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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检测API文档
 
 
内容检测API基于阿里巴巴多年的技术沉淀和海量的数据支撑，提供文本、图片、视频等多媒体内容安全检测的
接口服务。
  
智能鉴黄服务
 
通过神经网络算法和实时更新的亿级图像样本库,可对图片和视频进行识别以及色情程度量化。智能学习用户审
核标准，逐渐降低人工审核成本。
  
OCR图文识别服务
 
拥有国内顶尖OCR算法团队，上亿字符样本积累，可精准定位图片中文字位置，准确识别斜排字，艺术字等字
体。
  
暴恐敏感图像识别（公测中）
 
采用高速图搜技术，结合独有的情报、舆情、预警和分析体系及实时更新的样本图库，能够快速定位暴恐旗帜
、人物和场景以及敏感政治人物。
  
指定人脸识别（公测中）
 
提供包括政治人物、敏感人物、以及名人明星等人物的面部识别，能够避免业务的违规和侵权风险。
  
文本反垃圾服务（公测中）
 
从账户维度进行人机识别，从内容维度进行色情、暴恐涉政、广告、辱骂等垃圾文本识别，从行为维度进行重
复发送相似文本等灌水行为识别。
  
文本关键词检测服务（公测中）
 
包含阿里巴巴十余年积累的安全管控关键词库，可快速帮助用户识别出自身网站中的敏感文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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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新手指南
 
欢迎使用阿里云内容检测API。用户可以使用本文档介绍的API对内容检测API服务进行相关操作。
  
1. 阅读使用协议和收费方式
 
请确保在使用这些接口前，已充分了解了内容检测API的使用协议和收费方式。
  
2. 内容检测API开发准备
 
开发者使用API之前，需要先注册阿里云账号，添加Access Key并签约绿网，具体操作如下：
 

 
前往阿里云官网注册账号，如果已有注册账号，请跳过此步骤；

 
 
请进入阿里绿网产品页面，点击立即开通，正式开通产品服务。

 
 
在Access Key管理页面中创建并管理您的Access Key，Access Key相当于您访问阿里云产品的口令
，拥有您完整的权限，请您妥善保管、避免泄露，并定期更换您的Access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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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M子账号支持
 

绿网API也支持RAM子账号的accessKeyId和accessKeySecret.
登录ram控制台,创建子用户, 并选择生成accessKeyId和accessKeySecret，创建后保存好改
accessKeyId和accessKeySecret, 供后续使用sdk使进行使用.
子账号授权: 请授权给系统策略:AliyunYundunGreenWebFullAccess。
如果已经添加过密钥，请跳过此步骤。

  
3. 内容检测API文档阅读
 

智能图片鉴黄API
OCR图文识别API
暴恐敏感图片API
指定人脸识别API
文本反垃圾API
文本关键词API
  

4. 内容检测API SDK 使用及示例代码
 

示例代码下载
java
php
python
nodejs
 

注：
 

每个用户每分钟默认最高可调用100次，如需调整，请通过工单联系我们；
如果您的在调用绿网内容检测API过程中，存在单ip调用APIqps超过100情况，请通过工单联系我们
；
如果您的海量的图片需要扫描，可以通过工单联系我们，获取更加优惠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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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

如果您需要更多的内容检测服务，也可以通过工单联系我们。
用户可通过阿里绿网在线测试接入业务图片进行测试。
 

  
智能图片鉴黄API
 
 
注： 使用前请务必阅读完本页全部内容
  
功能描述
 
对单张图片进行实时色情识别.
  
SDK调用方式
 
如果您使用java、python、php、nodejs语言，我们官方提供了对应的sdk，直接使用sdk调用即可，sdk如何
调用请点击以下对应开发语言的链接继续阅读。
 
java
 
php
 
python
 
nodejs
 
或者您也可以直接下载各语言的调用代码示例和离线文档进行阅读, 离线代码调用示例下载地址如下:
 

green-sdk-sample_doc
 

如果您使用的不是以上开发语言，请自行根据以下 ‘接口说明’ 章节的描述构建请求体，使用http方式进行调
用.
  
