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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么是自然语言处理

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简称NLP）是一款基于人工智能技
术，针对各类企业及开发者提供的用于文本分析及挖掘的云服务，旨在帮助用户高效
的处理文本，常用于智能问答系统、文本分析、内容推荐、翻译等场景。

使用前必读

用户需要具备编程能力，熟悉Java、Python编程语言。

NLP服务需要用户通过调用API接口，将需要文件识别成可编辑的文本，然后返回JSON
格式的识别结果，用户需要通过编码将识别结果对接到业务系统或保存为TXT、Excel
等格式。

首次使用 NLP
如果您是首次使用NLP的用户，建议您学习并了解如下信息：

● 功能介绍

通过功能介绍章节的内容，了解NLP不同功能的具体介绍，主要包括自然语言处
理基础（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Fundamentals）、语言生成（Language
Generation，简称LG）、语言理解（Language Understanding，简称LU）、机
器翻译（Machine Translation，简称MT）功能。

● 入门使用

NLP以开放API的方式提供给用户，您可以参考《快速入门》学习并使用NLP服
务。

● 使用方式

如果您是一个开发工程师，熟悉代码编写，想要直接调用NLP的API或SDK使用服
务，您可以参考《API参考》或《SDK参考》获取详情。

● 由浅入深学习

您可以参考成长地图，由浅入深学习使用NLP。

自然语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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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功能介绍

自然语言处理包含如下子服务。

● 自然语言处理基础（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Fundamentals），为用户提
供包括分词、命名实体识别、关键词提取、短文本相似度等自然语言相关的API，
可用于智能问答、对话机器人、内容推荐、电商评价分析等场景中。

● 语言生成（Language Generation，简称LG），为用户提供包括文本摘要等语言
生成相关的API，可用于新闻摘要生成、文献摘要生成、搜索结果片段生成、商品
评论摘要等场景中。

● 语言理解（Language Understanding，简称LU），为用户提供包括文本分类、情
感分析等语言理解相关的API，可用于情感分析、内容检测、广告识别等场景中。

● 机器翻译（Machine Translation，简称MT），为用户提供快速准确的翻译服务，
帮助用户跨语言沟通，可用于文档翻译等场景中。

优势

● 功能全面

提供多种常用自然语言类的算法模型及解决方案，可覆盖不同行业的各类需求。

● 高效准确

可快速分析大数据量的文本，深度理解文本语义，更加准确的挖掘出文本中的关
键信息。

● 简单易用

简单易用的API接口。无需下载SDK、购买服务器，支持跨平台调用。丰富的产品
种类，可一站式开通、部署。

● 稳定可靠

故障自动迁移，服务可用性达99.95%，保障业务连续。数据多副本，数据持久性
99.99995%，保障数据不丢失。

自然语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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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用场景

自然语言处理适用于智能问答系统、文本分析、内容推荐、翻译等场景。

● 智能问答系统

通过中文分词、短文本相似度、命名实体识别等相关技术计算两个问题对的相似
度，可解决问答、对话、语料挖掘、知识库构建等问题。

● 文本分析

通过关键词提取、文本聚类、主题挖掘等算法模型，挖掘突发事件、公众话题导
向，进行话题发现、趋势发现等。多维度分析公众情绪、热点、趋势、传播途径
等，及时全面的掌握话题动态。

● 内容推荐

通过关键词提取、短文本相似度等技术，提取关键语义信息，准确匹配出语义相
似的内容，从而快速构建内容推荐场景。

● 翻译

通过文本语言分析，准确翻译语句内容，从而帮助用户跨语言沟通。

自然语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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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概念

4.1 自然语言处理基础

分词

将文本切分成以独立的词为单位的序列，且在该过程中，对切分得到的词汇进行词性
的标注。

依存句法分析

分析句子中词汇和词汇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得到句子的句法结构。例如中文中使用
依存句法分析，将一句话分析出主谓宾结构，将宾语定义为谓语动词的支配对象等。

