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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文字识别（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OCR ）基于行业前沿的深度学习技术，将图片上的文字

内容智能识别成为可编辑的文本。支持通用文字、卡证文字、票据单据、汽车相关、行业文档等多场景下的印刷

体、手写体文字识别，同时支持票据和证照核验功能，支持提供定制化服务，可以有效地代替人工录入信息。

通用文字识别

卡证文字识别

票据单据识别

汽车相关识别

行业文档识别

智能扫码

营业执照核验

增值税发票核验

自定义模板 OCR

OCR 文字识别接入指引

点击查看视频

功能体验

文字识别 OCR 功能演示 Demo 单击 免费体验 。

使用要求

用户需要具备编程开发能力，熟悉 Java/Python/PHP/Node.js/C++ 等编程语言。 

文字识别 OCR 服务需要用户进行二次开发对接，然后通过调用 API 接口，实现将图片或者扫描件中的文字识别成

可编辑的文本。文字识别提取之后返回的结果是不能够直接编辑使用的，需要用户通过编码将识别结果对接到用户

的业务系统，或者是保存为 TXT、Excel 等文件格式。 

用户可以通过 API 3.0 Explorer 进行在线调用、签名验证、SDK 代码生成和快速检索接口等能力。

产品简介

产品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1-01-06 11:34:5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66/3749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66/3749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66/3749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66/3749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66/3749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66/4813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66/4797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66/4797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66/51728
https://cloud.tencent.com/edu/learning/quick-play/1585-11027?source=gw.doc.media&withPoster=1&notip=1
https://cloud.tencent.com/act/event/ocrdemo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api/explorer?Product=ocr&Version=2018-11-19&Action=GeneralBasicOCR&Sign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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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通用文字识别（General 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General OCR）基于行业前沿的深度学习技

术，提供通用印刷体识别、通用印刷体识别（高精度版）、通用手写体识别、英文识别、健康码识别、通信行程卡

识别等多种服务，支持将图片上的文字内容，智能识别为可编辑的文本，可应用于随手拍扫描、纸质文档电子化、

电商广告审核等多种场景，大幅提升信息处理效率。

点击查看视频

产品功能

通用印刷体识别

支持多场景、不同版面下整图文字的识别。支持自动识别语言类型，同时支持自选语言种类（推荐），除中英文

外，支持日语、韩语、西班牙语、法语、德语、葡萄牙语、越南语、马来语、俄语、意大利语、荷兰语、瑞典语、

芬兰语、丹麦语、挪威语、匈牙利语、泰语等多种语言。应用场景包括：印刷文字识别、网络图片文字识别、广告

图文字识别、街景店招文字识别、菜单文字识别、视频标题文字识别、头像文字识别等。

通用印刷体识别（高精度版）

支持图像整体文字的检测和识别，返回文字框位置与文字内容。相比通用印刷体识别接口，准确率和召回率更高。

通用印刷体识别（精简版）

支持多场景、不同版面下整图文字的识别。相较于“通用印刷体识别”接口，精简版接口在准召率有一定损失的情

况下，耗时更短。适用于对接口耗时较为敏感的客户。

通用印刷体识别（高速版）

支持图像整体文字的检测和识别，返回文字框位置与文字内容。暂未支持多语种识别，推荐使用通用印刷体识别接

口。

通用手写体识别

支持多场景、不同版面下整图文字中的手写中文、英文、字母、数字、常见字符的识别。针对手写字体无规则、字

迹潦草、模糊等特点进行了识别能力的增强。可应用于银行、保险、金融等手写单据录入、教育行业笔记文档化等

场景。

英文识别

通用文字识别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3 15:18:40

https://cloud.tencent.com/edu/learning/quick-play/3412-60088?source=gw.doc.media&withPoster=1&noti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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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图像英文文字的检测和识别，返回文字框位置与文字内容。支持多场景、不同版面下的英文、字母、数字和常

