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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接口调用方法

第三方应用对华为云API的访问需经过签名认证。

本章主要介绍了使用签名的过程和注意事项，并通过示例代码展示了如何使用默认的
Signer对请求进行签名和利用HTTP Client发送请求。

1.1 服务使用方法
华为云API符合RESTful API的设计规范。

REST从资源的角度来观察整个网络，分布在各处的资源由URI（Uniform Resource
Identifier）确定，而客户端的应用通过URL（Uniform Resource Locator）来获取资源。

URL的一般格式为：https://Endpoint/uri

URL中的参数说明如表1-1所示。

表 1-1 URL 中的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Endpoint Web服务入口点的URL，从地区和终端节点获取。

uri 资源路径，也即API访问路径。从具体接口的URI模块获取，例
如“v3/auth/tokens”。

 

1.2 请求方法
在HTTP协议中，请求可以使用多种请求方法例如GET、 PUT、 POST、 DELETE、
PATCH，用于指明以何种方式来访问指定的资源，目前提供的REST接口支持的请求方
法如下表所示。

表 1-2 请求方法一览表

方法 说明

GET 请求服务器返回指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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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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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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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请求认证方式
调用接口有如下两种认证方式，您可以任选其中一种进行认证鉴权。

l Token认证：通过Token认证调用请求。

l AK/SK认证：通过AK(Access Key ID)/SK(Secret Access Key)加密调用请求。
AK/SK认证安全性更高。

1.4 Token 认证

应用场景

当您使用Token认证方式完成认证鉴权时，需要获取用户Token并在调用接口时增加
“X-Auth-Token”到业务接口请求消息头中。

本节介绍如何调用接口完成Token认证。

调用接口步骤

1. 发送“POST https://IAM的Endpoint/v3/auth/tokens”，获取IAM的Endpoint及消息
体中的区域名称。

请参考地区和终端节点。

请求内容示例如下：

说明

下面示例代码中的斜体字需要替换为实际内容，详情请参考《统一身份认证服务API参
考》。

{
  "auth": {
    "identity": {
      "methods": [
        "password"
      ],
      "password": {
        "user": {
          "name": "username",
          "password": "password",
          "domain": {
            "name": "domainname"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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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ope": {
      "project": {
        "name": "cn-north-1" //假设区域名称是“cn-north-1”

      }
    }
  }
}

2. 获取Token，请参考《统一身份认证服务API参考》的“获取用户Token”章节。请
求响应成功后在响应消息头中包含的“X-Subject-Token”的值即为Token值。

3. 调用业务接口，在请求消息头中增加“X-Auth-Token”，“X-Auth-Token”的取值
为2中获取的Token。

1.5 AK/SK 认证

通过API网关向下层服务发送请求时，必须使用AK、SK对请求进行签名。

说明

A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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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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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生成 AK、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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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单击“管理访问密钥”。

4. 单击“新增访问密钥”，进入“新增访问密钥”页面。

5. 输入当前用户的登录密码。

6. 通过邮箱或者手机进行验证，输入对应的验证码。

说明

在统一身份服务中创建的用户，如果创建时未填写邮箱或者手机号，则只需校验登录密
码。

7. 单击“确定”，下载访问密钥。

说明

为防止访问密钥泄露，建议您将其保存到安全的位置。

1.5.2 请求签名流程

签名前的准备

1. 下载API网关签名工具。

下载地址：http://esdk.huawei.com/ilink/esdk/download/HW_456706。

2. 解压下载的压缩包。

3. 创建java工程，将解压出来的jar引用到依赖路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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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过程

1. 创建用于签名的请求com.cloud.sdk.DefaultRequest(JAVA)。
2. 设置DefaultRequest的目标API URL、HTTPS方法、内容等信息。

3. 对DefaultRequest进行签名：

a. 调用SignerFactory.getSigner(String serviceName, String regionName)获取一个签
名工具实现的实例。

b. 调用Signer.sign(Request<?> request, Credentials credentials)对1创建的请求进行
签名。

以下代码展示了这个步骤：

 //选用签名算法，对请求进行签名
Signer signer = SignerFactory.getSigner(serviceName, region);
//对请求进行签名，request会发生改变
signer.sign(request, new BasicCredentials(this.ak, this.sk));

4. 把上步中签名产生的request转换为一个适合发送的请求，并将签名后request中的
header信息放入新的request中。

以Apache HttpClient为例，需要把DefaultRequest转换为HttpRequestBase，把签名后
的DefaultRequest的header信息放入HttpRequestBase中。

具体过程请查看“示例代码”中的AccessServiceImpl.java。

1.5.3 示例代码

下面代码展示了如何对一个请求进行签名，并通过HTTP Client发送一个HTTPS请求的
过程：

代码分成三个类进行演示：

AccessService:抽象类，将GET/PUT/POST/DELETE归一成access方法。

Demo:运行入口，模拟用户进行GET/PUT/POST/DELETE请求。

AccessServiceImpl:实现access方法，具体与API网关通信的代码都在access方法中。

下面示例代码中的region和serviceName（英文服务名缩写），请参考地区和终端节点。

AccessService.java:

package com.cloud.apigateway.sdk.demo;

import java.io.InputStream;
import java.net.URL;
import java.util.Map;

import org.apache.http.HttpResponse;

import com.cloud.sdk.http.HttpMethodName;

public abstract class AccessService {
    
    protected String serviceName = null;
    
    protected String region = null;
    
    protected String ak = null;
    
    protected String sk = null;
   
    public AccessService(String serviceName, String region, String ak, String sk) {
        this.region =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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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serviceName = serviceName;
        this.ak = ak;
        this.sk = sk;
    }
    
    public abstract HttpResponse access(URL url, Map<String, String> header, InputStream content, 
Long contentLength,
        HttpMethodName httpMethod) throws Exception;
        
    public HttpResponse access(URL url, Map<String, String> header, HttpMethodName httpMethod) 
throws Exception {
        return this.access(url, header, null, 0l, httpMethod);
    }
    
    public HttpResponse access(URL url, InputStream content, Long contentLength, HttpMethodName 
httpMethod)
        throws Exception {
        return this.access(url, null, content, contentLength, httpMethod);
    }
    public HttpResponse access(URL url, HttpMethodName httpMethod) throws Exception {
        return this.access(url, null, null, 0l, httpMethod);
    }
    
    public abstract void close();
    
    public String getServiceName() {
        return serviceName;
    }
    
    public void setServiceName(String serviceName) {
        this.serviceName = serviceName;
    }
    
    public String getRegion() {
        return region;
    }
    
    public void setRegion(String region) {
        this.region = region;
    }
    
    public String getAk() {
        return ak;
    }
    
    public void setAk(String ak) {
        this.ak = ak;
    }
    
    public String getSk() {
        return sk;
    }
    
    public void setSk(String sk) {
        this.sk = sk;
    }
    
}

AccessServiceImpl.java:

package com.cloud.apigateway.sdk.demo;

import java.io.IOException;
import java.io.InputStream;
import java.net.URISyntaxException;
import java.net.URL;
import java.util.HashMap;
import java.util.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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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javax.net.ssl.SSLContext;

import org.apache.http.Header;
import org.apache.http.HttpHeaders;
import org.apache.http.HttpResponse;
import org.apache.http.client.methods.HttpDelete;
import org.apache.http.client.methods.HttpGet;
import org.apache.http.client.methods.HttpHead;
import org.apache.http.client.methods.HttpPatch;
import org.apache.http.client.methods.HttpPost;
import org.apache.http.client.methods.HttpPut;
import org.apache.http.client.methods.HttpRequestBase;
import org.apache.http.conn.ssl.AllowAllHostnameVerifier;
import org.apache.http.conn.ssl.SSLConnectionSocketFactory;
import org.apache.http.conn.ssl.SSLContexts;
import org.apache.http.conn.ssl.TrustSelfSignedStrategy;
import org.apache.http.entity.InputStreamEntity;
import org.apache.http.impl.client.CloseableHttpClient;
import org.apache.http.impl.client.HttpClients;

import com.cloud.sdk.DefaultRequest;
import com.cloud.sdk.Request;
import com.cloud.sdk.auth.credentials.BasicCredentials;
import com.cloud.sdk.auth.signer.Signer;
import com.cloud.sdk.auth.signer.SignerFactory;
import com.cloud.sdk.http.HttpMethodName;

public class AccessServiceImpl extends AccessService {

 private CloseableHttpClient client = null;

 public AccessServiceImpl(String serviceName, String region, String ak,
   String sk) {
  super(serviceName, region, ak, sk);
 }

 /** {@inheritDoc} */

 public HttpResponse access(URL url, Map<String, String> headers,
   InputStream content, Long contentLength, HttpMethodName httpMethod)
   throws Exception {

  // Make a request for signing.
  Request request = new DefaultRequest(this.serviceName);
  try {
   // Set the request address.
   request.setEndpoint(url.toURI());

   String urlString = url.toString();

   String parameters = null;

    if (urlString.contains("?")) {
        parameters = urlString.substring(urlString.indexOf("?") + 1);
        Map parametersmap = new HashMap<String, String>();
                
        if (null != parameters && !"".equals(parameters)) {
                    String[] parameterarray = parameters.split("&");
                    
                    for (String p : parameterarray) {
                        String key = p.split("=")[0];
                        String value = p.split("=")[1];
                        parametersmap.put(key, value);
                    }
                    request.setParameters(parametersma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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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atch (URISyntaxException e) {
   // It is recommended to add logs in this place. 
   e.printStackTrace();
  }
  // Set the request method.
  request.setHttpMethod(httpMethod);
  if (headers != null) {
   // Add request header information if required. 
   request.setHeaders(headers);
  }
  // Configure the request content. 
  request.setContent(content);

  // Select an algorithm for request signing.
  Signer signer = SignerFactory.getSigner(serviceName, region);
  // Sign the request, and the request will change after the signing.
  signer.sign(request, new BasicCredentials(this.ak, this.sk));

  // Make a request that can be sent by the HTTP client.
  HttpRequestBase httpRequestBase = createRequest(url, null,
    request.getContent(), contentLength, httpMethod);
  Map<String, String> requestHeaders = request.getHeaders();
  // Put the header of the signed request to the new request.
  for (String key : requestHeaders.keySet()) {
   if (key.equalsIgnoreCase(HttpHeaders.CONTENT_LENGTH.toString())) {
    continue;
   }
   httpRequestBase.addHeader(key, requestHeaders.get(key));
  }

