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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何通过 API Explorer 获取用户 Token

API Explorer是华为云为开发者提供的一站式API解决方案的统一平台，集成华为云服
务开放API，支持全量快速检索、可视化调试、帮助文档，帮助开发者快速查找、学习
API和定位修复错误。

Token是用户的访问令牌，承载了用户的身份、权限等信息，用户调用API接口时，需
要使用Token进行鉴权。

本章节指导用户如何通过API Explorer获取用户Token。更多参数说明请参见获取IAM
用户Token。

说明

● Token的有效期

Token的有效期为24小时。建议进行缓存，避免频繁调用。使用Token前请确保Token离过期
有足够的时间，防止调用API的过程中Token过期导致调用API失败。

重新获取Token，不影响已有Token有效性。如果在Token有效期内进行如下操作，当前
Token将立即失效：

● 删除/停用IAM用户。

● 修改IAM用户密码、访问密钥。

● IAM用户权限发生变化（如帐号欠费无法访问访问云服务、申请公测通过、IAM用户权
限被修改等）。

● 非华为云帐号获取Tok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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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您为自己创建
一个IAM用户，授予该用户必要的权限，获取IAM用户Token。

● 如果您是第三方系统用户，直接使用联邦认证的用户名和密码获取Token，系统会提示
密码错误。请先在华为云的登录页面，通过“忘记密码”功能，设置华为云帐号密码。

前提条件

已注册并登录华为云帐号。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API Explorer平台获取IAM用户Token接口。

步骤2 选择Region，编辑获取用户Token接口的请求参数，进行具体的API调用。

●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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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Region下拉列表选取您需要访问的区域。

● Params
nocatalog为非必填，如果设置该参数，返回的响应体中将不显示catalog信息。
任何非空字符串都将解释为true，并使该字段生效。

● Body
通过切换输入方式可以选择表单填写或文本输入请求体。

– 表单填写：通过表单填写完成请求体，无需了解JSON语法，参考示例填写参
数值。

– 文本输入：通过文本输入完成请求体，可以直接在编辑框内编写JSON格式的
请求体。
{
    "auth": {
        "identity": {
            "methods": [
                "password"
            ],
            "password": {
                "user": {
                    "domain": {
                        "name": "IAM用户所属帐号名"
                    },
                    "name": "IAM用户名",
                    "password": "IAM用户的登录密码"
                }
            }
        },
        "scope": {
            "domain": {
                "name": "IAM用户所属帐号名"
            }
        }
    }
}

说明

▪ 参数说明请参见：请求参数。

▪ 如果是第三方系统用户，没有在本系统设置登录密码，可以通过系统登录页面的
找回密码功能设置登录密码，并在password中输入新设置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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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单击调试，发送API请求。

步骤4 在返回的响应体中查看获取的用户Token，用户调用IAM其他API接口时，可以使用该
Token进行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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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返回错误码，例如401，表示认证失败，请确认Request Body中请求参数填写正确后重
新发送请求。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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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何通过 Postman 获取用户 Token

Postman是网页调试与辅助接口调用的工具，具有界面简洁清晰、操作方便快捷的特
性，可以处理用户发送的HTTP请求，例如：GET，PUT、POST，DELETE等，支持用
户修改HTTP请求中的参数并返回响应数据。

Token是用户的访问令牌，承载了用户的身份、权限等信息，用户调用API接口时，需
要使用Token进行鉴权。

本章节指导用户如何通过Postman获取用户Token。更多参数说明请参见获取IAM用户
Token。

前提条件

已安装并注册Postman。

说明

● 如果您没有安装Postman，建议通过API Explorer获取用户Token。

● 如需安装，建议选择支持Header超过32K的Postman版本，否则可能会报Header溢出错误。

操作步骤

步骤1 编辑获取用户Token接口的Request URL、Header、Body，进行具体的API调用。

● Request URL
格式为：https://IAM地区与终端节点地址/API接口URI

a. 访问网址：地区与终端节点，获取IAM区域与终端节点地址。

目前自然语言处理基础、语言生成、语言理解和机器翻译服务的API均支持
“华北-北京四”区域。

自然语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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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IAM 区域与终端节点

b. 访问网址：获取用户Token，获取API接口的URI。
以cn-north4为例，则Request URL为：https://iam.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v3/auth/tokens

c. 选择API接口获取方式，并将Request URL填写至postman中。

图 2-2 Request URL 示例

● Request Header
key：Content-Type，value：application/json;charset=utf8

图 2-3 Headers 参数示例

● Request Body
修改Request Body样例中参数。
{
    "auth": {
        "identity": {
            "methods": [
                                "password"
                         ],
            "password": {
                "user": {
                    "domain": {
                        "name": "帐号名"
                    },
                    "name": "IAM用户名",
                    "password": "IAM用户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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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scope": {
            "domain": {
                "name": "帐号名"
            }
        }
    }
  }