见字符的识别，同时覆盖英文印刷体和英文手写体识别。可应用于英文笔记作业文档化、英文试卷答题卡识别等场

景。

广告文字识别

支持广告商品图片内文字的检测和识别，返回文本框位置与文字内容。支持中英文、横排和竖排文字识别，支持90

度、180度、270度翻转以及倾斜场景文字识别。文字识别的召回率和准确率能达到96%以上。

健康码识别

支持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吉林、黑龙江、天津、辽宁、浙江、河南、四川、贵州、山东、安徽、福建、江

西、湖北、湖南等省份健康码的识别，包括持码人姓名、持码人身份证号、健康码更新时间、健康码颜色、核酸检

测结果、核酸检测间隔时长、核酸检测时间，疫苗接种信息，八个字段的识别结果输出。

通信行程卡识别

支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识别，包括行程卡颜色、更新时间、途经地、存在中高风险地区的城市、电话号码，五个字

段的识别结果输出。

文本图像增强

文本图像增强是面向文档类图片提供的图像增强处理能力，包括切边增强、图像矫正、阴影去除、摩尔纹去除等；

可以有效优化文档类的图片质量，提升文字的清晰度。

快速文本检测

通过检测图片中的文字信息特征，快速判断图片中有无文字并返回判断结果，帮助用户过滤无文字的图片。

产品优势

能力全面

支持中英文、日文、韩文、西班牙文、法文、德文、葡萄牙文、阿拉伯数字及常用符号等的识别。并不断更新迭代

模型，扩充支持的广度。

算法领先

支持图片中文字的自动定位和识别，印刷体整体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手写体整体识别准确率达90%以上，保证

99.5%以上产品服务可用性。

鲁棒性强

支持多场景、不同版面、不同背景，可容忍透视畸变、光照不均等复杂场景，并可实现自动裁边、修正倾斜等。

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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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文档电子化

使用通用文字识别技术，助您完成大量的文档整理工作，从书籍、纸质论文、档案、PPT 课件等印刷资料，到课堂

笔记、作业作文等手写内容，均可实现拍照自动识别文字，方便用户进行文本录入和文档管理，提高产品易用性和

用户体验。

内容审核与管理

识别图像中的不良文字，如社交和电商等应用中的不文明内容、宣传物料中的广告用语、视频中的广告、标题与字

幕等垃圾文本，提示相应风险，协助用户进行审核处理，帮助用户有效规避业务风险。

随手拍扫描

支持快速识别路标、指示牌、广告牌、街边店铺招牌、商品包装、购物小票等生活场景中的实体文字信息，应用于

地图、翻译、搜索、生活出行等移动应用中，方便用户进行文本的提取或录入，有效提升产品易用性和用户使用体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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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卡证文字识别（Card 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Card OCR）基于行业前沿的深度学习技术，提供身

份证识别、银行卡识别、名片识别、营业执照识别、港澳台通行证识别、港澳台来往内地通行证识别、港澳台居住

证识别、护照识别、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识别、组织机构代码证识别、不动产权证识别、房产证识别、企业证照识

别、中国香港身份证识别等多种服务，支持将图片上的文字内容，智能识别为结构化的文本，可应用于用户注册、

银行开户、交通出行、政务办事等多种场景，大幅提升信息处理效率。

产品功能

身份证识别

支持中国大陆居民二代身份证正反面所有字段的识别，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住址、公民身份证号、

签发机关、有效期限；具备身份证照片、人像照片的裁剪功能和翻拍、PS、复印件告警功能，以及边框和框内遮挡

告警、临时身份证告警和身份证有效期不合法告警等扩展功能。可应用于各种身份证信息有效性校验场景，例如用

户注册、银行开户等。

营业执照识别

支持快速精准识别营业执照上的字段，包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三合一之前为注册号）、公司名称、主体类型、法