接口说明
  
域名
 

 
协议
 

  green.cn-hangzhou.aliyun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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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请求参数
  
公共参数
 

 
接口参数
 

  http

  POST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Format String 是 返回值的类型，支持
JSON

Version String 否

API 版本号，为日期形
式：YYYY-MM-
DD，当前最新版本对
应为 2016-12-16

AccessKeyId String 是

阿里云颁发给用户的访
问服务所用的密钥
ID，什么是
AccessKeyId, 如何生
成AccessKeyId。

Signature String 是
签名结果串，关于签名
的计算方法，请参见签
名机制。

SignatureMethod String 是 签名方式，目前支持
HMAC-SHA1。

Timestamp String 是

请求的时间戳。日期格
式按照 ISO8601 标准
表示，并需要使用
UTC 时间。格式为
：YYYY-MM-
DDThh:mm:ssZ

SignatureVersion String 是 是 签名算法版本，目
前版本是 1.0。

SignatureNonce String 是

是 唯一随机数，用于
防止网络重放攻击。用
户在不同请求间要使用
不同的随机数值.通常
用UUID生产即可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当前接口填写
:Image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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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接收用户图片并检测，并同步返回检测结果。
为保障同步调用的时效性，同步调用接口支持单张调用，适用于对时效性要求较高的使用场景，如:社
交等。
  

SDK接口名称
 
如果使用我们官方提供的sdk（java、python、php），请直接参考sdk中以下接口:
 

 
其他说明
 

图片链接协议支持：http和https
图片格式支持: PNG,JPG,JPEG,BMP，不支持GIF
图片大小限制为5M，下载时间3s内;
图片像素建议不小于256*256，太小可能会影响识别效果
图片检测接口响应时间依赖图片的下载时间，请保证所检测图片所在的存储服务的稳定，图片建议使
用oss存储或者cdn做缓存等.

RegionId String 是 cn-hangzhou

Async String 是

是否异步: true/false,
true 异步图片检测
，false：同步图片检
测

ImageUrl.i String 是

图片链接，异步步图片
检测使支持最高50张
，i从1到50, 如
(ImageUrl.1= url1, …
ImageUrl.1= url50;
同步图片检测时只支持
单张(ImageUrl.1=
url1)

Scene.i String 是

图片检测风险场景，目
前支持的风险场景有
porn、illegal、ocr,
porn：黄图, illegal:暴
恐敏感,ocr：文字识别.
单张图片一次支持多个
场景的检测, 如
(Scene.1= “porn”,
Scene.2= “illegal”,
Scene.3= “ocr”),
只用黄图检测，请填写
Scene.1= “porn”

ImageDetection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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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regionId请填写cn-hangzhou(你自己的服务部署在其他region,也请填写cn-hangzhou) 
返回结果
  
同步图片检测时返回结果
 
格式如下:
 

返回结果字段说明：JSON字符串
 

图片Object描述：
 

{
"ImageResults": {
"ImageResult": [
{
"TaskId": "a4e7b2e0-9fa4-44c2-8b53-a8e4ce7acfee-1483624093814",
"ImageName": "https://img.alicdn.com/tfs/TB1urBOQFXXXXbMXFXXXXXXXXXX-1442-257.png",
"PornResult": {
"Label": 1,
"Rate": 100
}
}
]
},
"Msg": "调用成功。",
"Code": "Success"
}

属性 值类型 值示例 描述

Code String Success

返回状态码
，Success表示调用成
功。如果不为
Success则表示调用出
错，错误消息可以参考
msg

Msg String 调用成功。

返回消息。如果
code不为Success的
时候，描述详细错误信
息

ImageResults List<Object>

图片检测结果列表，每
个元素是一个图片的检
测结果,详见下面图片
Object的描述

属性 值类型 说明

TaskId String 图像检测的任务ID

ImageName String 图像的URL

阿里绿网 内容检测API文档

7



-

 
注： 使用前请务必阅读完本页全部内容
  
功能描述
 
异步黄图检测适用于能够接受一定时延的图片检测场景，支持批量图片的色情识别
  
SDK调用方式
 
如果您使用java、python、php、nodejs语言，我们官方提供了对应的sdk，直接使用sdk调用即可，sdk如何
调用请点击以下对应开发语言的链接继续阅读。
 
java
 
php
 
python
 
nodejs
 
或者您也可以直接下载各语言的调用代码示例和离线文档进行阅读, 离线代码调用示例下载地址如下:
 

green-sdk-sample_doc
 

如果您使用的不是以上开发语言，请自行根据以下 ‘接口说明’ 章节的描述构建请求体，使用http方式进行调
用.
  