说明

– 获取帐号名、IAM用户名，请参见：获取帐号、IAM用户、项目名称和ID。

如果未创建IAM用户，请先使用管理员帐号创建IAM用户，在创建IAM用户时会设置
IAM用户密码，详情请参见创建IAM用户。

– 如果是第三方系统用户，没有在本系统设置登录密码，可以通过系统登录页面的找回密
码功能设置登录密码，并在password中输入新设置的密码。

步骤2 单击“Send”，发送API请求。

步骤3 在返回的响应头中查看获取的用户Token，用户调用IAM其他API接口时，可以使用该
Token进行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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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返回错误码，例如401，表示认证失败，请确认Request Body中请求参数填写正确后重
新发送请求。

● 如果您的调试结果异常，提示“Header Overflow”，可以参考故障处理解决Header溢出问
题。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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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处理

目前发现v7.25.0、v7.26.0及以上版本Postman 由于配置问题，无法正常获取用户
Token，会有Header Overflow异常报错。

● 方法一：

建议使用低版本Postman，经测试 V 5.xx 版本可以正常访问。

● 方法二：

使用curl命令获取Token，修改如下样例中的参数：
curl -ik -X POST -H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charset=utf8' -d '{"auth": {"identity": {"methods": 
["password"],"password": {"user": {"domain": {"name": "帐号名"},"name": "IAM用户名","password": 
"IAM用户密码"}},},"scope": {"domain": {"name": "帐号名"}}}}' https://iam.cn-
north-1.myhuaweicloud.com/v3/auth/tokens

● 方法三：

通过向Postman传递附加环境变量NODE_OPTIONS=--max-http-header-
size=16384 (16KB)，指定最大HTTP标头大小（以字节为单位）。

以下分别是在不同操作系统进行操作的命令行：

– macOS
NODE_OPTIONS=--max-http-header-size=16384 /Applications/Postman.app/Contents/MacOS/
Postman 

– Linux
NODE_OPTIONS=--max-http-header-size=16384 /path/to/Postman/Postman 

– Windows
set NODE_OPTIONS=--max-http-header-size=16384 
C:\users\<username>\AppData\local\Postman\Postman.exe

自然语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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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调用自然语言处理的 API 失败时怎么处理？

解决方案

1. 根据API调用返回结果或者错误码查找原因，错误码详情请见错误码。

2. 检查Token是否填写正确或者已过期，详情请见Token认证。

3. 检查API调用方法是否正确，可参考快速入门。

4. 如果无法确定原因和解决问题，请联系技术服务人员。

自然语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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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哪些途径可以使用自然语言处理的 API？

共有三种方式可以基于已构建好的请求消息发起请求。

● cURL
cURL是一个命令行工具，用来执行各种URL操作和信息传输。cURL充当的是
HTTP客户端，可以发送HTTP请求给服务端，并接收响应消息。cURL适用于接口
调试。关于cURL详细信息请参见https://curl.haxx.se/。

● 编码

通过编码调用接口，组装请求消息，并发送处理请求消息。

● REST客户端

Mozilla、Google都为REST提供了图形化的浏览器插件，发送处理请求消息。下
载postman请参见https://www.getpostm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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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何开通自然语言服务？

目前自然语言服务所有接口均已商用。首次使用自然语言处理服务，需要开通服务，
然后通过API的方式使用自然语言处理服务。

开通服务操作

1. 进入自然语言处理基础官网，单击“立即使用”，进入自然语言处理控制台。

2. 在“总览”页面，选择需要使用的服务，在操作列单击“开通服务”。

如果操作列无开通服务选项，请使用华为云帐号，即当前IAM帐号的主帐号登录
自然语言处理控制台。

图 5-1 开通服务

3. 在弹框中单击“确定”，确认开通服务。

服务开通成功后，开通状态将显示为“已开通”。

说明

NLP服务开通后，暂不支持关闭。开通服务时，计费规则默认为“按需计费”。按需计费
时，不使用NL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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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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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自然语言处理是否支持私有化部署？

目前自然语言处理服务暂不支持私有化部署。

自然语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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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自然语言处理是否支持离线使用？