  HttpResponse response = null;
  SSLContext sslContext = SSLContexts.custom()
    .loadTrustMaterial(null, new TrustSelfSignedStrategy())
    .useTLS().build();
  SSLConnectionSocketFactory sslSocketFactory = new SSLConnectionSocketFactory(
    sslContext, new AllowAllHostnameVerifier());

  client = HttpClients.custom().setSSLSocketFactory(sslSocketFactory)
    .build();
  // Send the request, and a response will be returned.
  response = client.execute(httpRequestBase);
  return response;
 }

 /**
  * Make a request that can be sent by the HTTP client.
  * 
  * @param url
  *            specifies the API access path.
  * @param header
  *            specifies the header information to be added.
  * @param content
  *            specifies the body content to be sent in the API call.
  * @param contentLength
  *            specifies the length of the content. This parameter is optional.
  * @param httpMethod
  *            specifies the HTTP method to be used.
  * @return specifies the request that can be sent by an HTTP client.
  */
 private static HttpRequestBase createRequest(URL url, Header header,
   InputStream content, Long contentLength, HttpMethodName httpMethod) {

  HttpRequestBase httpRequest;
  if (httpMethod == HttpMethodName.POST) {
   HttpPost postMethod = new HttpPost(url.toString());

   if (content != null) {
    InputStreamEntity entity = new InputStreamEntity(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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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entLength);
    postMethod.setEntity(entity);
   }
   httpRequest = postMethod;
  } else if (httpMethod == HttpMethodName.PUT) {
   HttpPut putMethod = new HttpPut(url.toString());
   httpRequest = putMethod;

   if (content != null) {
    InputStreamEntity entity = new InputStreamEntity(content,
      contentLength);
    putMethod.setEntity(entity);
   }
  } else if (httpMethod == HttpMethodName.PATCH) {
   HttpPatch patchMethod = new HttpPatch(url.toString());
   httpRequest = patchMethod;

   if (content != null) {
    InputStreamEntity entity = new InputStreamEntity(content,
      contentLength);
    patchMethod.setEntity(entity);
   }
  } else if (httpMethod == HttpMethodName.GET) {
   httpRequest = new HttpGet(url.toString());
  } else if (httpMethod == HttpMethodName.DELETE) {
   httpRequest = new HttpDelete(url.toString());
  } else if (httpMethod == HttpMethodName.HEAD) {
   httpRequest = new HttpHead(url.toString());
  } else {
   throw new RuntimeException("Unknown HTTP method name: "
     + httpMethod);
  }

  httpRequest.addHeader(header);
  return httpRequest;
 }

 @Override
 public void close() {
  try {
   if (client != null) {
    client.close();
   }
  } catch (IOException e) {
   // It is recommended to add logs in this place. 
   e.printStackTrace();
  }
 }

}

Demo.java:

package com.cloud.apigateway.sdk.demo;

import java.io.BufferedReader;
import java.io.ByteArrayInputStream;
import java.io.IOException;
import java.io.InputStream;
import java.io.InputStreamReader;
import java.net.MalformedURLException;
import java.net.URL;

import org.apache.http.HttpResponse;

import com.cloud.sdk.http.HttpMethodName;

public class Dem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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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lace real region
 private static final String region = "regionName";

 //replace real service name
 private static final String serviceName = "serviceName";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replace real AK
  String ak = "akString";
  //replace real SK
  String sk = "skString";

  // get method
  //replace real url
  String url = "urlString";
  get(ak, sk, url);

  // post method
  //replace real url
  String postUrl = "urlString";
  //replace real body
  String postbody = "bodyString";
  post(ak, sk, postUrl, postbody);

  // put method
  //replace real body
  String putbody = "bodyString";
  //replace real url
  String putUrl = "urlString";
  put(ak, sk, putUrl, putbody);

  // delete method
  //replace real url
  String deleteUrl = "urlString";
  delete(ak, sk, deleteUrl);
 }

 public static void put(String ak, String sk, String requestUrl,
   String putBody) {

  AccessService accessService = null;
  try {
   accessService = new AccessServiceImpl(serviceName, region, ak, sk);
   URL url = new URL(requestUrl);
   HttpMethodName httpMethod = HttpMethodName.PUT;
   
   InputStream content = new ByteArrayInputStream(putBody.getBytes());
   HttpResponse response = accessService.access(url, content,
     (long) putBody.getBytes().length, httpMethod);
   
   System.out.println(response.getStatusLine().getStatusCode());
   
  
  } catch (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finally {
   accessService.close();
  }

 }
 
 public static void patch(String ak, String sk, String requestUrl,
   String putBody) {

  AccessService accessService = null;
  try {
   accessService = new AccessServiceImpl(serviceName, region, ak, 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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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L url = new URL(requestUrl);
   HttpMethodName httpMethod = HttpMethodName.PATCH;
   InputStream content = new ByteArrayInputStream(putBody.getBytes());
   HttpResponse response = accessService.access(url, content,
     (long) putBody.getBytes().length, httpMethod);
   
   System.out.println(convertStreamToString(response.getEntity()
     .getContent()));
  } catch (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finally {
   accessService.close();
  }

 }

 public static void delete(String ak, String sk, String requestUrl) {

  AccessService accessService = null;

  try {
   accessService = new AccessServiceImpl(serviceName, region, ak, sk);
   URL url = new URL(requestUrl);
   HttpMethodName httpMethod = HttpMethodName.DELETE;

   HttpResponse response = accessService.access(url, httpMethod);
   System.out.println(convertStreamToString(response.getEntity()
     .getContent()));
  } catch (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finally {
   accessService.close();
  }

 }

 public static void get(String ak, String sk, String requestUrl) {

  AccessService accessService = null;

  try {
   accessService = new AccessServiceImpl(serviceName, region, ak, sk);
   URL url = new URL(requestUrl);
   HttpMethodName httpMethod = HttpMethodName.GET;
   HttpResponse response;
   response = accessService.access(url, httpMethod);
   System.out.println(convertStreamToString(response.getEntity()
     .getContent()));
  } catch (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finally {
   accessService.close();
  }

 }

 public static void post(String ak, String sk, String requestUrl,
   String postbody) {

  AccessService accessService = new AccessServiceImpl(serviceName,
    region, ak, sk);
  URL url = null;
  try {
   url = new URL(requestUrl);
  } catch (MalformedURL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InputStream content = new ByteArrayInputStream(postbody.getBytes());
  HttpMethodName httpMethod = HttpMethodName.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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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Response response;

  try {
   response = accessService.access(url, content,
     (long) postbody.getBytes().length, httpMethod);
   System.out.println(convertStreamToString(response.getEntity()
     .getContent()));
  } catch (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finally {
   accessService.close();
  }
 }

 private static String convertStreamToString(InputStream is) {
  BufferedReader reader = new BufferedReader(new InputStreamReader(is));
  StringBuilder sb = new StringBuilder();

  String line = null;
  try {
   while ((line = reader.readLine()) != null) {
    sb.append(line + "\n");
   }
  } catch (IO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finally {
   try {
    is.close();
   } catch (IO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

  return sb.toString();
 }

}

说明

1. URI、AK、SK、HTTP Method是必须设置的参数。

2. 可通过request.addHeader()添加头信息。

1.6 获取项目编号
在调用接口的时候，部分URL中需要填入项目编号(project_id或者tenant_id，本文中
project_id和tenant_id含义一样)，所以需要先在管理控制台上获取到项目编号。项目编
号获取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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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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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查看项目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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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共消息头

REST公共消息头包含两类：公共请求消息头和公共响应消息头，本章对这部分内容进
行介绍。

2.1 公共请求消息头

表 2-1 公共请求消息头

名称 描述 是否必选 示例

X-Sdk-Date 请求的发生时间，
格式为
(YYYYMMDD'T'HH
MMSS'Z')。
取值为当前系统的
GMT时间。

否

使用AK/SK认
证时必选。

20150907T101459Z

Authorization 签名认证信息。

该值来源于请求签
名结果。

请参考请求签名流
程。

否

使用AK/SK认
证时必选。

SDK-HMAC-SHA256
Credential=ZIRRKMTWPT
QFQI1WKNKB/
20150907//ec2/sdk_request,
SignedHeaders=content-
type;host;x-sdk-date,
Signature=55741b610f3c9fa
3ae40b5a8021ebf7ebc2a28a
603fc62d25cb3bfe6608e199
4

Host 请求的服务器信
息，从服务API的
URL中获取。值为
hostname[:port]。端
口缺省时使用默认
的端口，https的默认
端口为443。

否

使用AK/SK认
证时必选。

code.test.com
or
code.test.com: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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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描述 是否必选 示例

Content-Type 发送的实体的MIME
类型。

是 application/json

Content-Length 请求body长度，单
位为Byte。

POST/PUT请
求必填。 GET
不能包含。

3495

X-Project-Id project id，用于不同
project取token。
如果是DeC的请求或
者多project的请求则
必须传入project id。

否 e9993fc787d94b6c886cbaa3
40f9c0f4

X-Auth-Token 用户Token。 否

使用Token认证
时必选。

-

 

说明

其它header属性，请遵照http协议。

2.2 公共响应消息头

表 2-2 公共响应消息头

名称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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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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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工智能服务接口信息

本节中请求示例均采用Token方式请求消息头，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可根据情况选择
Token方式或AK/SK方式。

说明

请求样例中的Token值以实际申请时所获取的Token值为准。

3.1 开通人工智能服务

功能介绍

该接口用于用户开通人工智能服务（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ervice，以下简称AIS），只
有开通服务后用户才可以调用API，以及查询服务调用次数等信息。

URI
URI格式

POST /v1.0/ais/subscribe

请求

l 请求样例
POST https://{endpoint}/v1.0/ais/subscribe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

Request Body(x-www-form-urlencoded):  
service_type:defog
category:vision

l 参数说明

人工智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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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service_type 与category
二选一

String 服务名称。取值为：

“ocr_form”：单据识别服务

“ocr_vat_invoice”：增值税发票识别服务

“bin_packing”：智能装车服务

“path_program”：路径规划服务

“time_anomaly”：报关遵从检测服务

“dispatch_planning”：运输路径规划服务

“pickup_planning”：出库拣货路径规划
服务

“dark_enhance”：低光照增强服务

“defog”：图像去雾服务

“super_resolution”：超分图像重建服务

“image_antiporn”：图像检测服务

“image_tagging”：图像标签服务

“image_recapture_detect”：翻拍识别服
务

说明
如果此项取值不为空，则category取值忽略，只
开通具体子服务类。

category 与
service_typ
e二选一

String 服务大类名称。取值为：

“ocr”：文字识别类服务，包括单据识别
和增值税发票识别服务。

“logistics”：智能物流类服务，包括智能
装车、路径规划、报关遵从检测、运输路
径规划和出库拣货路径规划服务。

“vision”：模糊图像高清重建类服务，包
括低光照增强、图像去雾和超分图像重建
服务。

“moderation”：内容检测类服务，包括
图像检测服务。

“image_recognition”：图像识别服务，
包括图像标签，翻拍识别服务。

说明
如果存在service_type参数且取值不为空，则此
项取值忽略。如果无service_type参数时，此项
参数取值生效，开通此类服务的所有子服务。

 

