_size" ],
     "detect_direction" : true,
     "detect_font" : true
}

● Python3语言请求代码示例（其他语言参照下列示例编写或使用OCR SDK）
# encoding:utf-8

import requests
import base64

url =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web-image"
token = "用户获取得到的实际token值"
headers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token}

imagepath = r'./data/web-image-demo.png' # 读取本地图片
with open(imagepath, "rb") as bin_data:
    image_data = bin_data.read()
image_base64 = base64.b64encode(image_data).decode("utf-8")  # 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ayload = {"image": image_base64}
response = requests.post(url, headers=headers, json=payload)
print(response.text)

响应示例

状态码：200

成功响应示例

{
  "resul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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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tracted_data" : {
      "contact_info" : {
        "name" : "张三",
        "phone" : "13112345678",
        "province" : "广东省",
        "city" : "深圳市",
        "district" : "龙岗区",
        "detail_address" : "五和大道华为D区"
      },
      "image_size" : {
        "height" : 480,
        "width" : 640
      }
    },
    "words_block_count" : 2,
    "words_block_list" : [ {
      "words" : "收件人：张三，联系电话：13112345678，收件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五和大道华为D区",
      "confidence" : 0.9188,
      "location" : [ [ 13, 476 ], [ 91, 332 ], [ 125, 351 ], [ 48, 494 ] ],
      "font_list" : [ "黑体", "Arial", "华文中宋体", "微软正黑粗体", "文泉驿等宽正黑体" ],
      "font_scores" : [ 0.36, 0.2761, 0.2117, 0.0616, 0.0606 ]
    }, {
      "words" : "方正字体",
      "confidence" : 0.8631,
      "location" : [ [ 13, 476 ], [ 91, 332 ], [ 125, 351 ], [ 48, 494 ] ],
      "font_list" : [ "方正铭石体", "方正黑简体", "文泉驿等宽正黑体", "腾祥孔淼石头简体", "微软正黑粗体" ],
      "font_scores" : [ 0.9999, 0.0, 0.0, 0.0, 0.0 ]
    } ]
  }
}

状态码：400

失败响应示例

{
    "error_code": "AIS.0103", 
    "error_msg": "The image size does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成功响应。

400 失败响应。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错误码

错误码请参见错误码。

4.4 智能分类识别

功能介绍

检测定位图片上指定要识别的票证（票据、证件或其他文字载体），并以JSON格式返
回识别的结构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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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以列表形式返回图片上要识别票证的位置坐标、结构化识别的内容以及对应的类
别。该接口支持的票证类型请见表4-29，该接口的使用限制请参见约束与限制，详细
使用指导请参见OCR服务使用简介章节。

图 4-4 智能分类示例图

表 4-29 支持票证类型

票证类型

身份证头像面 银行卡

身份证国徽面 道路运输证

行驶证主页 增值税发票

行驶证副页 增值税普通发票（卷票）

驾驶证主页 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驾驶证副页 出租车发票

护照 火车票

车辆通行费发票 定额发票

飞机行程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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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智能分类服务只对识别成功的票证进行计费，识别失败的票证不计费。例如，图片中包含三张票
证，有两张识别成功，一张识别失败，此时接口计费两次。

约束与限制
● 只支持识别PNG、JPG、JPEG、BMP、TIFF格式的图片。

● 图像各边的像素大小在15到8000px之间。

● 支持图像中票证任意角度的水平旋转。

调试

您可以在API Explorer中调试该接口，支持自动认证鉴权。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
SDK代码示例，并提供SDK代码示例调试功能。

前提条件

在使用之前，需要您完成服务申请和认证鉴权，具体操作流程请参见开通服务和认证
鉴权章节。

说明

用户首次使用需要先申请开通。服务只需要开通一次即可，后面使用时无需再次申请。如未开通
服务，调用服务时会提示ModelArts.4204报错，请在调用服务前先进入控制台开通服务，并注
意开通服务区域与调用服务的区域保持一致。

URI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auto-classification

表 4-30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说明

endpoint 是 终端节点，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

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您可以从终
端节点中获取。

例如，OCR服务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
“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

project_id 是 项目ID，您可以从获取项目ID中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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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

表 4-31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Token。

用于获取操作API的权限。获取
Token接口响应消息头中X-
Subject-Token的值即为Token。

Content-Type 是 String 发送的实体的MIME类型，参数
值为“application/json”。

Enterprise-
Project-Id

否 String 企业项目ID。OCR支持通过企业
项目管理（EPS）对不同用户组
和用户的资源使用，进行分账。

获取方法：进入“企业项目管
理”页面，单击企业项目名称，
在企业项目详情页获取
Enterprise-Project-Id（企业项
目ID）。

企业项目创建步骤请参见用户指
南。

说明
创建企业项目后，在传参时，有以
下三类场景。

● 携带正确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归到企业ID对应的
企业项目中。

● 携带错误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
类为“未归集”。

● 不携带ID，正常使用OCR服
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类
为“未归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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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请求 Bod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image 否 String 该参数与url二选一。

图片的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
不超过10MB。

图片 短边不小于15px， 长边不超过
8000px，支持JPEG、JPG、PNG、BMP、
TIFF格式。

图片Base64编码示例如/9j/
4AAQSkZJRgABAg...，带有多余前 会产生
The image format is not supported报错。

url 否 String 该参数与image二选一。图片的url路径，目
前支持：

● 公网http/https url例如https://
support.huaweicloud.com/api-ocr/zh-
cn_image_0000001222608606.png

● OBS提供的url，使用OBS数据需要进行授
权。包括对服务授权、临时授权、匿名公
开授权，详情参见配置OBS访问权限。

说明

● 接口响应时间依赖于图片的下载时间，如果图
片下载时间过长，会返回接口调用失败。

● 请保证被检测图片所在的存储服务稳定可靠，
推荐使用OBS服务存储图片数据。

● url中不能存在中文字符，若存在，中文需要进
行utf8编码。

type_list 否 List 输入图片中，待识别票证的类型，指定后不
出现在type_list参数中的票证不识别。不指
定时默认返回所有支持类别票证的识别信
息。

当前版本支持的票证类型请参见表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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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extended_
parameter
s

否 Object 可指定需要识别票证的传入参数，具体参数
可参考各票证API文档。若不指定则默认传入
image 。当前版本支持票证类型如下：

● vat_invoice：增值税发票

● quota_invoice：定额发票

● taxi_invoice：出租车票

● train_ticket：火车票

● flight_itinerary：飞机行程单

● toll_invoice：车辆通行费发票

● mvs_invoice：机动车销售发票

● id_card：身份证

● passport：护照

● driver_license：驾驶证

● vehicle_license：行驶证

● transportation_license：道路运输证

● bankcard：银行卡

传参示例：
"extended_parameters" : {
    "vat_invoice" : {
        "advanced_mode" : true,
        "return_text_location" : true
    }
}

说明
若指定票证参数填写错误会导致该票证识别错误，
会提示"AIS.0101":"The input parameter is
invalid."报错。

 

表 4-33 支持票证类型

票证类型 参数值

身份证头像面 id_card_portrait_side

身份证国徽面 id_card_emblem_side

行驶证主页 vehicle_license_front

行驶证副页 vehicle_license_back

驾驶证主页 driver_license_front

驾驶证副页 driver_license_back

护照 china_passport或foreign_pas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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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证类型 参数值

银行卡 bankcard

道路运输证 transportation_license

增值税发票 vat_invoice

增值税普通发票（卷票） vat_roll_invoice

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mvs_invoice

出租车发票 taxi_invoice

火车票 train_ticket

定额发票 quota_invoice

车辆通行费发票 toll_invoice

飞机行程单 flight_itinerary

 

响应参数

说明

根据识别的结果，可能有不同的HTTP响应状态码（status code）。例如，200表示API调用成
功，400表示调用失败，详细的状态码和响应参数说明如下。

状态码： 200

表 4-34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result Array of
AutoClassific
ationResult
objects

识别结果。

调用失败时不返回此字段。

 

表 4-35 AutoClassificationResult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status status object 指示各对应票证的识别状态。

content Object 对应票证具体结构化识别的结果。

type String 对应票证的类别。

location Array<Array<I
nteger>>

文字块的区域位置信息，列表形式，包含文字区
域四个顶点的二维坐标（x,y）;坐标原点为图片左
上角，x轴沿水平方向，y轴沿竖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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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6 status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code String 指示各对应票证的状态码。

error_msg String 指示各对应票证的状态信息。

 

状态码： 400

表 4-37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说明

error_code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码，具体请参见错误码。

当出现错误码“ModelArts.4204”时，请参考为
什么调用API时提示“ModelArts.4204”？章
节。

调用成功时不返回此字段。

error_msg String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错误信息。

调用成功时不返回此字段。

 

请求示例

说明

● “endpoint”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具体请参见
终端节点。

例如，智能分类识别服务部署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或“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n”，请求URL为
“https://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om/v2/{project_id}/ocr/auto-classification”，
“project_id”为项目ID，获取方法请参见获取项目ID。

● 如何获取Token请参见认证鉴权。

● 请求样例（方式一：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OST https://{endpoint}/v1.0/ocr/auto-classification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
   "image":"/9j/4AAQSkZJRgABAgEASABIAAD/4RFZRXhpZgAATU0AKgAAAA..."
}

● 请求样例（方式二：使用图片URL）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auto-classification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
   "url":"https://BucketName.obs.xxxx.com/ObjectN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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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样例

状态码：200

成功响应示例

{
    "result": [
        {
            "status": {
                "error_code": "AIS.0000", 
                "error_msg": "Succeeded."
            }, 
            "type": "quota_invoice", 
            "location": [
                [65, 1006], 
                [1388, 1006], 
                [1388, 1863], 
                [65, 1863]
            ],
            "content": {               
                "code": "13XXXXXX1301",
                "number": "40XXXX88",
                "amount": "￥50.00",              
                "location": "上海", 
                "confidence": {                    
                    "code": 0.9253, 
                    "number": 0.9665,
                    "amount": 0.9848,
                    "location": 0.9847 
                }                
            }
        },
        {
            "status": {
                "error_code": "AIS.0000", 
                "error_msg": "Succeeded."
            }, 
            "type": "quota_invoice", 
            "location": [
                 [621, 605], 
                 [1328, 605], 
                 [1328, 1094], 
                 [621, 1094]
            ],     
            "content": {               
                "code": "13XXXXXX1301",
                "number": "40XXXX00",
                "amount": "￥100.00",             
                "location": "上海", 
                "confidence": {                    
                    "code": 0.9556, 
                    "number": 0.9455,
                    "amount": 0.9917,
                    "location": 0.9347 
                }                
            }
        },
        {
            "status": {
                "error_code": "AIS.0104", 
                "error_msg": "The image is not supported or the image quality is poor."
            }, 
            "type": "quota_invoice", 
            "location": [
                [816, 103], 
                [2125, 103], 
                [2125, 978], 
                [816, 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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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ntent": {}
        }
    ]
}

状态码：400

失败响应示例
{
    "error_code": "AIS.0103", 
    "error_msg": "The image size does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成功响应。

400 失败响应。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错误码

错误码请参见错误码。

4.5 手写文字识别

功能介绍

识别文档中的手写文字、印刷文字信息，并将识别的结构化结果以JSON格式返回给用
户。该接口的使用限制请参见约束与限制，详细使用指导请参见OCR服务使用简介章
节。

图 4-5 手写文字示例图

约束与限制
● 只支持识别PNG、JPG、JPEG、BMP、TIFF格式的图片。

● 图像各边的像素大小在15到8192px之间。

● 图像中识别区域有效占比超过80%，保证所有文字及其边缘包含在图像内。

● 支持图像任意角度的水平旋转（需开启方向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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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不支持复杂背景（如户外自然场景、防伪水印等）和表格线扭曲图像的文字
识别。

调试

您可以在API Explorer中调试该接口，支持自动认证鉴权。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
SDK代码示例，并提供SDK代码示例调试功能。

前提条件

在使用之前，需要您完成服务申请和认证鉴权，具体操作流程请参见开通服务和认证
鉴权章节。

说明

用户首次使用需要先申请开通。服务只需要开通一次即可，后面使用时无需再次申请。如未开通
服务，调用服务时会提示ModelArts.4204报错，请在调用服务前先进入控制台开通服务，并注
意开通服务区域与调用服务的区域保持一致。

URI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handwriting

表 4-38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说明

endpoint 是 终端节点，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

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您可以从终
端节点中获取。

例如，OCR服务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
“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

project_id 是 项目ID，您可以从获取项目ID中获取。

 

请求参数

表 4-39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Token。

用于获取操作API的权限。获取
Token接口响应消息头中X-
Subject-Token的值即为Token。

Content-Type 是 String 发送的实体的MIME类型，参数
值为“application/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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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Enterprise-
Project-Id

否 String 企业项目ID。OCR支持通过企业
项目管理（EPS）对不同用户组
和用户的资源使用，进行分账。

获取方法：进入“企业项目管
理”页面，单击企业项目名称，
在企业项目详情页获取
Enterprise-Project-Id（企业项
目ID）。

企业项目创建步骤请参见用户指
南。

说明
创建企业项目后，在传参时，有以
下三类场景。

● 携带正确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归到企业ID对应的
企业项目中。

● 携带错误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
类为“未归集”。

● 不携带ID，正常使用OCR服
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类
为“未归集”。

 

表 4-40 请求 Bod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image 否 String 该参数与url二选一。

图片的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
不超过10MB。

图片 短边不小于15px， 长边不超过
8192px，支持JPEG、JPG、PNG、BMP、
TIFF格式。

图片Base64编码示例如/9j/
4AAQSkZJRgABAg...，带有多余前 会产生
The image format is not supported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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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url 否 String 该参数与image二选一。图片的url路径，目
前支持：

● 公网http/https url例如https://
support.huaweicloud.com/api-ocr/zh-
cn_image_0288038984.png

● OBS提供的url，使用OBS数据需要进行授
权。包括对服务授权、临时授权、匿名公
开授权，详情参见配置OBS访问权限。

说明

● 接口响应时间依赖于图片的下载时间，如果图
片下载时间过长，会返回接口调用失败。

● 请保证被检测图片所在的存储服务稳定可靠，
推荐使用OBS服务存储图片数据。

● url中不能存在中文字符，若存在，中文需要进
行utf8编码。

quick_mod
e

否 Boolean 快速模式开关，针对单行文字图片（要求图
片只包含一行文字，且文字区域占比超过
50%），打开时可以更快返回识别内容。可
选值如下所示。

● true：打开快速模式

● false：关闭快速模式

未传入该参数时默认为false，即关闭快速模
式。

char_set 否 String 字符集设置，用户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限定输
出字符集范围。可选值如下所示。

● digit：数字模式

● letter：大小写字母模式

● digit_letter：数字+字母模式

● general：数字+字母+中文模式

未传入该参数时，默认为“general”模式。

detect_dir
ection

否 Boolean 是否校正图片的倾斜角度，可选值如下。

● true：校正图片的倾斜角度

● false：不校正图片的倾斜角度

支持任意角度的校正，未传入该参数时默认
为“false”。

待识别图片如果存在倾斜，建议将此参数设
置为“true”。

 

文字识别服务
API 参考 4 API

文档版本 01 (2023-05-19)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51



响应参数

说明

根据识别的结果，可能有不同的HTTP响应状态码（status code）。例如，200表示API调用成
功，400表示调用失败，详细的状态码和响应参数说明如下。

状态码： 200

表 4-41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result Handwriti
ngResult
object

识别结果。

调用失败时不返回此字段。

 

表 4-42 HandwritingResult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words_block_cou
nt

Integer 检测到的文字块数目。

words_block_list Array of
Handwriti
ngItemsRe
sponse
objects

识别文字块列表。输出顺序从左到右，从上到
下。

 

表 4-43 HandwritingItemsResponse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words String 文字块识别结果。

type String 说明该识别结果所属类型，返回值为“text”。

confidence Float 字段的置信度，取值范围0~1。

置信度越大，本次识别的字段的可靠性越高，在
统计意义上，置信度越大，准确率越高。

置信度由算法给出，不直接等价于字段的准确
率。

location Array<Arra
y<Integer>
>

文字块“words”的区域位置信息，列表形式，
分别表示文字块顶点的（x,y）坐标；采用图像坐
标系，坐标原点为图片左上角，x轴沿水平方
向，y轴沿竖直方向。

 

状态码：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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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说明

error_code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码，具体请参见错误码。

当出现错误码“ModelArts.4204”时，请参考为
什么调用API时提示“ModelArts.4204”？章
节。

调用成功时不返回此字段。

error_msg String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错误信息。

调用成功时不返回此字段。

 

请求示例

说明

● “endpoint”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具体请参见
终端节点。

例如，手写文字识别服务部署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或“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n”，请求URL为
“https://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om/v2/{project_id}/ocr/handwriting”，
“project_id”为项目ID，获取方法请参见获取项目ID。

● 如何获取Token请参见认证鉴权。

● 请求示例（方式一：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handwriting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 
    "image": "/9j/4AAQSkZJRgABAgEASABIAAD/4RFZRXhpZgAATU0AKgAAAA...",
    "quick_mode": false,
    "char_set": "general",
    "detect_direction": false
  }

● 请求示例（方式二：使用图片URL）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handwriting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
     "url":"https://BucketName.obs.xxxx.com/ObjectName",
     "quick_mode":false,
     "char_set": "general",
     "detect_direction": false
  }

● Python3语言请求代码示例（其他语言参照下列示例编写或使用OCR SDK）
# encoding:utf-8

import requests
import base64

url =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handwriting"
token = "用户获取得到的实际token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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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ers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token}

imagepath = r'./data/handwriting-demo.png' # 读取本地图片
with open(imagepath, "rb") as bin_data:
    image_data = bin_data.read()
image_base64 = base64.b64encode(image_data).decode("utf-8")  # 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ayload = {"image": image_base64}
response = requests.post(url, headers=headers, json=payload)
print(response.text)

响应示例

状态码：200

成功响应示例

{
    "result": {
        "words_block_count": 2,
        "words_block_list": [
            {
                "words": "大江东去",
                "type": "text",
                "confidence": 0.98,
                "location": [
                    [282, 45],
                    [461, 47],
                    [460, 77],
                    [280, 76]
                ]
            },
            {
                "words": "浪淘尽",
                "type": "text",
                "confidence": 0.99,
                "location": [
                    [949, 52],
                    [1095, 53],
                    [1100, 87],
                    [953, 86]
                ]
            }
        ]

    }
}

状态码：400

失败响应示例

{
    "error_code": "AIS.0103",
    "error_msg": "The image size does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成功响应。

400 失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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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错误码

错误码请参见错误码。

4.6 身份证识别

功能介绍

识别身份证图片中的文字内容，并将识别的结果以JSON格式返回给用户。支持身份证
翻拍检测功能，并可以判断是否是复印件、原件。

该接口的使用限制请参见约束与限制，详细使用指导请参见OCR服务使用简介章节。

身份证信息核验请使用人证核身服务。

图 4-6 身份证示例图

说明

身份证识别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识别。

如果图片中包含多张卡证票据，请调用智能分类识别服务。

约束与限制
● 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的识别。

● 只支持识别PNG、JPG、JPEG、BMP、TIFF格式的图片。

● 图像各边的像素大小在15到8000px之间。

● 图像中身份证区域有效占比超过25%，保证整张身份证内容及其边缘包含在图像
内。

● 支持图像中身份证任意角度的水平旋转。

● 支持少量扭曲，扭曲后图像中的身份证长宽比与实际身份证相差不超过10%。

● 能处理反光、暗光等干扰的图片但影响识别精度。

● 目前只支持识别单张身份证的正面或者反面。

调试

您可以在API Explorer中调试该接口，支持自动认证鉴权。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
SDK代码示例，并提供SDK代码示例调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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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在使用之前，需要您完成服务申请和认证鉴权，具体操作流程请参见开通服务和认证
鉴权章节。

说明

用户首次使用需要先申请开通。服务只需要开通一次即可，后面使用时无需再次申请。如未开通
服务，调用服务时会提示ModelArts.4204报错，请在调用服务前先进入控制台开通服务，并注
意开通服务区域与调用服务的区域保持一致。

URI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id-card

表 4-45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说明

endpoint 是 终端节点，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

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您可以从终
端节点中获取。

例如，OCR服务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
“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

project_id 是 项目ID，您可以从获取项目ID中获取。

 

请求参数

表 4-46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Token。

用于获取操作API的权限。获取
Token接口响应消息头中X-
Subject-Token的值即为Token。

Content-Type 是 String 发送的实体的MIME类型，参数
值为“application/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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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Enterprise-
Project-Id

否 String 企业项目ID。OCR支持通过企业
项目管理（EPS）对不同用户组
和用户的资源使用，进行分账。

获取方法：进入“企业项目管
理”页面，单击企业项目名称，
在企业项目详情页获取
Enterprise-Project-Id（企业项
目ID）。

企业项目创建步骤请参见用户指
南。

说明
创建企业项目后，在传参时，有以
下三类场景。

● 携带正确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归到企业ID对应的
企业项目中。

● 携带错误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
类为“未归集”。

● 不携带ID，正常使用OCR服
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类
为“未归集”。

 

表 4-47 请求 Bod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image 否 String 该参数与url二选一。

图片的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
不超过10MB。

图片 短边不小于15px， 长边不超过
8000px。支持JPEG、JPG、PNG、BMP、
TIFF格式。

图片Base64编码示例如/9j/
4AAQSkZJRgABAg...，带有多余前 会产生
The image format is not supported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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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url 否 String 该参数与image二选一。图片的url路径，目
前支持：

● 公网http/https url例如https://
support.huaweicloud.com/api-ocr/zh-
cn_image_0000001079447456.png

● OBS提供的url，使用OBS数据需要进行授
权。包括对服务授权、临时授权、匿名公
开授权，详情参见配置OBS访问权限。

说明

● 接口响应时间依赖于图片的下载时间，如果图
片下载时间过长，会返回接口调用失败。

● 请保证被检测图片所在的存储服务稳定可靠，
推荐使用OBS服务存储图片数据。

● url中不能存在中文字符，若存在，中文需要进
行utf8编码。

side 否 String 检测身份证的人像面或国徽面。

● front：身份证人像面

● back：身份证国徽面

如果参数值为空或无该参数，系统自动识
别，建议填写，准确率更高。

return_verif
ication

否 Boolean 返回校验身份证号等信息的开关，默认
false，可选值如下所示：

● true：返回校验信息

● false：不返回校验信息

return_tex
t_location

否 Boolean 识别到的文字块的区域位置信息。可选值包
括：

true：返回各个文字块区域

false：不返回各个文字块区域

如果无该参数，系统默认不返回文字块区
域。如果输入参数不是Boolean类型，则会报
非法参数错误。

detect_rep
roduce

否 Boolean 返回判断身份证图像是否经过翻拍的开关，
默认false，可选值如下所示：

● true ：返回身份证图像是否经过翻拍

● false：不返回身份证图像是否经过翻拍

detect_cop
y

否 Boolean 返回判断身份证图像是否是黑白复印件的开
关，默认false，可选值如下所示：

● true ：返回身份证图像是否是复印件

● false : 不返回身份证图像是否是复印件

 

文字识别服务
API 参考 4 API

文档版本 01 (2023-05-19)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58



响应参数

说明

根据识别的结果，可能有不同的HTTP响应状态码（status code）。例如，200表示API调用成
功，400表示调用失败，详细的状态码和响应参数说明如下。

状态码： 200

表 4-48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result IDCardRes
ult object

识别结果。

调用失败时不返回此字段。

 

表 4-49 IdCardResult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name String 姓名。

sex String 性别。

birth String 出生日期。

ethnicity String 民族。

address String 地址。

number String 身份证号。

issue String 发证机关。

valid_from String 有效起始日期。

valid_to String 有效结束日期。

verification_re
sult

IdcardVerific
ationResult
object

校验信息。仅在输入参数return_verification为
true时，返回该字段，该字段包含
valid_number、valid_birth、valid_sex和
valid_date的校验信息。

text_location Object 对应所有在原图上识别到的字段位置信息，包含
所有文字区域四个顶点的二维坐标（x,y）。采用
图像坐标系，坐标原点为图片左上角，x轴沿水平
方向，y轴沿竖直方向。

detect_reprod
uce_result

Boolean 判断身份证图像是否经过翻拍，“true”表示是
翻拍，“false”表示未经过翻拍。仅在输入参数
detect_reproduce为true时，返回该字段。

detect_copy_r
esult

Boolean 判断身份证图像是黑白复印件还是原件，
“true”表示是复印件，“false”表示是原件。
仅在输入参数detect_copy为true时，返回该字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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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0 IdcardVerificationResult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valid_number Boolean 身份证号规则校验是否通过。

● true：表示身份证号规则校验通过。

● false：表示身份证号规则校验不通过。

当身份证图片是国徽面时，默认是false。

仅在输入参数return_verification为true时，返回
该字段。

valid_birth Boolean 出生日期与身份证号所表示的出生日期是否一
致。

● true：表示一致。

● false：表示不一致。

当身份证图片是国徽面，或者身份证号规则校验
不通过时，默认是false。

仅在输入参数return_verification为true时，返回
该字段。

valid_sex Boolean 性别与身份证号所表示的性别信息是否一致。

true：表示一致。

false：表示不一致。

当身份证图片是国徽面，或者身份证号规则校验
不通过时，默认是false。

仅在输入参数return_verification为true时，返回
该字段。

valid_date Boolean 当前日期是否在有效期内。

true：表示当前日期在有效期内。

false：表示当前日期不在有效期内。

当身份证图片是人像面时，默认是false。

仅在输入参数return_verification为true时，返回
该字段。

 

状态码：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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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1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说明

error_code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码，具体请参见错误码。

当出现错误码“ModelArts.4204”时，请参考为
什么调用API时提示“ModelArts.4204”？章
节。

调用成功时不返回此字段。

error_msg String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错误信息。

调用成功时不返回此字段。

 

请求示例

说明

● “endpoint”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具体请参见
终端节点。

例如，身份证识别服务部署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或“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n”，请求URL为
“https://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om/v2/{project_id}/ocr/id-card”，
“project_id”为项目ID，获取方法请参见获取项目ID。

● 如何获取Token请参见认证鉴权。

● 请求示例（方式一：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id-card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
  "image" : "/9j/4AAQSkZJRgABAgEASABIAAD/4RFZRXhpZgAATU0AKgAAAA...",
  "side" : "front",
  "return_verification" : true,
  "detect_reproduce" : true,
  "detect_copy" : true
}

● 请求示例（方式二：使用图片URL）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id-card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
  "url" : "https://BucketName.obs.myhuaweicloud.com/ObjectName",
  "side" : "front",
  "return_verification" : true,
  "detect_reproduce" : true,
  "detect_copy" : true
}

● Python3语言请求代码示例（其他语言参照下列示例编写或使用OCR SDK）
# encoding:utf-8

import requests
import base64

文字识别服务
API 参考 4 API

文档版本 01 (2023-05-19)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61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ocr_faq/ocr_01_003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ocr_faq/ocr_01_0031.html


url =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id-card"
token = "用户获取得到的实际token值"
headers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token}

imagepath = r'./data/id-card-demo.png' # 读取本地图片
with open(imagepath, "rb") as bin_data:
    image_data = bin_data.read()
image_base64 = base64.b64encode(image_data).decode("utf-8")  # 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ayload = {"image": image_base64}
response = requests.post(url, headers=headers, json=payload)
print(response.text)

响应示例

状态码：200

成功响应示例（人像面）

{
  "result" : {
    "name" : "张三",
    "sex" : "男",
    "ethnicity" : "汉",
    "birth" : "2000-03-06",
    "address" : "XX省XX市XX区XX街道XX号",
    "number" : "610XXXXXXXXXXXXXXX",
    "detect_reproduce_result" : true,
    "detect_copy_result" : true,
    "verification_result" : {
      "valid_number" : true,
      "valid_birth" : true,
      "valid_sex" : true,
      "valid_date" : false
    }
  }
}

成功响应示例（国徽面）

{
  "result" : {
    "issue" : "XX省XX市XX区XX派出所",
    "valid_from" : "2004-08-26",
    "valid_to" : "2034-08-26",
    "verification_result" : {
      "valid_number" : false,
      "valid_birth" : false,
      "valid_sex" : false,
      "valid_date" : true
    },
    "detect_reproduce_result" : true,
    "detect_copy_result" : true
  }
}

状态码：400

失败响应示例

{
    "error_code": "AIS.0103",
    "error_msg": "The image size does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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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成功响应。

400 失败响应。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错误码

错误码请参见错误码。

4.7 行驶证识别

功能介绍

识别行驶证图片中主页和副页的文字内容，并将识别的结果以JSON格式返回给用户。
该接口的使用限制请参见约束与限制，详细使用指导请参见OCR服务使用简介章节。

图 4-7 行驶证示例图

说明

如果图片中包含多张卡证票据，请调用智能分类识别服务。

约束与限制
● 只支持中国大陆行驶证的识别。

● 只支持识别PNG、JPG、JPEG、BMP、TIFF格式的图片。

● 图像各边的像素大小在100到8000px之间。

● 图像中行驶证区域有效占比超过5%，保证整张行驶证内容及其边缘包含在图像
内。

● 支持图像中行驶证任意角度的水平旋转。

● 支持少量扭曲，扭曲后图像中的行驶证长宽比与实际行驶证相差不超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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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处理反光、暗光、防伪标识等干扰的图片但影响识别精度。

● 目前只支持识别2008年版的行驶证。

调试

您可以在API Explorer中调试该接口，支持自动认证鉴权。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
SDK代码示例，并提供SDK代码示例调试功能。

前提条件

在使用之前，需要您完成服务申请和认证鉴权，具体操作流程请参见开通服务和认证
鉴权章节。

说明

用户首次使用需要先申请开通。服务只需要开通一次即可，后面使用时无需再次申请。如未开通
服务，调用服务时会提示ModelArts.4204报错，请在调用服务前先进入控制台开通服务，并注
意开通服务区域与调用服务的区域保持一致。

URI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vehicle-license

表 4-52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说明

endpoint 是 终端节点，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

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您可以从终
端节点中获取。

例如，OCR服务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
“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

project_id 是 项目ID，您可以从获取项目ID中获取。

 

请求参数

表 4-53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Token。

用于获取操作API的权限。获取
Token接口响应消息头中X-
Subject-Token的值即为Token。

Content-Type 是 String 发送的实体的MIME类型，参数
值为“application/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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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Enterprise-
Project-Id

否 String 企业项目ID。OCR支持通过企业
项目管理（EPS）对不同用户组
和用户的资源使用，进行分账。

获取方法：进入“企业项目管
理”页面，单击企业项目名称，
在企业项目详情页获取
Enterprise-Project-Id（企业项
目ID）。

企业项目创建步骤请参见用户指
南。

说明
创建企业项目后，在传参时，有以
下三类场景。

● 携带正确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归到企业ID对应的
企业项目中。

● 携带错误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
类为“未归集”。

● 不携带ID，正常使用OCR服
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类
为“未归集”。

 

表 4-54 请求 Bod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image 否 String 该参数与url二选一。

图片的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
不超过10MB。

图片 短边不小于100px， 长边不超过
8000px。支持JPEG、JPG、PNG、BMP、
TIFF格式。

图片Base64编码示例如/9j/
4AAQSkZJRgABAg...，带有多余前 会产生
The image format is not supported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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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url 否 String 该参数与image二选一。图片的url路径，目
前支持：