定代表人、注册资本、组成形式、成立日期、营业期限和经营范围等字段。可应用于企业在线审核、企业线上办公

等场景，为企业服务提供便利。

银行卡识别

支持对中国大陆主流银行卡正反面关键字段的检测与识别，包括卡号、卡类型、卡名字、银行信息、有效期。支持

竖排异形卡识别、多角度旋转图片识别。可应用于各种银行卡信息有效性校验场景，如金融行业身份认证、第三方

支付绑卡等场景。

名片识别

支持对名片各字段的自动定位与识别，包含姓名、电话、手机号、邮箱、公司、部门、职位、网址、地址、QQ、微

信、MSN 等。可应用于社交平台商务应用、CRM 软件等场景。

港澳台通行证识别

支持对卡式港澳台通行证的识别，包括签发地点、签发机关、有效期限、性别、出生日期、英文姓名、姓名、证件

号等字段。

港澳台来往内地通行证识别

卡证文字识别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3 15:1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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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港澳台来往内地通行证的识别，智能识别并结构化港澳台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正面全部字段，包含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性别、出生日期、签发机关、有效期限、证件号、签发地点、签发次数、证件类别。

港澳台居住证识别

支持港澳台居住证正反面全字段内容检测识别功能，包括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地址、身份证号、签发机关、有

效期限、签发次数、通行证号码关键字段识别。可以应用于港澳台居住证信息有效性校验场景，例如银行开户、用

户注册等场景。

护照识别（港澳台地区及境外护照）

支持中国港澳台地区以及其他国家、地区的护照。识别字段包括护照 ID、姓名、出生日期、性别、有效期、发行

国、国籍、国家地区代码等；具备护照人像照片的裁剪功能和翻拍、复印件告警功能。

护照识别（中国大陆地区护照）

支持中国大陆地区护照个人资料页多个字段的检测与识别。已支持字段包括英文姓名、中文姓名、国家码、护照

号、出生地、出生日期、国籍英文、性别英文、有效期、签发地点英文、签发日期、持证人签名、护照机读码

（MRZ 码）等。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识别

支持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关键字段识别，包括注册号、有效期、住所、名称、法定代表人等。

组织机构代码证识别

支持组织机构代码证关键字段的识别，包括代码、有效期、地址、机构名称等。

不动产权证识别

支持不动产权证关键字段的识别，包括使用期限、面积、用途、权利性质、权利类型、坐落、共有情况、权利人、

不动产权号、不动产单元号、权利其他状况等。

房产证识别

支持房产证关键字段的识别，包括房地产权利人、共有情况、登记时间、规划用途、房屋性质、房屋坐落等。

企业证照识别

支持不动产权证关键字段的识别，智能化识别各类企业登记证书、许可证书、企业执照、三证合一类证书，结构化

输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公司名称、法定代表人、公司地址、注册资金、企业类型、经营范围、有效期、开办资

金、经费来源、举办单位等关键字段。

户口本识别

支持居民户口簿户主页及成员页关键字段的识别，包括姓名、户别、地址、籍贯、身份证号码等。

中国香港身份证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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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中国香港身份证人像面中关键字段的识别，包括中文姓名、英文姓名、姓名电码、出生日期、性别、证件符

号、首次签发日期、最近领用日期、身份证号、是否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具备防伪识别、人像照片裁剪等扩展功

