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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声明】

©2013-2023 腾讯云版权所有

本文档（含所有文字、数据、图片等内容）完整的著作权归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单独所有，未经腾讯

云事先明确书面许可，任何主体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修改、使用、抄袭、传播本文档全部或部分内容。前述行为

构成对腾讯云著作权的侵犯，腾讯云将依法采取措施追究法律责任。

【商标声明】

及其它腾讯云服务相关的商标均为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所有。本文档涉及的第三方主体

的商标，依法由权利人所有。未经腾讯云及有关权利人书面许可，任何主体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前述商标进行使用、

复制、修改、传播、抄录等行为，否则将构成对腾讯云及有关权利人商标权的侵犯，腾讯云将依法采取措施追究法

律责任。

【服务声明】

本文档意在向您介绍腾讯云全部或部分产品、服务的当时的相关概况，部分产品、服务的内容可能不时有所调整。

您所购买的腾讯云产品、服务的种类、服务标准等应由您与腾讯云之间的商业合同约定，除非双方另有约定，否

则，腾讯云对本文档内容不做任何明示或默示的承诺或保证。

【联系我们】

我们致力于为您提供个性化的售前购买咨询服务，及相应的技术售后服务，任何问题请联系 40091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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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产品体验，便于您通过日结账单做更精细的费用管理，人脸核身产品将于2023年1月4日零点起 ，新开通

的客户将按日结算服务费用，已开通服务的老客户维持月结模式不变：

2023年1月4日零点之后开通人脸核身的新客户，后付费结算周期为按日结算。

2023年1月4日零点之前开通人脸核身的老客户，维持月结的结算周期不变。

结算周期 定义

按日结算
每日按调用量结算上一日00:00 -23:59:59期间产生的服务费

用，并生成缴费账单

按月结算 每月1号按调用量结算上个月产生的服务费用，并生成缴费账单

相关问题

对于已经开通慧眼核身服务的客户，此次变更是否会有所影响？

对于2023年1月4日前接入的客户，本次调整不受影响，后付费结算方式维持月结不变。

人脸核身服务改为日结后如何结算？

每日按调用量结算上一日00:00 -23:59:59期间产生的费用，并生成缴费账单，系统自动扣费。

日结后欠费如何处理？

如果按日结算扣费后，您账号中余额为负值，人脸核身会在24小时后停止服务，充值足够金额后，服务将恢复正

常。停服后，即使您之前购买的预付费套餐包仍有余量，资源包也将暂停抵扣，当欠费充正后，系统将会自动恢复

资源包抵扣。

已开通人脸核身的老客户新增子账号是否会改变结算方式？

不会，结算方式是按腾讯云主账号生效的，新增子账号会与您的主账号保持一样的结算周期。

公告

人脸核身产品结算周期调整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0 17: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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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提升人脸核身服务的安全性与用户体验，腾讯云将于2021年6月22日推出增强版人脸核身服务。增强版

人脸核身通过设备安全增强、活体安全增强、智能分级认证增强，全面升级核身安全能力，针对摄像头劫持、恶意

注入等攻击方式，拦截准确率可达99.9%。请您关注以下升级变更信息：

1. 新上线增强版人脸核身服务，原版本服务更名为基础版人脸核身，增强版与基础版人脸核身的对比如下：

对比项 增强版人脸核身（NEW） 基础版人脸核身

风险检测 含设备安全增强 不支持

活体模式 智能活体模式（根据风险等级智能匹配） 单一活体模式（客户预设）

支持的渠道 微信小程序、微信原生 H5、App SDK
微信普通 H5、App SDK、移动

H5、PC H5、API

2. 6月22日起，人脸核身产品的预付费资源包名称将进行变更，变更内容详见下表。

人脸核身资源包变更详情

子产品 接入渠道 对比库源
抵扣的预付费资源包

（变更前）
抵扣的预付费资源包（变更后）

增强版

人脸核

身

微信原生 H5

微信小程序

与权威库比

对
活体人脸核身 增强版人脸核身（权威库）-微信

与上传照片

比对
活体人脸比对 增强版人脸核身（自传照片）-微信

关于人脸核身产品变更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5 16:06:33

注意：

原微信小程序、微信原生H5的人脸核身服务将自动升级为增强版人脸核身，6月22日前开通服务的客户后

付费价格不变。

注意：

已购买活体人脸核身/活体人脸比对/照片人脸核身资源包的客户，资源包抵扣不受影响，耗尽后请按下表购

买所需的资源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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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SDK