文本相似度

对文本对进行相似度计算，详细内容请参见文本相似度接口参考中的示例。

句向量

将语句映射至固定维度的实数向量。详细内容请参见句向量接口参考中的示例。

实体链接

针对通用领域的文本进行实体链接分析，识别出其中的实体，并返回实体相关信息。

4.2 语言生成

文本摘要

在不改变文档原意的情况下总结出文档的主要内容。可应用于新闻摘要生成、文献摘
要生成、搜索结果片段生成、商品评论摘要生成等场景。

自然语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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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生成

根据用户输入的诗歌主题，自动赋诗。生成的诗歌种类多样，言简意深，对仗工整，
平仄协调。用户不仅可以指定诗歌类型（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
诗），而且还可以指定是否生成藏头诗，能够满足用户在不同节日、场景的需求。

4.3 语言理解

文本分类

对文本按照一定的分类体系或标准进行自动分类标记。目前支持对给定文本自动判断
是否是广告。

情感分析

情感分析是文本分类的一种，是指针对带有主观描述的文本，自动判断该文本的情感
极性类别。情感极性分为正面和负面。

意图理解

针对天气类、报时、新闻类、笑话类、翻译类、提醒类、闹钟类、音乐类共8个领域进
行意图理解，对用户的问题进行领域识别并提取领域内的参数。

4.4 机器翻译

语种识别

语种识别是为了识别文本所属的语种。对于用户输入的文本，返回识别出的所属语
种。

自然语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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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计费说明

计费项

自然语言处理接口调用次数：调用自然语言处理的接口收费，提供按调用次数按需计
费的方式。

计费模式
● 免费试用

部分API支持首次免费试用，需要购买免费试用套餐包后使用。免费试用套餐包只
允许每个用户免费购买一次，一经退订无法再购买，可以以原价续费。

● 按需计费

按需计费是指按照API调用次数阶梯价格计费，计费价格请参见自然语言处理价格
详情。

● 折扣套餐包

折扣套餐包方式是用户可以购买套餐包，扣费时调用次数会先在套餐包内进行抵
扣，抵扣完后的剩余调用量默认转回按需计费方式。

折扣套餐包方式相对按需付费方式提供了更大的折扣，对于长期使用者，推荐该
购买方式。

说明

● 调用自然语言处理API的时间需在套餐包生效期内，该次调用才可在套餐包内抵扣。

● 折扣套餐包从购买之日起生效，有效期1年，到期自动结束。例如您1月1日购买了1个
套餐包，则该套餐在次年1月1日会自动结束，即使您在该有效期内未调用自然语言处
理服务，该套餐也不会延期，且无法退还费用。

● API支持计费模式

接口类型 接口 支持计费模式

自然语言处理基础接
口

分词 ● 免费试用：免费试用套餐包

● 包年包月：基础套餐包

● 按需计费：自然语言处理基
础版API

多粒度分词 免费调用

自然语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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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类型 接口 支持计费模式

依存句法分析 免费调用

命名实体识别（基
础版）

● 免费试用：免费试用套餐包

● 包年包月：基础套餐包

● 按需计费：自然语言处理基
础版API

命名实体识别（领
域版）

● 包年包月：领域套餐包

● 按需计费：自然语言处理领
域版API

文本相似度（基础
版）

● 免费试用：免费试用套餐包

● 包年包月：基础套餐包

● 按需计费：自然语言处理基
础版API

文本相似度（高级
版）

免费调用

句向量 ● 免费试用：免费试用套餐包

● 包年包月：基础套餐包

● 按需计费：自然语言处理基
础版API

实体链接 按需计费：自然语言处理定制版
API

关键词抽取 ● 免费试用：免费试用套餐包

● 包年包月：基础套餐包

● 按需计费：自然语言处理基
础版API

事件抽取 免费调用

语言生成接口 文本摘要（基础
版）

● 免费试用：免费试用套餐包

● 包年包月：基础套餐包

● 按需计费：自然语言处理基
础版API

文本摘要（领域
版）

免费调用

诗歌生成 按需计费：自然语言处理定制版
API

语言理解接口 情感分析（基础
版）

● 免费试用：免费试用套餐包

● 包年包月：基础套餐包

● 按需计费：自然语言处理基
础版API

自然语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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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类型 接口 支持计费模式