能。

智能卡证分类

支持身份证、护照、名片、银行卡、行驶证、驾驶证、港澳台通行证、户口本、港澳台来往内地通行证、港澳台居

住证、不动产证、营业执照的智能分类。

产品优势

算法领先

各字段精度高，以身份证识别为例，身份证号码识别准确率达99.9%以上，姓名识别准确率达99%以上。

稳定可靠

腾讯云的身份证识别、名片识别、营业执照识别等服务已成功应用于 QQ、广点通、企业微信、微众银行等内部核

心业务，接受过海量用户和复杂场景的考验，服务稳定可靠。

鲁棒性强

适应多场景、不同背景，模糊、可容忍透视畸变、光照不均等实际应用中存在的复杂场景，并可实现自动裁边、修

正倾斜等。

应用场景

用户身份认证

使用身份证、银行卡、护照识别等 OCR 技术，用于政务、银行、金融、O2O、交通出行等应用下的远程用户身份

认证，自动识别并录入各字段信息，降低用户输入成本，有效提升用户体验。

商户身份核验

使用身份证、营业执照识别等 OCR 技术，实现电商、外卖、O2O、运输服务等场景下的商户身份认证、资质文件

审核，提高平台服务质量，降低业务风险。

商务职场社交

使用名片识别 OCR 技术，支持快速将纸质名片上的姓名、电话、邮箱、地址等文字转换为结构化信息并保存，可

应用于商务交流、线下会议、论坛等社交场景，节约输入成本，提升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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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票据单据识别（Invoice 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Invoice OCR）基于行业前沿的深度学习技术，

提供增值税发票识别、火车票识别、出租车票识别、机票行程单识别、运单识别等多种服务，支持将图片上的文字

内容，智能识别为结构化的文本，可应用于企业票据报销、金融票据识别、快递单据录入等多种场景，大幅提升信

息处理效率。

产品功能

增值税发票识别

支持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普通发票、增值税电子发票全字段的内容检测和识别，包括发票代码、发票号码、开

票日期、合计金额、校验码、税率等。可以应用于财务报销、账单核对等各种需要提取票据信息的场景。

运单识别

支持市面上主流版式电子运单的识别，包括收件人和寄件人的姓名、电话、地址以及运单号等字段。可应用于快递

物流的电子运单识别录入等场景，字段识别准确率达到99%以上。

增值税发票（卷票）识别

支持增值税发票（卷票）关键字段的识别，包括发票代码、发票号码、日期、校验码、合计金额（大小写）等。

定额发票识别

支持定额发票关键字段的识别，包括发票号码、发票代码、金额、发票消费类型、地区及是否有公司印章等。

通用机打发票识别

支持通用机打发票关键字段的识别，包括发票代码、发票号码、日期、购买方识别号、销售方识别号、校验码、小

写金额等。

火车票识别

支持火车票关键字段的识别，包括编号、票价、姓名、座位号、出发时间、出发站、到达站、车次、席别等。

出租车发票识别

支持出租车发票关键字段的识别，包括发票号码、发票代码、金额、日期、上下车时间、里程、发票所在地、车牌

号、发票消费类型及所属地区等。

机票行程单识别

票据单据识别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3 15:1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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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机票行程单关键字段的识别，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航班号、票价 、合计、电子客票号码、填开日期等。

支持航班信息多行明细输出。

汽车票识别

支持公路汽车客票关键字段的识别，包括发票代码、发票号码、日期、票价、始发地、目的地、姓名、时间、发票

消费类型、身份证号、省、市、开票日期、乘车地点、检票口、客票类型、车型、座位号、车次等。

轮船票识别

支持轮船票关键字段的识别，包括发票代码、发票号码、日期、姓名、票价、始发地、目的地、姓名、时间、发票

消费类型、省、市、币种等。

过路过桥费发票识别

支持过路过桥费发票关键字段的识别，包括发票代码、发票号码、日期、金额、入口、出口、时间、发票消费类

型、高速标志等。

购车发票识别

支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和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关键字段的识别，包括发票号码、发票代码、合计金额、合计税额

等二十多个字段。

完税证明识别

支持完税证明关键字段的识别，包括税号、纳税人识别号、纳税人名称、金额合计大写、金额合计小写、填发日

期、税务机关、填票人等。

OFD 发票识别

支持OFD格式的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和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的识别，返回发票代码、发票号码、开票日期、验证

码、机器编号、密码区，购买方和销售方信息，包括名称、纳税人识别号、地址电话、开户行及账号，以及价税合

计、开票人、收款人、复核人、税额、不含税金额等字段信息。

银行回单识别

支持银行回单全字段的识别，包括付款开户行、收款开户行、付款账号、收款账号、回单类型、回单编号、币种、

流水号、凭证号码、交易机构、交易金额、手续费、日期等字段信息。

网约车行程单识别

支持网约车行程单关键字段的识别，包括行程起止日期、上车时间、起点、终点、里程、金额等字段。

集装箱识别

支持集装箱箱门信息识别，识别字段包括集装箱箱号、类型、总重量、有效承重、容量、自身重量，具备集装箱箱

号、类型不完整或者不清晰的告警功能。

医疗票据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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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医疗票据关键字段的识别，目前支持全国统一门诊发票、全国统一住院发票、以及部分地方的门诊和住院发票