（new）

与权威库比

对

- 增强版人脸核身（权威库）-App

与上传照片

比对
- 增强版人脸核身（自传照片）-App

基础版

人脸核

身

微信普通 H5

移动 H5 

PC H5 

AppSDK

与权威库比

对
活体人脸核身 基础版人脸核身（权威库）

与上传照片

比对
活体人脸比对 基础版人脸核身（自传照片）

活体人脸核身

API

与权威库比

对
活体人脸核身 基础版人脸核身（权威库）

照片人脸核身

API 

身份证人像照

片验真 API

与权威库比

对
照片人脸核身 基础版人脸核身（权威库）

活体人脸比对

API

与上传照片

比对
活体人脸比对 基础版人脸核身（自传照片）

相关问题

对于已经开通慧眼核身服务的客户，此次变更是否会有所影响？

对于2021年6月22日前接入的客户，后付费的计费标签与享受的价格不变，仅预付费资源包的名称有所变更，已购

买的资源包扣减不受影响，耗尽后请购买新资源包。相关资源包将于6月22日至8月10日限时8折优惠。

已经接入了微信原生 H5 和微信小程序的人脸核身服务，升级为增强版人脸服务是否需要客户修改配置？

不需要。微信原生 H5 和微信小程序人脸核身服务会自动升级为增强版人脸核身，微信渠道的升级属于后台服务自

动升级，不需要客户修改代码。

已经接入了 App SDK 的人脸核身服务，能否更换为增强版人脸核身服务？

可以。我们将于2021年6月22日上线增强版人脸核身服务，增强版人脸核身的 App SDK是一个全新产品，集成了

设备风险检测、智能分级认证、一闪活体等新能力，安全防护能力更全，需要您按照增强版人脸核身 App SDK 的

接入文档重新接入使用。

联系我们

感谢您长期以来对腾讯云的支持，若您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 联系我们。

https://cloud.tencent.com/act/event/connect-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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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运营商成本浮动，手机号三要素核验服务将于2022年1月1日零时进行价格调整，届时，手机号二要素、手机号

三要素的计费标签会进行相应的变更，请您关注以下变更信息：

1. 手机号二要素的计费标签由原来的手机号信息核验变更为手机号信息核验(二要素)。

2. 手机号三要素的计费标签由原来的手机号信息核验变更为手机号信息核验(三要素)。

3. 手机号三要素调整后的价格如下：

手机号三要素 计费标签 后付费 预付费

1000次

手机号信息核验(三要素) 1.10 元/次

1050元

1万次 10000元

10万次 95000元

20万次 180000元

相关问题

已经购买了手机号信息核验资源包，且2022年1月1日未使用完，如何计费？

对于已经购买了手机号信息核验资源包的客户，会优先抵扣资源包内的服务次数，资源包次数耗尽后，若未关闭后

付费，会自动转成手机号信息核验(二要素)标签和手机号信息核验(三要素)标签分别进行后付费的计算。

近期就需要使用手机号三要素服务，如何进行接入和计费？

手机号三要素的接口依然可以按照官网指引进行正常的接入，在2022年1月1日前，按照原后付费的价格进行计费，

在2022年1月1日后，按照调整后的后付费价格进行计费。

联系我们

感谢您长期以来对腾讯云的支持，若您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 联系我们。

关于手机号要素核验服务变更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1-12-16 11:19:53

注意：

手机号三要素预付费资源包将于2022年1月4日10点上架，届时可支持用户进行购买。

https://cloud.tencent.com/act/event/connect-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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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慧眼人脸核身增强版 SDK 版本更新公告