情感分析（领域
版）

按需计费：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版
API

文本分类 ● 免费试用：免费试用套餐包

● 包年包月：基础套餐包

● 按需计费：自然语言处理基
础版API

属性级情感分析 ● 包年包月：领域套餐包

● 按需计费：自然语言处理领
域版API

属性级情感分析
（高级版）

按需计费：自然语言处理定制版
API

实体级情感分析 免费调用

意图理解 ● 免费试用：免费试用套餐包

● 包年包月：基础套餐包

● 按需计费：自然语言处理基
础版API

文档分类 ● 包年包月：基础套餐包

● 按需计费：自然语言处理基
础版API

机器翻译接口 文本翻译 按需计费，详情请见价格详情页
>文本翻译按需付费价格。

语种识别 ● 免费试用：免费试用套餐包

● 包年包月：基础套餐包

● 按需计费：自然语言处理基
础版API

文档翻译任务创建 按需计费：文档翻译

文档翻译状态查询 免费试用：免费试用套餐包

 

变更配置

NLP默认使用按需计费。您也可以根据您的实际情况购买资源包，购买后对应区域的
资源将自动转为包年包月计费方式。如果超出当前已购买资源包的额度，超出部分将
自动转为按需计费。

欠费

按需购买的接口是按照API调用次数阶梯价格计费，当余额不足，无法对当前产生费用
进行扣费，就会导致欠费，欠费后有保留期。您续费后可继续正常使用，请注意在保
留期进行的续费，是以原到期时间作为生效时间，您应当支付从进入保留期开始到续
费时的服务费用。

自然语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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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帐号欠费后，会导致部分操作受限，建议您尽快续费。具体受限操作如下所示：

● 按需方式的API接口不可调用

● 不可重置套餐包方式的API接口，例如“10万次基础套餐包”，在欠费后如果套餐
包有剩余，可继续使用，但不可购买，也不可续期

● 每日或每月可重置套餐包方式的API接口，例如“每月20000次基础套餐包”，在
调用超过每日或每月限额导致欠费，会进入保留期，保留期后会被冻结，无法使
用该套餐包

● 无法开通服务

续费

资源包到期后，您可以进行续费以延长资源包的有效期，也可以设置到期自动续费。
续费相关操作，请参见续费管理。

服务到期

包年包月资源包到期后，自动转为按需计费。转按需后如果帐号欠费，会根据“客户
等级”定义不同的保留期时长，保留期内资源处理和费用详见“保留期”。保留期满
仍未续订或充值，数据将被删除且无法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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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与其他服务之间的关系

介绍了自然语言处理与其他服务的关系。

图 6-1 自然语言处理服务与其他服务关系示意图

统一身份认证服务

统一身份认证服务（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简称IAM），自然语言处理
使用统一身份认证服务（IAM）进行鉴权。IAM更多信息请参见统一身份认证服务
IAM。

云监控

云监控（Cloud Eye）可以监控自然语言处理的相关指标，具体如表6-1所示。用户可
以通过指标及时了解自然语言处理的使用情况。Cloud Eye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云监控
CES。

表 6-1 NLP 的监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 取值范围 测量对象

调用服务
成功次数

该指标用于统计用户请求服务成功次
数，以“次每分钟”为单位。

≥0次每分钟 自然语言处
理

调用服务
失败次数

该指标用于统计用户请求服务失败次
数，以“次每分钟”为单位。

≥0次每分钟 自然语言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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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每个子服务都有调用成功次数和失败次数两个指标。

对象存储服务

对象存储服务（Object Storage Service，简称OBS）是稳定、安全、高效、易用的云
存储服务。自然语言处理接口都涉及到对用户的数据处理，用户的大量数据采用OBS
批量方式处理，可以提升云上处理的总体效率。

自然语言处理接口支持从OBS上采用临时授权或者匿名公开授权的方式获取数据并进
行处理。OBS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对象存储服务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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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约束与限制