● 公网http/https url
● OBS提供的url，使用OBS数据需要进行授

权。包括对服务授权、临时授权、匿名公
开授权，详情参见配置OBS访问权限。

说明

● 接口响应时间依赖于图片的下载时间，如果图
片下载时间过长，会返回接口调用失败。

● 请保证被检测图片所在的存储服务稳定可靠，
推荐使用OBS服务存储图片数据。

● url中不能存在中文字符，若存在，中文需要进
行utf8编码。

side 否 String 检测行驶证的主页或副页。

● front: 行驶证主页

● back: 行驶证副页

如果参数值为空或无该参数，系统默认识别
主页，建议填写，准确率更高。

return_issu
ing_author
ity

否 Boolean 是否返回发证机关的开关，可选值包括：

● true：返回发证机关

● false：不返回发证机关

如果无该参数，系统默认不返回发证机关。
如果输入参数不是Boolean类型，则会报非法
参数错误。

return_tex
t_location

否 Boolean 识别到的文字块的区域位置信息。可选值包
括：

true：返回各个文字块区域

false：不返回各个文字块区域

如果无该参数，系统默认不返回文字块区
域。如果输入参数不是Boolean类型，则会报
非法参数错误。

 

响应参数

说明

根据识别的结果，可能有不同的HTTP响应状态码（status code）。例如，200表示API调用成
功，400表示调用失败，详细的状态码和响应参数说明如下。

状态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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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5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result VehicleLic
enseResult
object

识别结果。

调用失败时不返回此字段。

 

表 4-56 VehicleLicenseResult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number String 号牌号码。

vehicle_type String 车辆类型。

name String 所有人。

address String 住址。

use_character String 使用性质。

model String 品牌型号。

engine_no String 发动机号码。

vin String 车辆识别代号。

register_date String 注册日期。

issue_date String 发证日期。

issuing_authority String 发证机关。

file_no String 档案编码。

approved_passen
gers

String 核定载人数。

gross_mass String 总质量。

unladen_mass String 整备质量。

approved_load String 核定载质量。

dimension String 外廓尺寸。

traction_mass String 准牵引总质量。

remarks String 备注。

inspection_record String 检验记录。

code_number String 条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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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text_location Object 对应所有在原图上识别到的字段位置信息，包含
所有文字区域四个顶点的二维坐标（x,y）。采用
图像坐标系，坐标原点为图片左上角，x轴沿水
平方向，y轴沿竖直方向。

 

状态码： 400

表 4-57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说明

error_code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码，具体请参见错误码。

当出现错误码“ModelArts.4204”时，请参考为
什么调用API时提示“ModelArts.4204”？章
节。

调用成功时不返回此字段。

error_msg String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错误信息。

调用成功时不返回此字段。

 

请求示例

说明

● “endpoint”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具体请参见
终端节点。

例如，行驶证识别服务部署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或“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n”，请求URL为
“https://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om/v2/{project_id}/ocr/vehicle-license”，
“project_id”为项目ID，获取方法请参见获取项目ID。

● 如何获取Token请参见认证鉴权。

● 请求示例（方式一：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vehicle-license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
    "image":"/9j/4AAQSkZJRgABAgEASABIAAD/4RFZRXhpZgAATU0AKgAAAAg...",
    "side":"front",
    "return_issuing_authority":true
  }

● 请求示例（方式二：使用图片URL）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vehicle-license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

文字识别服务
API 参考 4 API

文档版本 01 (2023-05-19)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68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ocr_faq/ocr_01_003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ocr_faq/ocr_01_0031.html


     "url":"https://BucketName.obs.xxxx.com/ObjectName",
     "side":"back"
 }

● Python3语言请求代码示例（其他语言参照下列示例编写或使用OCR SDK）
# encoding:utf-8

import requests
import base64

url =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vehicle-license"
token = "用户获取得到的实际token值"
headers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token}

imagepath = r'./data/vehicle-license-demo.png' # 读取本地图片
with open(imagepath, "rb") as bin_data:
    image_data = bin_data.read()
image_base64 = base64.b64encode(image_data).decode("utf-8")  # 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ayload = {"image": image_base64}
response = requests.post(url, headers=headers, json=payload)
print(response.text)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成功响应示例

{
  "result" : {
    "number" : "京A8888",
    "vehicle_type" : "小型普通客车",
    "name" : "张三",
    "address" : "XX省XX市XX区XX街道XX号",
    "use_character" : "非营运",
    "model" : "东风日产牌DFLXXXXX",
    "vin" : "LXDB8CDH0998998",
    "engine_no" : "27786XD",
    "register_date" : "2013-05-08",
    "issue_date" : "2013-05-08",
    "file_no" : "880008886666",
    "approved_passengers" : "7人",
    "gross_mass" : "2250kg",
    "unladen_mass" : "1237kg",
    "approved_load" : "",
    "dimension" : "4765×1795×1665mm",
    "traction_mass" : "",
    "remarks" : "",
    "inspection_record" : "检验有效期至2013年11月京A(00)",
    "code_number" : "*8800000666688*"
  }
}

状态码： 400

失败响应样例

{
  "result" : {
    "error_code" : "AIS.0103",
    "error_msg" : "The image size does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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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成功响应。

400 失败响应。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错误码

错误码请参见错误码。

4.8 驾驶证识别

功能介绍

识别驾驶证图片中主页与副页的文字内容，并将识别的结果以JSON格式返回给用户。
该接口的使用限制请参见约束与限制，详细使用指导请参见OCR服务使用简介章节。

图 4-8 驾驶证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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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电子驾驶证示例图

说明

如果图片中包含多张卡证票据，请调用智能分类识别服务。

约束与限制
● 只支持中国大陆驾驶证的识别。

● 只支持识别PNG、JPG、JPEG、BMP、TIFF格式的图片。

● 图像各边的像素大小在100到8000px之间。

● 图像中驾驶证区域有效占比超过50%，保证整张驾驶证内容及其边缘包含在图像
内。

● 支持图像中驾驶证任意角度的水平旋转。

● 支持少量扭曲，扭曲后图像中的驾驶证长宽比与实际驾驶证相差不超过10%。

● 能处理反光、暗光、防伪标识等干扰的图片但影响识别精度。

调试

您可以在API Explorer中调试该接口，支持自动认证鉴权。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
SDK代码示例，并提供SDK代码示例调试功能。

前提条件

在使用之前，需要您完成服务申请和认证鉴权，具体操作流程请参见开通服务和认证
鉴权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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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用户首次使用需要先申请开通。服务只需要开通一次即可，后面使用时无需再次申请。如未开通
服务，调用服务时会提示ModelArts.4204报错，请在调用服务前先进入控制台开通服务，并注
意开通服务区域与调用服务的区域保持一致。

URI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driver-license

表 4-58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说明

endpoint 是 终端节点，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

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您可以从终
端节点中获取。

例如，OCR服务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
“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

project_id 是 项目ID，您可以从获取项目ID中获取。

 

请求参数

表 4-59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Token。

用于获取操作API的权限。获取
Token接口响应消息头中X-
Subject-Token的值即为Token。

Content-Type 是 String 发送的实体的MIME类型，参数
值为“application/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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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Enterprise-
Project-Id

否 String 企业项目ID。OCR支持通过企业
项目管理（EPS）对不同用户组
和用户的资源使用，进行分账。

获取方法：进入“企业项目管
理”页面，单击企业项目名称，
在企业项目详情页获取
Enterprise-Project-Id（企业项
目ID）。

企业项目创建步骤请参见用户指
南。

说明
创建企业项目后，在传参时，有以
下三类场景。

● 携带正确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归到企业ID对应的
企业项目中。

● 携带错误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
类为“未归集”。

● 不携带ID，正常使用OCR服
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类
为“未归集”。

 

表 4-60 请求 Bod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image 否 String 该参数与url二选一。

图片的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
不超过10MB。

图片 短边不小于100px， 长边不超过
8000px。支持JPEG、JPG、PNG、BMP、
TIFF格式。

图片Base64编码示例如/9j/
4AAQSkZJRgABAg...，带有多余前 会产生
The image format is not supported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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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url 否 String 该参数与image二选一。图片的url路径，目
前支持：

● 公网http/https url
● OBS提供的url，使用OBS数据需要进行授

权。包括对服务授权、临时授权、匿名公
开授权，详情参见配置OBS访问权限。

说明

● 接口响应时间依赖于图片的下载时间，如果图
片下载时间过长，会返回接口调用失败。

● 请保证被检测图片所在的存储服务稳定可靠，
推荐使用OBS服务存储图片数据。

● url中不能存在中文字符，若存在，中文需要进
行utf8编码。

side 否 String 检测驾驶证的主页、副页。

● front: 驾驶证主页

● back: 驾驶证副页

● double_side：驾驶证双页信息

如果参数值为空或无该参数，系统默认识别
主页，建议填写，准确率更高。

return_issu
ing_author
ity

否 Boolean 是否返回发证机关的开关，可选值包括：

true：返回发证机关

false：不返回发证机关

如果无该参数，系统默认不返回发证机关。
如果输入参数不是Boolean类型，则会报非法
参数错误AIS.0101。

return_tex
t_location

否 Boolean 识别到的文字块的区域位置信息。可选值包
括：

true：返回各个文字块区域

false：不返回各个文字块区域

如果无该参数，系统默认不返回文字块区
域。如果输入参数不是Boolean类型，则会报
非法参数错误。

 

响应参数

说明

根据识别的结果，可能有不同的HTTP响应状态码（status code）。例如，200表示API调用成
功，400表示调用失败，详细的状态码和响应参数说明如下。

状态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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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1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result DriverLice
nseResult
object

识别结果。

调用失败时不返回此字段。

 

表 4-62 DriverLicenseResult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type String 驾驶证类型。 normal：纸质驾驶证 electronic：
电子驾驶证

number String 驾驶证号。

name String 姓名。

sex String 性别。

nationality String 国籍。

address String 住址。

birth String 出生日期。

issue_date String 初次领证日期。

class String 准驾类型。

valid_from String 有效起始日期。

valid_to String 有效结束日期。

issuing_authority String 发证机关。

file_number String 档案编号。

record String 记录。

accumulated_scor
es

String 累积记分。

status Array of
strings

状态。

generation_date String 生成时间。

current_time String 当前时间。

text_location Object 对应所有在原图上识别到的字段位置信息，包含
所有文字区域四个顶点的二维坐标（x,y）。采用
图像坐标系，坐标原点为图片左上角，x轴沿水
平方向，y轴沿竖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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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front DriverLice
nseFront
object

驾驶证主页。 当请求参数"side"设置为
"double_side"时才返回。

back DriverLice
nseBack
object

驾驶证副页。 当请求参数"side"设置为
"double_side"时才返回。

 

表 4-63 DriverLicenseFront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type String 驾驶证类型。 normal：纸质驾驶证 electronic：
电子驾驶证

number String 驾驶证号。

name String 姓名。

sex String 性别。

nationality String 国籍。

address String 住址。

birth String 出生日期。

issue_date String 初次领证日期。

class String 准驾类型。

valid_from String 有效起始日期。

valid_to String 有效结束日期。

issuing_authority String 发证机关。

accumulated_scor
es

String 累积记分。

status Array of
strings

状态。

generation_date String 生成时间。

current_time String 当前时间。

file_number String 档案编号。

text_location Object 对应所有在原图上识别到的字段位置信息，包含
所有文字区域四个顶点的二维坐标（x,y）。采用
图像坐标系，坐标原点为图片左上角，x轴沿水
平方向，y轴沿竖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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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4 DriverLicenseBack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type String 驾驶证类型。 normal：纸质驾驶证 electronic：
电子驾驶证

number String 驾驶证号。

name String 姓名。

issuing_authority String 发证机关。

address String 住址。

file_number String 档案编号。

record String 记录。

text_location Object 对应所有在原图上识别到的字段位置信息，包含
所有文字区域四个顶点的二维坐标（x,y）。采用
图像坐标系，坐标原点为图片左上角，x轴沿水
平方向，y轴沿竖直方向。

 

状态码： 400

表 4-65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说明

error_code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码，具体请参见错误码。

当出现错误码“ModelArts.4204”时，请参考为
什么调用API时提示“ModelArts.4204”？章
节。

调用成功时不返回此字段。

error_msg String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错误信息。

调用成功时不返回此字段。

 

请求示例

说明

● “endpoint”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具体请参见
终端节点。

例如，驾驶证识别服务部署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或“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n”，请求URL为
“https://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om/v2/{project_id}/ocr/driver-license”，
“project_id”为项目ID，获取方法请参见获取项目ID。

● 如何获取Token请参见认证鉴权。

● 请求示例（方式一：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driver-license 
 Request H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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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   
    "image":"/9j/4AAQSkZJRgABAgEASABIAAD/4RFZRXhpZgAATU0AKgAAAA...",
    "side":"front",
    "return_issuing_authority": true
  }

● 请求示例（方式二：使用图片URL）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driver-license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
     "url":"https://BucketName.obs.xxxx.com/ObjectName",
     "side":"back"
  }

● Python3语言请求代码示例（其他语言参照下列示例编写或使用OCR SDK）
# encoding:utf-8

import requests
import base64

url =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driver-license"
token = "用户获取得到的实际token值"
headers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token}

imagepath = r'./data/driver-license-demo.png' # 读取本地图片
with open(imagepath, "rb") as bin_data:
    image_data = bin_data.read()
image_base64 = base64.b64encode(image_data).decode("utf-8")  # 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ayload = {"image": image_base64}
response = requests.post(url, headers=headers, json=payload)
print(response.text)

响应示例

状态码：200

成功响应示例（纸质驾驶证主页）

{
  "result" : {
    "type" : "normal",
    "number" : "362XXXXXXXXXXXXXXXX",
    "name" : "张三",
    "sex" : "男",
    "nationality" : "中国",
    "address" : "XX省XX市XX区XX街道XX号",
    "birth" : "2000-03-06",
    "issue_date" : "2000-03-06",
    "class" : "C1",
    "valid_from" : "2004-08-26",
    "valid_to" : "2034-08-26"
  }
}

成功响应示例（纸质驾驶证副页）

{
  "result" : {
    "type" : "normal",
    "number" : "362XXXXXXXXXXXXXXXX",
    "name" : "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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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e_number" : "880008886666",
    "record" : "实习期至2005年08月26日。"
  }
}

状态码：400

失败响应示例

{
  "error_code" : "AIS.0103",
  "error_msg" : "The image size does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成功响应。

400 失败响应。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错误码

错误码请参见错误码。

4.9 护照识别

功能介绍

识别护照首页图片中的文字信息，并以JSON格式返回识别的结构化结果。

当前版本支持中国护照的全字段识别。外国护照支持护照下方两行国际标准化的机读
码识别，并可从中提取6-7个关键字段信息。该接口的使用限制请参见约束与限制，详
细使用指导请参见OCR服务使用简介章节。

图 4-10 护照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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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如果图片中包含多张卡证票据，请调用智能分类识别服务。

约束与限制

● 支持各国护照识别，根据护照首页下方的机读码提取信息。

● 只支持识别PNG、JPG、JPEG、BMP、TIFF格式的图片。

● 图像各边的像素大小在15到8192px之间。

● 图像中护照首页区域有效占比超过25%，保证护照首页内容及其边缘包含在图像
内。

● 支持图像中护照任意角度的水平旋转。

● 支持少量扭曲，扭曲后图像中的护照长宽比与实际护照相差不超过10%。

● 能处理反光、暗光等干扰的图片但影响识别精度。

调试

您可以在API Explorer中调试该接口，支持自动认证鉴权。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
SDK代码示例，并提供SDK代码示例调试功能。

前提条件

在使用之前，需要您完成服务申请和认证鉴权，具体操作流程请参见开通服务和认证
鉴权章节。

说明

用户首次使用需要先申请开通。服务只需要开通一次即可，后面使用时无需再次申请。如未开通
服务，调用服务时会提示ModelArts.4204报错，请在调用服务前先进入控制台开通服务，并注
意开通服务区域与调用服务的区域保持一致。

URI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passport

表 4-66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说明

endpoint 是 终端节点，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

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您可以从终
端节点中获取。

例如，OCR服务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
“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

project_id 是 项目ID，您可以从获取项目ID中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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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

表 4-67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Token。

用于获取操作API的权限。获取
Token接口响应消息头中X-
Subject-Token的值即为Token。

Content-Type 是 String 发送的实体的MIME类型，参数
值为“application/json”。

Enterprise-
Project-Id

否 String 企业项目ID。OCR支持通过企业
项目管理（EPS）对不同用户组
和用户的资源使用，进行分账。

获取方法：进入“企业项目管
理”页面，单击企业项目名称，
在企业项目详情页获取
Enterprise-Project-Id（企业项
目ID）。

企业项目创建步骤请参见用户指
南。

说明
创建企业项目后，在传参时，有以
下三类场景。

● 携带正确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归到企业ID对应的
企业项目中。

● 携带错误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
类为“未归集”。

● 不携带ID，正常使用OCR服
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类
为“未归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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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8 请求 Bod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image 否 String 该参数与url二选一。

图片的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
不超过10MB。

图片 短边不小于15px， 长边不超过
8192px，支持JPEG、JPG、PNG、BMP、
TIFF格式。

图片Base64编码示例如/9j/
4AAQSkZJRgABAg...，带有多余前 会产生
The image format is not supported报错。

url 否 String 该参数与image二选一。图片的url路径，目
前支持：

● 公网http/https url
● OBS提供的url，使用OBS数据需要进行授

权。包括对服务授权、临时授权、匿名公
开授权，详情参见配置OBS访问权限。

说明

● 接口响应时间依赖于图片的下载时间，如果图
片下载时间过长，会返回接口调用失败。

● 请保证被检测图片所在的存储服务稳定可靠，
推荐使用OBS服务存储图片数据。

● url中不能存在中文字符，若存在，中文需要进
行utf8编码。

country_c
ode

否 String 输入值为护照颁发国的国家码，根据国家码
选择对应的护照识别服务。

● 若输入中未选此字段，服务会根据自己识
别判断的护照类型匹配相应的护照识别服
务。

● 若选择值为“GENERAL”，则选择护照机
器码识别。

● 若选择值为“CHN”，则选择中国护照全
字段识别。

 

响应参数

说明

根据识别的结果，可能有不同的HTTP响应状态码（status code）。例如，200表示API调用成
功，400表示调用失败，详细的状态码和响应参数说明如下。

状态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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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9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result PassportR
esult
object

识别结果。

调用失败时不返回此字段。

该结果中包含：13个主要字段，由英文表达；
extra_info由本地官方语言表达；主要字段的置
信度。置信度越大，字段的值越准确。

 

表 4-70 PassportResult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passport_type String 护照类型。

● P:普通因私护照

● W:外交护照

● G:公务护照

country_code String 护照签发国的国家码。

passport_number String 护照号码。

nationality String 护照持有人国籍。

surname String 姓。

given_name String 名字。

sex String 性别。

date_of_birth String 出生日期。返回值例如，1990-12-12。

date_of_expiry String 护照有效期。返回值例如，2020-07-08。

date_of_issue String 护照签发日期。返回值例如，2010-07-09。

place_of_birth String 出生地。

place_of_issue String 签发地。

issuing_authority String 签发机关。

因为各个领事馆签发机关简写未统一，所以服务
统一对中国的英文简写处理为“P.R.China”。例
如：有的签发机关是“P.R.C”，识别结果均显示
“P.R.China”。

confidence Object 字段的置信度，取值范围0~1。

置信度越大，表示识别的字段的可靠性越高，在
统计意义上，置信度越大，准确率越高。

置信度由算法给出，不直接等价于字段的准确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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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xtra_info Object 参数值默认为空。对于中国护照，
“extra_info”的值会包含护照上由汉字描述的
字段信息，如姓名、出生地等信息。

 

状态码： 400

表 4-71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说明

error_code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码，具体请参见错误码。

当出现错误码“ModelArts.4204”时，请参考为
什么调用API时提示“ModelArts.4204”？章
节。

调用成功时不返回此字段。

error_msg String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错误信息。

调用成功时不返回此字段。

 

请求示例

说明

● “endpoint”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具体请参见
终端节点。

例如，护照识别服务部署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或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n”，请求URL为“https://
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om/v2/{project_id}/ocr/passport”，“project_id”为项目
ID，获取方法请参见获取项目ID

● 如何获取Token请参见认证鉴权。

● 请求样例（方式一：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passport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
    "image":"/9j/4AAQSkZJRgABAgEASABIAAD/4RFZRXhpZgAATU0AKgAAAA...",
    "country_code": "GENERAL"
}

● 请求样例（方式二：使用图片URL）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passport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
    "url":"https://BucketName.obs.xxxx.com/Object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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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ntry_code": "GENERAL"
}

● Python3语言请求代码示例（其他语言参照下列示例编写或使用OCR SDK）
# encoding:utf-8

import requests
import base64

url =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passport"
token = "用户获取得到的实际token值"
headers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token}

imagepath = r'./data/passport-demo.png'  # 读取本地图片
with open(imagepath, "rb") as bin_data:
    image_data = bin_data.read()
image_base64 = base64.b64encode(image_data).decode("utf-8")  # 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ayload = {"image": image_base64}
response = requests.post(url, headers=headers, json=payload)
print(response.text)

响应示例

状态码：200

中国护照

{
    "result": {
        "passport_type": "P", 
        "country_code": "CHN", 
        "passport_number": "ED999XXXX", 
        "nationality": "CHINESE", 
        "surname": "ZHANG", 
        "given_name": "SAN", 
        "sex": "F", 
        "date_of_birth": "1990-12-12", 
        "date_of_expiry": "2020-07-08", 
        "date_of_issue": "2010-07-09", 
        "place_of_birth": "HUNAN", 
        "place_of_issue": "GUANGDONG", 
        "issuing_authority": "MPS Exit & Entry Administration", 
        "extra_info": {
            "local_language": {
                "name": "张三", 
                "sex": "女", 
                "place_of_birth": "湖南", 
                "place_of_issue": "广东", 
                "issuing_authority": "xxx出入境管理局", 
                "nationality": "中国"
            }
        }, 
        "confidence": {
            "passport_type": 0.9987, 
            "country_code": 0.9897, 
            "passport_number": 0.9997, 
            "nationality": 0.9977, 
            "surname": 0.9729, 
            "given_name": 0.9729, 
            "sex": 0.9897, 
            "date_of_birth": 0.9998, 
            "date_of_expiry": 0.9995, 
            "date_of_issue": 0.9969, 
            "place_of_birth": 0.9937, 
            "place_of_issue": 0.9993, 
            "issuing_authority": 0.998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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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护照

{
    "result": {
        "country_code": "ETF", 
        "surname": "HUZHAO", 
        "given_name": "ZHAOMIN DESALEGN ", 
        "passport_number": "EP435XXXX", 
        "date_of_birth": "1985-09-18", 
        "sex": "M", 
        "date_of_expiry": "2022-01-15", 
        "machine_code": "P<ETFHUZHAO<< ZHAOMIN <DESALEGN<<<<<<<<<<<<<<<", 
        "machine_code2": "EP435XXXX7ETF8509185M2201155<<<<<<<<<<<<<<08", 
        "extra_info": {},
        "confidence": {
            "country_code": 0.9727, 
            "surname": 0.9727, 
            "given_name": 0.9727, 
            "passport_number": 0.9558, 
            "date_of_birth": 0.9558, 
            "sex": 0.9558, 
            "date_of_expiry": 0.9558
        }
    }
}

状态码：400

失败响应示例

{
    "error_code": "AIS.0103", 
    "error_msg": "The image size does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成功响应。

400 失败响应。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错误码

错误码请参见错误码。

4.10 银行卡识别

功能介绍

识别银行卡上的关键文字信息，并以JSON格式返回识别的结构化结果。该接口的使用
限制请参见约束与限制，详细使用指导请参见OCR服务使用简介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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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银行卡示例图

说明

如果图片中包含多张卡证票据，请调用智能分类识别服务。

约束与限制
● 只支持识别JPG、JPEG、PNG、BMP、TIFF格式的图片。

● 图像各边的像素大小在15到8192px之间。

● 只支持识别银行卡正面，不支持识别背面。

● 只支持识别85.60×53.98 mm常规大小的银行卡，不支持迷你卡和形状不规则的异
形卡。

● 支持图像中银行卡任意角度的水平旋转。

调试

您可以在API Explorer中调试该接口，支持自动认证鉴权。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
SDK代码示例，并提供SDK代码示例调试功能。

前提条件

在使用之前，需要您完成服务申请和认证鉴权，具体操作流程请参见开通服务和认证
鉴权章节。

说明

用户首次使用需要先申请开通。服务只需要开通一次即可，后面使用时无需再次申请。如未开通
服务，调用服务时会提示ModelArts.4204报错，请在调用服务前先进入控制台开通服务，并注
意开通服务区域与调用服务的区域保持一致。

URI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bank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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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2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说明

endpoint 是 终端节点，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

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您可以从终
端节点中获取。

例如，OCR服务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
“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

project_id 是 项目ID，您可以从获取项目ID中获取。

 

请求参数

表 4-73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Token。

用于获取操作API的权限。获取
Token接口响应消息头中X-
Subject-Token的值即为Token。

Content-Type 是 String 发送的实体的MIME类型，参数
值为“application/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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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Enterprise-
Project-Id

否 String 企业项目ID。OCR支持通过企业
项目管理（EPS）对不同用户组
和用户的资源使用，进行分账。

获取方法：进入“企业项目管
理”页面，单击企业项目名称，
在企业项目详情页获取
Enterprise-Project-Id（企业项
目ID）。

企业项目创建步骤请参见用户指
南。

说明
创建企业项目后，在传参时，有以
下三类场景。

● 携带正确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归到企业ID对应的
企业项目中。

● 携带错误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
类为“未归集”。

● 不携带ID，正常使用OCR服
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类
为“未归集”。

 

表 4-74 请求 Bod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image 否 String 该参数与url二选一。

图片的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
不超过10MB。

图片 短边不小于15px， 长边不超过
8192px，支持JPEG、JPG、PNG、BMP、
TIFF格式。

图片Base64编码示例如/9j/
4AAQSkZJRgABAg...，带有多余前 会产生
The image format is not supported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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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url 否 String 该参数与image二选一。图片的url路径，目
前支持：

● 公网http/https url
● OBS提供的url，使用OBS数据需要进行授

权。包括对服务授权、临时授权、匿名公
开授权，详情参见配置OBS访问权限。

说明

● 接口响应时间依赖于图片的下载时间，如果图
片下载时间过长，会返回接口调用失败。

● 请保证被检测图片所在的存储服务稳定可靠，
推荐使用OBS服务存储图片数据。

● url中不能存在中文字符，若存在，中文需要进
行utf8编码。

return_tex
t_location

否 Boolean 识别到的文字块的区域位置信息。可选值包
括：

true：返回各个文字块区域

false：不返回各个文字块区域

如果无该参数，系统默认不返回文字块区
域。如果输入参数不是Boolean类型，则会报
非法参数错误。

 

响应参数

说明

根据识别的结果，可能有不同的HTTP响应状态码（status code）。例如，200表示API调用成
功，400表示调用失败，详细的状态码和响应参数说明如下。

状态码： 200

表 4-75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result BankcardR
esult
object

识别结果。

调用失败时不返回此字段。

 

表 4-76 BankcardResult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bank_name String 发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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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card_number String 银行卡号。

issue_date String 有效期开始日期。

expiry_date String 有效期截止日期。

type String 银行卡类别，如：借记卡，信用卡，准贷记卡，
预付费卡。

如果参数返回为空，表示未识别到银行卡类别。

confidence Object 字段的置信度，取值范围0~1。

置信度越大，表示识别的字段的可靠性越高，在
统计意义上，置信度越大，准确率越高。

置信度由算法给出，不直接等价于字段的准确
率。

text_location Object 对应所有在原图上识别到的字段位置信息，包含
所有文字区域四个顶点的二维坐标（x,y）。采用
图像坐标系，坐标原点为图片左上角，x轴沿水
平方向，y轴沿竖直方向。

 

状态码： 400

表 4-77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说明

error_code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码，具体请参见错误码。

当出现错误码“ModelArts.4204”时，请参考为
什么调用API时提示“ModelArts.4204”？章
节。

调用成功时不返回此字段。

error_msg String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错误信息。

调用成功时不返回此字段。

 

请求示例

说明

● “endpoint”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具体请参见
终端节点。

例如，银行卡识别服务部署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或“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n”，请求URL为
“https://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om/v2/{project_id}/ocr/bankcard”，
“project_id”为项目ID，获取方法请参见获取项目ID

● 如何获取Token请参见认证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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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样例（方式一：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bankcard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
    "image":"/9j/4AAQSkZJRgABAgEASABIAAD/4RFZRXhpZgAATU0AKgAAAA..."
}

● 请求样例（方式二：使用图片URL）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bankcard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
    "url":"https://BucketName.obs.xxxx.com/ObjectName"
}

● Python3语言请求代码示例（其他语言参照下列示例编写或使用OCR SDK）
# encoding:utf-8

import requests
import base64

url =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bankcard"
token = "用户获取得到的实际token值"
headers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token}

imagepath = r'./data/bankcard-demo.png' # 读取本地图片
with open(imagepath, "rb") as bin_data:
    image_data = bin_data.read()
image_base64 = base64.b64encode(image_data).decode("utf-8")  # 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ayload = {"image": image_base64}
response = requests.post(url, headers=headers, json=payload)
print(response.text)

响应示例

状态码：200

成功响应示例

{
    "result": {
        "bank_name": "XX银行",
        "card_number": "XXXX XXXX XXXX XXXX",
        "issue_date": "12/10",
        "expiry_date": "12/20",
        "type": "",
        "confidence": {
            "bank_name": 0.9431,
            "card_number": 0.8562,
            "issue_date": 0.9962,
            "expiry_date": 0.9256,
            "type": 0
        }
    }
}

状态码：400

失败响应示例

{
    "error_code": "AIS.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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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ror_msg": "The image size does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成功响应。

400 失败响应。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错误码

错误码请参见错误码。

4.11 营业执照识别

功能介绍

识别营业执照首页图片中的文字信息，并以JSON格式返回识别的结构化结果。该接口
的使用限制请参见约束与限制，详细使用指导请参见OCR服务使用简介章节。

图 4-12 营业执照示例图

约束与限制
● 只支持识别PNG、JPG、JPEG、BMP、TIFF格式的图片及PDF。

● 图像各边的像素在15到8192px之间。

● 图像中营业执照区域有效占比超过70%，保证整张营业执照及其边缘包含在图像
内。

● 支持图像中营业执照旋转、支持少量扭曲。

● 能处理暗光等干扰的图片但影响识别精度。

调试

您可以在API Explorer中调试该接口，支持自动认证鉴权。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
SDK代码示例，并提供SDK代码示例调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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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在使用之前，需要您完成服务申请和认证鉴权，具体操作流程请参见开通服务和认证
鉴权章节。

说明

用户首次使用需要先申请开通。服务只需要开通一次即可，后面使用时无需再次申请。如未开通
服务，调用服务时会提示ModelArts.4204报错，请在调用服务前先进入控制台开通服务，并注
意开通服务区域与调用服务的区域保持一致。

URI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business-license

表 4-78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说明

endpoint 是 终端节点，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

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您可以从终
端节点中获取。

例如，OCR服务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
“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

project_id 是 项目ID，您可以从获取项目ID中获取。

 

请求参数

表 4-79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Token。

用于获取操作API的权限。获取
Token接口响应消息头中X-
Subject-Token的值即为Token。

Content-Type 是 String 发送的实体的MIME类型，参数
值为“application/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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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Enterprise-
Project-Id