尊敬的开发者：

您好。为了优化腾讯云慧眼人脸核身增强版 SDK 功能体验，提升腾讯云慧眼人脸核身增强版 SDK 安全防护能

力，落实监管最新要求，我们对腾讯云慧眼人脸核身增强版 SDK 进行了版本升级。升级后的腾讯云慧眼人脸核身

增强版 SDK 版本为 Androidv4.5.4，iOSv6.5.4，该版本已于2022年11月14日发布。

一、最新版本 SDK 升级内容

优化代码，修复了一些逻辑处理问题。

二、升级时间及影响

为使您持续使用腾讯云慧眼人脸核身增强版 SDK 可靠、安全的服务，请您尽快将您 App 中的腾讯云慧眼人脸核身

增强版 SDK 升级至满足监管要求的最新版本。提醒您注意，即日起我们将不再提供旧版 SDK 下载链接，届时如

有问题可通过升级版本解决，建议您尽快完成更新。

三、升级指南

您可在 人脸核身控制台 > 自助接入 处查看并下载 SDK 最新版，阅读 SDK 升级指南及 SDK 个人信息处理规则，

了解其功能设置和配置方式。如果您对升级内容有疑问，可通过腾讯云 人脸核身小助手 与我们联系。 

感谢您对我们的理解、信任与支持，我们非常重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会采用业内通行的安全措施来确保信息安

全。

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12月06日

腾讯云慧眼人脸核身基础版 SDK 版本更新公告

尊敬的开发者：

您好。为了优化腾讯云慧眼人脸核身基础版 SDK 功能体验，提升腾讯云慧眼人脸核身基础版 SDK 安全防护能

力，落实监管最新要求，我们对腾讯云慧眼人脸核身基础版 SDK 进行了版本升级。升级后腾讯云慧眼人脸核身基

础版 SDK 版本为 Androidv4.5.4，iOSv6.5.4，该版本已于2022年11月14日发布。

一、最新版本 SDK 具体升级内容

优化代码，修复了一些逻辑处理问题。

慧眼 SDK 版本更新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6 16:53:55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faceid/access/wbversion?sdkType=baseSdk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07/56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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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升级时间及影响

为使您持续使用腾讯云慧眼人脸核身基础版 SDK 可靠、安全的服务，请您尽快将您 App 中的腾讯云慧眼人脸核身

基础版 SDK 升级至满足监管要求的最新版本。提醒您注意，即日起我们将不再提供旧版 SDK 下载链接，届时如

有问题可通过升级版本解决，建议您尽快完成更新。

三、升级指南

您可在腾讯云官网 人脸核身控制台 > 自助接入 处查看并下载 SDK 最新版本，阅读 SDK 升级指南及 SDK 个人信

息处理规则，了解其功能设置和配置方式。如果您对升级内容有疑问，可通过腾讯云 人脸核身小助手 与我们联系。 

感谢您对我们的理解、信任与支持，我们非常重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会采用业内通行的安全措施来确保信息安

全。

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12月06日

腾讯云慧眼身份证 OCR SDK 版本更新公告

尊敬的开发者：

您好。为了优化腾讯云慧眼身份证 OCR SDK 功能体验，提升慧眼公有云增强版 SDK 安全防护能力，落实监管最

新要求，我们对腾讯云慧眼身份证 OCR SDK 进行了版本升级。升级后的腾讯云慧眼身份证 OCR SDK 版本为

Android v2.11.5，iOSv5.1.3，该版本已于2022年11月14日发布。

一、最新版本 SDK 具体升级内容

优化代码，修复了一些逻辑处理问题。

二、升级时间及影响

为使您持续使用腾讯云慧眼身份证 OCR SDK 可靠、安全的服务，请您尽快将您 App 中的腾讯云慧眼身份证

OCR SDK 升级至满足监管要求的最新版本。提醒您注意，即日起我们将不在提供旧版 SDK，届时如有问题可通

过升级版本解决，建议您尽快完成更新。

三、升级指南

您可在腾讯云官网 人脸核身控制台 > 自助接入 处查看并下载 SDK 最新版本，阅读 SDK 升级指南及 SDK 个人信

息处理规则，了解其功能设置和配置方式。如果您对升级内容有疑问，可通过腾讯云 人脸核身小助手 与我们联系。 

感谢您对我们的理解、信任与支持，我们非常重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会采用业内通行的安全措施来确保信息安

全。

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12月06日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faceid/access/wbversion?sdkType=baseSdk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07/56130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faceid/access/wbversion?sdkType=baseSdk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07/56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