使用区域限制

自然语言处理目前支持的区域为“华北-北京一”和“华北-北京四”，其中机器翻译不
支持“华北-北京一”区域。

自然语言处理基础

表 7-1 自然语言处理基础的使用限制

规格项 规格限制

分词 文本长度，中文长度1~512字符，英文长度
1~2000字符，文本编码为UTF-8。

命名实体识别（基础版） 文本长度，中文长度1~512字符，英文长度
1~2000字符，文本编码为UTF-8。

命名实体识别（领域版） 文本长度，中文长度1~512字符，英文长度
1~2000字符，文本编码为UTF-8。

句向量文本列表 列表长度为1~1000。

句向量文本 文本分词后数组，长度为1~1000，文本编码为
UTF-8。

实体链接 长度为1~50字符，文本编码为UTF-8。

文本相似度 文本长度，中文长度1~512字符，英文长度
1~2000字符，文本编码为UTF-8。

 

语言生成

表 7-2 语言生成的使用限制

规格项 规格限制

文本标题 文本长度为1~1000字符，文本编码为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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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项 规格限制

文本正文 文本长度为1~10000字符，文本编码为
UTF-8。

 

语言理解

表 7-3 语言理解的使用限制

规格项 规格限制

情感分析（基础版） 文本编码为UTF-8。限定400个字符以内，文
本长度超过400个字符时，只检测前400个字
符。

情感分析（领域版） 文本编码为UTF-8。type字段支持0，1和2。
● type为0，1时，限定200个字符以内，文

本长度超过200个字符时，只检测前200个
字符。

● type为2时，限定400个字符以内，文本长
度超过400个字符时，只检测前400个字
符。

文本分类 文本编码为UTF-8。限定400个字符以内，文
本长度超过400个字符时，只检测前400个字
符。

意图理解 文本长度为1~32字符，文本编码为UTF-8。

 

机器翻译

表 7-4 机器翻译的使用限制

规格项 规格限制

文本翻译 文本长度为1~1000字符，文本编码为
UTF-8。

语种识别 文本长度为1~1000字符，文本编码为
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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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何访问自然语言处理服务

公有云提供了Web化的服务管理平台，即管理控制台和基于HTTPS请求的API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管理方式。

● API方式

如果用户需要将公有云平台上的自然语言处理服务集成到第三方系统，用于二次
开发，请使用API方式访问自然语言处理服务，具体操作请参见《自然语言处理服
务接口参考》。

● 管理控制台方式

其他相关操作，请使用管理控制台方式访问自然语言处理服务。如果用户已注册
公有云，可直接登录管理控制台，从主页选择“EI企业智能 > 自然语言处理服
务”下对应的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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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监控

9.1 自然语言处理的监控指标

功能说明

本节定义了自然语言处理服务上报云监控服务的监控指标的命名空间，监控指标列表
和维度定义，用户可以通过云监控服务提供管理控制台或API接口来检索自然语言处理
服务产生的监控指标和告警信息。

命名空间

SYS.NLP

监控指标

表 9-1 NLP 支持的监控指标

指标ID 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 取值范围 测量对象 监控周
期（原
始指
标）

successful_call
s_of_service

调用服务
成功次数

统计周期内调
用服务成功次
数。

单位：次/分钟

≥ 0
times/min

接口 1分钟

failed_calls_of
_service

调用服务
失败次数

统计周期内调
用服务失败次
数。

单位：次/分钟

≥ 0
times/min

接口 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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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表 9-2 NLP 监控维度

Key Value

call_of_interface 接口

 

9.2 查看监控指标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2. 选择“管理与部署 > 云监控服务”。

3. 展开左侧导航树的“云服务监控”，单击待查看的云服务。

4. 单击操作列“查看监控指标”，进入指标监控页面。

5. 在监控区域，您可以通过选择时长，查看对应时间的监控数据。

当前支持查看云服务“近1小时”、“近3小时”、“近12小时”的监控数据。

自然语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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