响应

l 响应样例
{
   "result": "succ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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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说明

result String 调用成功时表示调用结果。

调用失败时无此字段。

error_code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码，具体请参考A.1 错误码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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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值

l 正常

200
l 失败

返回值 说明

400 l 语义有误，当前请求无法被服务器解析。除非进行修改，否则
客户端不应重复提交这个请求。

l 请求参数有误。

401 当前请求需要用户验证。

403 没有操作权限。

404 请求失败，在服务器上未找到请求所希望得到的资源。

500 服务器遇到了一个未曾预料的状况，导致无法完成对请求的处理。

 

3.2 查询服务开通状态

功能介绍

用户查询服务开通状态。

URI
URI格式

GET /v1.0/ais/subscribe

请求

l 请求样例
GET https://{endpoint}/v1.0/ais/subscribe?service_type=ocr_form    
    

人工智能服务
接口参考 3 人工智能服务接口信息

文档版本 06 (2017-11-23) 华为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7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
选

类型 说明

service_typ
e

是 String 服务名称。取值为：

“ocr_form”：单据识别服务

“ocr_vat_invoice”：增值税发票识别服务

“bin_packing”：智能装车服务

“path_program”：路径规划服务

“time_anomaly”：报关遵从检测服务

“dispatch_planning”：运输路径规划服务

“pickup_planning”：出货拣货路径规划服务

“dark_enhance”：低光照增强服务

“defog”：图像去雾服务

“super_resolution”：超分图像重建服务

“image_antiporn”：图像检测服务

“image_tagging”：图像标签服务

“image_recapture_detect”：翻拍识别服务

 

响应

l 响应样例
{
    "result": true
}

l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说明

result Boolean 调用成功时表示调用结果。

调用失败时无此字段。

error_code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码，具体请参考A.1 错误码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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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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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l 正常

200
l 失败

返回值 说明

400 l 语义有误，当前请求无法被服务器解析。除非进行修改，否则
客户端不应重复提交这个请求。

l 请求参数有误。

401 当前请求需要用户验证。

403 没有操作权限。

404 请求失败，在服务器上未找到请求所希望得到的资源。

500 服务器遇到了一个未曾预料的状况，导致无法完成对请求的处理。

 

3.3 查询服务调用次数

功能介绍

用户查询服务被调用的总次数。

URI
URI格式

GET /v1.0/ais/call_times

请求

l 请求样例
GET https://{endpoint}/v1.0/ais/call_times?service_type=ocr_form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

l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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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
选

类型 说明

service_typ
e

否 String 服务名称。取值为：

“ocr_form”：单据识别服务

“ocr_vat_invoice”：增值税发票识别服务

“bin_packing”：智能装车服务

“path_program”：路径规划服务

“time_anomaly”：报关遵从检测服务

“dispatch_planning”：运输路径规划服务

“pickup_planning”：出库拣货路径规划服务

“dark_enhance”：低光照增强服务

“defog”：图像去雾服务

“super_resolution”：超分图像重建服务

“image_antiporn”：图像检测服务

“image_tagging”：图像标签服务

“image_recapture_detect”：翻拍识别服务

说明
若不指定service_type的取值，则返回所有服务的调
用次数。

 

响应

l 响应样例
{
   "result": {
       "sub_time": "2017-08-30 09:22:51",
       "service_type": "ocr_form",
       "times": "1"
   }
 }

l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说明

result JSON 调用成功时表示调用结果。

调用失败时无此字段。

sub_time String 服务开通时间。

times String 服务调用次数。

error_code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码，具体请参考A.1 错误码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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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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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l 正常

200

l 失败

返回值 说明

400 l 语义有误，当前请求无法被服务器解析。除非进行修改，否则
客户端不应重复提交这个请求。

l 请求参数有误。

401 当前请求需要用户验证。

403 没有操作权限。

404 请求失败，在服务器上未找到请求所希望得到的资源。

500 服务器遇到了一个未曾预料的状况，导致无法完成对请求的处理。

 

3.4 文字识别服务

3.4.1 开通文字识别服务

功能介绍

该接口用于用户开通文字识别服务，只有开通服务后用户才可以调用API，以及查询服
务调用次数等信息。

说明

该接口为老版本接口，建议使用开通人工智能服务接口（POST /v1.0/ais/subscribe）。

URI

URI格式
POST /v1.0/ocr/subscribe

请求

l 请求样例
POST https://{endpoint}/v1.0/ocr/subscribe?service_type=ocr_form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

l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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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service_type 是 String 服务名称，取值为
“ocr_form”。

 

响应

l 响应样例
{
  "result": “success” 
}

l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说明

result String 调用成功时表示调用结果。

调用失败时无此字段。

error_code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码，具体请参考错误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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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值

l 正常

200
l 失败

返回值 说明

400 l 语义有误，当前请求无法被服务器解析。除非进行修改，否则
客户端不应重复提交这个请求。

l 请求参数有误。

401 当前请求需要用户验证。

403 没有操作权限。

404 请求失败，在服务器上未找到请求所希望得到的资源。

500 服务器遇到了一个未曾预料的状况，导致无法完成对请求的处理。

 

3.4.2 查询文字识别服务开通状态

功能介绍

用户查询服务开通状态，只有已开通的服务才可以调用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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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该接口为老版本接口，建议使用查询服务开通状态接口（GET /v1.0/ais/subscribe）。

URI

URI格式
GET /v1.0/ocr/subscribe

请求

l 请求样例
GET https://{endpoint}/v1.0/ocr/subscribe?service_type=ocr_form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service_type 是 String 服务名称，取值为
“ocr_form”。

 

响应

l 响应样例
{
  "result": true
}

l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说明

result Boolean 调用成功时表示调用结果。

调用失败时无此字段。

error_code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码，具体请参考A.1 错误码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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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值

l 正常

200
l 失败

人工智能服务
接口参考 3 人工智能服务接口信息

文档版本 06 (2017-11-23) 华为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3



返回值 说明

400 l 语义有误，当前请求无法被服务器解析。除非进行修改，否则
客户端不应重复提交这个请求。

l 请求参数有误。

401 当前请求需要用户验证。

403 没有操作权限。

404 请求失败，在服务器上未找到请求所希望得到的资源。

500 服务器遇到了一个未曾预料的状况，导致无法完成对请求的处理。

 

3.4.3 查询文字识别服务调用次数

功能介绍

用户查询服务被调用的总次数等信息，以帮助用户了解服务使用情况。

说明

该接口为老版本接口，建议使用查询服务调用次数接口（GET /v1.0/ais/call_times）。

URI
URI格式
GET /v1.0/ocr/call_times

请求

l 请求样例
GET https://{endpoint}/v1.0/ocr/call_times?service_type=ocr_form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service_type 是 String 服务名称，取值为
“ocr_form”。

 

响应

l 响应样例
{
   "result": {
       "sub_time": "2017-08-30 09:22:51",
       "service_type": "ocr_form",
       "tim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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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l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说明

result JSON 调用成功时表示调用结果。

调用失败时无此字段。

sub_time String 服务开通时间。

times String 服务调用次数。

error_code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码，具体请参考A.1 错误码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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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值

l 正常

200

l 失败

返回值 说明

400 l 语义有误，当前请求无法被服务器解析。除非进行修改，否则
客户端不应重复提交这个请求。

l 请求参数有误。

401 当前请求需要用户验证。

403 没有操作权限。

404 请求失败，在服务器上未找到请求所希望得到的资源。

500 服务器遇到了一个未曾预料的状况，导致无法完成对请求的处理。

 

3.4.4 单据识别服务

功能介绍

识别用户上传英文海关单据图片中的文字内容，并将识别的结果返回给用户。

URI

URI格式
POST /v1.0/ocr/action/ocr_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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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l 请求样例（方式一：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OST https://{endpoint}/v1.0/ocr/action/ocr_form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   
    
 Request Body:
 {   
 "image":"/9j/4AAQSkZJRgABAgEASABIAAD/
4RFZRXhpZgAATU0AKgAAAAgABwESAAMAAAABAAEAAAEaAAUAAAABAAAAYgEbAAUAAAABA
AAAagEoAAMAAAABAAIAAAExAAIAAAAcAAAAcgEyAAIAAAAUAAAAjodpAAQAAAABAAAApA
AAANAACvyAAAAnEAAK/
IAAACcQQWRvYmUgUGhvdG9zaG9wIENTMyBXaW5kb3dzADIwMTc6MTA6MjAgMTA6NDU6Mz
YAAAAAA6ABAAMAAAAB//
8AAKACAAQAAAABAAALIKADAAQAAAABAAAGQAAAAAAAAAAGAQMAAwAAAAEABgAAARoABQA
AAAEAAAEeARsABQAAAAEAAAEmASgAAwAAAAEAAgAAAgEABAAAAAEAAAEuAgIABAAAAAEA
ABAj..." 
 } 

l 请求样例（方式二：使用图片文件）
POST https://{endpoint}/v1.0/ocr/action/ocr_form 
    
 Request Header: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   
    
 Request Body:   
 file : File(图片文件)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image 与file二选一 String 单据图片文件，经过Base64转换
后的字符串。要求base64编码后大
小不超过10M，支持
JPG/PNG/BMP/TIFF格式。

file 与image二选一 File 单据的图片文件。

 
l 图片文件转为Base64字符串Java的示例代码。

File f = new File("form.png"); 
ByteArrayOutputStream bos = new ByteArrayOutputStream((int) 
f.length()); 
BufferedInputStream in = new BufferedInputStream(new 
FileInputStream(f)); 
int buf_size = 1024; 
byte[] buffer = new byte[buf_size]; 
int len = 0; 
while (-1 != (len = in.read(buffer, 0, buf_size))) 
{ 
     bos.write(buffer, 0, len); 
} 
byte[] fileData= bos.toByteAr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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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ng 
baseStr=java.util.Base64.getEncoder().encodeToString(fileData); 
in.close();
bos.close();

响应

l 响应样例
{
  result": {
    "wordsArray": [
      {
        "index": 1,
        "words": "TECH INVESTMENT CO LTD"
      },
      {
        "index": 2,
        "words": "HC"
      },
      {
        "index": 3,
        "words": "METHOD"
      }
      ...
      ]
  }
}

l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说明

result JSON 调用成功时表示调用结果。

调用失败时无此字段。

error_code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码，具体请参考错误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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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值

l 正常

200
l 失败

返回值 说明

400 l 语义有误，当前请求无法被服务器解析。除非进行修改，否则
客户端不应重复提交这个请求。

l 请求参数有误。

401 当前请求需要用户验证。

403 没有操作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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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说明