否 String 企业项目ID。OCR支持通过企业
项目管理（EPS）对不同用户组
和用户的资源使用，进行分账。

获取方法：进入“企业项目管
理”页面，单击企业项目名称，
在企业项目详情页获取
Enterprise-Project-Id（企业项
目ID）。

企业项目创建步骤请参见用户指
南。

说明
创建企业项目后，在传参时，有以
下三类场景。

● 携带正确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归到企业ID对应的
企业项目中。

● 携带错误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
类为“未归集”。

● 不携带ID，正常使用OCR服
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类
为“未归集”。

 

表 4-80 请求 Bod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image 否 String 该参数与url二选一。

图片的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
不超过10MB。

图片 短边不小于15px， 长边不超过
8192px，支持JPEG、JPG、PNG、BMP、
TIFF、PDF格式。多页PDF仅识别第一页。

图片Base64编码示例如/9j/
4AAQSkZJRgABAg...，带有多余前 会产生
The image format is not supported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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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url 否 String 该参数与image二选一。图片的url路径，目
前支持：

● 公网http/https url
● OBS提供的url，使用OBS数据需要进行授

权。包括对服务授权、临时授权、匿名公
开授权，详情参见配置OBS访问权限。

说明

● 接口响应时间依赖于图片的下载时间，如果图
片下载时间过长，会返回接口调用失败。

● 请保证被检测图片所在的存储服务稳定可靠，
推荐使用OBS服务存储图片数据。

● url中不能存在中文字符，若存在，中文需要进
行utf8编码。

 

响应参数

说明

根据识别的结果，可能有不同的HTTP响应状态码（status code）。例如，200表示API调用成
功，400表示调用失败，详细的状态码和响应参数说明如下。

状态码： 200

表 4-81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result BusinessLi
censeResu
lt object

识别结果。

调用失败时不返回此字段。

 

表 4-82 BusinessLicenseResult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registration_num
ber

String ● 老版本营业执照对应注册号。

● 新三证合一版本营业执照对应社会保障号。

name String 企业名称。

type String 公司/企业类型/主体类型。

address String 住所/营业场所/企业住所。

legal_representat
ive

String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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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registered_capital String 注册资本。

found_date String 成立日期。

business_term String 营业期限。

business_scope String 经营范围。

issue_date String 发照日期。

confidence Object 字段的置信度，取值范围0~1。

置信度越大，本次识别的字段的可靠性越高，在
统计意义上，置信度越大，准确率越高。

置信度由算法给出，不直接等价于字段的准确
率。

 

状态码： 400

表 4-83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说明

error_code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码，具体请参见错误码。

当出现错误码“ModelArts.4204”时，请参考为
什么调用API时提示“ModelArts.4204”？章
节。

调用成功时不返回此字段。

error_msg String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错误信息。

调用成功时不返回此字段。

 

请求示例

说明

● “endpoint”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具体请参见
终端节点。

例如，营业执照识别服务部署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或“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n”，请求URL为
“https://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om/v2/{project_id}/ocr/business-license”，
“project_id”为项目ID，获取方法请参见获取项目ID

● 如何获取Token请参见认证鉴权。

● 请求样例（方式一：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business-license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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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e":"/9j/4AAQSkZJRgABAgEASABIAAD/4RFZRXhpZgAATU0AKgAAAA..."
}

● 请求样例（方式二：使用图片URL）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business-license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
    "url":"https://BucketName.obs.xxxx.com/ObjectName"
}

● Python3语言请求代码示例（其他语言参照下列示例编写或使用OCR SDK）
# encoding:utf-8

import requests
import base64

url =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business-license"
token = "用户获取得到的实际token值"
headers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token}

imagepath = r'./data/business-license-demo.png'  # 读取本地图片
with open(imagepath, "rb") as bin_data:
    image_data = bin_data.read()
image_base64 = base64.b64encode(image_data).decode("utf-8")  # 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ayload = {"image": image_base64}
response = requests.post(url, headers=headers, json=payload)
print(response.text)

响应示例

状态码：200

成功响应示例

{
  "result" : {
    "registration_number" : "1234567890A",
    "name" : "ABC技术有限公司",
    "type" : "有限责任公司",
    "address" : "广东省深圳市珞喻路999号",
    "legal_representative" : "张三",
    "registered_capital" : "人民币壹佰万元整",
    "found_date" : "2011年10月18日",
    "business_term" : "2011年10月18日至2021年10月17日",
    "business_scope" : "计算机软硬件开发；电脑图文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issue_date" : "2011年10月18日",
    "confidence" : {
      "registration_number" : "0.9562",
      "name" : "0.9999",
      "type" : "0.9631",
      "address" : "0.9996",
      "legal_representative" : "0.9256",
      "registered_capital" : "0.9862",
      "found_date" : "0.9796",
      "business_term" : "0.9636",
      "business_scope" : "0.9584",
      "issue_date" : "0.9344"
    }
  }
}

状态码：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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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响应示例

{
    "error_code": "AIS.0103", 
    "error_msg": "The image size does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成功响应。

400 失败响应。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错误码

错误码请参见错误码。

4.12 道路运输证识别

功能介绍

识别道路运输证首页中的文字信息，并以JSON格式返回识别的结构化结果。该接口的
使用限制请参见约束与限制，详细使用指导请参见OCR服务使用简介章节。

图 4-13 道路运输证示例图

说明

如果图片中包含多张卡证票据，请调用智能分类识别服务。

约束与限制
● 只支持中国大陆道路运输证的识别。

● 只支持识别PNG、JPG、JPEG、BMP、TIFF格式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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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像各边的像素大小在15到4096px之间。

● 支持图像中道路运输证任意角度的水平旋转。

● 能处理反光、暗光、防伪标识等干扰的图片但影响识别精度。

调试

您可以在API Explorer中调试该接口，支持自动认证鉴权。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
SDK代码示例，并提供SDK代码示例调试功能。

前提条件

在使用之前，需要您完成服务申请和认证鉴权，具体操作流程请参见开通服务和认证
鉴权章节。

说明

用户首次使用需要先申请开通。服务只需要开通一次即可，后面使用时无需再次申请。如未开通
服务，调用服务时会提示ModelArts.4204报错，请在调用服务前先进入控制台开通服务，并注
意开通服务区域与调用服务的区域保持一致。

URI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transportation-license

表 4-84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说明

endpoint 是 终端节点，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

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您可以从终
端节点中获取。

例如，OCR服务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
“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

project_id 是 项目ID，您可以从获取项目ID中获取。

 

请求参数

表 4-85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Token。

用于获取操作API的权限。获取
Token接口响应消息头中X-
Subject-Token的值即为Token。

Content-Type 是 String 发送的实体的MIME类型，参数
值为“application/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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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Enterprise-
Project-Id

否 String 企业项目ID。OCR支持通过企业
项目管理（EPS）对不同用户组
和用户的资源使用，进行分账。

获取方法：进入“企业项目管
理”页面，单击企业项目名称，
在企业项目详情页获取
Enterprise-Project-Id（企业项
目ID）。

企业项目创建步骤请参见用户指
南。

说明
创建企业项目后，在传参时，有以
下三类场景。

● 携带正确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归到企业ID对应的
企业项目中。

● 携带错误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
类为“未归集”。

● 不携带ID，正常使用OCR服
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类
为“未归集”。

 

表 4-86 请求 Bod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image 否 String 该参数与url二选一。

图片的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
不超过10MB。

图片 短边不小于15px， 长边不超过
4096px，支持JPEG、JPG、PNG、BMP、
TIFF格式。

图片Base64编码示例如/9j/
4AAQSkZJRgABAg...，带有多余前 会产生
The image format is not supported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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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url 否 String 该参数与image二选一。图片的url路径，目
前支持：

● 公网http/https url
● OBS提供的url，使用OBS数据需要进行授

权。包括对服务授权、临时授权、匿名公
开授权，详情参见配置OBS访问权限。

说明

● 接口响应时间依赖于图片的下载时间，如果图
片下载时间过长，会返回接口调用失败。

● 请保证被检测图片所在的存储服务稳定可靠，
推荐使用OBS服务存储图片数据。

● url中不能存在中文字符，若存在，中文需要进
行utf8编码。

 

响应参数

说明

根据识别的结果，可能有不同的HTTP响应状态码（status code）。例如，200表示API调用成
功，400表示调用失败，详细的状态码和响应参数说明如下。

状态码： 200

表 4-87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result Transporta
tionLicens
eResult
object

识别结果。

调用失败时不返回此字段。

Result中包含：6个主要字段和主字段外的其余可
提取字段。

 

表 4-88 TransportationLicenseResult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owner_name String 业户名称。

license_number String 道路运输证号。

vehicle_number String 车辆号牌。

vehicle_type String 车辆类型。

maximum_capaci
ty

String 吨(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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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vehicle_size String 车辆尺寸。

issuing_authority String 核发机关（非必有，依赖对应运输证板式）。

issue_date String 签发日期（非必有，依赖对应运输证板式）。

owner_address String 业户地址（非必有，依赖对应运输证板式）。

economic_type String 经济类型（非必有，依赖对应运输证板式）。

business_certifica
te

String 经营许可证号（非必有，依赖对应运输证板
式）。

business_scope String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非必有，依赖对应运输证板
式）。

confidence Object 字段的置信度，取值范围0~1。

置信度越大，本次识别的字段的可靠性越高，在
统计意义上，置信度越大，准确率越高。

置信度由算法给出，不直接等价于字段的准确
率。

说明

● 置信度中的相关字段均与返回值中的相关字段一一
对应。

 

状态码： 400

表 4-89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说明

error_code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码，具体请参见错误码。

当出现错误码“ModelArts.4204”时，请参考为
什么调用API时提示“ModelArts.4204”？章
节。

调用成功时不返回此字段。

error_msg String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错误信息。

调用成功时不返回此字段调用成功时不返回此字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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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示例

说明

● “endpoint”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具体请参见
终端节点。

例如，道路运输证识别服务部署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或“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n”，请求URL为
“https://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om/v2/{project_id}/ocr/transportation-
license”，“project_id”为项目ID，获取方法请参见获取项目ID

● 如何获取Token请参见认证鉴权。

● 请求示例（方式一：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transportation-license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
    "image":"/9j/4AAQSkZJRgABAgEASABIAAD/4RFZRXhpZgAATU0AKgAAAA..."
}

● 请求示例（方式二：使用图片URL）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transportation-license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
    "url":"https://BucketName.obs.xxxx.com/ObjectName"
}

● Python3语言请求代码示例（其他语言参照下列示例编写或使用OCR SDK）
# encoding:utf-8

import requests
import base64

url =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transportation-license"
token = "用户获取得到的实际token值"
headers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token}

imagepath = r'./data/transportation-license-demo.png' # 读取本地图片
with open(imagepath, "rb") as bin_data:
    image_data = bin_data.read()
image_base64 = base64.b64encode(image_data).decode("utf-8")  # 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ayload = {"image": image_base64}
response = requests.post(url, headers=headers, json=payload)
print(response.text)

响应示例

状态码：200

成功响应示例

{
    "result": {
        "owner_name": "XXXX货运有限公司", 
        "license_number": "XX交运管货字XXXXX号", 
        "vehicle_number": "京XXXXXX（黄）", 
        "vehicle_type": "重型半挂牵引车-解放牌XXXXXXXXXXXX", 
        "maximum_capacity": "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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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hicle_size": "6475*2000*3000毫米", 
        "issuing_authority": "XXX县道路运输管理所", 
        "issue_date": "2014-11-16", 
        "confidence": {
            "owner_name": 0.9963, 
            "license_number": 0.9988, 
            "vehicle_number": 0.9999, 
            "vehicle_type": 0.9797, 
            "maximum_capacity": 0.9793, 
            "vehicle_size": 0.9947, 
            "issuing_authority": 0.9983, 
            "issue_date": 0.9991
        }
    }
}

状态码：400

失败响应示例

{
    "error_code": "AIS.0103", 
    "error_msg": "The image size does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成功响应。

400 失败响应。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错误码

错误码请参见错误码。

4.13 车牌识别

功能介绍

识别输入图片中的车牌信息，并以JSON格式返回其坐标和内容。

该接口的使用限制请参见约束与限制，详细使用指导请参见OCR服务使用简介章节。

图 4-14 车牌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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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支持车牌信息、车牌颜色识别，支持双行车牌识别，支持单张图片内多个车牌识别。

目前支持车牌类型含小型汽车、小型新能源、大型新能源、使馆汽车、领馆汽车、港澳入出境汽
车、教练汽车、警用汽车号牌。

不支持临牌。

约束与限制
● 只支持识别PNG、JPG、JPEG、BMP、TIFF格式的图片。

● 图像各边的像素大小在15到4096px之间。

● 推荐图像中车牌清晰无遮挡、正面放置无倾斜。

调试

您可以在API Explorer中调试该接口，支持自动认证鉴权。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
SDK代码示例，并提供SDK代码示例调试功能。

前提条件

在使用之前，需要您完成服务申请和认证鉴权，具体操作流程请参见开通服务和认证
鉴权章节。

说明

用户首次使用需要先申请开通。服务只需要开通一次即可，后面使用时无需再次申请。如未开通
服务，调用服务时会提示ModelArts.4204报错，请在调用服务前先进入控制台开通服务，并注
意开通服务区域与调用服务的区域保持一致。

URI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license-plate

表 4-90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说明

endpoint 是 终端节点，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

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您可以从终
端节点中获取。

例如，OCR服务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
“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

project_id 是 项目ID，您可以从获取项目ID中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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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

表 4-91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Token。

用于获取操作API的权限。获取
Token接口响应消息头中X-
Subject-Token的值即为Token。

Content-Type 是 String 发送的实体的MIME类型，参数
值为“application/json”。

Enterprise-
Project-Id

否 String 企业项目ID。OCR支持通过企业
项目管理（EPS）对不同用户组
和用户的资源使用，进行分账。

获取方法：进入“企业项目管
理”页面，单击企业项目名称，
在企业项目详情页获取
Enterprise-Project-Id（企业项
目ID）。

企业项目创建步骤请参见用户指
南。

说明
创建企业项目后，在传参时，有以
下三类场景。

● 携带正确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归到企业ID对应的
企业项目中。

● 携带错误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
类为“未归集”。

● 不携带ID，正常使用OCR服
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类
为“未归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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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2 请求 Bod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image 否 String 该参数与url二选一。

图片的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
不超过10MB。

图片 短边不小于15px， 长边不超过
4096px，支持JPEG、JPG、PNG、BMP、
TIFF格式。

图片Base64编码示例如/9j/
4AAQSkZJRgABAg...，带有多余前 会产生
The image format is not supported报错。

url 否 String 该参数与image二选一。图片的url路径，目
前支持：

● 公网http/https url
● OBS提供的url，使用OBS数据需要进行授

权。包括对服务授权、临时授权、匿名公
开授权，详情参见配置OBS访问权限。

说明

● 接口响应时间依赖于图片的下载时间，如果图
片下载时间过长，会返回接口调用失败。

● 请保证被检测图片所在的存储服务稳定可靠，
推荐使用OBS服务存储图片数据。

● url中不能存在中文字符，若存在，中文需要进
行utf8编码。

 

响应参数

说明

根据识别的结果，可能有不同的HTTP响应状态码（status code）。例如，200表示API调用成
功，400表示调用失败，详细的状态码和响应参数说明如下。

状态码： 200

表 4-93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result Array of
LicensePla
teResult
objects

识别结果。

调用失败时不返回此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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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4 LicensePlateResult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plate_number String 车牌内容。

plate_color String 当前版本支持的车牌底色类型：

● blue：蓝色

● green：绿色

● black：黑色

● white：白色

● yellow：黄色

plate_location Array of
integers

车牌的区域位置信息，列表形式，包含文字区域
四个顶点的二维坐标（x,y）；采用图像坐标系，
坐标原点为图片左上角，x轴沿水平方向，y轴沿
竖直方向。

confidence Float 字段的置信度，取值范围0~1。

置信度越大，本次识别的字段的可靠性越高，在
统计意义上，置信度越大，准确率越高。

置信度由算法给出，不直接等价于字段的准确
率。

 

状态码： 400

表 4-95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说明

error_code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码，具体请参见错误码。

当出现错误码“ModelArts.4204”时，请参考为
什么调用API时提示“ModelArts.4204”？章
节。

调用成功时不返回此字段。

error_msg String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错误信息。

调用成功时不返回此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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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示例

说明

● “endpoint”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具体请参见
终端节点。

例如，车牌识别服务部署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或“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n”，请求URL为
“https://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om/v2/{project_id}/ocr/license-plate”，
“project_id”为项目ID，获取方法请参见获取项目ID

● 如何获取Token请参见认证鉴权。

● 请求示例（方式一：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license-plate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 
    "image":"/9j/4AAQSkZJRgABAgEASABIAAD/4RFZRXhpZgAATU0AKgAAAA..."}

● 请求示例（方式二：使用图片URL）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license-plate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
     "url":"https://BucketName.obs.xxxx.com/ObjectName"}

● Python3语言请求代码示例（其他语言参照下列示例编写或使用OCR SDK）
# encoding:utf-8

import requests
import base64

url =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license-plate"
token = "用户获取得到的实际token值"
headers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token}

imagepath = r'./data/license-plate-demo.png'  # 读取本地图片
with open(imagepath, "rb") as bin_data:
    image_data = bin_data.read()
image_base64 = base64.b64encode(image_data).decode("utf-8")  # 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ayload = {"image": image_base64}
response = requests.post(url, headers=headers, json=payload)
print(response.text)

响应示例

状态码：200

成功响应示例

{ 
   
   "result": [
        {
            "plate_number": "京XXXXX", 
            "plate_color": "blue",
            "confidence": 0.9225, 
            "plate_location": [
                    [370,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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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1,881], 
                    [2591,2281],
                    [370,2281]
            ]
        }
   ] 
}

状态码：400

失败响应示例

{
    "error_code": "AIS.0103",
    "error_msg": "The image size does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成功响应。

400 失败响应。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错误码

错误码请参见错误码。

4.14 名片识别

功能介绍

识别名片图片上的文字信息，并以JSON格式返回识别的结构化结果。支持对多种不同
版式名片进行结构化信息提取。该接口的使用限制请参见约束与限制，详细使用指导
请参见OCR服务使用简介章节。

图 4-15 名片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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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与限制
● 只支持识别PNG、JPG、JPEG、BMP、TIFF格式的图片。

● 图像各边的像素大小在15到8192px之间。

● 图像中名片的有效占比超过60%，保证整张名片内容包含在图像内。

● 支持图像中名片的任意角度的水平旋转（需开启方向检测）。

● 能处理反光、暗光、防伪标识等干扰的图片但影响识别精度。

调试

您可以在API Explorer中调试该接口，支持自动认证鉴权。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
SDK代码示例，并提供SDK代码示例调试功能。

前提条件

在使用之前，需要您完成服务申请和认证鉴权，具体操作流程请参见开通服务和认证
鉴权章节。

说明

用户首次使用需要先申请开通。服务只需要开通一次即可，后面使用时无需再次申请。如未开通
服务，调用服务时会提示ModelArts.4204报错，请在调用服务前先进入控制台开通服务，并注
意开通服务区域与调用服务的区域保持一致。

URI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business-card

表 4-96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说明

endpoint 是 终端节点，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

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您可以从终
端节点中获取。

例如，OCR服务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
“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

project_id 是 项目ID，您可以从获取项目ID中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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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

表 4-97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Token。

用于获取操作API的权限。获取
Token接口响应消息头中X-
Subject-Token的值即为Token。

Content-Type 是 String 发送的实体的MIME类型，参数
值为“application/json”。

Enterprise-
Project-Id

否 String 企业项目ID。OCR支持通过企业
项目管理（EPS）对不同用户组
和用户的资源使用，进行分账。

获取方法：进入“企业项目管
理”页面，单击企业项目名称，
在企业项目详情页获取
Enterprise-Project-Id（企业项
目ID）。

企业项目创建步骤请参见用户指
南。

说明
创建企业项目后，在传参时，有以
下三类场景。

● 携带正确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归到企业ID对应的
企业项目中。

● 携带错误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
类为“未归集”。

● 不携带ID，正常使用OCR服
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类
为“未归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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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8 请求 Bod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image 否 String 该参数与url二选一。

图片的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
不超过10MB。

图片 短边不小于15px， 长边不超过
8192px，支持JPEG、JPG、PNG、BMP、
TIFF格式。

图片Base64编码示例如/9j/
4AAQSkZJRgABAg...，带有多余前 会产生
The image format is not supported报错。

url 否 String 该参数与image二选一。图片的url路径，目
前支持：

● 公网http/https url
● OBS提供的url，使用OBS数据需要进行授

权。包括对服务授权、临时授权、匿名公
开授权，详情参见配置OBS访问权限。

说明

● 接口响应时间依赖于图片的下载时间，如果图
片下载时间过长，会返回接口调用失败。

● 请保证被检测图片所在的存储服务稳定可靠，
推荐使用OBS服务存储图片数据。

● url中不能存在中文字符，若存在，中文需要进
行utf8编码。

detect_dir
ection

否 Boolean 是否校正图片的倾斜角度，可选值如下。

● true：校正图片的倾斜角度

● false：不校正图片的倾斜角度

支持任意角度的校正，未传入该参数时默认
为“false”。

待识别图片如果存在倾斜，建议将此参数设
置为“true”。

return_adj
usted_ima
ge

否 Boolean 返回校正后的名片图像的Base64编码的开
关，可选值如下所示。

● true：返回Base64编码

● false：不返回Base64编码

未传入该参数时默认为“false”。

 

响应参数

说明

根据识别的结果，可能有不同的HTTP响应状态码（status code）。例如，200表示API调用成
功，400表示调用失败，详细的状态码和响应参数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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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200

表 4-99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result BusinessC
ardResult
object

识别结果。

调用失败时不返回此字段。

 

表 4-100 BusinessCardResult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name Array of
strings

姓名列表。

title Array of
strings

职位头衔列表。

company Array of
strings

公司列表。

department Array of
strings

部门列表。

phone Array of
strings

联系方式列表。

address Array of
strings

地址列表。

email Array of
strings

邮箱列表。

fax Array of
strings

传真列表。

postcode Array of
strings

邮编列表。

website Array of
strings

公司网址列表。

extra_info_list Array of
ExtraInfoLi
st objects

其余信息列表。

adjusted_image String 返回矫正后的名片图像的BASE64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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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1 ExtraInfoList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item String 表示“key”值，例如：bank等。

value String 表示“value”值，例如：bank等。

note Array of
strings

对应“item”关联的额外信息，为“bank”时第
一个默认为户名，第二个为开户行。

 

状态码： 400

表 4-102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说明

error_code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码，具体请参见错误码。

当出现错误码“ModelArts.4204”时，请参考为
什么调用API时提示“ModelArts.4204”？章
节。

调用成功时不返回此字段。

error_msg String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错误信息。

调用成功时不返回此字段。

 

请求示例

说明

● “endpoint”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具体请参见
终端节点。

例如，名片识别服务部署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或“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n”，请求URL为
“https://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om/v2/{project_id}/ocr/business-card”，
“project_id”为项目ID，获取方法请参见获取项目ID

● 如何获取Token请参见认证鉴权。

● 请求样例（方式一：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business-card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
    "image":"/9j/4AAQSkZJRgABAgEASABIAAD/4RFZRXhpZgAATU0AKgAAAA..."
}

● 请求样例（方式二：使用图片URL）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business-card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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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
    "url":"https://BucketName.obs.xxxx.com/ObjectName"
}

● Python3语言请求代码示例（其他语言参照下列示例编写或使用OCR SDK）
# encoding:utf-8

import requests
import base64

url =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business-card"
token = "用户获取得到的实际token值"
headers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token}

imagepath = r'./data/business-card-demo.png' # 读取本地图片
with open(imagepath, "rb") as bin_data:
    image_data = bin_data.read()
image_base64 = base64.b64encode(image_data).decode("utf-8")  # 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ayload = {"image": image_base64}
response = requests.post(url, headers=headers, json=payload)
print(response.text)

响应示例

状态码：200

成功响应示例

{
    "result": {
        "name": ["XX"],
        "title": ["销售总监"],
        "company": ["XX有限公司"],
        "department": ["XX产品部"],
        "phone": ["+XX XXX XXXX XXXX","XXXX XXXXXXXXX"],
        "address": ["XXXX"],
        "email": ["XX"],
        "fax": ["XXXX XXXXXXXX"],
        "postcode": [],
        "website": ["XX"],
        "extra_info_list": [
            {
                "item": "bank",
                "value": "XXXXXXXXXXXXXXX",
                "note": ["张三","XX"]
            }
        ]
    }
}

状态码：400

失败响应示例

{
    "error_code": "AIS.0103", 
    "error_msg": "The image size does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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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成功响应。

400 失败响应。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错误码

错误码请参见错误码。

4.15 VIN 码识别

功能介绍

识别图片中的车架号信息，并将识别结果以JSON格式返回给用户。该接口的使用限制
请参见约束与限制，详细使用指导请参见OCR服务使用简介章节。

图 4-16 VIN 码示例图

约束与限制

● 只支持识别PNG、JPG、JPEG、BMP、TIFF格式的图片。

● 图像各边的像素大小在15到4096px之间。

● 能处理反光、暗光、防伪标识等干扰的图片但影响识别精度。

调试

您可以在API Explorer中调试该接口，支持自动认证鉴权。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
SDK代码示例，并提供SDK代码示例调试功能。

前提条件

在使用之前，需要您完成服务申请和认证鉴权，具体操作流程请参见开通服务和认证
鉴权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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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用户首次使用需要先申请开通。服务只需要开通一次即可，后面使用时无需再次申请。如未开通
服务，调用服务时会提示ModelArts.4204报错，请在调用服务前先进入控制台开通服务，并注
意开通服务区域与调用服务的区域保持一致。

URI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vin

表 4-103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说明

endpoint 是 终端节点，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

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您可以从终
端节点中获取。

例如，OCR服务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
“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

project_id 是 项目ID，您可以从获取项目ID中获取。

 

请求参数

表 4-104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Token。

用于获取操作API的权限。获取
Token接口响应消息头中X-
Subject-Token的值即为Token。

Content-Type 是 String 发送的实体的MIME类型，参数
值为“application/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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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Enterprise-
Project-Id

否 String 企业项目ID。OCR支持通过企业
项目管理（EPS）对不同用户组
和用户的资源使用，进行分账。

获取方法：进入“企业项目管
理”页面，单击企业项目名称，
在企业项目详情页获取
Enterprise-Project-Id（企业项
目ID）。

企业项目创建步骤请参见用户指
南。

说明
创建企业项目后，在传参时，有以
下三类场景。

● 携带正确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归到企业ID对应的
企业项目中。

● 携带错误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
类为“未归集”。

● 不携带ID，正常使用OCR服
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类
为“未归集”。

 

表 4-105 请求 Bod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image 否 String 该参数与url二选一。

图片的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
不超过10MB。

图片 短边不小于15px， 长边不超过
4096px，支持JPEG、JPG、PNG、BMP、
TIFF格式。

图片Base64编码示例如/9j/
4AAQSkZJRgABAg...，带有多余前 会产生
The image format is not supported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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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url 否 String 该参数与image二选一。图片的url路径，目
前支持：

● 公网http/https url
● OBS提供的url，使用OBS数据需要进行授

权。包括对服务授权、临时授权、匿名公
开授权，详情参见配置OBS访问权限。

说明

● 接口响应时间依赖于图片的下载时间，如果图
片下载时间过长，会返回接口调用失败。

● 请保证被检测图片所在的存储服务稳定可靠，
推荐使用OBS服务存储图片数据。

● url中不能存在中文字符，若存在，中文需要进
行utf8编码。

 

响应参数

说明

根据识别的结果，可能有不同的HTTP响应状态码（status code）。例如，200表示API调用成
功，400表示调用失败，详细的状态码和响应参数说明如下。

状态码： 200

表 4-106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result VINResult
object

识别结果。

调用失败时不返回此字段。

 

表 4-107 VINResult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vin String 识别检测到的车架号。

 

状态码：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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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8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说明

error_code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码，具体请参见错误码。

当出现错误码“ModelArts.4204”时，请参考为
什么调用API时提示“ModelArts.4204”？章
节。

调用成功时不返回此字段。

error_msg String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错误信息。

调用成功时不返回此字段。

 

请求示例

说明

● “endpoint”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具体请参见
终端节点。

例如，VIN码识别服务部署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或“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n”，请求URL为
“https://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om/v2/{project_id}/ocr/vin”，“project_id”为
项目ID，获取方法请参见获取项目ID

● 如何获取Token请参见认证鉴权。

● 请求样例（方式一：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vin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
    "image":"/9j/4AAQSkZJRgABAgEASABIAAD/4RFZRXhpZgAATU0AKgAAAA..."
}

● 请求样例（方式二：使用图片URL）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vin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
    "url":"https://BucketName.obs.xxxx.com/ObjectName"
}

● Python3语言请求代码示例（其他语言参照下列示例编写或使用OCR SDK）
# encoding:utf-8

import requests
import base64

url =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vin"
token = "用户获取得到的实际token值"
headers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token}

imagepath = r'./data/vin-demo.png'  # 读取本地图片
with open(imagepath, "rb") as bin_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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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e_data = bin_data.read()
image_base64 = base64.b64encode(image_data).decode("utf-8")  # 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ayload = {"image": image_base64}
response = requests.post(url, headers=headers, json=payload)
print(response.text)

响应示例

状态码：200

成功响应示例

{
    "result": {
        "vin": "JN8BYXXXXXXXX7207"
    }
}

状态码：400

失败响应示例

{
    "error_code": "AIS.0103", 
    "error_msg": "The image size does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成功响应。

400 失败响应。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错误码

错误码请参见错误码。

4.16 增值税发票识别

功能介绍

识别增值税发票的类别，并以JSON格式返回识别的结构化结果，支持识别图片、
PDF、OFD文件。该接口的使用限制请参见约束与限制，详细使用指导请参见OCR服
务使用简介章节。

发票验真API请参见发票验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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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7 增值税发票示例图

图 4-18 区块链发票示例图

说明

● 该增值税发票仅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的增值税发票。

● 支持的增值税发票包括：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普通发票、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增值税
电子普通发票（含通行费发票、区块链发票）、增值税普通发票（卷票）、全电发票。

● 如果图片中包含多张卡证票据，请调用智能分类识别服务。

约束与限制
● 支持JPEG、JPG、PNG、BMP、TIFF、PDF、OFD格式，多页PDF仅识别第一页。

● 图像各边的像素大小在100到8192px之间。

● 图像中发票区域有效占比超过80%。

● 支持图像中增值税发票任意角度的水平旋转。

● 图片中发票宽高比例与真实发票比例一致。

调试

您可以在API Explorer中调试该接口，支持自动认证鉴权。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
SDK代码示例，并提供SDK代码示例调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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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在使用之前，需要您完成服务申请和认证鉴权，具体操作流程请参见开通服务和认证
鉴权章节。

说明

用户首次使用需要先申请开通。服务只需要开通一次即可，后面使用时无需再次申请。如未开通
服务，调用服务时会提示ModelArts.4204报错，请在调用服务前先进入控制台开通服务，并注
意开通服务区域与调用服务的区域保持一致。

URI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vat-invoice

表 4-109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说明

endpoint 是 终端节点，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

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您可以从终
端节点中获取。

例如，OCR服务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
“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

project_id 是 项目ID，您可以从获取项目ID中获取。

 