接口说明
 
异步黄图检测适用于能够接受一定时延的图片检测场景，支持批量图片的检测，需要配合获取图片鉴黄异步检
测结果接口来轮询图片检测结果. 建议第一次轮询的时间为延后10秒，轮询最长90秒钟即可。
  

PornResult Object

色情图像识别结果，json对象。
包含两个key-value对
：{“Label”:1,
“Rate”:100}。Rate~100范
围的一个浮点值，越接近
100，表示色情图像的概率越高
（精度到小数点后2位）。
Label，0表示正常，1表示色情
，2表示未确认。用户可以根据
自己的场景采信这个值（注：绿
网会根据图片样本的不断积累
，动态调整建议值的阈值设定
）, (异步图片检测时该字段内容
为空, 需要根据taskid调用取图
片检测结果接口进行轮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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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名
 

 
协议
 

 
方法
 

 
请求参数
  
公共参数
 

  green.cn-hangzhou.aliyuncs.com

  http

  POST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Format String 是 返回值的类型，支持
JSON

Version String 否

API 版本号，为日期形
式：YYYY-MM-
DD，当前最新版本对
应为 2016-12-16

AccessKeyId String 是

阿里云颁发给用户的访
问服务所用的密钥
ID，什么是
AccessKeyId, 如何生
成AccessKeyId。

Signature String 是
签名结果串，关于签名
的计算方法，请参见签
名机制。

SignatureMethod String 是 签名方式，目前支持
HMAC-SHA1。

Timestamp String 是

请求的时间戳。日期格
式按照 ISO8601 标准
表示，并需要使用
UTC 时间。格式为
：YYYY-MM-
DDThh:mm:ssZ

SignatureVersion String 是 是 签名算法版本，目
前版本是 1.0。

SignatureNonce String 是 是 唯一随机数，用于
防止网络重放攻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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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接口参数
 

 
其他说明
 

图片链接协议支持：http和https
图片格式支持: PNG,JPG,JPEG,BMP，不支持GIF
图片大小限制为5M，下载时间3s内;
图片像素建议不小于256*256，太小可能会影响识别效果
图片检测接口响应时间依赖图片的下载时间，请保证所检测图片所在的存储服务的稳定，图片建议使
用oss存储或者cdn做缓存等.
接口regionId请填写cn-hangzhou(你自己的服务部署在其他region,也请填写cn-hangzhou)
  

SDK接口名称
如果使用我们官方提供的sdk（java、python、php），请直接参考sdk中以下接口:ImageDetectionRequest

户在不同请求间要使用
不同的随机数值.通常
用UUID生产即可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当前接口填写
:ImageDetection

RegionId String 是 cn-hangzhou

Async String 是

是否异步: true/false,
true 异步图片检测
，false：同步图片检
测

ImageUrl.i String 是

图片链接，异步步图片
检测使支持最高50张
，i从1到50, 如
(ImageUrl.1= url1, …
ImageUrl.1= url50;
同步图片检测时只支持
单张(ImageUrl.1=
url1)

Scene.i String 是

图片检测风险场景，目
前支持的风险场景有
porn、illegal、ocr,
porn：黄图, illegal:暴
恐敏感,ocr：文字识别.
单张图片一次支持多个
场景的检测, 如
(Scene.1= “porn”,
Scene.2= “illegal”,
Scene.3= “ocr”),
只用黄图检测请填写
Scene.1= “porn”

阿里绿网 内容检测API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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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结果
  
异步图片检测返回结果
 

返回结果字段说明：JSON字符串
 

图片Object描述：
 

 
注： 使用前请务必阅读完本页全部内容
 

{
"ImageResults": {
"ImageResult": [
{
"ImageName": "https://img.alicdn.com/tfs/TB1urBOQFXXXXbMXFXXXXXXXXXX-1442-257.png",
"TaskId": "09e5dc41-6e31-4701-83f6-a5438033d98a-1483624491333"

}
]
},
"Msg": "调用成功。",
"Code": "Success"
}

属性 值类型 值示例 描述

Code String Success

返回状态码
，Success表示调用成
功。如果不为
Success则表示调用出
错，错误消息可以参考
msg

Msg String 调用成功。

返回消息。如果
code不为Success的
时候，描述详细错误信
息

ImageResults List<Object>

图片检测结果列表，每
个元素是一个图片的检
测结果,详见下面图片
Object的描述

属性 值类型 说明

TaskId String 图像检测的任务ID, taskId有效
期为1天

ImageName String 图像的URL

阿里绿网 内容检测API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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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描述
 
在使用 图片鉴黄异步调用接口 获取到taskId之后，通过本接口来获取鉴黄检测的结果.
  