404 请求失败，在服务器上未找到请求所希望得到的资源。

500 服务器遇到了一个未曾预料的状况，导致无法完成对请求的处理。

 

3.4.5 增值税发票识别服务

功能介绍

识别用户上传的增值税发票图片（或者用户提供的华为云上OBS的图片文件的URL）
中的文字内容，并将识别的结果返回给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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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例如图3-1所示。

图 3-1 增值税发票样例

URI
URI格式
POST /v1.0/ocr/vat-invoice

请求

l 请求样例（方式一：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OST https://{endpoint}/v1.0/ocr/vat-invoice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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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 Body:
 {   
 "image":"/9j/4AAQSkZJRgABAgEASABIAAD/
4RFZRXhpZgAATU0AKgAAAAgABwESAAMAAAABAAEAAAEaAAUAAAABAAAAYgEbAAUAAAABA
AAAagEoAAMAAAABAAIAAAExAAIAAAAcAAAAcgEyAAIAAAAUAAAAjodpAAQAAAABAAAApA
AAANAACvyAAAAnEAAK/
IAAACcQQWRvYmUgUGhvdG9zaG9wIENTMyBXaW5kb3dzADIwMTc6MTA6MjAgMTA6NDU6Mz
YAAAAAA6ABAAMAAAAB//
8AAKACAAQAAAABAAALIKADAAQAAAABAAAGQAAAAAAAAAAGAQMAAwAAAAEABgAAARoABQA
AAAEAAAEeARsABQAAAAEAAAEmASgAAwAAAAEAAgAAAgEABAAAAAEAAAEuAgIABAAAAAEA
ABAj...",
 "url":""
  }

l 请求样例（方式二：使用图片URL）
POST https://{endpoint}/v1.0/ocr/vat-invoice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   
    
 Request Body:
 {   
     "image":"",
     "url":"http://bucketname.obs.myhwclouds.com/ObjectKey?
AWSAccessKeyId=AccessKeyID&Expires=ExpiresValue&Signature=signature"
  }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image 与url二选一 String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
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10M。图
片尺寸不小于1000×500，支持
JPG/PNG/BMP/TIFF格式。

url 与image二选一 String 图片的URL路径，目前仅支持华
为云上OBS提供的临时授权访问
的URL。

 

响应

l 响应样例

{
    "result": {
        "code": "4403172130",
        "number": "12112250",
        "issue_date": "2017年09月12日",
        "encryption_block": "+/</339124<2<8<><1-1/747+9<+<-11313/-
+>8/3296963</0->91-+1415+3572/7<><86*<0-15257+9+9*911303/-
+795231*80+5>",
        "buyer_name": "XXXX限公司",
        "buyer_id": "XXXXXXX001686XA",
        "buyer_address": "深州市福田区深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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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yer_bank": "XXX行营业部813XXXX",
        "seller_name": "XXXXXX技术有限公司",
        "seller_id": "XXXXXX00521031",
        "seller_address": "深XXXXXXX",
        "seller_bank": "XX银行深XXXXXX",
        "subtotal_amount": "￥85242.99",
        "subtotal_tax": "￥14491.31",
        "total": "￥99734.30",
        "item_list": [
            {
                "name": "网络设备",
                "specification": "0812800",
                "unit": "套",
                "quantity": "0.05",
                "unit_price": "1704859.8291",
                "amount": "85242.99",
                "tax_rate": "17%",
                "tax": "14491.31"
            }
        ]
    }
}

l 失败响应样例
{
    "error_code": "AIS.0005",
    "error_msg": "Service does not exist"
}

l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说明

result JSON 调用成功时表示调用结果。

调用失败时无此字段。

code Integer 发票代码。

number Integer 发票号码。

issue_date Date 开票日期。

encryption_block String 密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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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服务
接口参考 3 人工智能服务接口信息

文档版本 06 (2017-11-23) 华为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0



名称 类型 说明

subtotal_tax String 合计税额。

total String 价税合计。

item_list List 货物或应税劳务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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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ount String 金额。

tax_rate String 税率。

tax String 税额。

error_code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码，具体请参考错误码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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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值

l 正常

200
l 失败

返回值 说明

400 l 语义有误，当前请求无法被服务器解析。除非进行修改，否则
客户端不应重复提交这个请求。

l 请求参数有误。

401 当前请求需要用户验证。

403 没有操作权限。

404 请求失败，在服务器上未找到请求所希望得到的资源。

500 服务器遇到了一个未曾预料的状况，导致无法完成对请求的处理。

 

3.5 智能物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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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智能装车服务

功能介绍

用户请求货车装箱规划，用户将货厢和货物长、宽、高、重量等信息发送到接口，接
口将返回装箱位置。

URI
URI格式

POST /v1.0/logistics/bin-packing

请求

l 请求样例
POST https://{endpoint}/v1.0/logistics/bin-packing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   
Request Body:     
{
  "estimateId" : "huawei_123",
  "estimateCode" : "EO1708040052",
  "algorithmBaseParamDto" : {
    "boxTypeDtoMap" : {
      "M21" : {
        "boxTypeCode" : "M21",
        "lengthGap" : 10.0,
        "widthGap" : 10.0,
        "maxHeadGap" : 1.0,
        "sameSpaceMaxLayer" : 3,
        "differentSpaceMaxWeight" : 150.0,
        "priority" : 1,
        "packageMaterialName" : "plywood pallet",
        "length" : 1200.0,
        "width" : 1000.0,
        "height" : 1.0,
        "loosePartMaxHeight" : 1.0,
        "changeLengthWidth" : true,
        "cylinder" : false,
        "loosePart" : false
      }
    },
    "platformDtoList" : [ {
      "platformCode" : "xxx Technologies Co., Ltd.",
      "priority" : 50,
      "vol" : 8.36,
      "group" : "XXXX city",
      "containCylinder" : false,
      "containDanger" : false,
      "mustFirst" : false,
      "singleTruck" : false,
      "last" : false
    } ],
    "truckTypeDtoList" : [ {
      "truckTypeId" : "4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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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uckTypeCode" : "CT03",
      "length" : 11920.0,
      "width" : 2318.0,
      "height" : 2640.0,
      "doorHeight" : 2580.0,
      "maxLoad" : 23000.0,
      "maxLengthCenterOfGravity" : 1000.0,
      "maxWidthCenterOfGravity" : 1000.0,
      "truckTypeName" : "40HQ"
    } ]
  },
  "noTrayboxes" : [ {
    "spuBoxId" : "00H69207027282103513",
    "boxTypeCode" : "M21",
    "platformCode" : "xxx Technologies Co., Ltd.",
    "length" : 1200.0,
    "width" : 1000.0,
    "height" : 1140.0,
    "weight" : 242.0,
    "danger" : false
    },
    {
    "spuBoxId" : "00H69207027282103514",
    "boxTypeCode" : "M21",
    "platformCode" : "xxx Technologies Co., Ltd.",
    "length" : 1200.0,
    "width" : 1000.0,
    "height" : 1140.0,
    "weight" : 242.0,
    "danger" : false
    } ],
  "tailBoxFlat" : false
}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
否
必
选

类型 说明

estimateId 是 String 预估箱单列表的ID。

estimateCode 否 String 预估箱单列表的代码。

algorithmBaseParamDto 是 JSON 预估的基础数据。

noTrayboxes 是 JSON 箱单列表。

needTrayBoxes 否 JSON 需要散件加托的箱单列表。

tailBoxFlat 是 Boolean 是否尾柜平铺。

boxTypeCode 是 String 箱子类型代码。

lengthGap 否 Double 箱子间长度方向间隙。

widthGap 否 Double 箱子间宽度方向间隙。

maxHeadGap 否 Double 箱子间高度方向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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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
否
必
选

类型 说明

sameSpaceMaxLayer 是 Integer 最大堆码层数。

differentSpaceMaxWeight 否 Double 不同箱子堆叠最大重量。

priority 否 Integer 箱子装车的优先级。

packageMaterialName 否 String 箱子材质。

length 是 Double 箱子长度。

width 是 Double 箱子宽度。

height 是 Double 箱子高度。

loosePartMaxHeight 否 Double 散件加托的最大高度。

loosePart 是 Boolean 是否散件加托。

cylinder 是 Boolean 是否为圆柱体。

changeLengthWidth 是 Boolean 装车时是否允许箱子的长宽互
换。

spuBoxId 是 String 箱子代码。

 

响应

l 响应样例
{
    "result": {
        "totalVolume": 2736000,
        "algorithmVersion": "1.6.1.7",
        "estimateId": "huawei_123",
        "totalWeight": 0,
        "truckArray": [
            {
                "volume": 2736000,
                "spuArray": [
                    {
                        "length": 1000,
                        "weight": 242,
                        "boxTypeCode": "M21",
                        "layer": 1,
                        "x": -550,
                        "width": 1200,
                        "y": -750,
                        "spuId": "00H69207027282103513",
                        "z": -5460,
                        "platformCode": "xxx Technologies Co., Ltd.",
                        "direction": 0,
                        "order": 1,
                        "height": 114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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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ngth": 1000,
                        "weight": 242,
                        "boxTypeCode": "M21",
                        "layer": 2,
                        "x": -550,
                        "width": 1200,
                        "y": 390,
                        "spuId": "00H69207027282103514",
                        "z": -5460,
                        "platformCode": "xxx Technologies Co., Ltd.",
                        "direction": 0,
                        "order": 2,
                        "height": 1140
                    }
                ],
                "isTail": false,
                "piece": 2,
                "truckCode": "CT03",
                "weight": 484,
                "truckTypeId": "42001",
                "platformArray": [
                    "xxx Technologies Co., Ltd."
                ],
                "surplusLength": 10920,
                "widthCenterOfGravity": 0,
                "lengthCenterOfGravity": 0
            }
        ],
        "isFail": false,
        "errorMsg": ""
    }
}

l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说明

result JSON 调用成功时表示调用结果。

调用失败时无此字段。

error_code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码，具体请参考A.1 错误码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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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result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说明

estimateId String 预估箱单列表的ID。

totalWeight Double 已装箱单总重量。

totalVolume Double 已装箱总体积。

totalPiece Double 已装箱总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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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说明

truckArray JSON 车辆列表。

truckTypeId String 车ID。

truckTypeCode String 车型代码。

surplusLength Integer 剩余长度。

piece Integer 总件数。

volume Double 总体积。

weight Double 总重量。

lengthCenterOf
Gravity

Double 长度方向重心偏移值。

widthCenterOfG
ravity

Double 宽度方向重心偏移值。

spuId String 箱子ID。

platformCode String 箱子所属平台。

x Double 箱子横坐标。

y Double 箱子纵坐标。

z Double 箱子高度坐标。

length Double 箱子长度。

width Double 箱子宽度。

height Double 箱子高度。

weight Double 箱子重量。

boxTypeCode String 箱子代码。

layer Integer 箱子所在层数。

 