请求参数

表 4-110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Token。

用于获取操作API的权限。获取
Token接口响应消息头中X-
Subject-Token的值即为Token。

Content-Type 是 String 发送的实体的MIME类型，参数
值为“application/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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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Enterprise-
Project-Id

否 String 企业项目ID。OCR支持通过企业
项目管理（EPS）对不同用户组
和用户的资源使用，进行分账。

获取方法：进入“企业项目管
理”页面，单击企业项目名称，
在企业项目详情页获取
Enterprise-Project-Id（企业项
目ID）。

企业项目创建步骤请参见用户指
南。

说明
创建企业项目后，在传参时，有以
下三类场景。

● 携带正确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归到企业ID对应的
企业项目中。

● 携带错误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
类为“未归集”。

● 不携带ID，正常使用OCR服
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类
为“未归集”。

 

表 4-111 请求 Bod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image 否 String 该参数与url二选一。

图片的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
不超过10MB。

图片 短边不小于100px， 长边不超过
8192px，支持JPEG、JPG、PNG、BMP、
TIFF、PDF、OFD格式，多页PDF仅识别第一
页。

图片Base64编码示例如/9j/
4AAQSkZJRgABAg...，带有多余前 会产生
The image format is not supported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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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url 否 String 该参数与image二选一。图片的url路径，目
前支持：

● 公网http/https url
● OBS提供的url，使用OBS数据需要进行授

权。包括对服务授权、临时授权、匿名公
开授权，详情参见配置OBS访问权限。

说明

● 接口响应时间依赖于图片的下载时间，如果图
片下载时间过长，会返回接口调用失败。

● 请保证被检测图片所在的存储服务稳定可靠，
推荐使用OBS服务存储图片数据。

● url中不能存在中文字符，若存在，中文需要进
行utf8编码。

advanced_
mode

否 Boolean 默认为false，如果传参为true，则返回更多
字段，具体请参见表4-113。

return_tex
t_location

否 Boolean 默认为false，如果传参为true，则返回
text_location字段表示文本框在原图位置。

 

响应参数

说明

根据识别的结果，可能有不同的HTTP响应状态码（status code）。例如，200表示API调用成
功，400表示调用失败，详细的状态码和响应参数说明如下。

状态码： 200

表 4-112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result VatInvoice
Result
object

识别结果。

调用失败时不返回此字段。

 

表 4-113 VatInvoiceResult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title String 增值税发票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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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type String 增值税发票类型，可选值如下所示。

● special：增值税专用发票

● normal：增值税普通发票

● electronic：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含区块链
发票）

● special_electronic：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

● toll：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通行费）

● roll：增值税普通发票（卷票）

● fully_digitalized_special_electronic：全电专
用发票

● fully_digitalized_normal_electronic：全电普
通发票

serial_number String 发票联次。

当“advanced_mode”设置为“true”时才返
回。

attribution String 发票归属地。

当“advanced_mode”设置为“true”时才返
回。

supervision_seal Array of
strings

发票监制章。

当“advanced_mode”设置为“true”时才返
回。

code String 发票代码。

print_code String 机打代码。当“advanced_mode”设置为
“true”时才返回。

machine_number String 机器编号。

当“advanced_mode”设置为“true”时才返
回。

print_number String 卷票是机打号码，普通发票和专用发票在右上
角，电子发票、通行费发票无此字段。

当“advanced_mode”设置为“true”时才返
回。

check_code String 发票校验码，特定类型增值税发票内不存在该信
息时返回空字符串。

number String 发票号码。

issue_date String 开票日期。

encryption_block String 密码区。

buyer_name String 购买方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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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buyer_id String 购买方纳税人识别号。

buyer_address String 购买方地址、电话。

buyer_bank String 购买方开户行及帐号。

seller_name String 销售方名称。

seller_id String 销售方纳税人识别号。

seller_address String 销售方地址、电话。

seller_bank String 销售方开户行及帐号。

subtotal_amount String 合计金额。

subtotal_tax String 合计税额。

total String 价税合计。

total_in_words String 价税合计（大写）。

当“advanced_mode”设置为“true”时才返
回。

remarks String 备注。

当“advanced_mode”设置为“true”时才返
回。

receiver String 收款人。

当“advanced_mode”设置为“true”时才返
回。

reviewer String 复核。

当“advanced_mode”设置为“true”时才返
回。

issuer String 开票人。

当“advanced_mode”设置为“true”时才返
回。

seller_seal Array of
strings

销售方发票专用章。

当“advanced_mode”设置为“true”时才返
回。

item_list Array of
ItemList
objects

货物或应税劳务列表。

confidence Object 各个字段的置信度。

当“advanced_mode”设置为“true”时才返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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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text_location Object 文本框在原图位置。输出左上、右上、右下、左
下四个点坐标。

当“return_text_location”设置为“true”时才
返回。

 

表 4-114 ItemList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name String 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

specification String 规格型号。

unit String 单位。

quantity String 数量。

unit_price String 单价。

license_plate_nu
mber

String 车牌号码。

当“type”被识别为“toll”且
“advanced_mode”设置为“true”时才返回。

amount String 金额。

tax_rate String 税率。

tax String 税额。

end_date String 通行日期止。

当“type”被识别为“toll”且
“advanced_mode”设置为“true”时才返回。

start_date String 通行日期起。

当“type”被识别为“toll”且
“advanced_mode”设置为“true”时才返回。

vehicle_type String 车辆类型。

当“type”被识别为“toll”且
“advanced_mode”设置为“true”时才返回。

 

状态码：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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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5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说明

error_code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码，具体请参见错误码。

当出现错误码“ModelArts.4204”时，请参考为
什么调用API时提示“ModelArts.4204”？章
节。

调用成功时不返回此字段。

error_msg String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错误信息。

调用成功时不返回此字段。

 

请求示例

说明

● “endpoint”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具体请参见
终端节点。

例如，增值税发票识别服务部署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或“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n”，请求URL为
“https://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om/v2/{project_id}/ocr/vat-invoice”，
“project_id”为项目ID，获取方法请参见获取项目ID

● 如何获取Token请参见认证鉴权。

● 请求示例（方式一：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vat-invoice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   
    "image":"/9j/4AAQSkZJRgABAgEASABIAAD/4RFZRXhpZgAATU0AKgAAAAj...",
    "advanced_mode": true
  }

● 请求示例（方式二：使用图片URL）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vat-invoice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
     "url":"https://BucketName.obs.xxxx.com/ObjectName",
     "advanced_mode": true
  }

● Python3语言请求代码示例（其他语言参照下列示例编写或使用OCR SDK）
# encoding:utf-8

import requests
import base64

url =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vat-invoice"
token = "用户获取得到的实际token值"
headers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token}

imagepath = r'./data/vat-invoice-demo.png'  # 读取本地图片
with open(imagepath, "rb") as bin_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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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e_data = bin_data.read()
image_base64 = base64.b64encode(image_data).decode("utf-8")  # 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ayload = {"image": image_base64}
response = requests.post(url, headers=headers, json=payload)
print(response.text)

响应示例

状态码：200

成功响应示例

{
  "result" : {
    "type" : "special",
    "title" : "深圳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
    "serial_number" : "第二联：发票联",
    "attribution" : "深圳",
    "supervision_seal" : [ "全国统一发票监制章", "深圳", "国家税务总局监制" ],
    "code" : "310316XXXX",
    "check_code" : "",
    "machine_number" : "310316XXXX",
    "print_number" : "",
    "number" : "60543XXX",
    "issue_date" : "2017年08月30日",
    "encryption_block" : "6/+1+733<672085+063>82>30<1872/1<>*312671<9<1-11208-746599*6/>
+7>2163+141-8737*4932+7970*11892126>0*-+7+78>1",
    "buyer_name" : "XX有限公司",
    "buyer_id" : "917107277650880665",
    "buyer_address" : "XXXX",
    "buyer_bank" : "XX银行20384543252XXXX",
    "seller_name" : "餐饮有限公司",
    "seller_id" : "9351099411892126",
    "seller_address" : "XXXX",
    "seller_bank" : "XX银行991101526087XXXX",
    "subtotal_amount" : "￥8850.00",
    "subtotal_tax" : "￥1504.50",
    "total" : "￥10354.50",
    "total_in_words" : "肆仟肆佰玖拾圆整",
    "remarks" : "校验码11XXXXXXXXXXX",
    "receiver" : "XX",
    "reviewer" : "XX",
    "issuer" : "XX",
    "seller_seal" : [ "深圳市XXX有限公司", "91440300736259277E", "发票专用章" ],
    "item_list" : [ {
      "name" : "食品A",
      "specification" : "200g/盒",
      "unit" : "盒",
      "quantity" : "300",
      "unit_price" : "28.00",
      "license_plate_number" : "",
      "vehicle_type" : "",
      "start_date" : "",
      "end_date" : "",
      "amount" : "8400.00",
      "tax_rate" : "17%",
      "tax" : "1428.00"
    } ],
    "confidence" : {
      "type" : 0.996,
      "title" : 0.9962,
      "serial_number" : 0.9652,
      "attribution" : 0.996,
      "supervision_seal" : [ 0.997, 0.9945, 0.996 ],
      "code" : 0.99999,
      "check_code" : 0.843,
      "machine_number" : 0.907,
      "print_number" : 0.0,
      "number" : 1.9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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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sue_date" : 0.9848,
      "encryption_block" : 0.9922,
      "buyer_name" : 0.9854,
      "buyer_id" : 0.9869,
      "buyer_address" : 0.0,
      "buyer_bank" : 0.0,
      "seller_name" : 0.9883,
      "seller_id" : 0.9914,
      "seller_address" : 0.9952,
      "seller_bank" : 0.9829,
      "subtotal_amount" : 0.9533,
      "subtotal_tax" : 0.9167,
      "total" : 0.9444,
      "total_in_words" : 0.9854,
      "remarks" : 0.8762,
      "receiver" : 0.985,
      "reviewer" : 0.9759,
      "issuer" : 0.9872,
      "seller_seal" : [ 0.9883, 0.9914, 0.9999 ],
      "item_list" : [ {
        "name" : 0.9779,
        "specification" : 0.0,
        "unit" : 0.0,
        "quantity" : 0.0,
        "unit_price" : 0.0,
        "license_plate_number" : 0.0,
        "vehicle_type" : 0.0,
        "start_date" : 0.0,
        "end_date" : 0.0,
        "amount" : 0.8227,
        "tax_rate" : 0.5183,
        "tax" : 0.8394
      } ]
    }
  }
}

状态码：400

失败响应示例

{
    "error_code": "AIS.0103",
    "error_msg": "The image size does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成功响应。

400 失败响应。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错误码

错误码请参见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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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发票验真

功能介绍

支持10种增值税发票的信息核验：

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普通发票、增值税普通发票（卷式）、增值税电子专用发
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通行费）、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
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区块链电子发票、全电发票，支持返回票面的全部信息。

该接口的使用限制请参见约束与限制，详细使用指导请参见OCR服务使用简介章节。

说明

● 每份发票每天 多可查验5次。

● 可查验 近5年内（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开具的发票。

● 税务局数据同步有时延，建议当天新开的发票在24小时后查询。

调试

您可以在API Explorer中调试该接口，支持自动认证鉴权。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
SDK代码示例，并提供SDK代码示例调试功能。

前提条件

在使用之前，需要您完成服务申请和认证鉴权，具体操作流程请参见开通服务和认证
鉴权章节。

说明

用户首次使用需要先申请开通。服务只需要开通一次即可，后面使用时无需再次申请。如未开通
服务，调用服务时会提示ModelArts.4204报错，请在调用服务前先进入控制台开通服务，并注
意开通服务区域与调用服务的区域保持一致。

URI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invoice-verification

表 4-116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说明

endpoint 是 终端节点，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

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您可以从终
端节点中获取。

例如，OCR服务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
“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

project_id 是 项目ID，您可以从获取项目ID中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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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

表 4-117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Token。

用于获取操作API的权限。获取
Token接口响应消息头中X-
Subject-Token的值即为Token。

Content-Type 是 String 发送的实体的MIME类型，参数
值为“application/json”。

Enterprise-
Project-Id

否 String 企业项目ID。OCR支持通过企业
项目管理（EPS）对不同用户组
和用户的资源使用，进行分账。

获取方法：进入“企业项目管
理”页面，单击企业项目名称，
在企业项目详情页获取
Enterprise-Project-Id（企业项
目ID）。

企业项目创建步骤请参见用户指
南。

说明
创建企业项目后，在传参时，有以
下三类场景。

● 携带正确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归到企业ID对应的
企业项目中。

● 携带错误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
类为“未归集”。

● 不携带ID，正常使用OCR服
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类
为“未归集”。

 

表 4-118 请求 Bod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code 是 String 发票代码。

发票种类为全电发票时，该参数须为空字符
串。

number 是 String 发票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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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issue_date 是 String 发票日期格式YYYY-MM-DD。

check_cod
e

否 String 校验码后六位。

● 以下种类发票，check_code参数不可填为
空。
增值税普通发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增值税普通发票（卷式）、增值税电子普
通发票（通行费）、区块链电子发票。

● 区块链电子发票需要填写5位校验码。

subtotal_a
mount

否 String 合计金额。和票据上的金额的有效数字保持
一致，例如票据上的金额为88.00，则需要输
入字符串为“88.00”，才能验真成功。如果
输入“88”或“88.0”会产生"result_code":
"1010", "result_message": "Incorrect
parameter length."报错。

发票种类为全电发票时，该参数须为价税合
计金额，其他票种使用不含税合计金额。

● 以下种类发票，参数不可为空。
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
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二手车销售统一发
票、区块链电子发票、全电发票。

● 填写发票合计金额（不含税）
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
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区块链电子发票。

● 二手车发票需要填写发票车价合计金额。

 

响应参数

说明

根据识别的结果，可能有不同的HTTP响应状态码（status code）。例如，200表示API调用成
功，400表示调用失败，详细的状态码和响应参数说明如下。

状态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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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9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result Object 识别结果。

调用失败时不返回此字段。

依据发票类型不同，返回参数不同。

● 增值税发票
含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普通发票、增值
税普通发票（卷式）、增值税电子专用发
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增值税电子普通
发票（通行费）、区块链电子发票。

● 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 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

 

表 4-120 InvoiceVerificationResult 增值税发票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result Object 调用成功时返回的识别结果。

type String 发票类型，取值范围：

● 增值税专用发票：vat_special
● 增值税普通发票：vat_normal
● 增值税普通发票（卷式）：vat_normal_roll
● 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vat_special_electronic
● 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vat_normal_electronic
● 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通行费）：

vat_normal_electronic_toll
● 区块链电子发票：blockchain_electronic
● 全电专用发票：

fully_digitalized_special_electronic
● 全电普通发票：

fully_digitalized_normal_electronic

code String 发票代码。

number String 发票号码。

issue_date String 开票日期。

machine_number String 机器编号。

check_code String 校验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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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status String 发票状态，取值范围：

● 正常：valid
● 已作废：invalidated
● 已红冲：reversed

subtotal_amount String 合计金额(不含税）。

subtotal_tax String 合计税额。

total String 价税合计（小写）。

total_in_words String 价税合计（大写）。

remarks String 备注。

receiver String 收款人。

issuer String 开票人。

reviewer String 复核人。

buyer_name String 购买方名称。

buyer_id String 购买方纳税人识别号。

buyer_address String 购买方地址、电话。

buyer_bank String 购买方开户行及账号。

seller_name String 销售方名称。

seller_id String 销售方纳税人识别号。

seller_address String 销售方地址、电话。

seller_bank String 销售方开户行及账号。

deductible_toll String 通行费发票返回信息：

● Y：可抵扣通行费

● N：不可抵扣通行费

result_code String 取值范围见表4-123。

result_message String 取值范围见表4-123。

items object 发票中包含的消费信息。

name String 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项目名称（通行
费）。

specification String 规格型号。

unit String 单位。

quantity String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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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unit_price String 单价。

amount String 金额。

tax_rate String 税率。

tax String 税额。

license_plate_nu
mber

String 车牌号。

vehicle_type String 类型。

start_date String 通行日期起。

end_date String 通行日期止。

 

表 4-121 InvoiceVerificationResult 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result object 调用成功时返回的识别结果。

type String 发票类型，取值范围：

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motor_vehicle_sales。

code String 发票代码。

number String 发票号码。

issue_date String 开票日期。

machine_number String 机器编号。

status String 发票状态，取值范围：

● 正常：valid
● 已作废：invalidated
● 已红冲：reversed

subtotal_amount String 不含税价（小写）。

total String 价税合计（小写）。

total_in_words String 价税合计（大写）。

issuer String 开票人。

buyer_name String 购方名称。

buyer_organizati
on_number

String 购买方身份证号码/组织机构代码。

buyer_id String 购买方纳税人识别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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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seller_name String 销货单位名称。

seller_id String 销售方纳税人识别号。

seller_phone String 销售方电话。

seller_account String 销售方账号。

seller_address String 销售方地址。

seller_bank String 销售方开户银行。

tax_rate String 税率。

tax String 税额。

tax_authority String 主管税务机关名称。

tax_authority_co
de

String 主管税务机关代码。

tax_payment_rec
eipt

String 完税凭证号码。

tonnage String 吨位。

seating_capacity String 限乘人数。

vehicle_type String 车辆类型。

brand_model String 厂牌型号。

manufacturing_lo
cation

String 产地。

quality_certificate String 合格证号。

import_certificate String 进口证明书号。

inspection_numb
er

String 商检单号。

engine_number String 发动机号码。

vehicle_identifica
tion_number

String 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码。

result_code String 取值范围见表4-123。

result_message String 取值范围见表4-123。

 

表 4-122 InvoiceVerificationResult 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result object 调用成功时返回的识别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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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type String 发票类型，取值范围：

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used_vehicle_sales。

code String 发票代码。

number String 发票号码。

issue_date String 开票日期。

machine_number String 机器编号。

status String 发票状态，取值范围：

● 正常：valid
● 已作废：invalidated
● 已红冲：reversed

total String 车价合计（小写）。

total_in_words String 车价合计（大写）。

remarks String 备注。

issuer String 开票人。

buyer_name String 买方单位/个人。

buyer_organizati
on_number

String 买单位代码/身份证号码。

buyer_address String 买方单位/个人住址。

buyer_phone String 买方电话。

seller_name String 卖方单位/个人。

seller_organizatio
n_number

String 卖方单位代码/身份证号码。

seller_address String 卖方单位 /个人住址。

seller_phone String 卖方电话。

vehicle_license_pl
ate_number

String 车牌照号。

registration_certif
icate_number

String 登记证号。

vehicle_type String 车辆类型。

vehicle_identifica
tion_number

String 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码。

brand_model String 厂牌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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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transfer_motor_v
ehicle_departme
nt_name

String 转入地车辆车管所名称。

auction_unit_na
me

String 经营，拍卖单位。

auction_unit_add
ress

String 经营，拍卖单位地址。

auction_unit_tax_
number

String 经营，拍卖单位纳税人识别号。

auction_unit_ban
k_and_account

String 开户银行及账号。

auction_unit_pho
ne

String 经营，拍卖单位电话。

used_vehicle_mar
ket_name

String 二手车市场。

used_vehicle_mar
ket_tax_number

String 二手车市场纳税人识别号。

used_vehicle_mar
ket_address

String 二手车市场地址。

used_vehicle_mar
ket_bank_and_ac
count

String 二手车市场开户银行及账号。

used_vehicle_mar
ket_phone

String 二手车市场电话。

result_code String 取值范围见表4-123。

result_message String 取值范围见表4-123。

 

表 4-123 业务状态码

业务状态码
（result_code
）

描述信息（result_message） 处理方法

1000 The invoice verification
information is consistent with
the tax authority’s
information.

无需处理，发票验证信息与税务
机关信息一致。

1001 One invoice can be verified for
only five times per day.

超过当天查验次数，请第二天再
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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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状态码
（result_code
）

描述信息（result_message） 处理方法

1002 The invoice verification
information cannot be found
in the tax authority’s
information.

被查验发票信息有误，请核对发
票信息是否填写正确。

1003 The invoice verification
information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tax authority’s
information.

被查验发票信息有误，请核对发
票信息是否填写正确。

1004 Only invoices issued within the
last five years can be verified.

超过5年的发票不能查验。

1005 Unsupported invoice type. 被查验发票信息有误，请核对发
票信息是否填写正确。

1006 The invoice verification
information is abnormal in the
tax authority’s information.

被查验发票信息有误，请核对发
票信息是否填写正确。

1007 This batch of invoices is being
verified.

该批次发票正在核验中，请第二
天再查验。

1008 The request to the invoice
verification service provided by
the State Taxation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timed
out.

（国税局）发票查询服务请求超
时，请提交工单咨询

1009 Verification request rejected.
Online invoice verification is
currently not supported in this
region.

（国税局）查验请求被拒绝，此
区域暂未开通线上查验通道

1010 Parameter error. 请检查服务请求参数，是否传入
不必要的参数。

1011 Invalid request. 被查验发票信息有误，请核对发
票信息是否填写正确。

1012 Incorrect parameter length. 请检查服务请求参数，参数长度
有要求，是否超过限制。

1013 The parameter cannot be left
blank.

请检查服务请求参数，必要参数
不能为空。

 

状态码： 400

文字识别服务
API 参考 4 API

文档版本 01 (2023-05-19)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43



表 4-124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code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码，具体请参见错误码。

当出现错误码“ModelArts.4204”时，请参考为
什么调用API时提示“ModelArts.4204”？章
节。

调用成功时不返回此字段。

error_msg String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错误信息。

调用成功时不返回此字段。

 

请求示例

说明

● “endpoint”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具体请参见
终端节点。

例如，发票验真服务部署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或“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n”，请求URL为
“https://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om/v2/{project_id}/ocr/invoice-verification”，
“project_id”为项目ID，获取方法请参见获取项目ID

● 如何获取Token请参见认证鉴权。

● 请求示例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invoice-verification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 
       "code": "031001900000",
     "number": "12528000",
     "issue_date": "2020-08-09",
     "check_code": "000000"
   }

● Python3语言请求代码示例（其他语言参照下列示例编写或使用OCR SDK）
# encoding:utf-8
 
import requests
 
url = "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invoice-verification"
token = "用户获取得到的实际token值"
headers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token}
 
payload = {
    "code": "031001900000",
    "number": "12528000",
    "issue_date": "2020-08-09",
    "check_code": "000000"
}
 
response = requests.post(url, headers=headers, json=payload)
print(response.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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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示例

状态码：200

成功响应示例（增值税普通发票）

{
    "result": {
        "type": "vat_normal",
        "code": "03xxxxx00204",
        "number": "12528000",
        "issue_date": "20200809",
        "machine_number": "661xxxxx1000",
        "check_code": "79xxxxx8040xxxx00000",
        "status": "valid",
        "subtotal_amount": "1400.00",
        "subtotal_tax": "0.00",
        "total": "1400.00",
        "total_in_words": "壹仟肆佰元整",
        "remarks": "3091",
        "receiver": "",
        "issuer": "",
        "reviewer": "",
        "buyer_name": "xxx公司",
        "buyer_id": "91xxxxx0192xxxx00",
        "buyer_address": "",
        "buyer_bank": "",
        "seller_name": "xxx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seller_id": "913101177858977000",
        "seller_address": "xx市xx区xx镇xx路xx号 021-xxxx1000",
        "seller_bank": "xx银行xx支行310xxxxxxxxx00000000",
        "deductible_toll": "N",
        "items": [
            {
                "name": "",
                "specification": "",
                "unit": "1",
                "quantity": "1",
                "unit_price": "1400.00",
                "amount": "1400.00",
                "tax_rate": "免税",
                "tax": "***",
                "license_plate_number": "",
                "vehicle_type": "",
                "start_date": "",
                "end_date": ""
            }
        ],
        "result_code": "1000",
        "result_message": "The invoice verification information is consistent with the tax authority’s 
information."
    }
}

成功响应示例（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
    "result": {
        "type": "motor_vehicle_sales",
        "code": "14xxxxx20000",
        "number": "00xxxx94",
        "issue_date": "20171128",
        "machine_number": "49xxxxx10000",
        "status": "valid",
        "subtotal_amount": "68376.07",
        "total": "80000.00",
        "total_in_words": "捌万元整",
        "issuer": "",
        "buyer_name":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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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yer_organization_number": "",
        "buyer_id": "",
        "seller_name": "xx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seller_id": "91xxxxx059xxxx0000",
        "seller_phone": "0898-xxxxxx00",
        "seller_account": "265xxxxxx000",
        "seller_address": "xx省xx市xx大道176号",
        "seller_bank": "中国银行xx支行",
        "tax_rate": "0.17",
        "tax": "11623.93",
        "tax_authority": "xx区局二分局户籍二组",
        "tax_authority_code": "146xxxxxx00",
        "tax_payment_receipt": "",
        "tonnage": "-",
        "seating_capacity": "5",
        "vehicle_type": "轿车",
        "brand_model": "北京牌BJxxxxxx000",
        "manufacturing_location": "北京",
        "quality_certificate": "YJxxxxxx270000",
        "import_certificate": "-",
        "inspection_number": "-",
        "engine_number": "BAxxxxx000",
        "vehicle_identification_number": "LNBSCxxxxx0000",
        "result_code": "1000",
        "result_message": "The invoice verification information is consistent with the tax authority’s 
information."
    }
}

成功响应示例（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

{
    "result": {
        "type": "used_vehicle_sales",
        "code": "03xxxxxx0000",
        "number": "00xxx000",
        "issue_date": "20191202",
        "machine_number": "661xxxxxx000",
        "status": "valid",
        "total": "20000.00",
        "total_in_words": "贰万元整",
        "remarks": "卖方纳税人识别号:33xxxxx900xxxxx00 买方纳税人识别号:37xxxxxx561xxxxx00 初次登记：
2014-07-24 免征税款",
        "issuer": "",
        "buyer_name": "xxx",
        "buyer_organization_number": "37xxxxxx561xxxxx00",
        "buyer_address": "xx省xx市xx路街道办事处xx庄居委会xx号",
        "buyer_phone": ".",
        "seller_name": "xxx",
        "seller_organization_number": "339xxxxxx009xxxx00",
        "seller_address": "xx省xx市xx市xx路xx号",
        "seller_phone": ".",
        "vehicle_license_plate_number": "苏Kxxxx0",
        "registration_certificate_number": "32xxxxxx0000",
        "vehicle_type": "小型轿车",
        "vehicle_identification_number": "LBxxxxxxZ3xxxxxx000",
        "brand_model": "xx牌HQxxxx000",
        "transfer_motor_vehicle_department_name": "xx车辆管理所",
        "auction_unit_name": "",
        "auction_unit_address": "",
        "auction_unit_tax_number": "",
        "auction_unit_bank_and_account": "",
        "auction_unit_phone": "",
        "used_vehicle_market_name": "xx旧机动车交易市场",
        "used_vehicle_market_tax_number": "91xxxxx2MAxxxxx000",
        "used_vehicle_market_address": "xx市xx区xx路xxx号",
        "used_vehicle_market_bank_and_account": "xxxx银行股份有限公司xxxx物流园分理处10xxxxx040xxxx00",
        "used_vehicle_market_phone": "13xxxxx0000",
        "result_code": "1000",
        "result_message": "The invoice verification information is consistent with the tax authorit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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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
}

状态码：400

失败响应示例

{ 
    "error_code": "AIS.0118", 
    "error_msg": "Service request error."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成功响应。

400 失败响应。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错误码

错误码请参见错误码。

4.18 机动车销售发票识别

功能介绍

识别机动车销售发票、二手车销售发票图片中的文字内容，服务能自动分辨两种类
型，并将识别的结果以JSON格式返回给用户。该接口的使用限制请参见约束与限制，
详细使用指导请参见OCR服务使用简介章节。

图 4-19 机动车销售发票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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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0 机动车销售发票示例图

图 4-21 二手车销售发票示例图

说明

如果图片中包含多张卡证票据，请调用智能分类识别服务。

约束与限制

● 支持识别PNG、JPG、JPEG、BMP、TIFF、PDF格式。

● 图像各边的像素大小在100到8000px之间。

● 图像中识别区域有效占比超过80%，保证整张发票及其边缘包含在图像内。

● 支持图像中发票任意角度的水平旋转。

● 支持少量扭曲，扭曲后图像中的发票长宽比与实际发票相差不超过10%。

调试

您可以在API Explorer中调试该接口，支持自动认证鉴权。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
SDK代码示例，并提供SDK代码示例调试功能。

文字识别服务
API 参考 4 API

文档版本 01 (2023-05-19)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48

https://apiexplorer.developer.huaweicloud.com/apiexplorer/doc?product=OCR&api=RecognizeMvsInvoice


前提条件

在使用之前，需要您完成服务申请和认证鉴权，具体操作流程请参见开通服务和认证
鉴权章节。

说明

用户首次使用需要先申请开通。服务只需要开通一次即可，后面使用时无需再次申请。如未开通
服务，调用服务时会提示ModelArts.4204报错，请在调用服务前先进入控制台开通服务，并注
意开通服务区域与调用服务的区域保持一致。

URI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mvs-invoice

表 4-125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说明

endpoint 是 终端节点，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

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您可以从终
端节点中获取。

例如，OCR服务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
“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

project_id 是 项目ID，您可以从获取项目ID中获取。

 

请求参数

表 4-126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Token。

用于获取操作API的权限。获取
Token接口响应消息头中X-
Subject-Token的值即为Token。

Content-Type 是 String 发送的实体的MIME类型，参数
值为“application/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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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Enterprise-
Project-Id

否 String 企业项目ID。OCR支持通过企业
项目管理（EPS）对不同用户组
和用户的资源使用，进行分账。

获取方法：进入“企业项目管
理”页面，单击企业项目名称，
在企业项目详情页获取
Enterprise-Project-Id（企业项
目ID）。

企业项目创建步骤请参见用户指
南。

说明
创建企业项目后，在传参时，有以
下三类场景。

● 携带正确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归到企业ID对应的
企业项目中。

● 携带错误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
类为“未归集”。

● 不携带ID，正常使用OCR服
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类
为“未归集”。

 

表 4-127 请求 Bod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image 否 String 该参数与url二选一。

图片的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
不超过10MB。

图片 短边不小于100px， 长边不超过
8000px。支持JPEG、JPG、PNG、BMP、
TIFF、PDF格式。多页PDF仅识别第一页。

图片Base64编码示例如/9j/
4AAQSkZJRgABAg...，带有多余前 会产生
The image format is not supported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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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url 否 String 该参数与image二选一。图片的url路径，目
前支持：

● 公网http/https url
● OBS提供的url，使用OBS数据需要进行授

权。包括对服务授权、临时授权、匿名公
开授权，详情参见配置OBS访问权限。

说明

● 接口响应时间依赖于图片的下载时间，如果图
片下载时间过长，会返回接口调用失败。

● 请保证被检测图片所在的存储服务稳定可靠，
推荐使用OBS服务存储图片数据。

● url中不能存在中文字符，若存在，中文需要进
行utf8编码。

return_tex
t_location

否 Boolean 如果为True，返回体中会包含text_location
对象，内容是各字段的检测框四点坐标。

如果为False或者没有这个key，返回体中不
包含text_location对象。

return_conf
idence

否 Boolean 如果为True，返回体中包含confidence对
象，内容是各字段的置信度。

如果为False或者没有这个key，返回体中不
包含confidence对象。

type 否 String 如果没有type字段则默认返回原机动车销售
发票出参。

如果存在type字段但是不属于 auto、new或
者used三个枚举值，API返回AIS.0101入参错
误。

如果type为auto，API自动判断发票类型，并
在返回参数中添加type出参以指明发票类
型。

如果type为new，API在检测出的类型为机动
车发票时返回原版机动车发票出参并添加
type出参（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不一致
时报错AIS.0104图像质量差。

