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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热点查询

服务咨询
● 什么是企业搜索服务

● KooSearch服务适用哪些场景

● 什么是区域和可用区

● KooSearch服务是否支持企业内网私有化部署

● KooSearch服务如何保证数据和业务运行安全

服务开通
● 开通KooSearch服务，需要多长时间

● 是否需要开通云存储服务用于数据存储

● 是否需要开通云备份服务用于数据备份

● KooSearch服务支持哪些调用方式

● 用户数据支持哪些导入方式

● 是否支持数据在线下IDC或第三方云导入，导入时是否有访问时延要求

计费
● KooSearch服务计费模式是什么，如何扣费

● 欠费后，数据是否会被删除

运营分析
● 是否提供运营分析的接口用于用户自助分析

● 是否支持用户自定义的词库进行干预

● 是否支持根据用户需求训练分词模型

● 服务会记录哪些用户行为数据

API 接口
● 接口是否支持集成到我们的产品中

● 接口是否存在对调用IP数量的限制

企业搜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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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服务咨询

2.1 什么是企业搜索服务
华为云企业搜索服务（KooSearch）基于华为搜索能力，以API的形式提供服务，打造
数字化企业下一代智能搜索引擎服务，聚焦企业域内海量数字化信息，为用户有效的
信息共享与获取提供搜索与推荐能力，降低用户与数字化信息链接门槛，提升生产效
率或转化率。帮助企业聚焦业务场景和应用开发，快速开通企业的搜索服务。赋能电
商业务增长，简化应用开发，满足企业/伙伴/开发者基于业务场景的二次开发，为客户
提供全托管的搜索服务，客户不需要去独自开发专业的搜索引擎，开发者不用重复造
轮子。

2.2 KooSearch 服务适用哪些场景
华为云KooSearch服务适用于站内搜索、文档搜索等多种场景，如电商网站、零售商
城、新闻资讯网站、音视频服务网站、门户网站、协同办公、电影游戏运动兴趣社区
等。

2.3 什么是区域和可用区
我们用区域和可用区来描述数据中心的位置，您可以在特定的区域、可用区创建资
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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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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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搜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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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KooSearch 服务是否支持企业内网私有化部署
当前不支持企业内网私有化部署，仅提供在线API服务。

2.5 KooSearch 服务如何保证数据和业务运行安全
KooSearch服务通过传输存储加密、多租户管理、遵循GDPR、数据权限最小化、数据
访问全程日志记录和审计、合同明确约束数据使用范围来保证数据和业务运行安全。

企业搜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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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服务开通

3.1 开通 KooSearch 服务，需要多长时间
当前KooSearch服务处于公测阶段，在公测期间开通KooSearch服务需要7个工作日。

3.2 是否需要开通云存储服务用于数据存储
当前KooSearch服务处于公测阶段，在公测期间不需要独立开通云存储服务，数据存储
服务由KooSearch服务提供。

3.3 是否需要开通云备份服务用于数据备份
当前KooSearch服务处于公测阶段，在公测期间不需要独立开通云备份服务，数据备份
服务由KooSearch服务提供。

3.4 KooSearch 服务支持哪些调用方式
KooSearch服务当前仅支持通过华为云APIG的REST接口方式进行请求调用。所有C端
请求均需要转换为租户身份进行企业搜索请求，客户端由租户自行构建。

3.5 用户数据支持哪些导入方式
当前仅支持通过华为云APIG的REST接口方式进行数据传输。

3.6 是否支持数据在线下 IDC 或第三方云导入，导入时是否
有访问时延要求

当前仅支持通过华为云APIG的REST接口方式进行数据传输。由租户按照API要求完成
数据格式整理和上报，暂不支持其他对接方式。导入时无访问时延要求。

企业搜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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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计费

4.1 KooSearch 服务计费模式是什么，如何扣费
当前仅支持按照调用次数的按需计费模式，可以随时开通/取消，系统会根据资源的实
际使用情况每小时出账单，并从账户余额里按照每千次为量纲进行扣费，不足千次，
不扣费。

4.2 欠费后，数据是否会被删除
您应保持账户余额充足以确保服务的持续使用，如果您帐号下的当前可用余额不足以
支付上个计费周期的账单金额，则KooSearch服务将处于欠费状态。

1. 欠费后，服务将处于冻结状态，华为云会暂停您的KooSearch服务，您需成功充
值付清欠费账单，方可恢复使用KooSearch服务。

2. 如果您自欠费之日起的30日自然日内，仍未能补缴所有欠费账单的，则华为云将
在您实际欠费满30个自然日后，终止本服务条款并停止为您继续提供服务，同时
您保存在华为云的全部数据将会被删除并清空，且永不可恢复。

企业搜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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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运营分析

5.1 是否提供运营分析的接口用于用户自助分析
仅支持通过KooSearch Console提供相关统计报表进行运营分析，例如热搜词、请求趋
势等。暂不支持接口对接。

5.2 是否支持用户自定义的词库进行干预
支持同义词库、专有词库等用户自定义词库干预，提升搜索意图理解和匹配。

5.3 是否支持根据用户需求训练分词模型
当前不支持。

5.4 服务会记录哪些用户行为数据
KooSearch服务不会记录用户的任何行为数据。但是为提升搜索效果，可以由客户按照
API数据格式要求，自主提供订购、收藏、下单、支付等行为数据，提升搜索效果。

企业搜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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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PI 接口

6.1 接口是否支持集成到我们的产品中
KooSearch服务提供公网的REST接口，由客户自主集成和构建。

6.2 接口是否存在对调用 IP 数量的限制
接口对调用IP数量无限制，只要满足华为云APIG身份认证的请求均支持访问，默认支
持20QPS。

企业搜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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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22-09-30 第一次公测发布。

企业搜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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