返回值

l 正常

200
l 失败

返回值 说明

400 l 语义有误，当前请求无法被服务器解析。除非进行修改，否则
客户端不应重复提交这个请求。

l 请求参数有误。

401 当前请求需要用户验证。

人工智能服务
接口参考 3 人工智能服务接口信息

文档版本 06 (2017-11-23) 华为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6



返回值 说明

403 没有操作权限。

404 请求失败，在服务器上未找到请求所希望得到的资源。

500 服务器遇到了一个未曾预料的状况，导致无法完成对请求的处理。

 

3.5.2 路径规划服务

功能介绍

为用户上传的箱单数据和位置数据进行路径规划计算，并将识别的结果返回给用户。

URI
URI格式

POST /v1.0/logistics/path-program

请求

l 请求样例
POST https://{endpoint}/v1.0/logistics/path-program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   

Request Body:
{
 "estimateId" : "000001",
  "estimateDays" : 61,
  "baseData" : {
    "orderCount" : 1,
    "orders" : [ {
      "startDate" : 61,
      "volume" : 2.16,
      "location" : "xxxx",
      "sitesCount" : 2,
      "orderId" : 160306016,
      "vehicleId" : "YHLU9711506",
      "address" : "Industrial Park of xxxx, xxxx District, xxxx 
City, xxxx Province",
      "longitude" : 111.111111,
      "latitude" : 22.222222
    },{
      "startDate" : 61,
      "volume" : 2.16,
      "location" : "xxxx",
      "sitesCount" : 2,
      "orderId" : 160306016,
      "vehicleId" : "YHLU9711506",
      "address" : "Industrial Park of xxxx, xxxx District, xxxx 
City, xxxx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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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gitude" : 111.111111,
      "latitude" : 22.222222
    } ]
  },
  "distanceInfo" : {
    "pointCount" : 2,
    "startPoint" : [ "Hi-tech District of xxxx, xxxx City, xxxx 
Province", "Hi-tech District of xxxx, xxxx City, xxxx Province" ],
    "endPoint" : [ "C5# New City Road, xxxx District, xxxx City, 
xxxx Province", "Shenzhen xxx Technology Co., Ltd" ],
    "distance" : [ 35.92897, 40.65943 ]
  }
}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estimateId 是 String 预估箱单列表的ID。

estimateDays 否 String 预估箱单列表的天数。

baseData 是 JSON 预估的基础数据。

distanceInfo 是 JSON 距离数据。

orderCount 是 Integer 订单数量。

startDate 是 Integer 开始计算的日期。

volume 是 Double 货物体积。

location 否 String 货物所在位置。

sitesCount 是 Integer 提货点数量。

orderId 是 String 订单号。

vehicleId 否 String 车辆ID。

address 是 String 货物所在地址。

longitude 是 Double 货物所在地址的经度。

latitude 是 Double 货物所在地址的纬度。

startPoint 是 String 出发点。

endPoint 是 String 到达点。

distance 是 Double 两点之间的距离。

orders 是 List 订单列表。

pointCount 是 Integer 出发点或到达点个数。

 

响应

l 响应样例
{
    "res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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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cceed": true,
        "DayPlans": [
            {
                "Cars": [
                    {
                        "route2": {
                            "carried": 0,
                            "timeLen2": -1,
                            "timeLen3": -1,
                            "timeLen1": -1,
                            "rount": [],
                            "rount1": [],
                            "rount3": [],
                            "dis": 0,
                            "rount2": [],
                            "timeLength": 0,
                            "routeId": 0,
                            "routeSize": 0,
                            "disMax": 0,
                            "hascar": false
                        },
                        "timeLength": 0,
                        "maxVolumm": 25,
                        "volumm": 0,
                        "carSize": 2,
                        "used": false,
                        "totalDis": 0,
                        "Route": {
                            "carried": 0,
                            "timeLen2": -1,
                            "timeLen3": -1,
                            "timeLen1": -1,
                            "rount": [],
                            "rount1": [],
                            "rount3": [],
                            "dis": 0,
                            "rount2": [],
                            "timeLength": 0,
                            "routeId": 0,
                            "routeSize": 0,
                            "disMax": 0,
                            "hascar": false
                        },
                        "carId": 0,
                        "dis": 0
                    }
                ],
                "day": 61
            }
        ],
        "numDay": 0,
        "errorMsg": ""
    }
}

l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说明

estimateId JSON 预估箱单列表的ID。

totalWeight Double 已装箱单总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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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说明

totalVolume Double 已装箱总体积。

totalPiece Double 已装箱总件数。

truckArray JSON 车辆列表。

 

返回值

l 正常

200
l 失败

返回值 说明

400 l 语义有误，当前请求无法被服务器解析。除非进行修改，否则
客户端不应重复提交这个请求。

l 请求参数有误。

401 当前请求需要用户验证。

403 没有操作权限。

404 请求失败，在服务器上未找到请求所希望得到的资源。

500 服务器遇到了一个未曾预料的状况，导致无法完成对请求的处理。

 

3.5.3 报关遵从检测服务

功能介绍

检测用户上传的数据是否存在异常点，并返回检测结果。

URI
URI格式

POST /v1.0/logistics/time-anomaly

请求

l 请求样例
POST https://{endpoint}/v1.0/logistics/time-anomaly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

Request Bod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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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put": [1.0,2.0,3.0,5.0,4.0,3.0,2.0,10.0],
    "windowSize": 3,
    "sigma": 2,
    "sigmaType":"both"
}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input 是 Double[] 输入的待检测数据，数组长度
大于1。

windowSize 是 Integer 滑动窗口的大小。

取值范围：[2，
Length[input]-1]，其中
Length[input]表示输入input数
组长度 。

sigma 是 Double 数据分布中，离均值sigma个方
差以外的值会被识别为异常
点。sigma值越大，数据点被识
别为异常点的可能性越小。默
认为3，建议取2到3之间。

sigmaType 是 String 可选择值：

“both”：过大或过小的异常
点都会被识别。

“up”：仅识别数值过大的异
常点。

“down”：仅识别数据过小的
异常点。

 

响应
l 响应样例

{
    "result": {
        "windowAnomaly": [
            0,
            0,
            0,
            0,
            0,
            0,
            0,
            1
        ],
        "statisAnomaly": [
            0,
            0,
            0,
            0,
            0,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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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l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说明

result JSON 调用成功时表示检测结果。

调用失败时无此字段。

error_code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码，具体请参考A.1 错误码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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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值

l 正常

200
l 失败

返回值 说明

400 l 语义有误，当前请求无法被服务器解析。除非进行修改，否则
客户端不应重复提交这个请求。

l 请求参数有误。

401 当前请求需要用户验证。

403 没有操作权限。

404 请求失败，在服务器上未找到请求所希望得到的资源。

500 服务器遇到了一个未曾预料的状况，导致无法完成对请求的处理。

 

3.5.4 运输路径规划服务

功能介绍

该服务主要解决多订单多地址运输的物流优化，根据订单信息以及地图信息，在满足
订单限制和运输工具限制的前提下，基于用户给定的距离信息或地图信息，给出最优
的运输策略，降低运输成本。该服务的输入是订单以及运输工具的信息，输出为运输
工具的运送策略。

URI
URI格式

POST /v1.0/logistics/dispatch-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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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l 请求样例
POST https://{endpoint}/v1.0/logistics/dispatch-planning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   

Request Body:
{
    "estimateId": "3276001",
    "logisticProviderId": "xxxx",
    "orderList": [
        {
            "orderId": "D420203002X001HA",
            "longitude": 111.12345,
            "latitude": 22.54321,
            "city": "武汉",
            "address": "中国XXXX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职工医院",
            "loadingTime": 5,
            "unloadingTime": 5,
            "weight": 0,
            "volume": 60
        }
    ],
    "startPoint": {
        "address": "湖北武汉XXXX街道XXXX号",
        "longitude": 111.12,
        "latitude": 22.21
    },
    "endPoint": {
        "address": "湖北武汉XXXX街道XXXX号",
        "longitude": 111.12,
        "latitude": 22.21
    },
    "mapProvider": 1,
    "distanceCalMode": 1,
    "distanceInfo": {
        "distanceMatrix": [
            [
                1,
                2
            ],
            [
                3,
                4
            ]
        ],
        "distanceMatrixType": 1,
        "addressList": [
            "湖北宜昌xx药店",
            "中国XXXX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职工医院"
        ]
    },
    "vehicleList": [
        {
            "vehicleTypeCode": "test",
            "maxLoadingWeight": 10,
            "maxLoadingVolume":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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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TimeOnRoad": 36000,
            "maxDistanceOnRoad": 200
        }
    ]
}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estimateId 是 String 预估ID, 为本次请求的标识。

logisticProviderId 是 String 物流商ID。

orderList 是 List 订单列表。

orderId 是 String 订单id，唯一标识一个订单，不
可重复。

longitude 是 Float 地图经度。

latitude 是 Float 地图纬度。

city 是 String 城市。

address 是 String 地址。

loadingTime 否 Float 装载时间。

unloadingTime 否 Float 卸载时间。

weight 否 Float 货物重量。

volume 否 Float 体积。

startPoint 是 JSON 起始点的位置信息。

endPoint 是 JSON 终点的位置信息。

mapProvider 是 Integer 1-高德2-百度3-谷歌 。

distanceCalMode 是 Integer 1 -球面半径

2 - 欧几里得长度

3- 曼哈顿距离

4- 距离矩阵

distanceInfo 否 JSON 距离信息，即送（或取）货地点
之间的距离；距离信息有两种，
一种为两点之间的运行时间，另
一种为两点之间的里程。

distanceMatrix 是 List<Li
st>

距离矩阵，即addressList中地址
两两距离的矩阵， distanceMatrix
中的Index顺序与addressList中地
址顺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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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distanceMatrixType 是 Integer 1（默认）-时间，单位秒，即用
时间作为路径的距离度量

