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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新动态

本文介绍了自然语言处理NLP各特性版本的功能发布和对应的文档动态，新特性将在
各个区域（Region）陆续发布，欢迎体验。

2021 年 2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删除文本生成接
口

文本生成接口功能是根据用
户选择的生成文档以及输入
数据，进行文本生成。

商用 文本生成

 

2020 年 8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新增事件抽取接
口

事件抽取是指从自然语言文
本中抽取指定类型的事件以
及相关实体信息，并形成结
构化数据输出的文本处理技
术。

目前只支持金融公告中会议
召开、聘任、辞职、股票增
持、股票减持5类事件以及相
关要素的抽取。

公测 事件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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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新增诗歌生成接
口

诗歌生成接口功能是根据用
户的输入生成诗歌。

商用 诗歌生成

2 新增文本生成接
口

文本生成接口功能是根据用
户选择的生成文档以及输入
数据，进行文本生成。

商用 文本生成

3 新增意图理解接
口

意图理解接口功能是针对天
气类、报时、新闻类、笑话
类、翻译类、提醒类、闹钟
类、音乐类8个领域进行意图
理解。意图理解包括对用户
的问题，陈述进行领域识别
以及对对应领域所包含的实
体进行抽取。

商用 意图理解

4 新增文档翻译任
务创建

由于文档翻译会需要较长的
时间，因此翻译是异步的，
也即接口分为创建翻译任务
和查询任务状态两个接口。

文档翻译任务创建接口用于
提交文档翻译任务，其中要
翻译的文档保存在用户的
OBS桶中。

商用 文档翻译任务创
建

5 新增文档翻译状
态查询

由于文档翻译会需要较长的
时间，因此翻译是异步的，
也即接口分为创建翻译任务
和查询任务状态两个接口。

文档翻译状态查询接口用于
获取文档翻译识别状态以及
临时url，临时url可以用与获
取翻译后的文档，每个临时
url有效期为十分钟。

商用 文档翻译状态查
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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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华为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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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用 配置OBS访问权
限

 

自然语言处理
最新动态 1 最新动态

文档版本 01 (2021-03-01)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api-nlp/nlp_03_0070.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api-nlp/nlp_03_0062.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api-nlp/nlp_03_0073.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api-nlp/nlp_03_0073.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api-nlp/nlp_03_0074.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api-nlp/nlp_03_0074.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api-nlp/nlp_03_0080.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api-nlp/nlp_03_0080.html


历史变更

表 1-1 2019 年 8 月版本变更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新增命名实体识
别接口（领域
版）

命名实体识别接口功能是对
文本进行命名实体识别分
析，目前支持通用、商务和
娱乐领域。

商用 命名实体识别
（领域版）

 

表 1-2 2019 年 7 月版本变更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新增文本翻译接
口

文本翻译接口是为了实现语
种间的转换。对于用户输入
原始语种的文本，转换为目
标语种的文本。

商用 文本翻译

2 新增语种识别接
口

语种识别接口是为了识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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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用 语种识别

 

表 1-3 2019 年 3 月版本变更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新增文本相似度
接口（基础版）

文本相似度接口功能是对文
本对进行相似度计算。

公测 文本相似度（基
础版）

2 新增句向量接口 句向量接口功能是指输入句
子，返回对应的句向量。

商用 句向量

 

表 1-4 2019 年 1 月版本变更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首次正式发布 首次公开自然语言处理基础
服务接口、语言生成服务接
口、语言理解服务接口。

商用 API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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