等。

混贴票据分类

支持多张、多类型票据的混合检测和自动分类，返回对应票据类型。目前已支持增值税发票、增值税发票（卷

票）、定额发票、通用机打发票、购车发票、火车票、出租车发票、机票行程单、汽车票、轮船票、过路过桥费发

票、酒店账单、客运限额发票、购物小票、完税证明共15种票据。

混贴票据识别

支持多张、多类型票据的混合检测和自动分类，返回对应票据类型。目前已支持增值税发票、增值税发票（卷

票）、定额发票、通用机打发票、购车发票、火车票、出租车发票、机票行程单、汽车票、轮船票、过路过桥费发

票、酒店账单、客运限额发票、购物小票、完税证明共15种票据。

金融票据整单识别

支持常见银行票据的自动分类和识别。整单识别包括支票（含现金支票、普通支票、转账支票），承兑汇票（含银

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以及进账单等，适用于中国人民银行印发的 2010 版银行票据凭证版式（银发

[2010]299 号）。

金融票据切片识别

支持常见银行票据的自动分类和识别。切片识别包括金融行业常见票据的重要切片字段识别，包括大小写金额、账

号、票号、收款人、大写日期、同城交换号、地址-省份、地址-城市、付款行全称、支票密码、支票用途等。（金

融票据切片：金融票据中待识别字段及其周围局部区域的裁剪图像）。

产品优势

能力全面

支持十余种常见票据单据的识别，如增值税发票及卷票、定额发票、购车发票、火车票、出租车发票、机票行程

单、电子运单、过路过桥费发票、银行回单、完税证明、通用机打发票等，覆盖字段多、识别信息全面。

算法领先

各字段精度高，以增值税发票为例，发票代码、价税合计、合计金额、购买方识别号、开票日期等字段识别准确率

达到99%以上。

场景丰富

支持单张票据、多张票据混贴识别，支持照片、扫描件识别，不受拍摄角度、背景、亮度、折痕、内容错位等不利

因素干扰。

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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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财务报销

用于企业员工发票报销，通过 OCR 技术提取各种纸质发票、凭证上的发票号码、金额、发票代码等关键信息，支

持数据录入和自动核对，减少人工校验成本。

金融票据管理

支持企业、银行、个人等多种支票、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以及进账单等金融票据的整单识别和切片识别，

代替人工录入，提升处理效率。

生活记账理财

在理财记账、日程管理等应用中，通过 OCR 技术识别提取票据关键信息实现个人账单、出行日程的记录，辅助用

户合理规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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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汽车相关识别（Vehicle 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Vehicle OCR）基于行业前沿的深度学习技术，

提供驾驶证识别、行驶证识别、车牌识别、车辆 VIN 码识别、机动车登记证书识别、网约车驾驶证识别、网约车运

输证识别等多种服务，支持将图片上的文字内容，智能识别为结构化的文本，可应用于车主身份认证、ETC 出行、

违章识别、停车管理等多种场景，大幅提升信息处理效率。

产品功能

行驶证识别

支持对行驶证主页和副页所有字段的自动定位与识别，包含车牌号码、车辆类型、所有人、住址、使用性质、品牌

型号、车辆识别代码、发动机号、注册日期、发证日期、发证单位等。

驾驶证识别

支持驾驶证主页和副页所有字段的自动定位与识别，主页识别字段包括证号、姓名、性别、国籍、住址、出生日

期、初次领证日期、准驾车型、有效期限、发证单位；副页识别字段包括证号、姓名、档案编号、记录。驾驶证识

别重点字段的识别准确度达到99%以上，同时具备复印件、翻拍和 PS 告警功能。同时支持识别交管12123 APP

发放的电子驾驶证正页。电子驾驶证正页识别字段包括证号、姓名、性别、国籍、出生日期、初次领证日期、准驾

车型、有效期开始时间、有效期截止时间、档案编号、状态、累积记分。

车牌识别

支持对中国大陆机动车车牌的自动定位和识别，返回地域编号和车牌号码与车牌颜色信息。

车辆 VIN 码识别

支持图片内车辆识别代号（VIN）的检测和识别。

机动车登记证书识别

支持中国内地（大陆）机动车登记证书主要字段的结构化识别，包括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名称、号码、车辆型