2- 距离。

addressList 是 List<Str
ing>

所有地址的有序集合，顺序与
distanceMatrix中的地址顺序相
同。

vehicleList 否 List 所有可用车辆的集合，空表示不
做派车规划，只返回一条路径。

vehicleTypeCode 是 String 车辆类型码。

maxLoadingWeight 是 Float 最大载重重量。

maxLoadingVolume 是 Float 最大载重体积。

maxTimeOnRoad 否 Float 最大的运行时间，单位秒，当
distanceMatrixType为1时作为运
行时间约束。

 

响应

l 响应样例
{
    "result": {
        "transportationRoutes": [
            {
                "vehicleTypeCode": "test",
                "timeOnRoad": 5,
                "distanceOnRoad": 0,
                "loadingWeight": 0,
                "loadingVolume": 60,
                "orderIdSequence": [
                    "D420203002X001HA"
                ]
            }
        ],
        "unassignedOrderIdList": [],
        "success": true
    }
}

l 失败响应样例
{
    "error_code": "AIS.0005",
    "error_msg": "Service does not exist"
}

l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说明

estimateId String 预估Id，为本次预估的唯一标识。

routeList List 返回路径结果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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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说明

vehicleTypeCod
e

String 车辆类型码。

startPointAddres
s

String 路径的起始点。

timeOnRoad Integer 路径的行驶时间，单位秒。

distanceOnRoad Float 实际运行总距离。

loadingWeight Float 实际装载总重量。

loadingVolume Float 实际装载总体积。

orderIdSequence List<Stri
ng>

该路径中包含的订单Id有序序列。

unassignedOrder
IdList

List<Stri
ng>

未处理的订单Id列表。

error_code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码，具体请参考A.1 错误码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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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值

l 正常

200
l 失败

返回值 说明

400 l 语义有误，当前请求无法被服务器解析。除非进行修改，否则
客户端不应重复提交这个请求。

l 请求参数有误。

401 当前请求需要用户验证。

403 没有操作权限。

404 请求失败，在服务器上未找到请求所希望得到的资源。

500 服务器遇到了一个未曾预料的状况，导致无法完成对请求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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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出库拣货路径规划服务

功能介绍

该服务主要解决多任务拣货的仓储优化，通过仓储位置信息和订单任务对拣货员的拣
货路径进行规划，在满足仓库和拣货工具限制条件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拣货员的拣
货时间成本。服务的输入是订单以及仓库信息，输出是拣货员完成订单拣货的路径规
划和拣货次序。

URI
URI格式

POST /v1.0/logistics/pickup-planning

请求

l 请求样例
POST https://{endpoint}/v1.0/logistics/pickup-planning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   

Request Body:
{
    "estimateId": "3276001",
    "taskList": [
        {
            "taskId": "CL12345678",
            "orderId": "FL5PIC00075799",
            "packed": false,
            "storagePosition": "10-05-04-05",
            "storageRack": 6,
            "laneway": 10,
            "height": 5,
            "storageAllocation": 4,
            "buildTime": "2017/8/31 20:57",
            "productName": "积雪苷霜软膏",
            "volume": 600
        }
    ],
    "warehouseInfo": {
        "storageRackLength": 2,
        "allocationLength": 0.4,
        "lanewayWidth": 2.4,
        "lanewayNum": 13,
        "rackNumList": [
            6,
            6,
            6,
            6,
            6,
            6,
            6,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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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6
        ],
        "firstLanewaySingle": true,
        "lastLanewaySingle": true
    },
    "pickingToolInfo": {
        "maxLoadingWeight": 1500,
        "maxLoadingVolume": 58464,
        "maxOrderNumPerRoute": 4
}
}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estimateId 是 String 预估ID, 为本次请求的标识。

taskList 是 List 任务列表。

taskId 是 String 任务Id，唯一标识一个任务，不
能重复。

orderId 是 String 订单id。

packed 否 Boolean 是否已装。

storagePosition 否 String 货架位置字符串。

storageRack 是 Integer 货位。

laneway 是 Integer 巷道。

height 是 Integer 货物高度。

weight 否 Float 货物重量。

storageAllocation 是 Integer 货物在货架的位置。

buildTime 否 String 任务下发时间。

productName 否 String 货物名称。

volume 否 Float 货物体积。

warehouseInfo 是 JSON 仓库信息。

storageRackLength 是 Float 货架长度。

allocationLength 是 Float 货架每个货位长度。

lanewayWidth 是 Float 巷道宽度。

lanewayNum 是 Integer 巷道个数。

rackNumList 是 List<Int
eger>

lanewayNum个巷道包含货架个
数的数组。

firstLanewaySingle 否 Boolean 第一个巷道是否只有单排货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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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lastLanewaySingle 否 Boolean 最后一个巷道是否只有单排货
架。

pickingToolInfo 是 JSON 拣货工具信息。

maxLoadingWeight 是 Float 最大装载重量。

maxLoadingVolume 是 Float 最大装载体积。

maxOrderNumPerRoute 是 Integer 工具一次能拣订单数，即工具的
订单并发数。

 

响应

l 响应样例
{
    "result": {
        "estimateId": "3276001",
        "storageHousePickRoutes": [
            {
                "timeOnRoad": 1,
                "distanceOnRoad": 0,
                "loadingWeight": 0,
                "loadingVolume": 600,
                "taskIdToVolumeMap": {
                    "FL5PIC00075799": 600
                },
                "taskIdSequence": [
                    "CL12345678"
                ]
            }
        ],
        "success": true,
        "unpackedJobList": []
    }
}

l 失败响应样例
{
    "error_code": "AIS.0005",
    "error_msg": "Service does not exist"
}

l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说明

estimateId String 预估Id，为本次预估的唯一标识。

routeList List 返回路径结果列表。

vehicleTypeCod
e

String 车辆类型码。

startPointAddres
s

String 路径的起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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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说明

timeOnRoad Integer 路径的行驶时间，单位秒。

totalDistance Float 实际运行总距离。

loadingWeight Float 实际装载总重量。

loadingVolume Float 实际装载总体积。

orderIdSequence List<Stri
ng>

该路径中包含的订单Id有序序列。

unassignedOrder
IdList

List<Stri
ng>

未处理的订单Id列表。

error_code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码，具体请参考A.1 错误码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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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值

l 正常

200
l 失败

返回值 说明

400 l 语义有误，当前请求无法被服务器解析。除非进行修改，否则
客户端不应重复提交这个请求。

l 请求参数有误。

401 当前请求需要用户验证。

403 没有操作权限。

404 请求失败，在服务器上未找到请求所希望得到的资源。

500 服务器遇到了一个未曾预料的状况，导致无法完成对请求的处理。

 

3.6 模糊图像高清重建服务

3.6.1 低光照增强服务

功能介绍

夜晚或光线暗区域拍摄的图像存在人眼或机器“看不清”暗光区域的情况。针对此类
场景，低光照增强可以将图像的暗光区域增强，使得原来人眼不可见区域变得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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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显图像中的有效视觉信息。使用时用户发送待处理图片，返回低光照增强后的结果
图片。

URI
URI格式

POST /v1.0/vision/dark-enhance

请求

l 请求样例（方式一：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OST https://{endpoint}/v1.0/vision/dark-enhance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
     
Request Body:
{
  "image":"/9j/4AAQSkZJRgABAgEASABIAAD/
4RFZRXhpZgAATU0AKgAAAAgABwESAAMAAAABAAEAAAEaAAUAAAABAAAAYgEbAAUAAAABA
AAAagEoAAMAAAABAAIAAAExAAIAAAAcAAAAcgEyAAIAAAAUAAAAjodpAAQAAAABAAAApA
AAANAACvyAAAAnEAAK/
IAAACcQQWRvYmUgUGhvdG9zaG9wIENTMyBXaW5kb3dzADIwMTc6MTA6MjAgMTA6NDU6Mz
YAAAAAA6ABAAMAAAAB//
8AAKACAAQAAAABAAALIKADAAQAAAABAAAGQAAAAAAAAAAGAQMAAwAAAAEABgAAARoABQA
AAAEAAAEeARsABQAAAAEAAAEmASgAAwAAAAEAAgAAAgEABAAAAAEAAAEuAgIABAAAAAEA
ABAj...",
  "brightness":0.9
}

l 请求样例（方式二：使用图片文件）
POST https://{endpoint}/v1.0/vision/dark-enhance
    
Request Header: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
     
Request Body(form-data): 
file : File(图片文件)
brightness:0.9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image 与file二选一 String 图片文件BASE64编码串。要求
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
10M，支持JPG/PNG/BMP格
式。

file 与image二选
一

File 图片文件。

brightness 否 Float 亮度值，默认值0.9，取值范
围：[0,1]。

 

人工智能服务
接口参考 3 人工智能服务接口信息

文档版本 06 (2017-11-23) 华为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51



响应

方式一：图片为BASE64字符串。

l 响应样例
{
 "result":"/9j/4AAQSkZJRgABAgEASABIAAD/
4RFZRXhpZgAATU0AKgAAAAgABwESAAMAAAABAAEAAAEaAAUAAAABAAAAYgEbAAUAAAABA
AAAagEoAAMAAAABAAIAAAExAAIAAAAcAAAAcgEyAAIAAAAUAAAAjodpAAQAAAABAAAApA
AAANAACvyAAAAnEAAK/
IAAACcQQWRvYmUgUGhvdG9zaG9wIENTMyBXaW5kb3dzADIwMTc6MTA6MjAgMTA6NDU6Mz
YAAAAAA6ABAAMAAAAB//
8AAKACAAQAAAABAAALIKADAAQAAAABAAAGQAAAAAAAAAAGAQMAAwAAAAEABgAAARoABQA
AAAEAAAEeARsABQAAAAEAAAEmASgAAwAAAAEAAgAAAgEABAAAAAEAAAEuAgIABAAAAAEA
ABAj..."
}

l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说明

result String 调用成功时表示图片文件BASE64字符串。

调用失败时无此字段。

error_code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码，具体请参考A.1 错误码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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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二：图片文件类型。

l 响应样例

成功时返回图片文件字节流。

l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说明

error_code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码，具体请参考A.1 错误码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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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值

l 正常

200

l 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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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说明

400 l 语义有误，当前请求无法被服务器解析。除非进行修改，否则
客户端不应重复提交这个请求。

l 请求参数有误。

401 当前请求需要用户验证。

403 没有操作权限。

404 请求失败，在服务器上未找到请求所希望得到的资源。

500 服务器遇到了一个未曾预料的状况，导致无法完成对请求的处理。

 

3.6.2 图像去雾服务

功能介绍

摄像机在雾霾天气拍摄照片时，不可避免出现图像质量不高、拍摄场景不清晰的情
况。针对此类场景，图像去雾算法进行针对性的去雾处理，除了可以去除均匀雾霾
外，还可以处理非均匀的雾霾。使用时用户发送待处理图片，返回经过去雾处理后的
结果图片。