如果type为used，API在检测出的类型为二手
车时返回二手车发票出参，并添加type出参
（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不一致时报错AIS.
0104图像质量差。

 

响应参数

说明

根据识别的结果，可能有不同的HTTP响应状态码（status code）。例如，200表示API调用成
功，400表示调用失败，详细的状态码和响应参数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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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200

表 4-128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result MvsInvoic
eResult
object

识别结果。

调用失败时不返回此字段。

 

表 4-129 MvsInvoiceResult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code String 发票代码。

number String 发票号码。

machine_printed_
code

String 机打代码。

machine_printed_
number

String 机打号码。

issue_date String 开票日期。

machine_number String 机器编号。

buyer_name String 购买方的名称、二手车买方单位/个人。

buyer_organizati
on_number

String 购买方身份证号码/组织机构代码。

buyer_id String 购买方纳税人识别号、二手车买方单位代码/身份
证号。

buyer_address String 二手车买方单位/个人住址，当请求参数"type"设
置为"auto"或"used"时才返回。

buyer_phone String 二手车买方单位/个人电话，当请求参数"type"设
置为"auto"或"used"时才返回。

seller_name String 销货单位名称、二手车卖方单位/个人。

seller_phone String 销售方电话、二手车卖方电话。

seller_id String 销售方纳税人识别号、二手车卖方单位代码/身份
证号。

seller_account String 销售方账号。

seller_address String 销售方地址、二手车卖方单位/个人地址。

licence_plate_nu
mber

String 二手车车牌照号，当请求参数"type"设置为
"auto"或"used"时才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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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registration_num
ber

String 二手车登记证号，当请求参数"type"设置为
"auto"或"used"时才返回。

dept_motor_vehi
cles

String 二手车转入地车管所名称，当请求参数"type"设
置为"auto"或"used"时才返回。

seller_bank String 销售方开户行。

vehicle_type String 车辆类型。

brand_model String 厂牌型号。

manufacturing_lo
cation

String 产地。

quality_certificate String 合格证号。

import_certificate String 进口证明书号。

inspection_numb
er

String 商检单号。

engine_number String 发动机号码。

vehicle_identifica
tion_number

String 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码。

tonnage String 吨位。

seating_capacity String 限乘人数。

tax_authority String 主管税务机关。

tax_authority_co
de

String 主管税务机关代码。

tax_payment_rec
eipt

String 完税凭证号码。

tax_rate String 增值税税率或征收率。

tax String 增值税税额。

tax_exclusive_pric
e

String 不含税价。

total String 价税合计、二手车车价合计（小写）。

total_chinese String 价税合计大写、二手车车价合计（大写）。

fiscal_code String 税控码。

auction_org_nam
e

String 二手车经营拍卖单位名称，当请求参数"type"设
置为"auto"或"used"时才返回。

auction_org_addr
ess

String 二手车经营拍卖单位地址，当请求参数"type"设
置为"auto"或"used"时才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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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auction_org_id String 二手车经营拍卖单位纳税人识别号，当请求参数
"type"设置为"auto"或"used"时才返回。

auction_org_bank
_account

String 二手车经营拍卖单位银行和账号，当请求参数
"type"设置为"auto"或"used"时才返回。

auction_org_pho
ne

String 二手车经营拍卖单位电话，当请求参数"type"设
置为"auto"或"used"时才返回。

used_vehicle_mar
ket_name

String 二手车市场名称，当请求参数"type"设置为
"auto"或"used"时才返回。

used_vehicle_mar
ket_id

String 二手车市场纳税人识别号，当请求参数"type"设
置为"auto"或"used"时才返回。

used_vehicle_mar
ket_address

String 二手车市场地址，当请求参数"type"设置为
"auto"或"used"时才返回。

used_vehicle_mar
ket_bank_accoun
t

String 二手车市场银行和账号，当请求参数"type"设置
为"auto"或"used"时才返回。

used_vehicle_mar
ket_phone

String 二手车市场电话，当请求参数"type"设置为
"auto"或"used"时才返回。

remark String 备注。

drawer_name String 开票人。

type String 枚举值，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或者二手车销售统
一发票。 当入参中包含type时返回。

text_location Object 检测框对象，内部为字段-框坐标对。如 code:
[[x0, y0],[x1,y1],[x2,y2],[x3,y3]], 点的顺序是左
上角、右上角、右下角、左下角。如果原图找不
到字段，返回空列表。

confidence Object 字段文字内容置信度，内容为字段-字符置信度
对,如code:0.9999。这个数值为字段中每个字符
置信度，格式为fp32，保留四位。若字段不存在
则返回0.0。

 

状态码： 400

文字识别服务
API 参考 4 API

文档版本 01 (2023-05-19)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54



表 4-130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说明

error_code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码，具体请参见错误码。

当出现错误码“ModelArts.4204”时，请参考为
什么调用API时提示“ModelArts.4204”？章
节。

调用成功时不返回此字段。

error_msg String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错误信息。

调用成功时不返回此字段。

 

请求示例

说明

● “endpoint”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具体请参见
终端节点。

例如，机动车销售发票识别服务部署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或“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n”，请求URL为
“https://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om/v2/{project_id}/ocr/mvs-invoice”，
“project_id”为项目ID，获取方法请参见获取项目ID

● 如何获取Token请参见认证鉴权。

● 请求示例（方式一：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mvs-invoice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
  "image" : "/9j/4AAQSkZJRgABAgEASABIAAD/4RFZRXhpZgAATU0AKgAAAA...",
  "type" : "auto"
}

● 请求示例（方式二：使用图片URL）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mvs-invoice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
     "url":"https://BucketName.obs.xxxx.com/ObjectName"
  }

● Python3语言请求代码示例（其他语言参照下列示例编写或使用OCR SDK）
# encoding:utf-8

import requests
import base64

url =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mvs-invoice"
token = "用户获取得到的实际token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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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ers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token}

imagepath = r'./data/mvs-invoice-demo.png'  # 读取本地图片
with open(imagepath, "rb") as bin_data:
    image_data = bin_data.read()
image_base64 = base64.b64encode(image_data).decode("utf-8")  # 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ayload = {"image": image_base64}
response = requests.post(url, headers=headers, json=payload)
print(response.text)

响应示例

状态码：200

成功响应示例1

{
  "result" : {
    "code" : "144031624150",
    "number" : "00446874",
    "machine_printed_code" : "144031624150",
    "machine_printed_number" : "00446874",
    "issue_date" : "2017-07-19",
    "machine_number" : "49991450XXXX",
    "buyer_name" : "深圳市宝安区XXX",
    "buyer_organization_number" : "XXX",
    "buyer_id" : "XXX",
    "seller_name" : "深圳市XXX服务有限公司",
    "seller_phone" : "0755-XXX",
    "seller_id" : "XXX",
    "seller_account" : "XXX",
    "seller_address" :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办XXX",
    "seller_bank" : "建设银行深圳XX支行",
    "vehicle_type" : "多用途乘用车",
    "brand_model" : "东风日产牌/XXX",
    "manufacturing_location" : "大连市",
    "quality_certificate" : "XXX",
    "import_certificate" : "",
    "inspection_number" : "",
    "engine_number" : "XXX",
    "vehicle_identification_number" : "XXX",
    "tonnage" : "",
    "seating_capacity" : "5",
    "tax_authority" : "深圳市宝安区国家税务局XXX税务分局",
    "tax_authority_code" : "144030614",
    "tax_payment_receipt" : "",
    "tax_rate" : "17%",
    "tax" : "￥21475.21",
    "tax_exclusive_price" : "￥126324.79",
    "total" : "￥147800.00",
    "total_chinese" : "壹拾肆万柒仟捌佰圆整",
    "fiscal_code" : ""
  }
}

成功响应示例2

{
  "result" : {
    "used_vehicle_market_name" : "动车交易有限公司",
    "auction_org_bank_account" : "10468888888830",
    "seller_phone" : "13988888888",
    "buyer_id" : "AB37836SDWGDUOHDOEHD3",
    "machine_printed_number" : "00888858",
    "auction_org_id" : "AB37836SDWGDUOHDOEHD3",
    "auction_org_name" : "某拍卖行",
    "buyer_name" : "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used_vehicle_market_id" : "91DEDD3782733DJ6R",
    "used_vehicle_market_phone" : "075888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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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de" : "044008888817",
    "machine_number" : "4888888182",
    "used_vehicle_market_address" : "佛山市",
    "seller_address" : "广东省佛山市",
    "auction_org_address" : "广东省佛山市",
    "brand_model" : "吉利莫车型",
    "licence_plate_number" : "粤A88888",
    "seller_id" : "AB37836SDWGDUOHDOEHD3",
    "machine_printed_code" : "10468888888830",
    "registration_number" : "1234EHWEGG8888830",
    "buyer_phone" : "13988888888",
    "vehicle_type" : "小型轿车",
    "drawer_name" : "张三",
    "total" : "￥20000.00",
    "total_chinese" : "贰万圆整",
    "issue_date" : "1987-12-27",
    "seller_name" : "李四",
    "vehicle_identification_number" : "L6T7804826379E3GG875",
    "auction_org_phone" : "13988888888",
    "used_vehicle_market_bank_account" : "中国农业银行",
    "buyer_address" : "佛山市",
    "dept_motor_vehicles" : "广东省佛山市车管所",
    "remark" : "免税开具",
    "number" : "003753534",
    "fiscal_code" : "017807816386738245",
    "type" : "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
  } 
}

状态码：400

失败响应示例

{
    "error_code": "AIS.0103",
    "error_msg": "The image size does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成功响应。

400 失败响应。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错误码

错误码请参见错误码。

4.19 出租车发票识别

功能介绍

识别出租车发票中的文字信息，并以JSON格式返回识别的结构化结果。该接口的使用
限制请参见约束与限制，详细使用指导请参见OCR服务使用简介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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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2 出租车发票示例图

说明

如果图片中包含多张卡证票据，请调用智能分类识别服务。

约束与限制

● 只支持识别PNG、JPG、JPEG、BMP、TIFF格式的图片。

● 图像各边的像素大小在15到4096px之间。

● 图像中发票区域有效占比超过25%，保证整张发票内容及其边缘包含在图像内。

● 支持少量扭曲，扭曲后图像中的发票长宽比与实际发票相差不超过10%。

● 支持图像中出租车发票任意角度的水平旋转。

调试

您可以在API Explorer中调试该接口，支持自动认证鉴权。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
SDK代码示例，并提供SDK代码示例调试功能。

前提条件

在使用之前，需要您完成服务申请和认证鉴权，具体操作流程请参见开通服务和认证
鉴权章节。

说明

用户首次使用需要先申请开通。服务只需要开通一次即可，后面使用时无需再次申请。如未开通
服务，调用服务时会提示ModelArts.4204报错，请在调用服务前先进入控制台开通服务，并注
意开通服务区域与调用服务的区域保持一致。

URI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taxi-inv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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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1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说明

endpoint 是 终端节点，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

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您可以从终
端节点中获取。

例如，OCR服务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
“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

project_id 是 项目ID，您可以从获取项目ID中获取。

 

请求参数

表 4-132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Token。

用于获取操作API的权限。获取
Token接口响应消息头中X-
Subject-Token的值即为Token。

Content-Type 是 String 发送的实体的MIME类型，参数
值为“application/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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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Enterprise-
Project-Id

否 String 企业项目ID。OCR支持通过企业
项目管理（EPS）对不同用户组
和用户的资源使用，进行分账。

获取方法：进入“企业项目管
理”页面，单击企业项目名称，
在企业项目详情页获取
Enterprise-Project-Id（企业项
目ID）。

企业项目创建步骤请参见产品介
绍。

说明
创建企业项目后，在传参时，有以
下三类场景。

● 携带正确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归到企业ID对应的
企业项目中。

● 携带错误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
类为“未归集”。

● 不携带ID，正常使用OCR服
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类
为“未归集”。

 

表 4-133 请求 Bod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image 否 String 该参数与url二选一。

图片的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
不超过10MB。

图片 短边不小于15px， 长边不超过
4096px，支持JPEG、JPG、PNG、BMP、
TIFF格式。

图片Base64编码示例如/9j/
4AAQSkZJRgABAg...，带有多余前 会产生
The image format is not supported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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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url 否 String 该参数与image二选一。图片的url路径，目
前支持：

● 公网http/https url
● OBS提供的url，使用OBS数据需要进行授

权。包括对服务授权、临时授权、匿名公
开授权，详情参见配置OBS访问权限。

说明

● 接口响应时间依赖于图片的下载时间，如果图
片下载时间过长，会返回接口调用失败。

● 请保证被检测图片所在的存储服务稳定可靠，
推荐使用OBS服务存储图片数据。

● url中不能存在中文字符，若存在，中文需要进
行utf8编码。

return_tex
t_location

否 Boolean 识别到的文字块的区域位置信息。可选值包
括：

true：返回各个文字块区域

false：不返回各个文字块区域

如果无该参数，系统默认不返回文字块区
域。如果输入参数不是Boolean类型，则会报
非法参数错误。

 

响应参数

说明

根据识别的结果，可能有不同的HTTP响应状态码（status code）。例如，200表示API调用成
功，400表示调用失败，详细的状态码和响应参数说明如下。

状态码： 200

表 4-134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result TaxiInvoic
eResult
object

识别结果。

调用失败时不返回此字段。

 

表 4-135 TaxiInvoiceResult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location String 归属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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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code String 发票代码。

number String 发票号码。

phone_number String 电话（包括电话、监督电话）。

company String 单位。

taxi_number String 车号。

certificate_numb
er

String 证号。

identification_nu
mber

String 识别编号。

date String 开票日期。

boarding_time String 上车时间。

alighting_time String 下车时间。

time String 时间(起止时间、上下车时间)。

unit_price String 单价。

distance String 总里程。

waiting_time String 等候时间。

fare String 金额。

fuel_oil_surcharg
e

String 燃油附加费。

call_service_surch
arge

String 电调费（预约费）。

total String 实收金额。

confidence Object 字段的置信度，取值范围0~1。

置信度越大，本次识别的字段的可靠性越高，在
统计意义上，置信度越大，准确率越高。

置信度由算法给出，不直接等价于字段的准确
率。

text_location Object 对应所有在原图上识别到的字段位置信息，包含
所有文字区域四个顶点的二维坐标（x,y）。采用
图像坐标系，坐标原点为图片左上角，x轴沿水
平方向，y轴沿竖直方向。

 

状态码： 400

文字识别服务
API 参考 4 API

文档版本 01 (2023-05-19)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62



表 4-136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说明

error_code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码，具体请参见错误码。

当出现错误码“ModelArts.4204”时，请参考为
什么调用API时提示“ModelArts.4204”？章
节。

调用成功时不返回此字段。

error_msg String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错误信息。

调用成功时不返回此字段。

 

请求示例

说明

● “endpoint”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具体请参见
终端节点。

例如，出租车发票识别服务部署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或“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n”，请求URL为
“https://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om/v2/{project_id}/ocr/taxi-invoice”，
“project_id”为项目ID，获取方法请参见获取项目ID

● 如何获取Token请参见认证鉴权。

● 请求示例（方式一：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taxi-invoice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
   "image":"/9j/4AAQSkZJRgABAgEASABIAAD/4RFZRXhpZgAATU0AKgAAAA..."
}

● 请求示例（方式二：使用图片URL）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taxi-invoice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
   "url":"https://BucketName.obs.xxxx.com/ObjectName"
}

● Python3语言请求代码示例（其他语言参照下列示例编写或使用OCR SDK）
# encoding:utf-8

import requests
import base64

url =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taxi-invoice"
token = "用户获取得到的实际token值"
headers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token}

imagepath = r'./data/taxi-invoice-demo.png' # 读取本地图片
with open(imagepath, "rb") as bin_data:
    image_data = bin_data.read()
image_base64 = base64.b64encode(image_data).decode("utf-8")  # 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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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load = {"image": image_base64}
response = requests.post(url, headers=headers, json=payload)
print(response.text)

响应示例

状态码：200

成功响应示例

{
    "result": {
        "location": "上海市", 
        "code": "130XXXXXXXX88", 
        "number": "00XXXX08", 
        "phone_number": "62XXX22", 
        "company": "", 
        "taxi_number": "GXXXXXX", 
        "certificate_number": "3XXXX9", 
        "identification_number": "", 
        "date": "2019-03-15", 
        "boarding_time": "12:03", 
        "alighting_time": "12:15", 
        "time": "12:03-12:15", 
        "unit_price": "￥2.50", 
        "distance": "7.8", 
        "waiting_time": "00:02:09", 
        "fare": "￥29.00", 
        "fuel_oil_surcharge": "￥0.00", 
        "call_service_surcharge": "￥0.00", 
        "total": "￥29.00",        
        "confidence": {
            "location": 0.9977, 
            "code": 0.9998, 
            "number": 0.9976, 
            "phone_number": 0.859, 
            "company": 0, 
            "taxi_number": 0.9607, 
            "certificate_number": 0.9411, 
            "identification_number": 0, 
            "date": 0.9665, 
            "boarding_time": 0.9847, 
            "alighting_time": 0.9798, 
            "time": 0.9798, 
            "unit_price": 0.9174, 
            "distance": 0.9731, 
            "waiting_time": 0.9936, 
            "fare": 0.9896, 
            "fuel_oil_surcharge": 0.8433, 
            "call_service_surcharge": 0.7843, 
            "total": 0.9896      
       }   
    }
}

状态码：400

失败响应示例

{
    "error_code": "AIS.0103", 
    "error_msg": "The image size does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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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成功响应。

400 失败响应。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错误码

错误码请参见错误码。

4.20 火车票识别

功能介绍

识别火车票中的文字信息，并以JSON格式返回识别的结构化结果。该接口的使用限制
请参见约束与限制，详细使用指导请参见OCR服务使用简介章节。

图 4-23 火车票示例图

说明

如果图片中包含多张卡证票据，请调用智能分类识别服务。

约束与限制
● 只支持识别PNG、JPG、JPEG、BMP、TIFF格式的图片。

● 图像各边的像素大小在15到8192px之间。

● 图像中火车票区域有效占比超过25%。

● 支持图像中火车票任意角度的水平旋转。

● 支持少量扭曲，扭曲后图像中的火车票长宽比与实际火车票相差不超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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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

您可以在API Explorer中调试该接口，支持自动认证鉴权。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
SDK代码示例，并提供SDK代码示例调试功能。

前提条件

在使用之前，需要您完成服务申请和认证鉴权，具体操作流程请参见开通服务和认证
鉴权章节。

说明

用户首次使用需要先申请开通。服务只需要开通一次即可，后面使用时无需再次申请。如未开通
服务，调用服务时会提示ModelArts.4204报错，请在调用服务前先进入控制台开通服务，并注
意开通服务区域与调用服务的区域保持一致。

URI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train-ticket

表 4-137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说明

endpoint 是 终端节点，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

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您可以从终
端节点中获取。

例如，OCR服务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
“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

project_id 是 项目ID，您可以从获取项目ID中获取。

 

请求参数

表 4-138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Token。

用于获取操作API的权限。获取
Token接口响应消息头中X-
Subject-Token的值即为Token。

Content-Type 是 String 发送的实体的MIME类型，参数
值为“application/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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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Enterprise-
Project-Id

否 String 企业项目ID。OCR支持通过企业
项目管理（EPS）对不同用户组
和用户的资源使用，进行分账。

获取方法：进入“企业项目管
理”页面，单击企业项目名称，
在企业项目详情页获取
Enterprise-Project-Id（企业项
目ID）。

企业项目创建步骤请参见用户指
南。

说明
创建企业项目后，在传参时，有以
下三类场景。

● 携带正确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归到企业ID对应的
企业项目中。

● 携带错误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
类为“未归集”。

● 不携带ID，正常使用OCR服
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类
为“未归集”。

 

表 4-139 请求 Bod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image 否 String 该参数与url二选一。

图片的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
不超过10MB。

图片 短边不小于15px， 长边不超过
8192px，支持JPEG、JPG、PNG、BMP、
TIFF格式。

图片Base64编码示例如/9j/
4AAQSkZJRgABAg...，带有多余前 会产生
The image format is not supported报错。

文字识别服务
API 参考 4 API

文档版本 01 (2023-05-19)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67

https://console.huaweicloud.com/eps/?#/eps/manager/projects
https://console.huaweicloud.com/eps/?#/eps/manager/projects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url 否 String 该参数与image二选一。图片的url路径，目
前支持：

● 公网http/https url
● OBS提供的url，使用OBS数据需要进行授

权。包括对服务授权、临时授权、匿名公
开授权，详情参见配置OBS访问权限。

说明

● 接口响应时间依赖于图片的下载时间，如果图
片下载时间过长，会返回接口调用失败。

● 请保证被检测图片所在的存储服务稳定可靠，
推荐使用OBS服务存储图片数据。

● url中不能存在中文字符，若存在，中文需要进
行utf8编码。

return_tex
t_location

否 Boolean 识别到的文字块的区域位置信息。可选值包
括：

true：返回各个文字块区域

false：不返回各个文字块区域

如果无该参数，系统默认不返回文字块区
域。如果输入参数不是Boolean类型，则会报
非法参数错误。

 

响应参数

说明

根据识别的结果，可能有不同的HTTP响应状态码（status code）。例如，200表示API调用成
功，400表示调用失败，详细的状态码和响应参数说明如下。

状态码： 200

表 4-140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result TrainTicke
tResult
object

识别结果。

调用失败时不返回此字段。

 

表 4-141 TrainTicketResult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ticket_id String 火车票左上角的车票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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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check_port String 检票口信息。

train_number String 车次。

departure_station String 始发站。

destination_stati
on

String 终点站。

departure_station
_en

String 始发站拼音。

destination_stati
on_en

String 终点站拼音。

departure_time String 开车时间。

seat_number String 座位号。

ticket_price String 票价。

sale_method String 售票方式。

seat_category String 座位类别。

ticket_changing String 改签信息。

id_number String 车票持有人的身份证号。

name String 车票持有人姓名。

log_id String 车票 下方的售票码。

sale_location String 车票售票地点。

confidence Object 字段的置信度，取值范围0~1。

置信度越大，本次识别的字段的可靠性越高，在
统计意义上，置信度越大，准确率越高。

置信度由算法给出，不直接等价于字段的准确
率。

text_location Object 对应所有在原图上识别到的字段位置信息，包含
所有文字区域四个顶点的二维坐标（x,y）。采用
图像坐标系，坐标原点为图片左上角，x轴沿水
平方向，y轴沿竖直方向。

 

状态码：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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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2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说明

error_code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码，具体请参见错误码。

当出现错误码“ModelArts.4204”时，请参考为
什么调用API时提示“ModelArts.4204”？章
节。

调用成功时不返回此字段。

error_msg String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错误信息。

调用成功时不返回此字段。

 

请求示例

说明

● “endpoint”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具体请参见
终端节点。

例如，火车票识别服务部署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或“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n”，请求URL为
“https://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om/v2/{project_id}/ocr/train-ticket”，
“project_id”为项目ID，获取方法请参见获取项目ID

● 如何获取Token请参见认证鉴权。

● 请求样例（方式一：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train-ticket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
    "image":"/9j/4AAQSkZJRgABAgEASABIAAD/4RFZRXhpZgAATU0AKgAAAA..."
}

● 请求样例（方式二：使用图片URL）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train-ticket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
    "url":"https://BucketName.obs.xxxx.com/ObjectName"
}

● Python3语言请求代码示例（其他语言参照下列示例编写或使用OCR SDK）
# encoding:utf-8

import requests
import base64

url =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train-ticket"
token = "用户获取得到的实际token值"
headers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token}

imagepath = r'./data/train-ticket-demo.png' # 读取本地图片
with open(imagepath, "rb") as bin_data:
    image_data = bin_data.read()
image_base64 = base64.b64encode(image_data).decode("utf-8")  # 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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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load = {"image": image_base64}
response = requests.post(url, headers=headers, json=payload)
print(response.text)

响应示例

状态码：200

成功响应示例

{
    "result": {
        "ticket_id": "KXXXX", 
        "check_port": "BXX", 
        "train_number": "GXXX", 
        "departure_station": "长沙南", 
        "destination_station": "武汉", 
        "departure_station_en": "Changshanan", 
        "destination_station_en": "xxxx", 
        "departure_time": "2017年12月12日20:39", 
        "seat_number": "XX车XXX号", 
        "ticket_price": "164.5", 
        "sale_method": "网", 
        "seat_category": "二等座", 
        "ticket_changing": "改签", 
        "id_number": "1402271998****0012", 
        "name": "火车票", 
        "log_id": "65818301991213K09XXXX", 
        "sale_location": "长沙南", 
        "confidence": {
            "ticket_id": 0.9992, 
            "check_port": 0.9165, 
            "train_number": 0.9968, 
            "starting_station": 0.9982, 
            "destination_station": 0.9998, 
            "starting_station_en": 0.9254, 
            "destination_station_en": 0.9848, 
            "starting_time": 0.5141, 
            "seat_number": 0.9985, 
            "ticket_rates": 0.9977, 
            "sale_method": 0.9836, 
            "seat_category": 0.9958, 
            "ticket_changing": 0.9, 
            "id_number": 0.9986, 
            "name": 0.996, 
            "log_id": 0.9968, 
            "ticket_office": 0.9984
        }
    }
}

状态码：400

失败响应示例

{
    "error_code": "AIS.0103", 
    "error_msg": "The image size does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成功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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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描述

400 失败响应。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错误码

错误码请参见错误码。

4.21 定额发票识别

功能介绍

识别定额发票中的文字信息，并以JSON格式返回识别的结构化结果。该接口的使用限
制请参见约束与限制，详细使用指导请参见OCR服务使用简介章节。

图 4-24 定额发票示例图

说明

如果图片中包含多张卡证票据，请调用智能分类识别服务。

约束与限制
● 支持识别PNG、JPG、JPEG、BMP、TIFF格式的图片。

● 图像各边的像素大小在15到4096px之间。

● 图像中发票区域有效占比超过25%。

● 支持图像中发票任意角度的水平旋转。

● 支持少量扭曲，扭曲后图像中的发票长宽比与实际发票相差不超过10%。

调试

您可以在API Explorer中调试该接口，支持自动认证鉴权。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
SDK代码示例，并提供SDK代码示例调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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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在使用之前，需要您完成服务申请和认证鉴权，具体操作流程请参见开通服务和认证
鉴权章节。

说明

用户首次使用需要先申请开通。服务只需要开通一次即可，后面使用时无需再次申请。如未开通
服务，调用服务时会提示ModelArts.4204报错，请在调用服务前先进入控制台开通服务，并注
意开通服务区域与调用服务的区域保持一致。

URI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quota-invoice

表 4-143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说明

endpoint 是 终端节点，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

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您可以从终
端节点中获取。

例如，OCR服务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
“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

project_id 是 项目ID，您可以从获取项目ID中获取。

 

请求参数

表 4-144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Token。

用于获取操作API的权限。获取
Token接口响应消息头中X-
Subject-Token的值即为Token。

Content-Type 是 String 发送的实体的MIME类型，参数
值为“application/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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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Enterprise-
Project-Id

否 String 企业项目ID。OCR支持通过企业
项目管理（EPS）对不同用户组
和用户的资源使用，进行分账。

获取方法：进入“企业项目管
理”页面，单击企业项目名称，
在企业项目详情页获取
Enterprise-Project-Id（企业项
目ID）。

企业项目创建步骤请参见用户指
南。

说明
创建企业项目后，在传参时，有以
下三类场景。

● 携带正确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归到企业ID对应的
企业项目中。

● 携带错误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
类为“未归集”。

● 不携带ID，正常使用OCR服
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类
为“未归集”。

 

表 4-145 请求 Bod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image 否 String 该参数与url二选一。

图片的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
不超过10MB。

图片 短边不小于15px， 长边不超过
4096px，支持JPEG、JPG、PNG、BMP、
TIFF格式。

图片Base64编码示例如/9j/
4AAQSkZJRgABAg...，带有多余前 会产生
The image format is not supported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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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url 否 String 该参数与image二选一。图片的url路径，目
前支持：

● 公网http/https url例如https://
support.huaweicloud.com/api-ocr/zh-
cn_image_0000001528088841.png

● OBS提供的url，使用OBS数据需要进行授
权。包括对服务授权、临时授权、匿名公
开授权，详情参见配置OBS访问权限。

说明

● 接口响应时间依赖于图片的下载时间，如果图
片下载时间过长，会返回接口调用失败。

● 请保证被检测图片所在的存储服务稳定可靠，
推荐使用OBS服务存储图片数据。

● url中不能存在中文字符，若存在，中文需要进
行utf8编码。

 

响应参数

说明

根据识别的结果，可能有不同的HTTP响应状态码（status code）。例如，200表示API调用成
功，400表示调用失败，详细的状态码和响应参数说明如下。

状态码： 200

表 4-146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result QuotaInvo
iceResult
object

识别结果。

调用失败时不返回此字段。

 

表 4-147 QuotaInvoiceResult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number String 发票号码。

code String 发票代码。

location String 地址。

amount String 发票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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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confidence Object 字段的置信度，取值范围0~1。

置信度越大，本次识别的字段的可靠性越高，在
统计意义上，置信度越大，准确率越高。

置信度由算法给出，不直接等价于字段的准确
率。

 

状态码： 400

表 4-148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说明

error_code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码，具体请参见错误码。

当出现错误码“ModelArts.4204”时，请参考为
什么调用API时提示“ModelArts.4204”？章
节。

调用成功时不返回此字段。

error_msg String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错误信息。

调用成功时不返回此字段。

 

请求示例

说明

● “endpoint”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具体请参见
终端节点。

例如，定额发票识别服务部署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或“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n”，请求URL为
“https://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om/v2/{project_id}/ocr/quota-invoice”，
“project_id”为项目ID，获取方法请参见获取项目ID

● 如何获取Token请参见认证鉴权。

● 请求示例（方式一：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quota-invoice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
    "image":"/9j/4AAQSkZJRgABAQAAAQABAAD/2wBDAAIBAQEBAQIBAQECAgICAgQDAgICAg..." 
}

● 请求示例（方式二：使用图片URL）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quota-invoice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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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l":"https://BucketName.obs.xxxx.com/ObjectName" 
}

● Python3语言请求代码示例（其他语言参照下列示例编写或使用OCR SDK）
# encoding:utf-8

import requests
import base64

url =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quota-invoice"
token = "用户获取得到的实际token值"
headers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token}

imagepath = r'./data/quota-invoice-demo.png' # 方式1读取本地图片并转为Base64编码
with open(imagepath, "rb") as bin_data:
    image_data = bin_data.read()
image_base64 = base64.b64encode(image_data).decode("utf-8")  # 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ayload = {"image": image_base64}

# imageurl = 'https://BucketName.obs.xxxx.com/ObjectName'  # 方式2使用图片URL
# payload = {'url': imageurl} 
response = requests.post(url, headers=headers, json=payload)
print(response.text)

响应示例

状态码：200

成功响应示例

{
    "result": {
        "amount": "￥50.00", 
        "code": "244031XXXX11", 
        "location": "广东省深圳市", 
        "number": "91XXXX61",
        "confidence": {
            "amount": 0.9971, 
            "code": 0.9908, 
            "location": 0.9706, 
            "number": 0.9943
        }
    }
}

状态码：400

失败响应示例

{
    "error_code": "AIS.0103", 
    "error_msg": "The image size does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成功响应。