SDK调用方式
 
如果您使用java、python、php、nodejs语言，我们官方提供了对应的sdk，直接使用sdk调用即可，sdk如何
调用请点击以下对应开发语言的链接继续阅读。
 
java
 
php
 
python
 
nodejs
 
或者您也可以直接下载各语言的调用代码示例和离线文档进行阅读, 离线代码调用示例下载地址如下:
 

green-sdk-sample_doc
 

如果您使用的不是以上开发语言，请自行根据以下 ‘接口说明’ 章节的描述构建请求体，使用http方式进行调
用.
  
接口说明
  
域名
 

 
协议
 

 
方法
 

 
参数
  
公共参数
 

  green.cn-hangzhou.aliyuncs.com

  http

  POST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阿里绿网 内容检测API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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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参数
 

 
SDK接口名称
 
如果使用我们官方提供的sdk（java、python、php），请直接参考sdk中以下接口:ImageResultsRequest
 

Format String 是 返回值的类型，支持
JSON

Version String 否

API 版本号，为日期形
式：YYYY-MM-
DD，本版本对应为
2016-12-16

AccessKeyId String 是

阿里云颁发给用户的访
问服务所用的密钥
ID，什么是
AccessKeyId, 如何生
成AccessKeyId。

Signature String 是
签名结果串，关于签名
的计算方法，请参见签
名机制。

SignatureMethod String 是 签名方式，目前支持
HMAC-SHA1。

Timestamp String 是

请求的时间戳。日期格
式按照 ISO8601 标准
表示，并需要使用
UTC 时间。格式为
：YYYY-MM-
DDThh:mm:ssZ

SignatureVersion String 是 是 签名算法版本，目
前版本是 1.0。

SignatureNonce String 是

是 唯一随机数，用于
防止网络重放攻击。用
户在不同请求间要使用
不同的随机数值.通常
用UUID生产即可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当前接口填写
:ImageResults

RegionId String 是 cn-hangzhou

TaskId.i String 是

调用异步图片检测接口
时返回的每张图片的
TaskId，i从1到50, 如
(TaskId.1=taskId1, …
TaskId.50= taskId50

阿里绿网 内容检测API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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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结果
 

返回结果字段说明：JSON字符串
 

图片Object描述：
 

{
"ImageDetectResults": {
"ImageDetectResult": [
{
"Status": "TaskProcessSuccess",
"ImageResult": {
"OcrResult": {
"Text": {
"String": [
"清秒放"
]
}
},
"ImageName": "https://img.alicdn.com/tfs/TB1urBOQFXXXXbMXFXXXXXXXXXX-1442-257.png",
"TaskId": "a6ff37ad-4860-4522-b9a7-a3d0dfd3bb5b-1483625242654",
"PornResult": {
"Label": 1,
"Rate": 100
}
},
"Msg": "调用成功。",
"Code": "Success"
}
]
},
"Msg": "调用成功。",
"Code": "Success"
}

属性 值类型 值示例 描述

Code String Success

返回状态码
，Success表示调用成
功。如果不为
Success则表示调用出
错，错误消息可以参考
msg

Msg String 调用成功。

返回消息。如果
code不为Success的
时候，描述详细错误信
息

ImageResults List<Object>

图片检测结果列表，每
个元素是一个图片的检
测结果,详见下面图片
Object的描述

阿里绿网 内容检测API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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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R图文识别API
 
 
注： 使用前请务必阅读完本页全部内容
  
功能描述
 
实时提取单张图片中的文字
  
SDK调用方式
 
如果您使用java、python、php、nodejs语言，我们官方提供了对应的sdk，直接使用sdk调用即可，sdk如何
调用请点击以下对应开发语言的链接继续阅读。
 
java
 
php

属性 值类型 说明

Status String

任务的处理状态,
TaskProcessSuccess:处理成功,
TaskProcessProcessing：正在
处理, TaskProcessFailed:任务
处理失败, TaskInvalid:taskid无
效，TaskExpired:TaskId过期
，TaskId有效期为1天