暂不支持离线使用，调用SDK必须能够访问外网才可以的，因为自然语言处理接口部
署在华为云云端，所以需要您的网络可以访问外网才可以调用服务接口。

调用自然语言处理SDK请参见SDK参考。调用自然语言处理API接口请参见API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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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自然语言处理服务有哪些调用限制？

各API所需资源不同，因此对应的限制不同，具体参看下表：

表 8-1 NLP 服务调用限制

API 单用户QPS

分词 20

多粒度分词 2

依存句法分析 2

命名实体识别（基础版） 20

命名实体识别（领域版） 20

文本相似度（基础版） 20

文本相似度（高级版） 2

句向量 20

实体链接 20

关键词抽取 20

事件抽取 2

文本摘要（基础版） 20

文本摘要（领域版） 2

诗歌生成 10

情感分析（基础版） 20

情感分析（领域版） 20

文本分类 20

意图理解 20

文本翻译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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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单用户QPS

语种识别 10

文档翻译任务创建 1

文档翻译任务查询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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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自然语言处理基础版和领域版的区别

自然语言处理基础版接口和领域版接口基于不同算法实现，对相同文本，基础版和领
域版的结果有所差别。根据测试数据，领域版效果一般优于基础版。

自然语言处理基础版接口和领域版接口所支持的计费模式也有所区别，详情请见计费
说明。

表 9-1 区分基础版和领域版的接口

接口类型 接口

自然语言处
理基础服务
接口

命名实体识别（基础版）

命名实体识别（领域版）

文本相似度（基础版）

文本相似度（领域版）

语言生成服
务接口

文本摘要（基础版）

文本摘要（领域版）

语言理解服
务接口

情感分析（基础版）

情感分析（领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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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Token 消息体中 user name，domain
name 和 project name 分别指的是什么？

● user name指IAM用户名称。

● domain name指用户所属的帐号名称。如果使用帐号获取token，帐号的user
name和domain name相同。如果使用IAM用户获取token（帐号可以创建多个
IAM用户），user name和domain name不相同，user name为实际的用户名
称。

● project name指项目名称，如“cn-north-4”。获取方法参见获取用户名、用户
ID、项目名称、项目ID。

自然语言处理
常见问题

10 Token 消息体中 user name，domain name 和
project name 分别指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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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区域与可用区域

什么是区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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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1阐明了区域和可用区之间的关系。

图 11-1 区域和可用区

目前，华为云已在全球多个地域开放云服务，您可以根据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区域和
可用区。

如何选择区域？

选择区域时，您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自然语言处理
常见问题 11 区域与可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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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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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基础设施、BGP网络品质、资源的操作与配置等
方面，中国大陆各个区域间区别不大，如果您或者您的目标用户在中国大陆，可
以不用考虑不同区域造成的网络时延问题。

– 在除中国大陆以外的亚太地区有业务的用户，可以选择“中国-香港”、“亚
太-曼谷”或“亚太-新加坡”区域。

– 在非洲地区有业务的用户，可以选择“南非-约翰内斯堡”区域。

– 在欧洲地区有业务的用户，可以选择“欧洲-巴黎”区域。

● 云服务之间的关系

如果多个云服务一起搭配使用，需要注意：

– 不同区域的弹性云服务器、关系型数据库、对象存储服务内网不互通。

– 不同区域的弹性云服务器不支持跨区域部署在同一负载均衡器下。

● 资源的价格

不同区域的资源价格可能有差异，请参见华为云服务价格详情。

如何选择可用区？

是否将资源放在同一可用区内，主要取决于您对容灾能力和网络时延的要求。

● 如果您的应用需要较高的容灾能力，建议您将资源部署在同一区域的不同可用区
内。

● 如果您的应用要求实例之间的网络延时较低，则建议您将资源创建在同一可用区
内。

区域和终端节点

当您通过API使用资源时，您必须指定其区域终端节点。有关区域和终端节点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自然语言处理服务的地区和终端节点。

自然语言处理
常见问题 11 区域与可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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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自然语言处理服务需要开通什么权限？

问题描述

自然语言处理服务需要开通什么权限？

解决方案

自然语言处理服务本身无权限限制，用户不需要额外添加任何权限，即可对自然语言
处理服务执行操作。

自然语言处理
常见问题 12 自然语言处理服务需要开通什么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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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定制自然语言服务的流程是怎样的？