URI
URI格式

POST /v1.0/vision/defog

请求

l 请求样例（方式一：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OST https://{endpoint}/v1.0/vision/defog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    
Request Body:
{
  "image":"/9j/4AAQSkZJRgABAgEASABIAAD/
4RFZRXhpZgAATU0AKgAAAAgABwESAAMAAAABAAEAAAEaAAUAAAABAAAAYgEbAAUAAAABA
AAAagEoAAMAAAABAAIAAAExAAIAAAAcAAAAcgEyAAIAAAAUAAAAjodpAAQAAAABAAAApA
AAANAACvyAAAAnEAAK/
IAAACcQQWRvYmUgUGhvdG9zaG9wIENTMyBXaW5kb3dzADIwMTc6MTA6MjAgMTA6NDU6Mz
YAAAAAA6ABAAMAAAAB//
8AAKACAAQAAAABAAALIKADAAQAAAABAAAGQAAAAAAAAAAGAQMAAwAAAAEABgAAARoABQA
AAAEAAAEeARsABQAAAAEAAAEmASgAAwAAAAEAAgAAAgEABAAAAAEAAAEuAgIABAAAAAEA
ABAj...",
  "gamma":1.5,
  "natural_look":true
}

l 请求样例（方式二：使用图片文件）
POST https://{endpoint}/v1.0/vision/def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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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 Header: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 
 
Request Body(form-data):
file:File(图片文件)
gamma:1.5
natural_look:true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image 与file二选一 String 图片文件BASE64编码字符串。
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
10M，支持JPG/PNG/BMP格
式。

file 与image二选
一

File 图片文件。

gamma 否 Float gamma矫正值，默认为1.5，取
值范围：[0.1,10]。

natural_look 否 Boolean 是否保持自然观感，默认是
true。如果选择false，则图像只
追求去雾效果，图像视觉效果
可能不自然。

 

响应

方式一：图片文件为BASE64字符串。

l 响应样例
{
 "result":"/9j/4AAQSkZJRgABAgEASABIAAD/
4RFZRXhpZgAATU0AKgAAAAgABwESAAMAAAABAAEAAAEaAAUAAAABAAAAYgEbAAUAAAABA
AAAagEoAAMAAAABAAIAAAExAAIAAAAcAAAAcgEyAAIAAAAUAAAAjodpAAQAAAABAAAApA
AAANAACvyAAAAnEAAK/
IAAACcQQWRvYmUgUGhvdG9zaG9wIENTMyBXaW5kb3dzADIwMTc6MTA6MjAgMTA6NDU6Mz
YAAAAAA6ABAAMAAAAB//
8AAKACAAQAAAABAAALIKADAAQAAAABAAAGQAAAAAAAAAAGAQMAAwAAAAEABgAAARoABQA
AAAEAAAEeARsABQAAAAEAAAEmASgAAwAAAAEAAgAAAgEABAAAAAEAAAEuAgIABAAAAAEA
ABAj..."
}

l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说明

result String 调用成功时表示图片文件BASE64字符串。

调用失败时无此字段。

error_code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码，具体请参考A.1 错误码说
明。

调用成功时无此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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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说明

error_msg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信息。

调用成功时无此字段。

 

方式二：图片为文件类型。

l 响应样例

成功时返回图片文件字节流。

l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说明

error_code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码，具体请参考A.1 错误码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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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值

l 正常

200
l 失败

返回值 说明

400 l 语义有误，当前请求无法被服务器解析。除非进行修改，否则
客户端不应重复提交这个请求。

l 请求参数有误。

401 当前请求需要用户验证。

403 没有操作权限。

404 请求失败，在服务器上未找到请求所希望得到的资源。

500 服务器遇到了一个未曾预料的状况，导致无法完成对请求的处理。

 

3.6.3 超分图像重建服务

功能介绍

图像在成像过程中存在像素过少导致的视觉信息不够或者由于压缩导致的图像信息丢
失的情况。针对此类场景，超分图像重建基于深度学习算法，对图像中缺失的视觉信
息进行补充，使得图像视觉效果更好。使用时用户发送待处理图片，返回经过超分图
像重建后的结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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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I
URI格式

POST /v1.0/vision/super-resolution

请求

l 请求样例（方式一：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OST https://{endpoint}/v1.0/vision/super-resolution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   
Request Body:
{  "image":"/9j/4AAQSkZJRgABAgEASABIAAD/
4RFZRXhpZgAATU0AKgAAAAgABwESAAMAAAABAAEAAAEaAAUAAAABAAAAYgEbAAUAAAABA
AAAagEoAAMAAAABAAIAAAExAAIAAAAcAAAAcgEyAAIAAAAUAAAAjodpAAQAAAABAAAApA
AAANAACvyAAAAnEAAK/
IAAACcQQWRvYmUgUGhvdG9zaG9wIENTMyBXaW5kb3dzADIwMTc6MTA6MjAgMTA6NDU6Mz
YAAAAAA6ABAAMAAAAB//
8AAKACAAQAAAABAAALIKADAAQAAAABAAAGQAAAAAAAAAAGAQMAAwAAAAEABgAAARoABQA
AAAEAAAEeARsABQAAAAEAAAEmASgAAwAAAAEAAgAAAgEABAAAAAEAAAEuAgIABAAAAAEA
ABAj...",
  "scale":3,
  "model":"ESPCN"
}

l 请求样例（方式二：使用图片文件）
POST https://{endpoint}/v1.0/vision/super-resolution
    
Request Header: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
     
Request Body(form-data):
file:File(图片文件)
scale:3
model:ESPCN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image 与file二选一 String 图片文件BASE64编码字符串。
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
10M，支持JPG/PNG/BMP格
式。

file 与image二选
一

File 图片文件。

scale 否 Integer 放大倍数，默认为3, 取值范
围：3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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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model 否 String 图像超分辨率重建采用的算法
模式，支持ESPCN和SRCNN，
默认ESPCN。

取值为：

“ESPCN”：Efficient Sub-
Pixel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SRCNN”： Super-Resolutio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响应

方式一：图片为BASE64字符串。

l 响应样例
{
 "result":"/9j/4AAQSkZJRgABAgEASABIAAD/
4RFZRXhpZgAATU0AKgAAAAgABwESAAMAAAABAAEAAAEaAAUAAAABAAAAYgEbAAUAAAABA
AAAagEoAAMAAAABAAIAAAExAAIAAAAcAAAAcgEyAAIAAAAUAAAAjodpAAQAAAABAAAApA
AAANAACvyAAAAnEAAK/
IAAACcQQWRvYmUgUGhvdG9zaG9wIENTMyBXaW5kb3dzADIwMTc6MTA6MjAgMTA6NDU6Mz
YAAAAAA6ABAAMAAAAB//
8AAKACAAQAAAABAAALIKADAAQAAAABAAAGQAAAAAAAAAAGAQMAAwAAAAEABgAAARoABQA
AAAEAAAEeARsABQAAAAEAAAEmASgAAwAAAAEAAgAAAgEABAAAAAEAAAEuAgIABAAAAAEA
ABAj..."
}

l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说明

result String 调用成功时表示图片文件BASE64字符串。

调用失败时无此字段。

error_code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码，具体请参考A.1 错误码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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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二：图片文件类型。

l 响应样例

成功时返回图片文件字节流。

l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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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说明

error_code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码，具体请参考A.1 错误码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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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值

l 正常

200
l 失败

返回值 说明

400 l 语义有误，当前请求无法被服务器解析。除非进行修改，否则
客户端不应重复提交这个请求。

l 请求参数有误。

401 当前请求需要用户验证。

403 没有操作权限。

404 请求失败，在服务器上未找到请求所希望得到的资源。

500 服务器遇到了一个未曾预料的状况，导致无法完成对请求的处理。

 

3.7 内容检测服务

3.7.1 图像检测服务

功能介绍

分析并识别用户上传的图片是否有不合规的内容（色情），并将识别的结果返回给用
户。

URI
URI格式

POST /v1.0/moderation/image/anti-porn

请求

l 请求样例
POST https://{endpoint}/v1.0/moderation/image/anti-p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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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   
Request Body:
{
 "image":"/9j/4AAQSkZJRgABAgEASABIAAD/
4RFZRXhpZgAATU0AKgAAAAgABwESAAMAAAABAAEAAAEaAAUAAAABAAAAYgEbAAUAAAABA
AAAagEoAAMAAAABAAIAAAExAAIAAAAcAAAAcgEyAAIAAAAUAAAAjodpAAQAAAABAAAApA
AAANAACvyAAAAnEAAK/
IAAACcQQWRvYmUgUGhvdG9zaG9wIENTMyBXaW5kb3dzADIwMTc6MTA6MjAgMTA6NDU6Mz
YAAAAAA6ABAAMAAAAB//
8AAKACAAQAAAABAAALIKADAAQAAAABAAAGQAAAAAAAAAAGAQMAAwAAAAEABgAAARoABQA
AAAEAAAEeARsABQAAAAEAAAEmASgAAwAAAAEAAgAAAgEABAAAAAEAAAEuAgIABAAAAAEA
ABAj..."
}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image 是 String 图片文件Base64编码字符串。
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
10M，支持JPG/PNG/BMP格
式。

 

响应

l 响应样例
{
    "result": [
        {
            "confidence": 0,
            "label": "normal"
        },
        {
            "confidence": 1,
            "label": "porn"
        }
    ]
}

l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说明

result JSON 调用成功时表示调用结果。

调用失败时无此字段。

label String porn：色情。

normal：正常。

confidence String 置信度，取值范围 0-1。

error_code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码，具体请参考A.1 错误码说
明。

调用成功时无此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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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说明

error_msg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信息。

调用成功时无此字段。

 

返回值

l 正常

200
l 失败

返回值 说明

400 l 语义有误，当前请求无法被服务器解析。除非进行修改，否则
客户端不应重复提交这个请求。

l 请求参数有误。

401 当前请求需要用户验证。

403 没有操作权限。

404 请求失败，在服务器上未找到请求所希望得到的资源。

500 服务器遇到了一个未曾预料的状况，导致无法完成对请求的处理。

 

3.8 图像识别服务

3.8.1 图像标签服务

功能介绍

自然图像的语义内容非常丰富，一个图像包含多个标签内容，图像标签服务精准识别
自然图片中数百种场景、上千种通用物体及其属性，让智能相册管理、照片检索和分
类、基于场景内容或者物体的广告推荐等功能更加直观。使用时用户发送待处理图
片，返回图片标签内容及相应置信度。