号、车辆识别代号、发动机号、制造厂名称等。

网约车驾驶证识别

支持网约车驾驶证关键字段的识别，包括姓名、证号、起始日期、截止日期、发证日期等。

网约车运输证识别

汽车相关识别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3 15:1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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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网约车运输证关键字段的识别，包括交运管许可字号、车辆所有人、车辆号牌、起始日期、截止日期、发证日

期等。

产品优势

能力全面

支持自动定位和识别车牌号码、17位的车辆 VIN 码信息、行驶证主页和副页及驾驶证主页正面的所有字段信息。

算法领先

行驶证和驾驶证的总体识别准确率达96%以上，车牌识别、车辆 VIN 码的准确率达98%以上，算法精度高。

鲁棒性强

腾讯云车牌识别技术，适应各种实际应用中存在的异常情况，如复杂背景、强光照、大侧角、模糊等，具备非常高

的复杂环境可用性。

应用场景

车主身份认证

只需拍照即可快速上传本人证件信息，帮助车主快速完成身份认证，降低车主输入成本，广泛应用于 ETC 办理、打

车、租车、车险投保理赔等场景。

道路违章检测

在城市道路、高速公路等治安卡口，通过摄像头自动记录并识别车牌号码信息，对违章车辆进行进一步处理，助力

智慧警务升级。

车主信息服务

在汽车保险理赔、二手车交易、车辆租借和年审等场景，帮助用户快速录入车辆相关信息，提高业务人员的办公效

率和服务准确性。



文字识别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7 共25页

产品介绍

行业文档识别（Document 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Document OCR）基于行业前沿的深度学习

技术，提供表单表格识别、体检报告识别、检验检查单识别、算式识别等多种行业文档识别服务，支持将图片上的

文字内容，智能识别为结构化的文本，可应用于智能核保、智能理赔、试题批改等多种行业场景，大幅提升信息处

理效率。

产品功能

表格识别

支持中英文图片/PDF 内常规表格、无线表格、多表格的检测和识别，支持日文有线表格识别，返回每个单元格的文

字内容，支持旋转的表格图片识别，支持将识别结果保存为 Excel 格式。

算式识别

支持作业算式题目的自动识别和判分，目前覆盖 K12 学力范围内的 11 种题型，包括加减乘除四则、加减乘除已知

结果求运算因子、判断大小、约等于估算、带余数除法、分数四则运算、单位换算、竖式加减法、竖式乘除法、脱

式计算和解方程，平均识别精度达到93%以上。

数学试题识别

支持数学试题内容的识别和结构化输出，包括通用文本解析和小学、初中和高中数学公式解析能力（包括91种题

型，180种符号）。

数学公式识别

支持识别主流初高中数学符号和公式，返回公式的 Latex 格式文本。

保险单据识别

支持病案首页、费用清单、结算单、医疗发票四种保险理赔单据的文本识别和结构化输出。

印章识别

支持各类印章，包括发票章，财务章等，适用于公文，票据等场景。

产品优势

能力全面

行业文档识别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3 15: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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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保险、教育、金融、医疗等各类行业文档和表单表格的高精度识别服务，返回结构化信息，助力行业自动化效