400 失败响应。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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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错误码请参见错误码。

4.22 车辆通行费发票识别

功能介绍

识别车辆通行费发票中的关键文字信息，并以JSON格式返回识别的结构化结果。该接
口的使用限制请参见约束与限制，详细使用指导请参见OCR服务使用简介章节。

图 4-25 车辆通行费发票示例图

说明

如果图片中包含多张卡证票据，请调用智能分类识别服务。

约束与限制

● 支持识别PNG、JPG、JPEG、BMP、TIFF格式的图片。

● 图像各边的像素大小在15到4096px之间。

● 图像中发票区域有效占比超过25%。

● 支持图像中车辆通行费发票任意角度的水平旋转。

● 目前只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车辆通行费发票识别。

调试

您可以在API Explorer中调试该接口，支持自动认证鉴权。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
SDK代码示例，并提供SDK代码示例调试功能。

前提条件

在使用之前，需要您完成服务申请和认证鉴权，具体操作流程请参见开通服务和认证
鉴权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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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用户首次使用需要先申请开通。服务只需要开通一次即可，后面使用时无需再次申请。如未开通
服务，调用服务时会提示ModelArts.4204报错，请在调用服务前先进入控制台开通服务，并注
意开通服务区域与调用服务的区域保持一致。

URI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toll-invoice

表 4-149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说明

endpoint 是 终端节点，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

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您可以从终
端节点中获取。

例如，OCR服务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
“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

project_id 是 项目ID，您可以从获取项目ID中获取。

 

请求参数

表 4-150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Token。

用于获取操作API的权限。获取
Token接口响应消息头中X-
Subject-Token的值即为Token。

Content-Type 是 String 发送的实体的MIME类型，参数
值为“application/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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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Enterprise-
Project-Id

否 String 企业项目ID。OCR支持通过企业
项目管理（EPS）对不同用户组
和用户的资源使用，进行分账。

获取方法：进入“企业项目管
理”页面，单击企业项目名称，
在企业项目详情页获取
Enterprise-Project-Id（企业项
目ID）。

企业项目创建步骤请参见用户指
南。

说明
创建企业项目后，在传参时，有以
下三类场景。

● 携带正确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归到企业ID对应的
企业项目中。

● 携带错误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
类为“未归集”。

● 不携带ID，正常使用OCR服
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类
为“未归集”。

 

表 4-151 请求 Bod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image 否 String 该参数与url二选一。

图片的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
不超过10MB。

图片 短边不小于15px， 长边不超过
4096px，支持JPEG、JPG、PNG、BMP、
TIFF格式。

图片Base64编码示例如/9j/
4AAQSkZJRgABAg...，带有多余前 会产生
The image format is not supported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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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url 否 String 该参数与image二选一。图片的url路径，目
前支持：

● 公网http/https url
● OBS提供的url，使用OBS数据需要进行授

权。包括对服务授权、临时授权、匿名公
开授权，详情参见配置OBS访问权限。

说明

● 接口响应时间依赖于图片的下载时间，如果图
片下载时间过长，会返回接口调用失败。

● 请保证被检测图片所在的存储服务稳定可靠，
推荐使用OBS服务存储图片数据。

● url中不能存在中文字符，若存在，中文需要进
行utf8编码。

return_tex
t_location

否 Boolean 识别到的文字块的区域位置信息。可选值包
括：

● true：返回各个文字块区域

● false：不返回各个文字块区域 如果无该
参数,系统默认不返回文字块区域。如果输
入参数不是Boolean类型,则会报非法参数
错误。

 

响应参数

说明

根据识别的结果，可能有不同的HTTP响应状态码（status code）。例如，200表示API调用成
功，400表示调用失败，详细的状态码和响应参数说明如下。

状态码： 200

表 4-152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result TollInvoice
Result
object

识别结果。

调用失败时不返回此字段。

 

表 4-153 TollInvoiceResult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code String 发票代码。

number String 发票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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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ntry String 入口。

exit String 出口。

amount String 收费金额。

cashier String 收费员。

vehicle_type String 车辆类型。

date String 日期。

time String 时间。

confidence Object 字段的置信度，取值范围0~1。

置信度越大，本次识别的字段的可靠性越高，在
统计意义上，置信度越大，准确率越高。

置信度由算法给出，不直接等价于字段的准确
率。

text_location Object 对应所有在原图上识别到的字段位置信息，包含
所有文字区域四个顶点的二维坐标（x,y）。采用
图像坐标系，坐标原点为图片左上角，x轴沿水
平方向，y轴沿竖直方向。

 

状态码： 400

表 4-154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说明

error_code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码，具体请参见错误码。

当出现错误码“ModelArts.4204”时，请参考为
什么调用API时提示“ModelArts.4204”？章
节。

调用成功时不返回此字段。

error_msg String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错误信息。

调用成功时不返回此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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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示例

说明

● “endpoint”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具体请参见
终端节点。

例如，车辆通行费发票识别服务部署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或“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n”，请求URL为
“https://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om/v2/{project_id}/ocr/toll-invoice”，
“project_id”为项目ID，获取方法请参见获取项目ID

● 如何获取Token请参见认证鉴权。

● 请求示例（方式一：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toll-invoice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
    "image":"/9j/4AAQSkZJRgABAgEASABIAAD/4RFZRXhpZgAATU0AKgAAAAgAB..."
}

● 请求示例（方式二：使用图片URL）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toll-invoice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
    "url":"https://BucketName.obs.xxxx.com/ObjectName"
}

● Python3语言请求代码示例（其他语言参照下列示例编写或使用OCR SDK）
# encoding:utf-8

import requests
import base64

url =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toll-invoice"
token = "用户获取得到的实际token值"
headers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token}

imagepath = r'./data/toll-invoice-demo.png' # 读取本地图片
with open(imagepath, "rb") as bin_data:
    image_data = bin_data.read()
image_base64 = base64.b64encode(image_data).decode("utf-8")  # 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ayload = {"image": image_base64}
response = requests.post(url, headers=headers, json=payload)
print(response.text)

响应示例

状态码：200

成功响应示例

{
    "result": {
        "code": "11XXXXXXXX88", 
        "number": "56XXXXX08", 
        "entry": "吴各庄南线出京", 
        "exit": "顺义城站", 
        "cashier": "213", 
        "vehicle_type": "A", 
        "date": "2017-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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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 "18:45:10", 
        "amount": "15", 
        "confidence": {
            "code": 0.9957, 
            "number": 0.9497, 
            "exit": 0.9662, 
            "cashier": 0.987, 
            "vehicle_type": 0.9639, 
            "entry": 0.9985, 
            "date": 0.9974, 
            "time": 0.9984, 
            "amount": 0.9943
        }
    }
}

状态码：400

失败响应示例

{
    "error_code": "AIS.0103", 
    "error_msg": "The image size does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成功响应。

400 失败响应。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错误码

错误码请参见错误码。

4.23 飞机行程单识别

功能介绍

识别飞机行程单中的文字信息，并以JSON格式返回识别的结构化结果。该接口的使用
限制请参见约束与限制，详细使用指导请参见OCR服务使用简介章节。

图 4-26 飞机行程单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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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如果图片中包含多张卡证票据，请调用智能分类识别服务。

约束与限制
● 支持识别PNG、JPG、JPEG、BMP、TIFF格式的图片。

● 图像各边的像素大小在15到8192px之间。

● 支持图像中行程单任意角度的水平旋转。

● 能处理反光、暗光等干扰的图片但影响识别精度。

调试

您可以在API Explorer中调试该接口，支持自动认证鉴权。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
SDK代码示例，并提供SDK代码示例调试功能。

前提条件

在使用之前，需要您完成服务申请和认证鉴权，具体操作流程请参见开通服务和认证
鉴权章节。

说明

用户首次使用需要先申请开通。服务只需要开通一次即可，后面使用时无需再次申请。如未开通
服务，调用服务时会提示ModelArts.4204报错，请在调用服务前先进入控制台开通服务，并注
意开通服务区域与调用服务的区域保持一致。

URI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flight-itinerary

表 4-155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说明

endpoint 是 终端节点，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

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您可以从终
端节点中获取。

例如，OCR服务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
“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

project_id 是 项目ID，您可以从获取项目ID中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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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

表 4-156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Token。

用于获取操作API的权限。获取
Token接口响应消息头中X-
Subject-Token的值即为Token。

Content-Type 是 String 发送的实体的MIME类型，参数
值为“application/json”。

Enterprise-
Project-Id

否 String 企业项目ID。OCR支持通过企业
项目管理（EPS）对不同用户组
和用户的资源使用，进行分账。

获取方法：进入“企业项目管
理”页面，单击企业项目名称，
在企业项目详情页获取
Enterprise-Project-Id（企业项
目ID）。

企业项目创建步骤请参见用户指
南。

说明
创建企业项目后，在传参时，有以
下三类场景。

● 携带正确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归到企业ID对应的
企业项目中。

● 携带错误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
类为“未归集”。

● 不携带ID，正常使用OCR服
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类
为“未归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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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7 请求 Bod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image 否 String 该参数与url二选一。

图片的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
不超过10MB。

图片 短边不小于15px， 长边不超过
8192px，支持JPEG、JPG、PNG、BMP、
TIFF格式。

图片Base64编码示例如/9j/
4AAQSkZJRgABAg...，带有多余前 会产生
The image format is not supported报错。

url 否 String 该参数与image二选一。图片的url路径，目
前支持：

● 公网http/https url
● OBS提供的url，使用OBS数据需要进行授

权。包括对服务授权、临时授权、匿名公
开授权，详情参见配置OBS访问权限。

说明

● 接口响应时间依赖于图片的下载时间，如果图
片下载时间过长，会返回接口调用失败。

● 请保证被检测图片所在的存储服务稳定可靠，
推荐使用OBS服务存储图片数据。

● url中不能存在中文字符，若存在，中文需要进
行utf8编码。

 

响应参数

说明

根据识别的结果，可能有不同的HTTP响应状态码（status code）。例如，200表示API调用成
功，400表示调用失败，详细的状态码和响应参数说明如下。

状态码： 200

表 4-158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result FlightItine
raryResult
object

识别结果。

调用失败时不返回此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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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9 FlightItineraryResult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serial_number String 印刷序号。

passenger_name String 旅客姓名。

id_number String 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endorsements_re
strictions

String 备注。

order_number String 订单号。

fare String 票价。

caac_developmen
t_fund

String 民航（CAAC)发展基金。

fuel_surcharge String 燃油附加费。

other_taxes String 其他税费。

total String 合计。

e_ticket_number String 电子客票号码。

check_code String 验证码。

reference_inform
ation

String 提示信息。

insurance String 保险费。

agent_code String 销售单位代号。

issue_organizatio
n

String 填开单位。

issue_date String 填开日期。

itinerary_list Array of
ItineraryLi
st objects

机票行程列表。

confidence Object 字段的置信度，取值范围0~1。

置信度越大，本次识别的字段的可靠性越高，在
统计意义上，置信度越大，准确率越高。

置信度由算法给出，不直接等价于字段的准确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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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0 ItineraryList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departure_station String 始发站。

destination_stati
on

String 目的站。

carrier String 承运人。

flight String 航班号。

cabin_class String 座位等级。

date String 日期。

time String 时间。

fare_basis String 客票类别。

effective_date String 客票生效日期。

expiry_date String 有效截止日期。

baggage_allowan
ce

String 免费行李。

 

状态码： 400

表 4-161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说明

error_code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码，具体请参见
错误码。

当出现错误码“ModelArts.4204”
时，请参考为什么调用API时提示
“ModelArts.4204”？章节。

调用成功时不返回此字段。

error_msg String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错误信息。

调用成功时不返回此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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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示例

说明

● “endpoint”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具体请参见
终端节点。

例如，飞机行程单识别服务部署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或“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n”，请求URL为
“https://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om/v2/{project_id}/ocr/flight-itinerary”，
“project_id”为项目ID，获取方法请参见获取项目ID

● 如何获取Token请参见认证鉴权。

● 请求示例（方式一：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flight-itinerary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
    "image":"/9j/4AAQSkZJRgABAgEASABIAAD/4RFZRXhpZgAATU0AKgAAAA..."
}

● 请求示例（方式二：使用图片URL）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flight-itinerary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
    "url":"https://BucketName.obs.xxxx.com/ObjectName"
}

● Python3语言请求代码示例（其他语言参照下列示例编写或使用OCR SDK）
# encoding:utf-8

import requests
import base64

url =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flight-itinerary"
token = "用户获取得到的实际token值"
headers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token}

imagepath = r'./data/flight-itinerary-demo.png' # 读取本地图片
with open(imagepath, "rb") as bin_data:
    image_data = bin_data.read()
image_base64 = base64.b64encode(image_data).decode("utf-8")  # 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ayload = {"image": image_base64}
response = requests.post(url, headers=headers, json=payload)
print(response.text)

响应示例

状态码：200

成功响应示例

{
   "result": {
        "serial_number": "12XXXXXXX22", 
        "passenger_name": "WANG/SAN", 
        "id_number": "GXXXXXX08", 
        "endorsements_restrictions": "Q/不得签转/退改收费", 
        "fare": "CNY 2340.00", 
        "caac_development_fund": "CN 100.00", 
        "fuel_surcharge": "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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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her_taxes": "", 
        "total": "CNY 2440.00", 
        "e_ticket_number": "73XXXXXXXX008", 
        "check_code": "3XXX", 
        "reference_information": "白云机场起飞前45分停办值机", 
        "insurance": "XXX", 
        "agent_code": "SXXXXX 00XXXX66", 
        "issue_organization": "XX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issue_date": "2017-12-27", 
        "itinerary_list": [
            {
                "departure_station": "T2上海虹桥", 
                "destination_station": "广州", 
                "carrier": "X航", 
                "flight": "XXXXXX", 
                "cabin_class": "B", 
                "date": "2017-12-27", 
                "time": "13:00", 
                "fare_basis": "B", 
                "effective_date": "", 
                "expiry_date": "", 
                "baggage_allowance": "20K"
            }, 
            {
                "departure_station": "广州", 
                "destination_station": "上海虹桥", 
                "carrier": "XXXX", 
                "flight": "XXXXXX", 
                "cabin_class": "B", 
                "date": "2017-12-29", 
                "time": "16:30", 
                "fare_basis": "B", 
                "effective_date": "", 
                "expiry_date": "", 
                "baggage_allowance": "20K"
            }
        ], 
        "confidence":{
                "serial_number": 0.9993, 
                "passenger_name": 0.9851, 
                "id_number": 0.9836, 
                "endorsements_restrictions": 0.998, 
                "fare": 0.9882, 
                "caac_development_fund": 0.993, 
                "fuel_surcharge": 0.9968, 
                "other_taxes": 0, 
                "total": 0.9999, 
                "e_ticket_number": 0.9631, 
                "check_code": 0.9985, 
                "reference_information": 0.9982, 
                "insurance": 0.7749, 
                "agent_code": 0.9913, 
                "issue_organization": 0.7142, 
                "issue_date": 0.9936, 
                "itinerary_list": [
                    {
                        "departure_station": 0.9987, 
                        "destination_station": 0.9577, 
                        "carrier": 0.9677, 
                        "flight": 0.9957, 
                        "cabin_class": 0.8744, 
                        "date": 0.9993, 
                        "time": 0.9978, 
                        "fare_basis": 0.4006, 
                        "effective_date": 0, 
                        "expiry_date": 0, 
                        "baggage_allowance": 0.989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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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arture_station": 0.9995, 
                        "destination_station": 0.9844, 
                        "carrier": 0.9763, 
                        "flight": 0.7453, 
                        "cabin_class": 0.4239, 
                        "date": 0.76, 
                        "time": 0.7311, 
                        "fare_basis": 0.4353, 
                        "effective_date": 0, 
                        "expiry_date": 0, 
                        "baggage_allowance": 0.5265
                    }
                ]
        }
    }
}

状态码：400

失败响应示例

{
    "error_code": "AIS.0103", 
    "error_msg": "The image size does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成功响应。

400 失败响应。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错误码

错误码请参见错误码。

4.24 电子面单识别

功能介绍

识别用户上传的电子面单图片中的文字内容，并将识别的结果以JSON格式返回给用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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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7 电子面单示例图

约束与限制
● 支持识别JPG、PNG、BMP、TIFF格式图片。

● 图像各边的像素大小在15到8192px之间。

前提条件

在使用之前，需要您完成服务申请和认证鉴权，具体操作流程请参见开通服务和认证
鉴权章节。

说明

用户首次使用需要先申请开通开通服务。服务只需要开通一次即可，后面使用时无需再次申请。
如未开通服务，调用服务时会提示ModelArts.4204报错，请在调用服务前先进入控制台开通服
务，并注意开通服务区域与调用服务的区域保持一致。

URI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waybill-electronic

表 4-162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说明

endpoint 是 终端节点，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

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您可以从终
端节点中获取。

例如，OCR服务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
“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

project_id 是 项目ID，您可以从获取项目ID中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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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

表 4-163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Token。

用于获取操作API的权限。获取
Token接口响应消息头中X-
Subject-Token的值即为Token。

Content-Type 是 String 发送的实体的MIME类型，参数
值为“application/json”。

Enterprise-
Project-Id

否 String 企业项目ID。OCR支持通过企业
项目管理（EPS）对不同用户组
和用户的资源使用，进行分账。

获取方法：进入“企业项目管
理”页面，单击企业项目名称，
在企业项目详情页获取
Enterprise-Project-Id（企业项
目ID）。

企业项目创建步骤请参见用户指
南。

说明
创建企业项目后，在传参时，有以
下三类场景。

● 携带正确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归到企业ID对应的
企业项目中。

● 携带错误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
类为“未归集”。

● 不携带ID，正常使用OCR服
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类
为“未归集”。

 

文字识别服务
API 参考 4 API

文档版本 01 (2023-05-19)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94

https://console.huaweicloud.com/eps/?#/eps/manager/projects
https://console.huaweicloud.com/eps/?#/eps/manager/projects


表 4-164 请求 Bod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image 否 String 与url二选一

图片的Base64编码，要求
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
10MB。

图像各边的像素大小在15到
8192px之间。支持
JPG/PNG/BMP/TIFF格式。

图片Base64编码示例如/9j/
4AAQSkZJRgABAg...，带有多余
前 会产生The image format
is not supported报错。

url 否 String 与image二选一 图片的URL路
径，目前支持：

● 公网http/https url
● OBS提供的url，使用OBS数

据需要进行授权。包括对服
务授权、临时授权、匿名公
开授权，详情参见配置OBS
访问权限。

说明

● 接口响应时间依赖于图片的下
载时间，如果图片下载时间过
长，会返回接口调用失败。

● 请保证被检测图片所在的存储
服务稳定可靠，推荐使用OBS
服务存储图片数据。

 

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表 4-165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result WaybillElectr
onicResult
object

识别结果。

调用失败时无此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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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6 WaybillElectronicResult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code String 三段码。

receiver_nam
e

String 收件人姓名。

receiver_phon
e

String 收件人电话。

receiver_addr
ess

String 收件人地址。

sender_name String 寄件人姓名。

sender_phone String 寄件人电话。

sender_addres
s

String 寄件人地址。

waybill_numb
er

String 条形码运单号。

confidence Object 相关字段的置信度信息，取值范围0~1。

置信度越大，表示本次识别的对应字段的可靠性
越高，在统计意义上，置信度越大，准确率越
高。 置信度由算法给出，不直接等价于对应字段
的准确率。

 

状态码： 400

表 4-167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code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码，具体请参见错误码。 调用
成功时无此字段。

error_msg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信息。 调用成功时无此字段。

 

请求示例
● 请求样例（方式一：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OST https://ocr.cn-north-4.xxxx.com/v1.0/ocr/waybill-electronic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 "image":"/9j/4AAQSkZJRgABAgEASABIAAD/
4RFZRXhpZgAATU0AKgAAAAgABwESAAMAAAABAAEAAAEaAAUAAAABAAAAYgEbAAUAAAABAAAA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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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AAMAAAABAAIAAAExAAIAAAAcAAAAcgEyAAIAAAAUAAAAjodpAAQAAAABAAAApAAAANAACvyAAA
AnEAAK/
IAAACcQQWRvYmUgUGhvdG9zaG9wIENTMyBXaW5kb3dzADIwMTc6MTA6MjAgMTA6NDU6MzYAAAA
AA6ABAAMAAAAB//
8AAKACAAQAAAABAAALIKADAAQAAAABAAAGQAAAAAAAAAAGAQMAAwAAAAEABgAAARoABQAAA
AEAAAEeARsABQAAAAEAAAEmASgAAwAAAAEAAgAAAgEABAAAAAEAAAEuAgIABAAAAAEAABAj..."
  }

● 请求样例（方式二：使用图片URL）
POST https://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om/v1.0/ocr/waybill-electronic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
     "url":"https://BucketName.obs.myhuaweicloud.com/ObjectName"
  }

● Python3语言请求代码示例（其他语言参照下列示例编写或使用OCR SDK）
# encoding:utf-8

import requests
import base64

url =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waybill-electronic"
token = "用户获取得到的实际token值"
headers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token}
imagepath = r'./data/waybill-electronic-demo.png'  # 读取本地图片
with open(imagepath, "rb") as bin_data:
    image_data = bin_data.read()
image_base64 = base64.b64encode(image_data).decode("utf-8")  # 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ayload = {"image": image_base64}
response = requests.post(url, headers=headers, json=payload)
print(response.text)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成功响应样例

{
  "result" : {
    "code" : "12345678901",
    "receiver_name" : "张三",
    "receiver_phone" : "12345678901",
    "receiver_address" :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华为基地",
    "sender_name" : "生活用品用品专营店",
    "sender_phone" : "1234567890",
    "sender_address" : "httpe-//",
    "waybill_number" : "",
    "confidence" : {
      "code" : 0.9899,
      "receiver_name" : 0.9898,
      "receiver_phone" : 0.9899,
      "receiver_address" : 0.9897,
      "sender_name" : 0.9896,
      "sender_phone" : 0.9899,
      "sender_address" : 0.8855,
      "waybill_number" : 0.0
    }
  }
}

状态码：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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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响应样例

{
  "error_code" : "AIS.0103",
  "error_msg" : "The image size does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成功响应。

400 失败响应。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错误码

错误码请参见错误码。

4.25 保险单识别

功能介绍

识别保险单图片上的文字信息，并将识别的结构化结果返回给用户。支持对多板式保
险单的扫描图片及手机照片进行结构化信息提取。

约束与限制

● 只支持识别PNG、JPG、JPEG、BMP、TIFF格式的图片。

● 图像各边的像素在15到8192px之间。

● 图像中保险单区域有效占比超过70%，保证整张保险单及其边缘包含在图像内。

● 支持图像中保险单旋转、支持少量扭曲。

● 能处理暗光等干扰的图片但影响识别精度。

● 覆盖常见保险公司的常见保单版式，由于即使是同一家保险公司，保险种类也繁
多而且都在动态变化，实际支持情况请以实际测试效果为准。

调试

您可以在API Explorer中调试该接口，支持自动认证鉴权。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
SDK代码示例，并提供SDK代码示例调试功能。

前提条件

在使用之前，需要您完成服务申请和认证鉴权，具体操作流程请参见开通服务和认证
鉴权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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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用户首次使用需要先申请开通。服务只需要开通一次即可，后面使用时无需再次申请。如未开通
服务，调用服务时会提示ModelArts.4204报错，请在调用服务前先进入控制台开通服务，并注
意开通服务区域与调用服务的区域保持一致。

URI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insurance-policy

表 4-168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说明

endpoint 是 终端节点，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

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您可以从终
端节点中获取。

例如，OCR服务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
“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

project_id 是 项目ID，您可以从获取项目ID中获取。

 

请求参数

表 4-169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Token。

用于获取操作API的权限。获取
Token接口响应消息头中X-
Subject-Token的值即为Token。

Content-Type 是 String 发送的实体的MIME类型，参数
值为“application/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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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Enterprise-
Project-Id

否 String 企业项目ID。OCR支持通过企业
项目管理（EPS）对不同用户组
和用户的资源使用，进行分账。

获取方法：进入“企业项目管
理”页面，单击企业项目名称，
在企业项目详情页获取
Enterprise-Project-Id（企业项
目ID）。

企业项目创建步骤请参见用户指
南。

说明
创建企业项目后，在传参时，有以
下三类场景。

● 携带正确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归到企业ID对应的
企业项目中。

● 携带错误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
类为“未归集”。

● 不携带ID，正常使用OCR服
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类
为“未归集”。

 

表 4-170 请求 Bod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image 否 String 与url二选一。

图片的Base64编码，要求
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
10MB。

图片 短边不小于15px， 长
边不超过8192px，支持JPEG、
JPG、PNG、BMP、TIFF格式。

图片Base64编码示例如/9j/
4AAQSkZJRgABAg...，带有多余
前 会产生The image format
is not supported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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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url 否 String 与image二选一

图片的URL路径，目前支持：

● 公网http/https url
● OBS提供的url，使用OBS数

据需要进行授权。包括对服
务授权、临时授权、匿名公
开授权，详情参见配置OBS
访问权限。

说明

● 接口响应时间依赖于图片的下
载时间，如果图片下载时间过
长，会返回接口调用失败。

● 请保证被检测图片所在的存储
服务稳定可靠，推荐使用OBS
服务存储图片数据。

● url中不能存在中文字符，若存
在，中文需要进行utf8编码。

detect_directi
on

否 Boolean 是否校正图片的倾斜角度，可选
值如下。

● true：校正图片的倾斜角度

● false：不校正图片的倾斜角
度

支持任意角度的校正，未传入该
参数时默认为“false”。

待识别图片如果存在倾斜，建议
将此参数设置为“true”。

 

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表 4-171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result InsurancePoli
cyResult
object

识别结果。

调用失败时不返回此字段。

 

表 4-172 InsurancePolicyResult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bank_name String 发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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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bill_number InsurancePoli
cyDetail
object

保险单号（没有单号时，返回为空）。

company InsurancePoli
cyDetail
object

保险公司。

effective_date InsurancePoli
cyDetail
object

保险单生效日期。

applicant_na
me

InsurancePoli
cyDetail
object

投保人姓名。

applicant_sex InsurancePoli
cyDetail
object

投保人性别。

applicant_birt
hday

InsurancePoli
cyDetail
object

投保人出生日期。

applicant_id_t
ype

InsurancePoli
cyDetail
object

投保人证件类型。

applicant_id_n
umber

InsurancePoli
cyDetail
object

投保人证件号。

insurant_list Array of
InsurantItem
objects

被保人列表（第一个默认为主被保人）。

beneficiary_lis
t

Array of
BeneficiaryIt
em objects

受益人列表。

insurance_list Array of
InsuranceIte
m objects

保险项目信息列表。

 

表 4-173 InsurancePolicyDetail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words String 对应识别出的文本内容。

location Array<Array<I
nteger>>

对应识别出的四个顶点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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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4 InsurantItem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insurant_nam
e

InsurancePoli
cyDetail
object

被保人姓名。

insurant_sex InsurancePoli
cyDetail
object

被保人性别。

insurant_birth
day

InsurancePoli
cyDetail
object

被保人出生日期。

insurant_id_ty
pe

InsurancePoli
cyDetail
object

被保人证件类型。

insurant_id_n
umber

InsurancePoli
cyDetail
object

被保人证件号码。

 

表 4-175 BeneficiaryItem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beneficiary_n
ame

InsurancePoli
cyDetail
object

受益人姓名。

beneficiary_ty
pe

InsurancePoli
cyDetail
object

受益人类型。

beneficiary_or
der

InsurancePoli
cyDetail
object

受益顺序。

beneficiary_sh
are

InsurancePoli
cyDetail
object

受益比例/受益顺序。

 

表 4-176 InsuranceItem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insurance_na
me

InsurancePoli
cyDetail
object

产品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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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insurance_peri
od

InsurancePoli
cyDetail
object

保险期限。

insurance_am
ount

InsurancePoli
cyDetail
object

保险金额。

payment_freq
uency

InsurancePoli
cyDetail
object

交费频率。

payment_peri
od

InsurancePoli
cyDetail
object

交费期间。

payment_amo
unt

InsurancePoli
cyDetail
object

每期交费金额。

 

状态码： 400

表 4-177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code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码，具体请参见错误码。

调用成功时不返回此字段。

error_msg String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错误信息。

调用成功时不返回此字段。

 

请求示例

说明

● Endpoint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具体请参见终端节
点。 例如，保险单识别服务部署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或“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n”，请求URL为
“https://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om/v2/{project_id}/ocr/insurance-policy”，
“project_id”为项目ID，获取方法请参见获取项目ID。

● 如何获取Token请参见认证鉴权。

● 请求样例（方式一：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insurance-policy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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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e" : "/9j/4AAQSkZJRgABAgEASABIAAD/4RFZRXhpZgAATU0AKgAAAA..."
}

● 请求样例（方式二：使用图片URL）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insurance-policy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
  "url" : "/9j/4AAQSkZJRgABAgEASABIAAD/4RFZRXhpZgAATU0AKgAAAA..."
}

● Python3语言请求代码示例（其他语言参照下列示例编写或使用OCR SDK）
# encoding:utf-8

import requests
import base64

url =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insurance-policy"
token = "用户获取得到的实际token值"
headers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token}

imagepath = r'./data/insurance-policy-demo.png' # 读取本地图片
with open(imagepath, "rb") as bin_data:
    image_data = bin_data.read()
image_base64 = base64.b64encode(image_data).decode("utf-8")  # 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ayload = {"image": image_base64}
response = requests.post(url, headers=headers, json=payload)
print(response.text)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成功响应示例

{
  "result" : {
    "bill_number" : {
      "words" : "192365331963636",
      "location" : [ [ 10, 10 ], [ 20, 25 ], [ 20, 35 ], [ 10, 35 ] ]
    },
    "company" : {
      "words" :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location" : [ [ 10, 10 ], [ 20, 25 ], [ 20, 35 ], [ 10, 35 ] ]
    },
    "effective_date" : {
      "words" : "见特别约定",
      "location" : [ [ 10, 10 ], [ 20, 25 ], [ 20, 35 ], [ 10, 35 ] ]
    },
    "applicant_name" : {
      "words" : "杨建国",
      "location" : [ [ 10, 10 ], [ 20, 25 ], [ 20, 35 ], [ 10, 35 ] ]
    },
    "applicant_id_type" : {
      "words" : "身份证",
      "location" : [ [ 10, 10 ], [ 20, 25 ], [ 20, 35 ], [ 10, 35 ] ]
    },
    "applicant_id_number" : {
      "words" : "214631270006529342",
      "location" : [ [ 10, 10 ], [ 20, 25 ], [ 20, 35 ], [ 10, 35 ] ]
    },
    "insurant_list" : [ {
      "insurant_name" : {
        "words" : "惠秀梅",
        "location" : [ [ 10, 10 ], [ 20, 25 ], [ 20, 35 ], [ 10, 3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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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urant_sex" : {
        "words" : "女",
        "location" : [ [ 10, 10 ], [ 20, 25 ], [ 20, 35 ], [ 10, 35 ] ]
      },
      "insurant_id_type" : {
        "words" : "身份证",
        "location" : [ [ 10, 10 ], [ 20, 25 ], [ 20, 35 ], [ 10, 35 ] ]
      },
      "insurant_id_number" : {
        "words" : "XXXXXXXXXXXXXXXX",
        "location" : [ [ 10, 10 ], [ 20, 25 ], [ 20, 35 ], [ 10, 35 ] ]
      }
    } ],
    "beneficiary_list" : [ {
      "beneficiary_name" : {
        "words" : "XXX",
        "location" : [ [ 10, 10 ], [ 20, 25 ], [ 20, 35 ], [ 10, 35 ] ]
      },
      "beneficiary_type" : {
        "words" : "生存保险金",
        "location" : [ [ 10, 10 ], [ 20, 25 ], [ 20, 35 ], [ 10, 35 ] ]
      },
      "beneficiary_order" : {
        "words" : "第一顺序",
        "location" : [ [ 10, 10 ], [ 20, 25 ], [ 20, 35 ], [ 10, 35 ] ]
      },
      "beneficiary_share" : null
    } ],
    "insurance_list" : [ {
      "insurance_name" : {
        "words" : "华夏黄金甲两全保险（分红型）",
        "location" : [ [ 10, 10 ], [ 20, 25 ], [ 20, 35 ], [ 10, 35 ] ]
      },
      "insurance_period" : {
        "words" : "2025年7月17日零时",
        "location" : [ [ 10, 10 ], [ 20, 25 ], [ 20, 35 ], [ 10, 35 ] ]
      },
      "insurance_amount" : {
        "words" : "RMB50000.00",
        "location" : [ [ 10, 10 ], [ 20, 25 ], [ 20, 35 ], [ 10, 35 ] ]
      },
      "payment_frequency" : {
        "words" : "月交",
        "location" : [ [ 10, 10 ], [ 20, 25 ], [ 20, 35 ], [ 10, 35 ] ]
      },
      "payment_period" : {
        "words" : "2017年7月17日零时",
        "location" : [ [ 10, 10 ], [ 20, 25 ], [ 20, 35 ], [ 10, 35 ] ]
      }
    } ]
  }
}