问题描述

定制自然语言服务的流程是怎样的？

解决方案

在控制台提工单，工程师收到工单后会快速响应。提工单方法如下：

步骤1 注册华为官网。

步骤2 进入控制台，主菜单选择“更多 > 工单 > 新建工单”，或者“工单 > 新建工单”（当
电脑屏幕尺寸较大的时候）描述需求即可。

----结束

自然语言处理
常见问题 13 定制自然语言服务的流程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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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调用文本翻译服务时，为何报错“非法

token”？

问题描述

已经获取到了 token 值，但是想要进行文本翻译的时候，报错，提示“非法token”是
什么原因呐？

解决方案

步骤1 检查token是否过期。

● 是，请先更新token，因为token有效期是24小时，重新获取token，保证token在
有效期内。

● 否，执行步骤2。

步骤2 检查该帐户是否欠费。

● 是，充值后即可解决。

● 否，联系技术支持工程师处理。

----结束

自然语言处理
常见问题 14 调用文本翻译服务时，为何报错“非法 t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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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如何查看 NLP 套餐用量明细？

问题描述

怎么查看NLP的调用次数和调用日志？

解决方案

步骤1 登录华为云。

步骤2 鼠标移动至右上角的用户名处，在下拉列表中选择“费用中心”。

步骤3 在“费用中心”页面，选择“账单管理 > 费用账单 > 账单详情”。

步骤4 将“计费模式”列设置为“包年/包月”，可以查看套餐使用量和消费金额详情。详细
请参考查看费用账单。

----结束

自然语言处理
常见问题 15 如何查看 NLP 套餐用量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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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为什么报 APIG.0101？

问题描述

用户在调用语义理解api时，为什么报“The API does not exist or has not been
published in the environment“错误？

接口调用地址url:

https://nlp-ext.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0ade47a66b8025572f42c0157eb7c94b/nlg/summarization

解决方案

检查url是否正确？

如上所述，调用地址书写错误，少了一个v1，按照正确的书写，即解决该问题。正确
的如下所示：

https://nlp-ext.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v1/0ade47a66b8025572f42c0157eb7c94b/nlg/summarization

更多错误码信息请参考错误码。

自然语言处理
常见问题 16 为什么报 APIG.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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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如何使自然语言处理停止计费？

自然语言处理服务是按接口调用来收费，计费模式分为按需计费和折扣套餐包计费，
详情请见计费说明。

如果您不进行接口调用，不会产生额外的费用，无需停止计费。

自然语言处理
常见问题 17 如何使自然语言处理停止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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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自然语言处理服务支持哪几种语言？

自然语言处理服务各个API接口支持的语言如表18-1所示。

表 18-1 NLP 支持语言

接口类型 接口 支持语言

自然语言处理基础接口 分词 中文（zh）、英文（en）

多粒度分词 中文（zh）、英文（en）

依存句法分析 中文（zh）

命名实体识别（基础
版）

中文（zh）、英文（en）、西班
牙文（es）

命名实体识别（领域
版）

中文（zh）

文本相似度（基础
版）

中文（zh）、英文（en）

文本相似度（高级
版）

中文（zh）

句向量 中文（zh）

实体链接 中文（zh）

关键词抽取 中文（zh）

事件抽取 中文（zh）

成分句法分析 中文（zh）

语言生成接口 文本摘要（基础版） 中文（zh）、英文（en）

文本摘要（领域版） 中文（zh）

诗歌生成 中文（zh）

语言理解接口 情感分析（基础版） 中文（zh）、英文（en）

自然语言处理
常见问题 18 自然语言处理服务支持哪几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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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类型 接口 支持语言

情感分析（领域版） 中文（zh）

文本分类 中文（zh）

属性级情感分析 中文（zh）

属性级情感分析（高
级版）

中文（zh）

实体级情感分析 中文（zh）

意图理解 中文（zh）

文档分类 中文（zh）

机器翻译接口 文本翻译 翻译支持的原语言和目标语言请见
表18-2

语种识别 支持识别的文本语种请见表18-3

文档翻译任务创建 文档翻译当前仅支持中英互译

文档翻译状态查询 文档当前仅支持中英互译

 

表 18-2 文本翻译支持的语言列表

语种名称 语言代码

阿拉伯语 ar

德语 de

俄语 ru

法语 fr

韩语 ko

葡萄牙语 pt

日语 ja

泰语 th

土耳其语 tr

西班牙语 es

英语 en

越南语 vi

中文（简体） zh

中文（繁体） zh-tw

自然语言处理
常见问题 18 自然语言处理服务支持哪几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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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种名称 语言代码

自动检测输入语种并翻译成目标语
种，您需要指定目标语种。

auto

 