率提升。

算法领先

基于业内领先的深度学习算法、表格文字的识别准确率在92%以上，算式识别的准确率在94%以上。

鲁棒性强

适应多场景、不同背景，模糊、可容忍透视畸变、光照不均等实际应用中存在的复杂场景，并可实现自动裁边、修

正倾斜等。

应用场景

智能核保和理赔

支持体验报告内容结构化提取，结合 NLP 技术，帮助保险公司实现核保流程的自动化。通过识别各类保单中的关键

字段和医疗单据中的明细信息，加速完成保险理赔业务。

数学作业批改

通过一次简单的拍照就可以对算式、公式、试题等数学作业进行自动识别，结合结果智能批改功能，有效地提高了

老师和家长检查和批改作业的工作效率。

物流单据电子化

实现各类物流表单的快速识别和结构化信息提取，帮助客户进行纸质表单的自动化录入，有效提升流程效率和录入

信息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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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智能扫码（Intelligent Scan，IS）包含了二维码和条形码识别 API、智能扫码 SDK，以及条码信息查询 API，

为您提供全套扫码相关的服务。其中，智能扫码 SDK 针对一图多码、大图小码等不同场景做了针对性优化；条码

信息查询 API 连接中国物品编码中心，返回权威库源信息，助您打通扫码识别全流程链路。

产品功能

二维码和条形码识别

提供识别二维码和条形码的 API 接口，能够准确识别二维码、条形码、PDF417码、DataMatrix 码。

智能扫码 SDK

提供方便用户集成的扫码 SDK，支持大图小码、一图多码、 模糊码的识别，并且支持自动补光和自动调焦。

条码信息查询

链接中国物品编码中心，能够返回条码所代表的商品登记备案信息。

产品优势

多码适配

智能扫码提供以下四种码制的识别能力：二维码、条形码、PDF417码、DataMatrix 码。

接入全面

智能扫码提供多种接入方式：目前已提供 API 接入、iOS SDK 接入、Android SDK 接入三种接入方式，后续还

会推出小程序 SDK 接入和 Linux 平台 SDK 接入的方式，能够满足客户在不同场景的扫码需求。

效果突出

智能扫码识别准确率高、鲁棒性强，SDK 支持大图小码、一图多码、模糊识别，能够满足多样的实际场景需求。

性能优异

智能扫码基于腾讯海量的服务经验，提供高性能的服务模式，其 FPS 高于50，安装容量包小，同时保证了高内

聚、低耦合、接入快速、方便开发。

配套完善

智能扫码
最近更新时间：2022-02-22 10:5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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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扫码 SDK 除了基本扫码功能外，还支持多种增值服务，如暗光开灯，自动调焦等；除此以外，条码信息查询

API 打通中国物品编码中心，能够提供商品的权威备案登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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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营业执照核验（Business License Verification，BLV）基于行业前沿的深度学习技术，提供营业执照的识别

及信息准确性核验服务。支持对所传入营业执照关键字段或图片信息的智能化识别及企业工商信息的比对核验，可

应用于企业信息电子化存档、商家资质审查、银行信贷金融服务等场景。

产品功能

营业执照识别及核验（基础版）

支持对营业执照信息的识别与准确性核验，返回查询到的工商照面信息，并比对要校验的字段与查询结果的一致

性。查询到工商信息包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经营期限、法人姓名、经营状态、经营业务范围、注册资本、住

址、企业名称、工商注册号等。

营业执照识别及核验（详细版）

支持对营业执照信息的识别与准确性核验，返回查询到的工商照面信息，并比对要校验的字段与查询结果的一致

性。本接口返回的真实工商照面信息比营业执照识别及核验（基础版）接口更详细。查询到工商信息包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经营期限、法人姓名、经营状态、经营（业务）范围及方式、注册资金、注册币种、

登记机关、开业日期、企业（机构）类型、注销日期、吊销日期、许可经营项目、一般经营项目、核准时间、经营

（业务）范围等。

企业四要素核验

基于企业四要素授权“姓名、证件号码、企业标识、企业全称”，验证企业信息是否一致。

产品优势

快速采集

输入营业执照的关键信息或传入图片，运用 OCR 技术快速识别照面信息。

权威核验

对接权威企业信息数据库，快速核验企业工商信息。

简单易用

提供了丰富多样的 SDK 供开发者使用，服务使用简单便捷，兼容性强。

应 场

营业执照核验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3 15:1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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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景

