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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识别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3 共8页

2023年3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新增出参-护照识

别（港澳台地区及

境外护照）

增加姓、名字段返回，新增出参：Surname,

GivenName。
2023/3/15

护照识别（港澳台

地区及境外护照）

新增功能-混贴发

票多页 pdf 识别

增加多页 pdf 识别功能，新增入参：

ReturnMultiplePage。
2023/3/2 混贴发票识别

2023年2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新增接口-表格识

别（高精度版)
新增接口表格识别（高精度版)。 2023/2/21

表格识别（高精度

版)

新增接口-创建智

慧表单文件识别任

务

新增接口创建智慧表单文件识别任务。 2023/2/21
创建智慧表单文件

识别任务

新增接口-查询智

慧表单任务状态
新增接口查询智慧表单任务状态。 2023/2/21

查询智慧表单任务

状态

2022年12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新增出参-健康码

识别

健康码识别增加检测时间，新增出参：

VaccinationTime。
2022/12/22 健康码识别

新增出参-印章识

别

印章识别接口增加印章形状返回，新增出参：

SealShape。
2022/12/12 印章识别

2022年11月

产品动态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0 17:27:2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66/3765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66/33527#SingleInvoiceInfo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66/8672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66/8672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66/8672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66/6858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66/45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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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新增出参-智能结

构化
新增返回行信息输出。 2022/11/15 智能结构化识别

2022年10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新增能力-医疗票

据识别
新增能力医疗票据识别， 2022/10/28 医疗票据识别

2022年9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新增能力-文本图

像增强
新增文本图像增强接口 2022/9/21 文本图像增强

新增出参-健康码

识别

新增出参 SpotName，支持场所名称字段输

出
2022/9/14 健康码识别

新增接口-医疗票

据识别
新增医疗票据识别接口 2022/9/9 医疗票据识别

2022年8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新增出参-智能结

构化

新增出参 Row 信息，支持混贴发票识别的行

信息返回
2022/8/12 混贴发票识别

2022年7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新增入参-智能结

构化

新增入参 IsPdf、PdfPageNumber 支持

PDF 识别。
2022/7/8 智能结构化识别

2022年6月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66/6087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66/8032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66/8080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866/6858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866/8032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866/33527#SingleInvoiceInfo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866/60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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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新增出参-印章识

别
新增多印章内容返回出参 SealInfo 2022/6/14 印章识别

新增出参-健康码

识别

新增出参 Vaccination，支持疫苗接种信息字

段输出
2022/6/17 健康码识别

新增入参-混贴发

票识别

新增入参 ReturnOther，支持选择是否返回

其他发票的识别结果
2022/6/8 混贴发票识别

2022年5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新增能力-增值税

发票核验（新版）

新增能力-增值税发票核验（新版），支持全电

发票核验。
2022/5/12

增值税发票核验

（新版）

2022年4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新增出入参数-健

康码识别

新增入参 Type 类型 新增出参 IDNumber,

TestingInterval, TestingResult,

TestingTime，支持身份证号、核酸检测间隔

时长、核酸检测结果、核酸检测时间字段输出

2022/3/24 健康码识别

2022年3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新增接口-通信行

程卡识别
新增接口通信行程卡识别。 2022/3/24 通信行程卡识别

2022年1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新增出参-车牌识

别
新增出参 color，支持车牌颜色识别。 2022/1/21 车牌识别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66/4580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866/6858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866/3783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866/7367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66/6858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866/3765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866/36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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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新增接口-健康码

识别
新增接口健康码识别。 2022/1/21 健康码识别

新增接口-通信行

程卡识别
新增接口通信行程卡识别。 2022/1/21 通信行程卡识别

驾驶证识别新增能

力

支持识别电子驾驶证识别，新增出参 State,

CumulativeScore。
2022/1/14 驾驶证识别

2021年11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新增能力-集装箱

识别
新增能力集装箱识别。 2021/11/10 集装箱识别

2021年10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新增接口-网约车

行程单识别
新增接口网约车行程单识别。 2021/10/13 网约车行程单识别

2021年8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新增接口-智能结

构化识别
新增接口 智能结构化识别。 2021/8/31 智能结构化识别

2021年6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新增接口-银行回

单识别
新增接口银行回单识别。 2021/6/22 银行回单识别

2021年4月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866/6858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866/3765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866/3621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866/6381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866/6261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866/6087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866/57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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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OCR SDK 版本

优化

Android、iOS 新增新增车牌识别、车辆 VIN

码识别能力。
2021/4/27

客户端 SDK 接入

概览

2021年3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港澳台居住证识别

接口升级
新增签发次数、通行证号码字段输出。 2021/3/31 港澳台居住证识别

身份证识别接口升

级

优化身份证反光告警、优化临时身份证识别效

果。
2021/3/31 身份证识别

混贴票据识别接口

升级

优化混贴检测分类、增值税发票样本识别效

果。
2021/3/31 混贴票据识别

机票行程单识别接

口升级
新增行号字段输出。 2021/3/22 机票行程单识别

智能扫码 SDK 超

低折扣

30000元/个，一个 SDK 绑定一个应用，购买

后同一个应用的 iOS 端和 Android 端均可使

用。

2021/3/17
智能扫码 SDK 接

入

OCR SDK 版本

优化

Demo 新增 bugly、新增反光告警设置、优化

HTTPS 请求、支持调整检测阈值。
2021/3/17

客户端 SDK 接入

概览

2021年1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新增能力-OFD

发票识别

接口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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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编号等字段信

息。

2021/1/29 OFD 发票识别

算式识别接口升级
新增支持自动判分、图片横屏拍摄、错题答案推

荐。
2021/1/29 算式识别

票据识别接口升级
优化 PDF 电子发票、增值税发票地址字段、增

值税发票（卷票）日期字段的识别效果。
2021/1/29 混贴票据识别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66/4730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66/4310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66/3352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66/3783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66/37075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ocr/i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66/4730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66/5229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66/3493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66/37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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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数学试题识别新增

出参
增加返回试题中图片的矩形框坐标。 2021/1/29 数学试题识别

文字识别 Demo

上新
通用印刷体识别、表格识别新增识别语种设置。 2021/1/14

文字识别体验

Demo

表格识别 V2 接口

升级

1. 优化行程单版式效果。 2. 新增支持日文有线

表格识别。 3. 新增支持返回文本块类型，支持

旋转角度检测，支持返回表格主体四顶点坐标。

2021/1/14 表格识别(V2)

驾驶证识别新增出

参
新增支持识别“发证单位”字段。 2021/1/14 驾驶证识别

增值税发票识别新

增出参
新增支持图片旋转角度检测。 2021/1/14 增值税发票识别

英文识别新增出参 新增支持图片旋转角度检测。 2021/1/14 英文识别

通用手写体识别新

增出参
新增支持图片旋转角度检测。 2021/1/14 通用手写体识别

通用印刷体（高精

版）优化出参
优化段落信息识别字段。 2021/1/14

通用印刷体（高精

版）

银行卡识别接口升

级

1. 新增支持识别“卡类型”、“卡名字”字

段。 2. 新增支持银行卡图片预处理，可返回切

图数据。 3. 新增支持边框遮挡、翻拍件、复印

件、图片反光、日期无效共五种告警。

2021/1/7 银行卡识别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66/38294
https://cloud.tencent.com/act/event/ocrdemo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66/4952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66/3621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66/3621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66/3493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66/3621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66/3493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66/36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