表 18-3 语种识别支持的语言列表

语种名称 语言代码

阿拉伯语 ar

爱沙尼亚语 et

保加利亚语 bg

冰岛语 is

波兰语 pl

波斯尼亚语 bs

波斯语 fa

丹麦语 da

德语 de

俄语 ru

法语 fr

芬兰语 fi

高棉语 km

韩语 ko

加泰罗尼亚语 ca

捷克语 cs

克罗地亚语 hr

拉脱维亚语 lv

立陶宛语 lt

罗马尼亚语 ro

马耳他语 mt

马来西亚语 ms

马其顿语 mk

孟加拉语 bn

自然语言处理
常见问题 18 自然语言处理服务支持哪几种语言？

文档版本 01 (2022-11-3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7



语种名称 语言代码

缅甸语 my

南非荷兰语 af

挪威语 no

葡萄牙语 pt

日语 ja

瑞典语 sv

塞尔维亚语 sr

斯洛伐克语 sk

斯洛文尼亚语 sl

斯瓦希里语 sw

泰语 th

土耳其语 tr

威尔士语 cy

乌尔都语 ur

乌克兰语 uk

西班牙语 es

希伯来语 he

希腊语 el

匈牙利语 hu

意大利语 it

印地语 hi

印尼语 id

英语 en

越南语 vi

中文 zh

无法识别语种 unk

自然语言处理
常见问题 18 自然语言处理服务支持哪几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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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获取 Token 失败怎么办？

问题原因

Token是用户的访问令牌，承载了用户的身份、权限等信息，用户调用API接口时，需
要使用Token进行鉴权。

Token获取失败可能是由于使用非华为云帐号获取Token。

解决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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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您为自己
创建一个IAM用户，授予该用户必要的权限，获取IAM用户Token。

创建IAM用户操作如下，详细操作请见创建IAM用户。

a.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右上角选择帐号名称，单击“统一身份认证”。

进入统一身份认证控制台。

图 19-1 进入统一身份认证

自然语言处理
常见问题 19 获取 Token 失败怎么办？

文档版本 01 (2022-11-3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9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iam/iam_02_0001.html


b. 在统一身份认证服务，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用户”，单击右上方的“创
建用户”。

图 19-2 创建用户

c. 在“创建用户”页面填写“配置用户基本信息”，然后单击右下角的“下一
步”。

“凭证类型>密码”取消勾选“首次登录时重置密码”。

图 19-3 凭证类型

d. 勾选“admin”，为创建的子帐号赋予admin权限。

e. 单击右下角的“创建用户”。

成功创建IAM用户。

f. 使用IAM用户获取Token。更多参数说明请参见获取IAM用户Token。

● 如果您是第三方系统用户，直接使用联邦认证的用户名和密码获取Token，系统会
提示密码错误。请先在华为云的登录页面，通过“忘记密码”功能，设置原华为
云帐号密码。

自然语言处理
常见问题 19 获取 Token 失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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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帐密报错“The username or
password is wrong.”

问题现象

获取Token时出现“The username or password is wrong.”。

请确认近期华为云帐号是否有升级为华为帐号。当前，如果您通过华为帐号入口登录
华为云帐号，就会指引升级。

华为云帐号若已升级为华为帐号，将不支持获取帐号Token。建议您创建一个IAM帐
户，使用IAM帐户获取Token。

图 20-1 华为云帐号升级

步骤 1：创建 IAM 帐户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右上角用户名处选择“统一身份认证”。

自然语言处理
常见问题

20 帐密报错“The username or password is
wrong.”

文档版本 01 (2022-11-3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1

https://console.huaweicloud.com/console/?region=cn-north-4#/home


图 20-2 统一身份认证

2. 单击“创建用户”，并设置IAM帐户的用户名、密码，创建IAM用户。

图 20-3 创建用户

图 20-4 设置用户名、密码

3. 给子账户赋予admin权限。

图 20-5 设置用户组

步骤 2：使用 IAM 帐户获取 Token

以获取华北-北京四（cn-north-4）区域的Token为例。

POST https://iam.cn-north-4.myhuaweicloud.com/v3/auth/tokens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Request Body:

自然语言处理
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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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 { 
        "identity": { 
            "methods": [ 
                "password" 
            ], 
            "password": { 
                "user": { 
                    "name": "username", //子帐户名称
                    "password": "********", //子帐户密码
                    "domain": { 
                        "name": "domainname" //主帐户名称
                    } 
                } 
            } 
        }, 
        "scope": { 
            "project": { 
                "name": "project name" //区域名称，如cn-north-4
            } 
        } 
    } 
}

自然语言处理
常见问题

20 帐密报错“The username or password is
w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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