企业信息电子化存档

准确识别营业执照的关键字段，快速核验企业资质，完成企业信息的快速录入，提升企业信息化管理水平，有效节

约人力成本。

商家资质审查

适用于电商、零售、O2O 等各个行业，通过对供应商企业信息的结构化识别和审核核验，提高合作伙伴的管理效

率。

银行金融信贷服务

适用于企业银行开户、信贷评估等金融服务场景，通过对企业信息的自动化审查，提升银行业务效率，有效控制业

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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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增值税发票核验（Value-Added Tax Invoice Verification，VTIV）基于行业前沿的深度学习技术，提供增

值税发票的识别及信息准确性核验服务。支持多种发票类型，可应用于企业费控报销管理、供应链发票核验、财税

代理记账等场景。

产品功能

增值税发票核验产品为您提供在线 API 和配套的开发工具集（SDK），支持多种票据类型的票面信息获取及准确性

核验。

票面信息查询

增值税发票核验支持返回票面全部信息，支持开票后 T + 1日的发票查询。

多类型票据核验

增值税发票核验支持多种发票类型的信息获取及核验，支持的发票类型包括但不限于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普通

发票（含电子普通发票、卷式发票、通行费发票）、全电发票、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

票、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通用机打电子发票（广东和浙江）。

产品优势

高效核验

快速对接增值税发票权威库源，同步完成信息的准确性核验，核验效率高。

能力全面

支持多种类型的发票核验，包括但不限于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普通发票（含电子普通发票、卷式发票、通行费

发票）、全电发票、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通用机打电子发票

（广东和浙江）等。

简单易用

提供了丰富多样的 SDK 供开发者使用，服务使用简单便捷，兼容性强。

应用场景

企业费控报销管理

增值税发票核验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3 15: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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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企业的费控报销管理系统，通过对票面信息的快速获取及核验，实现财务发票的电子化存档，提高费控报销

的审核效率。

供应链发票核验

适用于企业的供应链管理系统，通过对订单发票、运输/物流发票等的快速获取及核验，提高企业采购、物流、收

货、付款等经营过程的凭证管理水平及效率。

财税代理记账

适用于代理记账企业，通过对票据信息的获取及核验，实现财务票据电子化管理，减少人工操作及票据丢失成本，

提高代账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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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R

OCR（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是光学字符识别的缩写，通过扫描等光学输入方式将各种票据、

报刊、书籍、文稿及其它印刷品的文字转化为图像信息，再利用文字识别技术将图像信息转化为可以使用的计算机

输入技术。

API

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是一些预先定义的函数，应用将自身的服务

能力封装成 API，并通过 API 开放给用户调用。API 包括基本信息、前后端的请求路径和参数以及请求相关协议。

JSON

JSON（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JS 对象简谱）是一种轻量级的数据交换格式，任何 JavaScript 语

言支持的类型都可以通过 JSON 来表示，例如字符串、数字、对象、数组等。

QPS

QPS 指每秒请求的并发数，1QPS 即每秒同时支持请求接口1次，50QPS 即每秒同时支持请求接口50次。

SecretKey

SecretId 和 SecretKey 合称为云 API 密钥，是用户访问腾讯云 API 进行身份验证时需要用到的安全凭证。

SecretKey 是用于加密签名字符串和服务器端验证签名字符串的密钥。一个 APPID 可以创建多个云 API 密钥。

SecretId

SecretId 和 SecretKey 合称为云 API 密钥，是用户访问腾讯云 API 进行身份验证时需要用到的安全凭证。

SecretId 用于标识 API 调用者身份。一个 APPID 可以创建多个云 API 密钥。

SDK

SDK（Software Development Kit）是软件工程师为特定的软件包、软件框架、硬件平台、操作系统等建立应

用软件时的开发工具的集合。

基本概念
最近更新时间：2020-12-21 17:1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