状态码： 400

失败响应样例

{
  "error_code" : "AIS.0103",
  "error_msg" : "The image size does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成功响应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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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描述

400 失败响应样例。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错误码

错误码请参见错误码。

4.26 财务报表识别

功能介绍

识别用户上传的表格图片中的文字内容，并将识别的结果返回给用户。

约束与限制

● 只支持识别PNG、JPG、JPEG、BMP、TIFF格式的图片。

● 图像各边的像素大小在15px到8192px之间。

● 图像中识别区域有效占比超过80%，保证整张表格及其边缘包含在图像内。

● 支持图像任意角度的水平旋转。

● 目前不支持复杂背景（如户外自然场景、防伪水印等）和表格线扭曲图像的文字
识别。

调试

您可以在API Explorer中调试该接口，支持自动认证鉴权。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
SDK代码示例，并提供SDK代码示例调试功能。

前提条件

在使用财务报表识别之前，需要您完成服务申请和认证鉴权，具体操作流程请参见开
通服务和认证鉴权章节。

说明

用户首次使用需要先申请开通。服务只需要开通一次即可，后面使用时无需再次申请。如未开通
服务，调用服务时会提示ModelArts.4204报错，请在调用服务前先进入控制台开通服务，并注
意开通服务区域与调用服务的区域保持一致。

URI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financial-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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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8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说明

endpoint 是 终端节点，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

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您可以从终
端节点中获取。

例如，OCR服务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
“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

project_id 是 项目ID，您可以从获取项目ID中获取。

 

请求参数

表 4-179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Token。

用于获取操作API的权限。获取
Token接口响应消息头中X-
Subject-Token的值即为Token。

Content-Type 是 String 发送的实体的MIME类型，参数
值为“application/json”。

 

表 4-180 请求 Bod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image 否 String 与url二选一。

图片的Base64编码，要求
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
10MB。

图片 短边不小于15px， 长
边不超过8192px，支持JPEG、
JPG、PNG、BMP、TIFF格式。

图片Base64编码示例如/9j/
4AAQSkZJRgABAg...，带有多余
前 会产生The image format
is not supported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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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url 否 String 与image二选一。

图片的URL路径，目前支持：

● 公网http/https url
● OBS提供的url，使用OBS数

据需要进行授权。包括对服
务授权、临时授权、匿名公
开授权，详情参见配置OBS
访问权限。

说明

● 接口响应时间依赖于图片的下
载时间，如果图片下载时间过
长，会返回接口调用失败。

● 请保证被检测图片所在的存储
服务稳定可靠，推荐使用OBS
服务存储图片数据。

● url中不能存在中文字符，若存
在，中文需要进行utf8编码。

return_text_lo
cation

否 Boolean 返回文本块坐标及单元格坐标信
息，可选值包括：

● true：返回文本块和单元格
坐标;

● false：不返回。

未传入该参数时默认为false，
即不返回。

return_confid
ence

否 Boolean 返回字段识别置信度，小数点后
四位。可选值包括：

● true：返回字段置信度;
● false：不返回。

未传入该参数时默认为false，
即不返回字段置信度。

return_excel 否 Boolean 是否返回表格转换Microsoft
Excel的Base64编码字段。可选
值包括：

● true：返回’excel’字段，
表示xlsx格式的表格识别结果
的Base64编码;

● false：不返回。

对返回的Excel编码，可用
Python函数 base64.b64decode
解码后保存为xlsx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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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return_table_l
ocation

否 Boolean 返回表格坐标，可选值包括：

● true：返回表格坐标;
● false：不返回。

未传入该参数时默认为false，
即不返回。

return_image_
size

否 Boolean 返回矫正后的图像大小，可选值
包括：

● true：返回矫正图像大小;
● false：不返回。

未传入该参数时默认为false，
即不返回。

return_rectific
ation_matrix

否 Boolean 透视变换矩阵，可选值包括：

● true：返回透视变换矩阵;
● false：不返回。

说明
说明：未传入该参数时默认为
false，即不返回透视变换矩阵。

 

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表 4-181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result FinancialStat
ementResult
object

识别结果。

调用失败时不返回此字段。

 

表 4-182 FinancialStatementResult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words_region_
count

Integer 识别出来的表格、文本区域个数。

words_region_
list

Array of
FinancialStat
ementWords
RegionList
objects

返回的表格、文本区域列表。输出顺序从左到
右，从上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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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xcel String 表格图像转换为excel的Base64编码，图像中的文
字和表格按位置写入excel，可编辑。对返回的
excel编码，可用base64.b64decode解码并保存为
xlsx文件。

image_size image_size
object

矫正后图像的高宽信息。

rectification_
matrix

Array<Array<
Number>>

返回透视变换矩阵。

 

表 4-183 FinancialStatementWordsRegionList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type String 区域属性：文本或表格。

words_block_c
ount

Float 检测到的文字块数目。对文本区，文字块以文本
字段为单位；对表格区，文字块以单元格内所有
字段为单位。

table_location Array<Array<I
nteger>>

表格位置信息，列表形式，分别表示表格4个顶点
的x, y坐标;坐标原点为图片左上角，x轴沿水平方
向，y轴沿竖直方向。

words_block_l
ist

Array of
FinancialStat
ementWords
BlockList
objects

区域内文字块列表，输出顺序从左到右，从上到
下。

 

表 4-184 FinancialStatementWordsBlockList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words String 文字块内容。当入参"return_text_location"为
false时，每个单元格返回一个文本值，不同行文
本由换行符 "\n" 拼接。

location Array<Array<I
nteger>>

文字块位置信息，列表形式，分别表示文字块4个
顶点的x, y坐标;坐标原点为图片左上角，x轴沿水
平方向，y轴沿竖直方向。

confidence Float 文字块识别结果置信度信息，置信度越大，表示
本次识别的对应字段的可靠性越大，在统计意义
上，置信度越大正确率越高。注：置信度由算法
给出，其不直接等价于对应字段的精度。

rows Array of
integers

单元格行信息，列表形式。多个连续值表示单元
格垮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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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columns Array of
integers

单元格列信息，列表形式。多个连续值表示单元
格垮多列。

cell_location Array<Array<I
nteger>>

单元格位置信息，列表形式，分别表示单元格4个
顶点的x, y坐标;坐标原点为图片左上角，x轴沿水
平方向，y轴沿竖直方向。

 

表 4-185 image_size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height Integer 矫正后图像的高。

width Integer 矫正后图像的宽。

 

状态码： 400

表 4-186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code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码，具体请参见错误码。

调用成功时不返回此字段。

error_msg String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错误信息。

调用成功时不返回此字段。

 

请求示例

说明

● Endpoint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具体请参见终端节
点。 例如，财务报表识别服务部署在“华东-上海一”区域的“endpoint”为“ocr.cn-
east-3.myhuaweicloud.com”或“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n”，请求URL为
“https://ocr.cn-east-3.myhuaweicloud.com/v2/{project_id}/ocr/insurance-policy”，
“project_id”为项目ID，获取方法请参见获取项目ID。

● 如何获取Token请参见认证鉴权。

● 请求样例（方式一：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financial-statement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
  "image" : "/9j/4AAQSkZJRgABAgEASABIAAD/4RFZRXhpZgAATU0AKgAAAA..."
}

● 请求样例（方式二：使用图片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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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financial-statement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
  "url" : "/9j/4AAQSkZJRgABAgEASABIAAD/4RFZRXhpZgAATU0AKgAAAA..."
}

● Python3语言请求代码示例（其他语言参照下列示例编写或使用OCR SDK）
# encoding:utf-8

import requests
import base64

url =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financial-statement"
token = "用户获取得到的实际token值"
headers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token}

imagepath = r'./data/financial-statement-demo.png' # 读取本地图片
with open(imagepath, "rb") as bin_data:
    image_data = bin_data.read()
image_base64 = base64.b64encode(image_data).decode("utf-8")  # 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ayload = {"image": image_base64}
response = requests.post(url, headers=headers, json=payload)
print(response.text)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成功响应样例

{
  "result" : {
    "words_region_count" : 2,
    "words_region_list" : [ {
      "type" : "text",
      "words_block_count" : 1,
      "words_block_list" : [ {
        "words" : "文字区域识别文字块1",
        "confidence" : 0.999
      } ]
    }, {
      "type" : "table",
      "table_location" : [ [ 120, 106 ], [ 200, 106 ], [ 200, 351 ], [ 120, 351 ] ],
      "words_block_count" : 2,
      "words_block_list" : [ {
        "words" :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confidence" : 0.9963,
        "rows" : [ 0 ],
        "columns" : [ 0 ]
      }, {
        "words" : "行次",
        "confidence" : 0.9999,
        "rows" : [ 0 ],
        "columns" : [ 1 ]
      } ]
    } ],
    "excel" : "AQSkZJRgABAgEASABIAAD/4RFZRXhpZgAATU0AKg…",
    "image_size" : {
      "height" : 2501,
      "width" : 1701
    }
  }
}

状态码：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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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响应样例

{
  "error_code" : "AIS.0103",
  "error_msg" : "The image size does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成功响应示例。

400 失败响应样例。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错误码

错误码请参见错误码。

4.27 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识别

功能介绍

识别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上的关键文字信息，并返回识别的结构化结果。

图 4-28 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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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与限制
● 只支持识别PNG、JPG、JPEG、BMP、TIFF格式的图片。

● 图像各边的像素大小在15px到8192px之间。

● 图像中识别区域有效占比超过80%，保证整张表格及其边缘包含在图像内。

● 支持图像任意角度的水平旋转。

● 目前不支持复杂背景（如户外自然场景、防伪水印等）和表格线扭曲图像的文字
识别。

调试

您可以在API Explorer中调试该接口，支持自动认证鉴权。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
SDK代码示例，并提供SDK代码示例调试功能。

前提条件

在使用之前，需要您完成服务申请和认证鉴权，具体操作流程请参见开通服务和认证
鉴权章节。

说明

用户首次使用需要先申请开通。服务只需要开通一次即可，后面使用时无需再次申请。如未开通
服务，调用服务时会提示ModelArts.4204报错，请在调用服务前先进入控制台开通服务，并注
意开通服务区域与调用服务的区域保持一致。

URI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transportation-qualification-certificate

表 4-187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说明

endpoint 是 终端节点，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

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您可以从终
端节点中获取。

例如，OCR服务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
“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

project_id 是 项目ID，您可以从获取项目ID中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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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

表 4-188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Token。

用于获取操作API的权限。获取
Token接口响应消息头中X-
Subject-Token的值即为Token。

Content-Type 是 String 发送的实体的MIME类型，参数
值为“application/json”。

Enterprise-
Project-Id

否 String 企业项目ID。OCR支持通过企业
项目管理（EPS）对不同用户组
和用户的资源使用，进行分账。

获取方法：进入“企业项目管
理”页面，单击企业项目名称，
在企业项目详情页获取
Enterprise-Project-Id（企业项
目ID）。

企业项目创建步骤请参见用户指
南。

说明
该功能仅支持开通在华东-上海一区
域的API。
创建企业项目后，在传参时，有以
下三类场景。

● 携带正确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归到企业ID对应的
企业项目中。

● 携带错误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
类为“未归集”。

● 不携带ID，正常使用OCR服
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类
为“未归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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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9 请求 Bod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image 否 String 与url二选一

图片的Base64编码，要求
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
10MB。

图片 短边不小于15px， 长
边不超过8192px，支持JPEG、
JPG、PNG、BMP、TIFF格式。

图片Base64编码示例如/9j/
4AAQSkZJRgABAg...，带有多余
前 会产生The image format
is not supported报错。

url 否 String 与image二选一

图片的URL路径，目前支持：

● 公网http/https url
● OBS提供的url，使用OBS数

据需要进行授权。包括对服
务授权、临时授权、匿名公
开授权，详情参见配置OBS
访问权限。

说明

● 接口响应时间依赖于图片的下
载时间，如果图片下载时间过
长，会返回接口调用失败。

● 请保证被检测图片所在的存储
服务稳定可靠，推荐使用OBS
服务存储图片数据。

● url中不能存在中文字符，若存
在，中文需要进行utf8编码。

 

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表 4-190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result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Re
sult object

识别结果。

调用失败时不返回此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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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1 QualificationCertificateResult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id_number String 身份证号（非必有，依赖对应从业资格证板
式）。

assessment_d
ate

String 考核时间（非必有，依赖对应从业资格证板
式）。

certificate_nu
mber

String 从业资格证号。

file_number String 档案号（非必有，依赖对应从业资格证板式）。

union_card_n
umber

String 福路通号（非必有，依赖对应从业资格证板
式）。

continuing_ed
ucation_info

String 继续教育信息（非必有，依赖对应从业资格证板
式）。

sex String 性别（非必有，依赖对应从业资格证板式）。

phone_numbe
r

String 联系电话（非必有，依赖对应从业资格证板
式）。

registration_d
ate

String 登记时间（非必有，依赖对应从业资格证板
式）。

work_unit String 单位（非必有，依赖对应从业资格证板式）。

integrity_asse
ssment_info

String 诚信考核信息（非必有，依赖对应从业资格证板
式）。

nationality String 国籍（非必有，依赖对应从业资格证板式）。

name String 姓名。

address String 住址。

driving_class String 准驾车型（非必有，依赖对应从业资格证板
式）。

issuing_autho
rity

String 发证机关（非必有，依赖对应从业资格证板
式）。

birth_date String 出生日期（非必有，依赖对应从业资格证板
式）。

qualification_
category_list

Array of
Qualification
Category
objects

从业资格列表。

confidence Qualification
Confidence
object

各个字段的置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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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2 QualificationCategory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category String 从业资格类别（非必有，依赖对应从业资格证板
式）。

initial_issue_d
ate

String 初次领证日期（非必有，依赖对应从业资格证板
式）

issue_date String 有效起始日期（非必有，依赖对应从业资格证板
式）

expiry_date String 有效期至xxx。

 

表 4-193 QualificationConfidence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id_number Float 身份证号置信度。

assessment_d
ate

Float 考核时间置信度。

certificate_nu
mber

Float 从业资格证号置信度。

file_number Float 档案号置信度。

union_card_n
umber

Float 福路通号置信度。

continuing_ed
ucation_info

Float 继续教育信息置信度。

sex Float 性别置信度。

phone_numbe
r

Float 联系电话置信度。

registration_d
ate

Float 登记时间置信度。

work_unit Float 单位置信度。

integrity_asse
ssment_info

Float 诚信考核信息置信度。

nationality Float 国籍置信度。

name Float 姓名置信度。

address Float 住址置信度。

driving_class Float 准驾车型置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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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issuing_autho
rity

Float 发证机关置信度。

birth_date Float 出生日期置信度。

qualification_
category_list

Array of
Qualification
CategoryConf
idence
objects

从业资格列表置信度。

 

表 4-194 QualificationCategoryConfidence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category Float 从业资格类别（非必有，依赖对应从业资格证板
式）。

initial_issue_d
ate

Float 初次领证日期（非必有，依赖对应从业资格证板
式）

issue_date Float 有效起始日期（非必有，依赖对应从业资格证板
式）

expiry_date Float 有效期至xxx。

 

状态码： 400

表 4-195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code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码，具体请参见错误码。

调用成功时不返回此字段。

error_msg String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错误信息。

调用成功时不返回此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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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示例

说明

● Endpoint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具体请参见终端节
点。 例如，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识别服务部署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endpoint”为
“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om”或“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n”，请求
URL为“https://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om/v2/{project_id}/ocr/transportation-
qualification-certificate”，“project_id”为项目ID，获取方法请参见获取项目ID。

● 如何获取Token请参见认证鉴权。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transportation-qualification-certificate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Request Body:
{
  "image" : "/9j/4AAQSkZJRgABAgEASABIAAD/4RFZRXhpZgAATU0AKgAAAA..."
}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成功响应示例

{
  "result" : {
    "id_number" : "140xxxxxxxxxxxxxxx",
    "assessment_date" : "11月11日",
    "certificate_number" : "22038119xxxxxxxxxx",
    "file_number" : "3704020030xxxxxxxxxxxxxxxxx",
    "union_card_number" : "3105060xxxxxxxxxxxx",
    "continuing_education_info" : "2020年11月-2022年11月",
    "sex" : "男",
    "phone_number" : "139xxxxxxxx",
    "registration_date" : "2016年07月13日",
    "work_unit" : "无",
    "integrity_assessment_info" : "AAA 2019年11月-2020年11月",
    "nationality" : "中国",
    "name" : "xxx",
    "address" : "吉林省xxxx",
    "driving_class" : "A2",
    "issuing_authority" : "长春市交通运输局",
    "birth_date" : "1979/12/22",
    "qualification_category_list" : [ {
      "category" : "经营性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
      "initial_issue_date" : "2006年04月03日",
      "issue_date" : "2021年06月22日",
      "expiry_date" : "2027年06月22日"
    } ],
    "confidence" : {
      "id_number" : 0.9974,
      "assessment_date" : 0.9917,
      "certificate_number" : 0.9957,
      "file_number" : 0.9873,
      "union_card_number" : 0.9973,
      "continuing_education_info" : 0.9795,
      "sex" : 0.9863,
      "phone_number" : 0.8987,
      "registration_date" : 0.9806,
      "work_unit" : 0.8285,
      "integrity_assessment_info" : 0.9983,
      "nationality" : 0.995,
      "name" : 0.9944,
      "address" : 0.9565,
      "driving_class" : 0.5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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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suing_authority" : 0.9234,
      "birth_date" : 0.9821,
      "qualification_category_list" : [ {
        "category" : 0.9979,
        "initial_issue_date" : 0.9883,
        "issue_date" : 0.9964,
        "expiry_date" : 0.9988
      } ]
    }
  }
}

状态码： 400

失败响应样例

{
  "error_code" : "AIS.0103",
  "error_msg" : "The image size does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成功响应示例。

400 失败响应样例。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错误码

错误码请参见错误码。

4.28 防疫健康码识别

功能介绍

支持对全国各地区不同版式的防疫健康码中的姓名、健康码更新时间、健康码颜色，
并将识别的结构化结果返回给用户。

支持识别4种健康码颜色，包括绿码、黄码、红码、灰码；支持返回各个关键字段的置
信度，以便提高人工校验效率。

说明

已推出三码合一功能（健康码、核酸检测记录、行程卡）。您只需要调用1个接口，即可智能结
构化识别健康码、核酸检测记录、行程卡等页面信息，包括防疫码类别、姓名、身份证号码、手
机号码、省份、城市、健康码或行程卡的更新时间、健康码或行程卡颜色、疫苗接种情况、核酸
检测结果、核酸检测机构、核酸检测结果更新时间、核酸检测采样时间、行程卡的途经地址等
14个关键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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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9 防疫健康码版式示例图

约束与限制
● 支持全国不同地区健康码的识别。

● 只支持识别PNG、JPG、JPEG、BMP、TIFF格式的图片。

● 图像各边的像素大小在15到8192px之间。

● 图像中健康码区域有效占比超过80%，保证整张健康码内容及其边缘包含在图像
内。

● 推荐采用手机截图图像。

● 支持图像中健康码任意角度的水平旋转（需开启方向检测）。

● 能处理反光、暗光等干扰的图片但影响识别精度。

● 目前只支持识别单张健康码。

调试

您可以在API Explorer中调试该接口，支持自动认证鉴权。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
SDK代码示例，并提供SDK代码示例调试功能。

URI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health-code

表 4-196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说明

endpoint 是 终端节点，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

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您可以从终
端节点中获取。

例如，OCR服务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
“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

project_id 是 项目ID，您可以从获取项目ID中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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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

表 4-197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Token。

用于获取操作API的权限。获取
Token接口响应消息头中X-
Subject-Token的值即为Token。

Content-Type 是 String 发送的实体的MIME类型，参数
值为“application/json”。

Enterprise-
Project-Id

否 String 企业项目ID。OCR支持通过企业
项目管理（EPS）对不同用户组
和用户的资源使用，进行分账。

获取方法：进入“企业项目管
理”页面，单击企业项目名称，
在企业项目详情页获取
Enterprise-Project-Id（企业项
目ID）。

企业项目创建步骤请参见用户指
南。

说明
创建企业项目后，在传参时，有以
下三类场景。

● 携带正确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归到企业ID对应的
企业项目中。

● 携带错误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
类为“未归集”。

● 不携带ID，正常使用OCR服
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类
为“未归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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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8 请求 Bod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image 否 String 与url二选一。

图片的Base64编码，图片尺寸
不小于15×15像素， 长边不超
过8192像素，支持JPG/
JPEG/PNG/BMP/TIFF格式。

图片Base64编码示例如/9j/
4AAQSkZJRgABAg...，带有多余
前 会产生The image format
is not supported报错。

url 否 String 与image二选一。

图片的URL路径，目前仅支持华
为云上OBS提供的匿名公开授权
访问的URL以及公网URL。

detect_directi
on

否 Boolean 校正图片的倾斜角度开关，可选
值如下所示：

● true：校正图片的倾斜角度

● false：不校正图片的倾斜角
度

支持任意角度的校正，未传入该
参数时默认为“false”。

待识别图片如果存在倾斜，建议
将此参数设置为“true”。

 

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表 4-199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result HealthCodeR
esult object

识别结果。

调用失败时此字段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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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0 HealthCodeResult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type String 防疫码类别：

● 健康码：health_code
● 核酸检测记录：pcr_test_record
● 通信行程卡：travel_card
● 其他：other

name String 姓名

idcard_numbe
r

String 身份证号码

phone_numbe
r

String 手机号码

province String 省份

city String 城市

time String 健康码或行程卡的更新时间

color String 健康码或行程卡颜色。 健康码颜色可选值包括：

● "green"，绿码

● "yellow"，黄码

● "red"，红码

● "gray"，灰码

行程卡颜色可选值包括：

● "green"，绿码

● "yellow"，黄码

● "red"，红码

vaccination_st
atus

String 疫苗接种情况，可选值包括：

● 未接种

● 接种中

● 无接种记录

● 已接种1针

● 已接种2针

● 已接种3针

● 已完成新冠疫苗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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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test_interval String 核酸检测间隔时长，可选值包括：

● 24小时内

● 48小时内

● 72小时内

● 5天内

● 7天内

● 7天外

pcr_test_result String 核酸检测结果，可选值包括：

● "positive",即阳性

● "negative",即阴性

● "unknown",未知

pcr_test_orga
nization

String 核酸检测机构

pcr_test_time String 核酸检测结果更新时间

pcr_sampling_
time

String 核酸检测采样时间

reached_city Array of
strings

行程卡的途径地址

confidence Object 各个字段的置信度。

words_block_c
ount

Integer 代表检测识别出来的文字块数目。

words_block_l
ist

Array of
HealthCode
WordsBlockLi
st objects

识别文字块列表，输出顺序从左到右，从上到
下。

 

表 4-201 HealthCodeWordsBlockList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words String 文字块识别结果。

location Array<Array<I
nteger>>

识别到的文字块的区域位置信息，列表形式，分
别表示文字块4个顶点的（x,y）坐标。采用图像
坐标系，图像坐标原点为图像左上角，x轴沿水平
方向，y轴沿竖直方向。

confidence Float 各个字段的置信度

 

状态码： 400

文字识别服务
API 参考 4 API

文档版本 01 (2023-05-19)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27



表 4-202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code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码，具体请参见错误码。

调用成功时无此字段。

error_msg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信息。

调用成功时无此字段。

 

请求示例

说明

● ndpoint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具体请参见终端节点。
例如，防疫健康码识别服务部署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或“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n”，请求URL为
“https://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om/v2/{project_id}/ocr/health-code”，
“project_id”为项目ID，获取方法请参见获取项目ID。

● 如何获取Token请参见认证鉴权。

POST https://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om/v2/{project_id}/health-code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Request Body:
{
  "image" : "/9j/4AAQSkZJRgABAgEASABIAAD/4RFZRXhpZgAATU0AKgAAAA..."
}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成功响应样例

{
  "result" : {
    "type" : "health_code",
    "name" : "**余",
    "idcard_number" : "",
    "phone_number" : "",
    "province" : "安徽省",
    "city" : "合肥市",
    "time" : "2022-03-30 15:37:13",
    "color" : "green",
    "vaccination_status" : "x 2已接种新冠疫苗",
    "pcr_test_result" : "",
    "pcr_test_organization" : "",
    "pcr_test_time" : "",
    "pcr_sampling_time" : "",
    "reached_city" : "",
    "confidence" : {
      "type" : 0.615,
      "name" : 0.9003,
      "idcard_number" : 0,
      "phone_number" : 0,
      "province" : 0,
      "city" : 0.8785,
      "time" : 0.9174,
      "color" : 0.615,
      "vaccination_status" : 0.8691,
      "pcr_test_result" : 0,

文字识别服务
API 参考 4 API

文档版本 01 (2023-05-19)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28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api-ocr/ocr_03_0062.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api-ocr/ocr_03_0130.html


      "pcr_test_organization" : 0,
      "pcr_test_time" : 0,
      "pcr_sampling_time" : 0,
      "reached_city" : 0
    },
    "words_block_count" : 16,
    "words_block_list" : [ {
      "words" : "文字块1",
      "confidence" : 0.8327,
      "location" : [ [ 754, 21 ], [ 855, 21 ], [ 855, 60 ], [ 754, 60 ] ]
    }, {
      "words" : "文字块2",
      "confidence" : 0.7972,
      "location" : [ [ 929, 22 ], [ 1022, 22 ], [ 1022, 59 ], [ 929, 59 ] ]
    } ]
  }
}

状态码： 400

失败响应样例

{
  "error_code" : "AIS.0103",
  "error_msg" : "The image size does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

状态码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错误码

错误码请参见错误码。

4.29 核酸检测记录识别

功能介绍

支持对全国各地不同版式的核酸检测记录中的4个关键字段进行结构化识别，包括姓
名、核酸检测采样时间、检测检测结果更新时间、核酸检测结果（阳性、阴性、未
知）

图 4-30 核酸检测记录版式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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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防疫健康码识别已推出三码合一功能（健康码、核酸检测记录、行程卡）。相比于核酸检测记录
识别API，您只需要调用1个接口，即可智能结构化识别健康码、核酸检测记录、行程卡等页面
信息，包括防疫码类别、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省份、城市、健康码或行程卡的更新时
间、健康码或行程卡颜色、疫苗接种情况、核酸检测结果、核酸检测机构、核酸检测结果更新时
间、核酸检测采样时间、行程卡的途经地址等14个关键字段。

约束与限制
● 支持全国不同地区健康码小程序中的核酸检测记录界面的识别。

● 支持识别PNG、JPG、JPEG、BMP、TIFF格式的图片。

● 图像各边的像素大小在15到8192px之间。

● 图像中核酸检测记录区域有效占比超过80%，保证整张核酸检测记录内容及其边
缘包含在图像内。

● 推荐采用手机截图图像。

● 支持图像中核酸检测记录界面任意角度的水平旋转（需开启方向检测）。

● 能处理反光、暗光等干扰的图片但影响识别精度。

● 目前只支持识别单张核酸检测记录界面。

调试

您可以在API Explorer中调试该接口，支持自动认证鉴权。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
SDK代码示例，并提供SDK代码示例调试功能。

URI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pcr-test-record

表 4-203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描述

endpoint 是 终端节点，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

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您可以从终
端节点中获取。

例如，OCR服务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
“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

project_id 是 项目ID，您可以从获取项目ID中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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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

表 4-204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Token。

用于获取操作API的权限。获取
Token接口响应消息头中X-
Subject-Token的值即为Token。

Content-Type 是 String 发送的实体的MIME类型，参数
值为“application/json”。

Enterprise-
Project-Id

否 String 企业项目ID。OCR支持通过企业
项目管理（EPS）对不同用户组
和用户的资源使用，进行分账。

获取方法：进入“企业项目管
理”页面，单击企业项目名称，
在企业项目详情页获取
Enterprise-Project-Id（企业项
目ID）。

企业项目创建步骤请参见用户指
南。

说明
创建企业项目后，在传参时，有以
下三类场景。

● 携带正确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归到企业ID对应的
企业项目中。

● 携带错误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
类为“未归集”。

● 不携带ID，正常使用OCR服
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类
为“未归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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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5 请求 Bod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image 否 String 图片的Base64编码，图片尺寸
不小于15×15像素， 长边不超
过8192像素，支持
JPG/PNG/BMP/TIFF格式。

图片Base64编码示例如/9j/
4AAQSkZJRgABAg...，带有多余
前 会产生The image format
is not supported报错。

url 否 String 与image二选一

图片的URL路径，目前仅支持华
为云上OBS提供的匿名公开授权
访问的URL以及公网URL。

detect_directi
on

否 Boolean 是否校正图片的倾斜角度，可选
值如下：

● true：校正图片的倾斜角度

● false：不校正图片的倾斜角
度

支持任意角度的校正，未传入该
参数时默认为“false”。

待识别图片如果存在倾斜，建议
将此参数设置为“true”。

 

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表 4-206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result PcrTestRecor
dResult
object

识别结果。

调用失败时此字段为空。

 

表 4-207 PcrTestRecordResult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name String 姓名。

sampling_tim
e

String 核酸检测采样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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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test_time String 核酸检测结果更新时间。

test_result String 核酸检测结果，可选值包括：

● "positive"，阳性

● "negative"，阴性

● "unknown"，未知

confidence PcrTestRecor
dConfidence
object

各个字段的置信度。

words_block_c
ount

Integer 代表检测识别出来的文字块数目。

words_block_l
ist

Array of
PcrTestRecor
dWordsBlock
List objects

识别文字块列表，输出顺序从左到右，从上到
下。

 

表 4-208 PcrTestRecordConfidence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name Float 姓名的置信度。

sampling_tim
e

Float 核酸检测采样时间的置信度。

test_time Float 核酸检测结果更新时间的置信度。

test_result Float 核酸检测结果的置信度。

 