URI
URI格式

POST /v1.0/image/tagging

请求

l 请求样例(方式一，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OST https://{endpoint}/v1.0/image/tagging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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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   

Request Body:
{
 "image":"/9j/4AAQSkZJRgABAgEASABIAAD/
4RFZRXhpZgAATU0AKgAAAAgABwESAAMAAAABAAEAAAEaAAUAAAABAAAAYgEbAAUAAAABA
AAAagEoAAMAAAABAAIAAAExAAIAAAAcAAAAcgEyAAIAAAAUAAAAjodpAAQAAAABAAAApA
AAANAACvyAAAAnEAAK/
IAAACcQQWRvYmUgUGhvdG9zaG9wIENTMyBXaW5kb3dzADIwMTc6MTA6MjAgMTA6NDU6Mz
YAAAAAA6ABAAMAAAAB//
8AAKACAAQAAAABAAALIKADAAQAAAABAAAGQAAAAAAAAAAGAQMAAwAAAAEABgAAARoABQA
AAAEAAAEeARsABQAAAAEAAAEmASgAAwAAAAEAAgAAAgEABAAAAAEAAAEuAgIABAAAAAEA
ABAj...",
  "url": "",
  "language": "en",
  "limit": 5,
  "threshold": 60.0
}  

l 请求样例(方式二，使用图片URL)
POST https://{endpoint}/v1.0/image/tagging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   

Request Body:
{
  "image":"",
  "url":"http://bucketname.obs.myhwclouds.com/ObjectKey?
AWSAccessKeyId=AccessKeyID&Expires=ExpiresValue&Signature=signature",
  "language": "zh",
  "limit": 5,
  "threshold": 60.0
}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image 与url二选一 String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
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
短边至少15px，最长边最大
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与image二选一 String 图片的URL路径，目前仅支持华
为云上OBS提供的临时授权访问
的URL。

language 可选 String 返回标签的语言类型。

支持：en 英文， zh 中文。

默认值：en。

limit 可选 Integer 最多返回的tag数，默认值： -1，
表示返回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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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threshold 可选 Float 置信度的阈值(0~100)，低于此置
信数的标签，将不会返回。

默认值：0。

 

响应

l 响应样例
{
  "result":{
      "tags":[
        {
            "confidence": 38.51,
            "tag":"sky"
        },
        {
            "confidence": 25.75,
            "tag":"landscape"
        },
        ]
    }
}

l 失败响应样例
{
    "error_code": "AIS.0005",
    "error_msg": "Service does not exist"
}

l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说明

result JSON 调用成功时为图片标签内容。

调用失败时无此字段。

tags List 标签列表集合。

confidence Float 置信度，取值范围：0-100。

tag String 标签名称。

error_code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码，具体请参考A.1 错误码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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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值

l 正常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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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失败

返回值 说明

400 l 语义有误，当前请求无法被服务器解析。除非进行修改，否则
客户端不应重复提交这个请求。

l 请求参数有误。

401 当前请求需要用户验证。

403 没有操作权限。

404 请求失败，在服务器上未找到请求所希望得到的资源。

500 服务器遇到了一个未曾预料的状况，导致无法完成对请求的处理。

 

3.8.2 翻拍识别服务

功能介绍

零售行业通常根据零售店的销售量进行销售奖励，拍摄售出商品的条形码上传后台是
常用的统计方式。翻拍识别服务利用深度神经网络算法判断条形码图片为原始拍摄，
还是经过二次翻拍、打印翻拍等手法二次处理的图片。利用翻拍识别服务，可以检测
出经过二次处理的不合规范图片，使得统计数据更准确、有效。

URI
URI格式

POST /v1.0/image/recapture-detect

请求

l 请求样例(方式一，使用图片的BASE64编码)
POST https://{endpoint}/v1.0/image/recapture-detect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   

Request Body:
{
 "image":"/9j/4AAQSkZJRgABAgEASABIAAD/
4RFZRXhpZgAATU0AKgAAAAgABwESAAMAAAABAAEAAAEaAAUAAAABAAAAYgEbAAUAAAABA
AAAagEoAAMAAAABAAIAAAExAAIAAAAcAAAAcgEyAAIAAAAUAAAAjodpAAQAAAABAAAApA
AAANAACvyAAAAnEAAK/
IAAACcQQWRvYmUgUGhvdG9zaG9wIENTMyBXaW5kb3dzADIwMTc6MTA6MjAgMTA6NDU6Mz
YAAAAAA6ABAAMAAAAB//
8AAKACAAQAAAABAAALIKADAAQAAAABAAAGQAAAAAAAAAAGAQMAAwAAAAEABgAAARoABQA
AAAEAAAEeARsABQAAAAEAAAEmASgAAwAAAAEAAgAAAgEABAAAAAEAAAEuAgIABAAAAAEA
ABAj...",
  "url": "",
  "threshold":0.99,
  "scene":["recapt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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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请求样例(方式二，使用图片URL)
POST https://{endpoint}/v1.0/image/recapture-detect
   
Request Header: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MIINRwYJKoZIhvcNAQcCoIINODCCDTQ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uVBgkqhkiG.
..   

Request Body:
{
  "image":"",
  "url":"http://bucketname.obs.myhwclouds.com/ObjectKey?
AWSAccessKeyId=AccessKeyID&Expires=ExpiresValue&Signature=signature",
  "threshold":0.99,
  "scene":["recapture"]
}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image 与url二选一 String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
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10M，最
短边至少15px，最长边最大
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

url 与image二选一 String 图片的URL路径，目前仅支持华
为云上OBS提供的临时授权访问
的URL。

threshold 可选 Float 判断图片真实或虚假的阈值, 默认
值为0.95，取值范围：0-1，输入
非该范围内值算法即取默认值。

scene 可选 List 检测场景，当前仅支持翻拍照片
场景： recapture。该参数可以为
空，为空返回所有的场景的检测
结果。

 

响应

l 响应样例
{
  "result":{
    {
      "suggestion": "false",
      "category": "recapture",
      "score":"0.995",
      "detail": [
       {
        "label":"recapture",
        "confidence":"0.995"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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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失败响应样例
{
    "error_code": "AIS.0005",
    "error_msg": "Service does not exist"
}

l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说明

result JSON 调用成功时为图片标签内容。

调用失败时无此字段。

suggestion String 总体的结论： true：真实, false：虚假,
uncertainty：不确定。

category String 标签（如果suggestion为真时，则该值为空字符
串，否则不为空）。

recapture：翻拍图。

score Float 总体置信度，取值范围 0-1.0。

label String 标签值。 original：原始图， recapture：翻拍图。

confidence Float 置信度，取值范围：0-1.0。

error_code String 调用失败时的错误码，具体请参考A.1 错误码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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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值

l 正常

200
l 失败

返回值 说明

400 l 语义有误，当前请求无法被服务器解析。除非进行修改，否则
客户端不应重复提交这个请求。

l 请求参数有误。

401 当前请求需要用户验证。

403 没有操作权限。

404 请求失败，在服务器上未找到请求所希望得到的资源。

500 服务器遇到了一个未曾预料的状况，导致无法完成对请求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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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录

A.1 错误码说明

功能说明

所有华为云的扩展接口发生400错误时，会有自定义错误信息返回，该节为您介绍每个
错误码的含义。

返回体格式

STATUS CODE 400
{ 
        "error_msg": "Service does not exist"
        "error_code": "AIS.0005",
}

错误码说明

模块 返回错误码 描述

公共 AIS.0002 验证Token异常。

AIS.0003 服务内部错误。

AIS.0004 无权限操作。

AIS.0005 服务不存在。

AIS.0007 服务未开通。

AIS.0010 缺少Header或者Header为空。

AIS.0011 缺少请求参数或者参数为空。

AIS.0012 请求参数不支持。

AIS.0013 请求方法不允许。

AIS.0014 输入数据JSON格式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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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返回错误码 描述

AIS.0015 输入数据BASE64解码错误。

AIS.0020 请求体大小超过限制。

AIS.0021 请求的文件类型不支持。

AIS.0022 URL不合法。

AIS.0023 存储在OBS上的文件过大。

AIS.0024 从OBS上获取文件失败。原因可能为签名过期或
签名验证未通过等。

AIS.0025 存储在OBS上的文件为空。

文字识别 AIS.0101 输入参数不符合规范。

AIS.0102 图片格式不支持。

AIS.0103 图片尺寸不满足要求。

AIS.0104 非支持的图片类型或图片质量差。

AIS.0105 算法计算失败。

AIS.0106 图像位深度不支持。

模糊图像高
清重建

AIS.0201 获取输入图像异常。

AIS.0202 图片格式不支持。

AIS.0203 输入参数不符合规范。

AIS.0204 图片位深不支持。

AIS.0205 图片分辨率超限。

AIS.0206 算法计算失败。

智能物流 AIS.0301 输入参数不符合规范。

AIS.0302 输入参数缺失。

AIS.0303 输入多余参数。

AIS.0304 输入数据超过最大文件限制。

AIS.0305 算法计算失败。

内容检测 AIS.0401 输入参数有误。

AIS.0402 图片格式不支持。

AIS.0403 图片文件已损坏。

AIS.0404 内容检测处理错误。

AIS.0405 内部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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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返回错误码 描述

图像识别 AIS.0501 输入参数不合法。

AIS.0502 图像格式不支持。

AIS.0503 图像受损。

AIS.0504 图像大小不符合要求。

AIS.0505 算法运行失败。

AIS.0506 出现内部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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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修改说明

2017-11-23 第6次正式发布。

l 新增

1. 运输路径规划服务的接口信息。

2. 出库拣货路径规划服务的接口信息。

2017-11-09 第5次正式发布。

l 新增

1. 增值税发票识别服务的接口信息。

2. 图像识别服务，包括图像标签服务和翻拍识别服务的
接口信息。

2017-10-12 第四次正式发布。

l 修改

1. 路径规划服务，修改了路径规划服务的请求样例和请
求参数。

2017-9-30 第三次正式发布。

l 新增

1. 内容检测服务，新增图像检测服务的接口信息。

l 修改

1. 错误码说明，增加内容检测服务的错误码，修改单据
识别、模糊图像高清重建和智能物流的错误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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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修改说明

2017-8-20 第二次正式发布。

l 新增

1. 开通人工智能服务的接口信息。

2. 查询服务开通状态的接口信息。

3. 查询服务调用次数的接口信息。

4. 智能物流服务，包括智能装车服务、路径规划服务和
报关遵从检测服务的接口信息。

5. 模糊图像高清重建服务，包括低光照增强服务、图像
去雾服务和超分图像重建服务的接口信息。

l 修改

1. 错误码说明，增加新增服务的错误码。

2017-7-30 第一次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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