表 4-209 PcrTestRecordWordsBlockList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words String 文字块识别结果。

location Array<Array<I
nteger>>

识别到的文字块的区域位置信息，列表形式，分
别表示文字块4个顶点的（x,y）坐标；采用图像
坐标系，图像坐标原点为图像左上角，x轴沿水平
方向，y轴沿竖直方向。

confidence Float 字段的平均置信度，置信度越大，表示本次识别
的对应字段的可靠性越高，在统计意义上，置信
度越大，准确率越高。置信度由算法给出，不直
接等价于对应字段的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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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400

表 4-210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code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码，具体请参见错误码。 调用
成功时无此字段。

error_msg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信息。 调用成功时无此字段。

 

请求示例

说明

● Endpoint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具体请参见终端节
点。 例如，核酸检测记录服务部署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或“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n”，请求URL为
“https://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om/v2/{project_id}/ocr/pcr-test-record”，
“project_id”为项目ID，获取方法请参见获取项目ID。

● 如何获取Token请参见认证鉴权。

POST https://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om/v2/{project_id}/ocr/pcr-test-record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Request Body:
{
  "image" : "/9j/4AAQSkZJRgABAgEASABIAAD/4RFZRXhpZgAATU0AKgAAAA..."
}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成功响应样例

{
  "result" : {
    "name" : "尹",
    "sampling_time" : "2022-04-24 11:51",
    "test_time" : "2022-04-24 17:51",
    "test_result" : "negative",
    "confidence" : {
      "name" : "0.9852",
      "sampling_time" : "0.5352",
      "test_time" : "0.6874",
      "test_result" : "0.8745"
    },
    "words_block_count" : 26,
    "words_block_list" : [ {
      "words" : "核酸检测记录",
      "confidence" : 0.8327,
      "location" : [ [ 754, 21 ], [ 855, 21 ], [ 855, 60 ], [ 754, 60 ] ]
    }, {
      "words" : "外省核酸查不到？点这里>>",
      "confidence" : 0.7972,
      "location" : [ [ 929, 22 ], [ 1022, 22 ], [ 1022, 59 ], [ 929, 59 ] ]
    } ]
  }
}

状态码：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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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响应样例

{
  "error_code" : "AIS.0103",
  "error_msg" : "The image size does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

状态码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错误码

错误码请参见错误码。

4.30 自定义模板 OCR

功能介绍

自定义模板OCR，支持用户自定义模板，对于版式固定的各种票据和卡证，通过可视
化界面操作，指定需要识别的关键字段，实现用户特定格式图片的自动识别和结构化
提取。

约束与限制
● 只支持识别PEG、JPG、PNG、BMP、TIFF、GIF、WEBP格式的图片。

● 图像各边的像素大小在15px到8192px之间。

● 图像中识别区域有效占比超过80%，保证整张表格及其边缘包含在图像内。

● 支持图像任意角度的水平旋转。

● 目前不支持复杂背景（如户外自然场景、防伪水印等）和表格线扭曲图像的文字
识别。

● 支持中英文以及部分繁体字。

● API支持识别的图片版式依赖于创建自定义OCR工作流时的类型和训练数据。

调试

您可以在API Explorer中调试该接口，支持自动认证鉴权。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
SDK代码示例，并提供SDK代码示例调试功能。

前提条件

在使用之前，你需要通过OCR控制台，完成自定义OCR工作流的开发。开发、部署完
成后，将在工作流的部署页面生成API的URI。可参考本章节，或自定义模板OCR API
调用示例完成API调用。

自定义OCR工作流开发过程，可参考本视频：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
site/china/zh-cn/support/modelartspro-video/1621218171851030346.mp4

URI
POST /v2/{project_id}/ocr/custom-tem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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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1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您可以从获取项目ID中
获取。

 

请求参数

表 4-212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Token。

用于获取操作API的权限。获取
Token接口响应消息头中X-
Subject-Token的值即为Token。

Content-Type 是 String 发送的实体的MIME类型，参数
值为“application/json”。

Enterprise-
Project-Id

否 String 企业项目ID。OCR支持通过企业
项目管理（EPS）对不同用户组
和用户的资源使用，进行分账。

获取方法：进入“企业项目管
理”页面，单击企业项目名称，
在企业项目详情页获取
Enterprise-Project-Id（企业项
目ID）。

企业项目创建步骤请参见用户指
南。

说明
创建企业项目后，在传参时，有以
下三类场景。

● 携带正确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归到企业ID对应的
企业项目中。

● 携带错误的ID，正常使用OCR
服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
类为“未归集”。

● 不携带ID，正常使用OCR服
务，账单的企业项目会被分类
为“未归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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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3 请求 Bod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image 否 String 与url二选一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
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
10MB。图片 小边不小于
15px， 长边不超过8192px，
支持JPEG、JPG、PNG、BMP、
TIFF、GIF、WEBP格式。

图片文件Base64编码字符串，
点击这里查看详细获取方式。

url 否 String 与image二选一 图片的URL路
径，目前支持：

● 公网http/https url
● OBS提供的url，使用OBS数

据需要进行授权。包括对服
务授权、临时授权、匿名公
开授权，详情参见配置OBS
访问权限。

说明

● 接口响应时间依赖于图片的下
载时间，如果图片下载时间过
长，会返回接口调用失败。

● 请保证被检测图片所在的存储
服务稳定可靠，推荐使用OBS
服务存储图片数据。

template_id 否 String 该参数与classifier_id二选一。
分类器id，如果传入，启用单模
板识别模式。

classifier_id 否 String 该参数与template_id二选一。
分类器id，如果传入，启用多模
板识别模式。

classifier_mod
e

否 Boolean 该参数与classifier_id参数配合
使用，可选值如下所示：

● true：仅返回模板分类结果

● false：正常返回多模板识别
结果

说明
如果未传入该参数时默认为false，
即正常返回多模板识别结果。

 

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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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4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result Object 调用成功时表示调用结果。

调用失败时无此字段。

template_id String 调用成功时返回调用模板id。

调用失败时无此字段。

 

状态码： 400

表 4-215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code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码，具体请参见错误码。

调用成功时无此字段。

error_msg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信息。

调用成功时无此字段。

 

请求示例

说明

● “endpoint”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具体请参见
终端节点。

例如，自定义模板OCR部署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endpoint”为“ocr.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或“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n”，请求URL为
“https://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om/v2/{project_id}/ocr/custom-template”，
“project_id”为项目ID，获取方法请参见获取项目ID

● 如何获取Token请参见认证鉴权。

POST https://{endpoint}/v2/{project_id}/ocr/custom-template

{
  "image" : "/9j/4AAQSkZJRgABAgEASABIAAD/4RFZRXhpZgAATU0AKgAAAA...",
  "classifier_id" : "3bed12e0-7c1e-11ed-9bdb-0255ac10009d",
  "classifier_mode" : true
}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成功响应样例

{
  "result" : {
    "template_id" : "43580526-658f-11ed-863a-0242ac11000b",
    "template_name" : "3",
    "confidence" : 0.40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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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mplate_id" : "43580526-658f-11ed-863a-0242ac11000b"
}

状态码： 400

失败响应样例

{
  "error_code" : "AIS.0103",
  "error_msg" : "The image size does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成功响应样例↵

400↵ 失败响应样例↵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错误码

错误码请参见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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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自定义模板 OCR API 调用示例

使用自定义OCR功能，部署工作流发布出来的API接口，在调用方式上与OCR其他API
相同。推荐使用SDK调用。

图 5-1 自定义 OCR

说明

调用时，如果出现ModelArts.4204报错，请参见ModelArts.4204服务未开通报错进行处理。

SDK 调用

本章节以Python SDK为例介绍如何进行使用，其他语言SDK使用方法相同。

1. 获取SDK。

在自定义OCR的“部署”页面，选择“SDK调用”获取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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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获取 SDK

2. 导入SDK至PyCharm（请在PyCharm中提前配置python环境）。

图 5-3 导入 SDK

3. 获取AK、SK。

AK/SK（Access Key ID/Secret Access Key）即访问密钥，包含访问密钥ID（AK）
和秘密访问密钥（SK）两部分，华为云通过AK识别用户的身份，通过SK对请求数
据进行签名验证，用于确保请求的机密性、完整性和请求者身份的正确性。

登录访问密钥页面，依据界面操作指引，获取AK、SK。下载得到的访问密钥为
credentials.csv文件，文件中的B列和C列分别是AK、SK信息。

图 5-4 新增访问密钥

图 5-5 AKSK 文件

4. 修改OCRDemo.py文件。

在文件中找到“aksk_request”，修改内容有两处：

（1）填写获取的AK、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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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代码示例中的请求url替换为自定义OCR部署后生成的url，只使用图片中
用蓝色标注的字段进行替换。

（3）将代码示例中的# option["side"]="front"替换为：
option["template_id"]="xxx"

template_id的值可以在自定义OCR部署发布后获取。

图 5-6 修改代码文件（修改前）

图 5-7 修改代码文件（修改后）

5. 调用自定义OCR SDK。

在示例代码“img_path”中输入需要识别的图片，并执行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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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调用

本章节以postman为例介绍如何调用API，建议使用SDK。

使用API调用时，因为需要使用Token进行认证鉴权，在鉴权中，会存在因华为云帐号
升级导致的“无法使用主账户获取Token”的情况，产生“The username or
password is wrong.”报错，该问题可以通过创建一个IAM子用户获取Token解决，处
理步骤请参见帐密报错“The username or password is wrong.”。

1. 获取Token。

由于自定义OCR部署在华北-北京四区域，因此需要获取北京四（cn-north-4）区
域的Token。
POST https://iam.cn-north-4.myhuaweicloud.com/v3/auth/tokens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Request Body:
{
    "auth": {
        "identity": {
            "methods": [
                "password"
            ],
            "password": {
                "user": {
                    "name": "IAM子用户名",
                    "password": "密码",
                    "domain": {
                        "name": "主帐户的用户名"
                    }
                }
            }
        },
        "scope": {
            "project": {
                "name": "cn-north-4"
            }
        }
    }

图 5-8 请求 h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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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请求 body

2. 调用自定义OCR API。
依据下图的对应关系，将自定义OCR部署后生产的API填写至postman中。url中的
{endpoint}需要替换为ocr.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在"image"参数中，输入图片的base64编码即可调用API。

图 5-10 调用自定义 OCR API

ModelArts.4204 服务未开通报错
● 问题现象

子帐号在使用自定义OCR（ModelArts Pro文字识别套件）生成的api时，出现如
下报错。表示用户，没有OCR权限或没有开通ModelArts Pro服务。

"ModelArts.4204"、"Request API error. The API xxx is not subscribed.
● 处理步骤

a. 子帐号（IAM用户）需要联系主账户授予使用OCR服务的权限。为IAM用户授
权过程请参见为IAM用户分配权限、IAM用户登录并验证权限。

授权时，子帐号所在的用户组，需要设置为OCR FullAccess权限。

图 5-11 用户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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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授权后，子帐号登录自定义OCR（ModelArts Pro ）页面，服务会自动开
通。

c. 在子用户已经具备OCR权限，并开通ModelArts Pro后，如果仍然无法调用，
请检查子用户是否有“编程访问权限”。

图 5-12 编程访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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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状态码

HTTP 状态码为三位数，分成五个类别：1xx：相关信息；2xx：操作成功；3xx：重定
向；4xx：客户端错误；5xx：服务器错误。

状态码如下所示。

状态码 编码 状态说明

100 Continue 继续请求。

这个临时响应用来通知客户端，它的部分请求
已经被服务器接收，且仍未被拒绝。

101 Switching Protocols 切换协议。只能切换到更高级的协议。

例如，切换到HTTPS的新版本协议。

200 OK 服务器已成功处理了请求。

201 Created 创建类的请求完全成功。

202 Accepted 已经接受请求，但未处理完成。

203 Non-Authoritative
Information

非授权信息，请求成功。

204 No Content 请求完全成功，同时HTTP响应不包含响应体。

在响应OPTIONS方法的HTTP请求时返回此状
态码。

205 Reset Content 重置内容，服务器处理成功。

206 Partial Content 服务器成功处理了部分GET请求。

300 Multiple Choices 多种选择。请求的资源可包括多个位置，相应
可返回一个资源特征与地址的列表用于用户终
端（例如：浏览器）选择。

301 Moved Permanently 永久移动，请求的资源已被永久的移动到新的
URI，返回信息会包括新的URI。

302 Found 资源被临时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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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编码 状态说明

303 See Other 查看其它地址，使用GET和POST请求查看。

304 Not Modified 所请求的资源未修改，服务器返回此状态码
时，不会返回任何资源。

305 Use Proxy 所请求的资源必须通过代理访问。

306 Unused 已经被废弃的HTTP状态码。

400 Bad Request 非法请求。

建议直接修改该请求，不要重试该请求。

401 Unauthorized 在客户端提供认证信息后，返回该状态码，表
明服务端指出客户端所提供的认证信息不正确
或非法。

402 Payment Required 保留请求。

403 Forbidden 请求被拒绝访问。

返回该状态码，表明请求能够到达服务端，且
服务端能够理解用户请求，但是拒绝做更多的
事情，因为该请求被设置为拒绝访问，建议直
接修改该请求，不要重试该请求。

404 Not Found 所请求的资源不存在。

建议直接修改该请求，不要重试该请求。

405 Method Not Allowed 请求中带有该资源不支持的方法。

建议直接修改该请求，不要重试该请求。

406 Not Acceptable 服务器无法根据客户端请求的内容特性完成请
求。

407 Proxy Authentication
Required

请求要求代理的身份认证，与401类似，但请
求者应当使用代理进行授权。

408 Request Timeout 服务器等候请求时发生超时。

客户端可以随时再次提交该请求而无需进行任
何更改。

409 Conflict 服务器在完成请求时发生冲突。

返回该状态码，表明客户端尝试创建的资源已
经存在，或者由于冲突请求的更新操作不能被
完成。

410 Gone 客户端请求的资源已经不存在。

返回该状态码，表明请求的资源已被永久删
除。

411 Length Required 服务器无法处理客户端发送的不带Content-
Length的请求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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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编码 状态说明

412 Precondition Failed 未满足前提条件，服务器未满足请求者在请求
中设置的其中一个前提条件。

413 Request Entity Too
Large

由于请求的实体过大，服务器无法处理，因此
拒绝请求。为防止客户端的连续请求，服务器
可能会关闭连接。如果只是服务器暂时无法处
理，则会包含一个Retry-After的响应信息。

414 Request URI Too Long 请求的URI过长（URI通常为网址），服务器无
法处理。

415 Unsupported Media
Type

服务器无法处理请求附带的媒体格式。

416 Requested Range Not
Satisfiable

客户端请求的范围无效。

417 Expectation Failed 服务器无法满足Expect的请求头信息。

422 Unprocessable Entity 请求格式正确，但是由于含有语义错误，无法
响应。

429 Too Many Requests 表明请求超出了客户端访问频率的限制或者服
务端接收到多于它能处理的请求。建议客户端
读取相应的Retry-After首部，然后等待该首部
指出的时间后再重试。

500 Internal Server Error 表明服务端能被请求访问到，但是不能理解用
户的请求。

501 Not Implemented 服务器不支持请求的功能，无法完成请求。

502 Bad Gateway 充当网关或代理的服务器，从远端服务器接收
到了一个无效的请求。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被请求的服务无效。

建议直接修改该请求，不要重试该请求。

504 Gateway Timeout 请求在给定的时间内无法完成。客户端仅在为
请求指定超时（Timeout）参数时会得到该响
应。

505 HTTP Version Not
Supported

服务器不支持请求的HTTPS协议的版本，无法
完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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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错误码

调用接口出错后，将不会返回结果数据。调用方可根据每个接口对应的错误码来定位
错误原因。当调用出错时，HTTPS请求返回一个 4xx 或 5xx 的 HTTPS状态码。返回的
消息体中是具体的错误代码及错误信息。在调用方找不到错误原因时，可以联系华为
云客服技术支持，并提供错误码，以便尽快帮您解决问题。

错误响应 Body 体格式说明

当接口调用出错时，会返回错误码及错误信息说明，错误响应的Body体格式如下所
示。

{ 
    "error_msg": "The input parameter is invalid.", 
    "error_code": "AIS.0101" 
}

其中，error_code表示错误码，error_msg表示错误描述信息。

错误码说明

由于OCR服务部署在ModelArts平台，使用API网关（API Gateway）系统，因此OCR
服务错误码会出现“ModelArts”、“APIGW”、“APIG”开头的错误码。

当您调用API时，如果遇到“APIGW”开头的错误码，请参见API网关错误码进行处
理。遇到“APIG”开头的错误码，请参考本文档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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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错误码 错误信息 说明 建议解决方法

文字
识别

AIS.0101 The input
parameter is
invalid.

输入参数不符合
规范。

请检查输入参数是否
正确。出现此报错可
能原因如下：

● image、url参数
为二选一，请勿同
时填写。填写时注
意格式规范。

● 功能开关true、
false拼写错误。

● 传参时中英文字符
错误。

具体参数格式参见各
API的请求参数说
明。

AIS.0102 The image format
is not supported.

图片格式不支
持。

请检查图片格式，各
服务支持图片格式请
参考使用限制。

AIS.0103 The image size
does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图片尺寸不满足
要求。

请检查图片尺寸，各
服务支持图片尺寸请
参考使用限制。

AIS.0104 The image is not
supported or the
image quality is
poor.

非支持的图片类
型或图片质量
差。

请检查图片类型与图
片质量。

请检查调用的接口是
否正确。

AIS.0105 Recognition failed. 算法计算失败。 请联系华为云支持人
员。

平台 ModelArt
s.0203

Invalid token. 非法Token。 请检查Token是否正
确。

ModelArt
s.4101

Token header
cannot be empty.

Token为空。 发送的HTTP请求
header中没有带x-
auth-token的token
请求认证信息，请检
查发送的请求。

ModelArt
s.4102

Parse Token error. 解析Token失
败。

发送的HTTP请求
header中x-auth-
token的token请求认
证信息错误，请检查
发送的请求和
t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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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错误码 错误信息 说明 建议解决方法

ModelArt
s.4103

Invalid Token
header.

Token不合法。 发送的HTTP请求
header中x-auth-
token的token请求认
证信息错误，请检查
发送的请求和
token。

ModelArt
s.4104

Invalid Request
Content Length.

请求body体长度
不合法。

请检查请求body体长
度。要求Base64编码
后大小不超过
10MB。

ModelArt
s.4105

The JSON format
of the input data
is incorrect.

请求body体
JSON格式不对。

请检查请求body体是
否符合JSON格式。

ModelArt
s.4106

Invalid
authorization
request.

用户帐号受限。 请检查用户资源状
态。帐号受限原因请
参考帐号中心相关描
述。

ModelArt
s.4107

Get user temp ak
sk error.

获取用户临时
AK，SK异常。

请联系华为云支持人
员。

ModelArt
s.4201

Request url need
service id.

请求url中需要包
含服务ID。

请检查请求url中的服
务ID。

ModelArt
s.4202

Request url
format invalid.

请求url格式不合
法。

请检查请求url格式。

ModelArt
s.4203

Access denied!
You do not have
permission.

没有权限访问。 请检查访问权限。

ModelArt
s.4204

Request api error!
The API XXX is not
subscribed.

请求服务失败，
服务未开通。

● 请前往文字识别控
制台开通需要调用
的API，注意API的
开通区域。

● 如已开通服务，请
检查开通服务的区
域（或帐号）与调
用服务的区域（或
帐号）是否一致；
若一致请检查API
的URL是否拼写正
确。

ModelArt
s.4301

Have error when
get ai-service
admin token.

获取服务admin
Token失败。

请联系华为云支持人
员。

ModelArt
s.4302

Gateway
forwarding error.

访问服务失败。 请联系华为云支持人
员。

文字识别服务
API 参考 7 错误码

文档版本 01 (2023-05-19)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51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account_faq/faq_bi_001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account_faq/faq_bi_0011.html
https://www.huaweicloud.com/service/contact.html
https://www.huaweicloud.com/service/contact.html
https://console.huaweicloud.com/ocr/


模块 错误码 错误信息 说明 建议解决方法

ModelArt
s.4401

Max concurrency
error.

大并发错误，
请求并发过大，
超过限额。

请联系华为云支持人
员。

ModelArt
s.4402

Backend service
timeout error.

服务处理超时。 请联系华为云支持人
员。

ModelArt
s.4403

Backend service
unavailable error.

服务无法正常响
应，或者失败率
过高，不可用。

请联系华为云支持人
员。

ModelArt
s.4502

Backend service
response error.

服务响应失败。 请联系华为云支持人
员。

ModelArt
s.4503

Backend service
found error.

服务不存在。 请联系华为云支持人
员。

ModelArt
s.4504

Backend service
api not found.

访问的API不存
在。

请联系华为云支持人
员。

ModelArt
s.4505

Backend service
internal error.

服务内部错误。 请联系华为云支持人
员。

ModelArt
s.4506

SubService service
found error.

该API对应的子服
务不存在。

请联系华为云支持人
员。

ModelArt
s.4508

Service not start. 服务不存在或者
服务停止。

请联系华为云支持人
员。

ModelArt
s.4601

The URL is not
allowed.

外网下载地址不
合法。

请检查输入的url下载
地址参数格式。

ModelArt
s.4603

Obtaining the file
from the URL
failed.

下载外网URL文
件失败。

请检查网络与URL。

ModelArt
s.4702

Query Obs agency
failed.

查询OBS委托失
败。

请检查是否已开通服
务的OBS委托。

ModelArt
s.4703

The Obs URL is
invalid.

OBS地址不合
法。

请检查OBS地址。

ModelArt
s.4704

Obtaining the file
from the OBS
failed.

获取OBS文件失
败。

请检查OBS文件。

ModelArt
s.4705

The file stored on
the OBS is
oversized.

OBS文件大小超
限。

请检查OBS文件大
小，请使用符合服务
大小限制的文件作为
输入。

ModelArt
s.4706

The Obs file is not
exist.

OBS文件不存
在。

请检查对应的文件是
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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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错误码 错误信息 说明 建议解决方法

APIG APIG.
0101

The API does not
exist or has not
been published in
the environment.

访问的API不存在
或尚未在环境中
发布。

● 请检查API的URL
是否拼写正确，例
如，URL中是否缺
少project_id。

● 检查URI中的区域
信息是否和调用服
务配置的终端节点
是否对应。

● HTTP请求方法
（POST，GET
等）是否正确。

● 具体的URI信息请
在各接口的API页
面查看。

APIG.
0201

Backend timeout. 请求超时。 ● 请检查原调用请求
是否过于频繁，如
果是并发过大，可
以通过重试机制解
决，在代码里检查
返回值，碰到这个
并发错误可以延时
一小段时间（如
2-5s）重试请求；
也可以后端检查上
一个请求结果，上
一个请求返回之后
再发送下一个请
求，避免请求过于
频繁。

● 请检查图片是否过
大，或网络延时过
长，如果图片过
大，在保证图片清
晰度前提下可以对
图片进行等比例压
缩；如果网络延时
较长，可以适当提
升网络传输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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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错误码 错误信息 说明 建议解决方法

APIG.
0301

Incorrect IAM
authentication
information.

IAM身份验证信
息不正确：

● decrypt token
fail：token解
析失败。

● token
expires：
token过期。

● verify aksk
signature
fail：AK/SK认
证失败。

● x-auth-token
not found：
未找到x-
auth-token参
数。

● token解析失败，
请检查获取token
的方法，请求体信
息是否填写正确，
token是否正确；
检查获取token的
环境与调用的环境
是否一致。

● token超时
（token
expires） ，请重
新获取token，使
用不过期的
token。

● 请检查AK/SK是否
正确（AK对应的
SK错误，不匹
配；AK/SK中多填
了空格）。

● AK/SK频繁出现鉴
权出错，连续错误
5次以上，被锁定
5分钟（5分钟
内，则一直认为其
是异常的鉴权请
求），5分钟后解
锁重新认证。

● 检查帐号权限，是
否欠费，被冻结
等。

● 检查请求header
参数X-Auth-
Token是否拼写正
确。

APIG.
0308

The throttling
threshold has
been reached:
policy user over
ratelimit,limit:XX,ti
me:1 minute.

发送请求超过了
服务的默认配置
限流。

请参考调用API时提
示"APIG.0308"方案
进行解决。

其他 如若出现其他无法解决的错误码，请联系华为云支持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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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录

8.1 获取项目 ID

从控制台获取项目 ID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2. 鼠标移动到右上角的用户名上，在下拉列表中选择“我的凭证”。

3. 在“我的凭证 > API凭证”页面，可以查看用户名、帐号名，在项目列表中查看项
目。

图 8-1 查看项目 ID

多项目时，展开“所属区域”，从“项目ID”列获取子项目ID。

调用 API 获取项目 ID
获取项目ID的接口为“GET https://{endpoint}/v3/projects”，其中“{endpoint}”为
IAM的终端节点。接口的认证鉴权请参见认证鉴权。

响应示例如下，例如，文字识别服务部署的区域为“cn-north-4”，响应消息体中查
找“name”为“cn-north-4”，其中“projects”下的“id”即为项目ID。获取项目
ID报错时，请检查{endpoint}是否填写正确。
GET https://iam.cn-north-4.myhuaweicloud.com/v3/projects
{ 
    "projects": [ 
        { 
            "domain_id": "65382450e8f64ac0870cd180d14e684b", 
            "is_domain": false, 
            "parent_id": "65382450e8f64ac0870cd180d14e684b", 
            "name": "cn-north-4", 
            "descrip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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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s": { 
                "next": null, 
                "previous": null, 
                "self": "https://www.example.com/v3/projects/a4a5d4098fb4474fa22" 
            }, 
            "id": "a4a5d4098fb4474fa22cd05f897d6b99", 
            "enabled": true 
        } 
    ], 
    "links": { 
        "next": null, 
        "previous": null, 
        "self": "https://www.example.com/v3/projects" 
    } 
}

8.2 获取帐号 ID
在调用接口的时候，部分URL中需要填入帐号ID（domain-id），所以需要先在管理控
制台上获取到帐号ID。帐号ID获取步骤如下：

1. 注册并登录管理控制台。

2. 单击用户名，在下拉列表中单击“我的凭证”。

在“我的凭证”页面的项目列表中查看帐号ID。

图 8-2 查看帐号 ID

8.3 配置 OBS 访问权限
EI企业智能服务对于图片、语音等多媒体文件支持直接使用OBS服务的数据处理方式，
以减少服务使用成本，降低服务的响应时长，提升服务使用的体验。

考虑到数据的安全，当对服务进行授权后，才可以使用授权方式的URL（https://
<bucket-name>.<endpoint>/<object-name>）对服务进行访问。若未对服务授权，则
无法直接获取到用户数据，需要用户开启公共读授权或者提供一个临时授权的URL。

对文字识别服务开启授权

如果您需要使用OBS中的数据，请开通对象存储服务OBS授权。进入文字识别控制
台。打开对象存储服务OBS授权的按钮，完成授权操作。完成授权即可使用授权方式
的URL对服务进行访问。

图 8-3 OBS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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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不支持跨区域OBS，OBS的区域需要和服务保持一致。

开启公共读授权（可选）

配置公共读可参考《对象存储服务控制台指南》配置标准桶策略，创建桶策略为“公
共读”。一般私密数据不建议用此方法。同一帐号下，使用ocr和obs可以使用“私
有”桶策略。

使用临时授权请求鉴权

开启公共读授权访问，虽然使用比较方便，但若对于敏感的信息，例如个人的私有数
据，存在泄露风险。此场景下，可以考虑OBS提供的临时授权功能。

OBS服务支持用户对OBS服务中的对象构造一个特定URL，URL中会包含鉴权信息，任
何用户都可以通过该URL访问OBS中的对象，但该URL只在Expires指定的失效时间内有
效。该方式用于在不提供给其他人Secret Access Key的情况下，让其他人能够执行自
己定义的操作。

进一步了解和使用OBS临时授权功能，请参见《对象存储服务SDK参考》对应语言的
“授权访问”章节的相关内容，下载相关的SDK及示例代码，并进行相关的编码开
发，以支持相关的URL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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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修改说明

2023-05 支持用户自定义模板，对于版式固定的各种票据和卡证，通
过可视化界面、API进行识别。

2023-04 财务报表识别API支持通过透视变换矩阵计算文字在原图的
坐标。

2023-03 通用文字识别API支持阿拉伯语识别功能。

2023-01 营业执照识别API支持使用PDF进行识别。

2023-01 通用表格识别API支持通过透视变换矩阵计算文字在原图的
坐标。

2023-01 通用文字识别API支持马来语、乌克兰语、印地语…识别功
能。

2022-11 发票验真API，支持查验全电发票。

2022-11 北京一、北京四、上海一区域部署的API支持企业项目管
理，可按不同企业项目分别进行财务统计。

2022-10 OCR上海一Region新增：增值税发票识别、通用文字识别、
营业执照识别、车牌识别、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识别。

2022-09 防疫健康码识别正式推出三码合一功能，只需要调用1个接
口，即可智能结构化识别健康码、核酸检测记录、行程卡等
页面信息。

2022-08 OCR上海一Region新增：保险单识别、机动车销售发票识
别、道路运输证识别。

2022-08 身份证识别新增翻拍告警功能。

2022-08 网络图片识别支持字体类型检测、支持竖行文本识别、支持
多朝向文本识别。

2022-08 OCR支持企业项目管理，支持不同企业项目分别进行财务统
计，当前支持北京四区域部署的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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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修改说明

2022-07 增值税发票识别服务升级，type字段新增
"special_electronic"返回类型。

2022-05 新增

核酸检测记录识别

2022-05 新增

防疫健康码识别

2022-03 增值税发票识别API支持识别pdf、ofd、tiff等文件。

2022-02 驾驶证识别API支持电子驾驶证识别。

2021-12 新增

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识别

2021-10 新增

保险单识别

财务报表识别

2021-09 新增

发票验真

2021-08 身份证识别功能优化。

2021-02 车牌识别功能优化。

2020-12 请求URI由v1.0接口统一切换成v2接口。

飞机行程单识别功能优化。

2020-10 增加服务部署区域。

2020-08 银行卡识别功能优化。

2020-07 行驶证、驾驶证功能优化。

通用表格识别功能优化。

2020-06 新增

● 名片识别

● VIN码识别

2019-09-12 新增

智能分类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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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修改说明

2019-07-23 新增

● 车辆通行费发票识别

● 飞机行程单识别

● 定额发票识别

● 火车票识别

● 银行卡识别

● 营业执照识别

● 护照识别

● 道路运输证识别

● 网络图片识别

● 出租车发票识别

2019-07-01 优化错误码章节。

2019-05-29 优化

● 使用前必读

● 如何调用API

2019-02-02 将文字识别对应“endpoint”修改为“ocr.cn-
north-1.myhuaweicloud.com”。

2019-01-02 修改

增值税发票识别，修改请求参数图片像素。

2018-09-12 新增

● 使用前必读，介绍文档的阅读流程。

● API概览，介绍服务提供的接口信息。

2018-08-03 修改

机动车销售发票识别，增加了机打和大写合计信息。

2018-07-30 修改

删除银行卡识别、一维码识别和二维码识别相关内容。

2018-03-27 新增

通用文字识别

2018-03-15 新增

● 车牌识别

● 机动车销售发票识别

2018-02-27 新增

银行卡识别

2018-02-01 修改

增值税发票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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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修改说明

2017-12-21 新增

● 通用表格识别

● 手写文字识别

● 驾驶证识别

● 行驶证识别

2017-12-14 新增

身份证识别

2017-11-30 第一次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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