TaskId String 图像检测的任务ID, TaskId有效
期为1天

ImageName String 图像的URL

PornResult Object

色情图像识别结果，json对象。
包含两个key-value对
：{“Label”:1,
“Rate”:100}。Rate~100范
围的一个浮点值，越接近
100，表示色情图像的概率越高
（精度到小数点后2位）。
Label，0表示正常，1表示色情
，2表示未确认。用户可以根据
自己的场景采信这个值（注：绿
网会根据图片样本的不断积累
，动态调整建议值的阈值设定
）, (异步图片检测时该字段内容
为空, 需要根据taskid调用取图
片检测结果接口进行轮询结果)

阿里绿网 内容检测API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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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
 
nodejs
 
或者您也可以直接下载各语言的调用代码示例和离线文档进行阅读, 离线代码调用示例下载地址如下:
 

green-sdk-sample_doc
 

如果您使用的不是以上开发语言，请自行根据以下 ‘接口说明’ 章节的描述构建请求体，使用http方式进行调
用.
  
接口说明
  
域名
 

 
协议
 

 
方法
 

 
请求参数
  
公共参数
 

  green.cn-hangzhou.aliyuncs.com

  http

  POST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Format String 是 返回值的类型，支持
JSON

Version String 否

API 版本号，为日期形
式：YYYY-MM-
DD，当前最新版本对
应为 2016-12-16

AccessKeyId String 是

阿里云颁发给用户的访
问服务所用的密钥
ID，什么是
AccessKeyId, 如何生
成AccessKeyId。

Signature String 是 签名结果串，关于签名
的计算方法，请参见签

阿里绿网 内容检测API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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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参数
 

名机制。

SignatureMethod String 是 签名方式，目前支持
HMAC-SHA1。

Timestamp String 是

请求的时间戳。日期格
式按照 ISO8601 标准
表示，并需要使用
UTC 时间。格式为
：YYYY-MM-
DDThh:mm:ssZ

SignatureVersion String 是 是 签名算法版本，目
前版本是 1.0。

SignatureNonce String 是

是 唯一随机数，用于
防止网络重放攻击。用
户在不同请求间要使用
不同的随机数值.通常
用UUID生产即可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当前接口填写
:ImageDetection

RegionId String 是 cn-hangzhou

Async String 是

是否异步: true/false,
true 异步图片检测
，false：同步图片检
测

ImageUrl.i String 是

图片链接，异步步图片
检测使支持最高50张
，i从1到50, 如
(ImageUrl.1= url1, …
ImageUrl.1= url50;
同步图片检测时只支持
单张(ImageUrl.1=
url1)

Scene.i String 是

图片检测风险场景，目
前支持的风险场景有
porn、illegal、ocr,
porn：黄图, illegal:暴
恐敏感,ocr：文字识别.
单张图片一次支持多个
场景的检测, 如
(Scene.1= “porn”,
Scene.2= “illegal”,
Scene.3= “ocr”),
只用ocr检测，请填写
Scene.1= “ocr”

阿里绿网 内容检测API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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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描述
 

接收用户图片并检测，并同步返回检测结果。
为保障同步调用的时效性，同步调用接口支持单张调用，适用于对时效性要求较高的使用场景，如:社
交等。
  

SDK接口名称
 
如果使用我们官方提供的sdk（java、python、php），请直接参考sdk中以下接口:
 

 
其他说明
 

图片链接协议支持：http和https
图片格式支持: PNG,JPG,JPEG,BMP，不支持GIF
图片大小限制为5M，下载时间3s内;
图片像素建议不小于256*256，太小可能会影响识别效果
图片检测接口响应时间依赖图片的下载时间，请保证所检测图片所在的存储服务的稳定，图片建议使
用oss存储或者cdn做缓存等.
接口regionId请填写cn-hangzhou(你自己的服务部署在其他region,也请填写cn-hangzhou)
  

返回结果
  
同步图片检测时返回结果
 
格式如下:
 

ImageDetectionRequest

{
"ImageResults": {
"ImageResult": [
{
"TaskId": "a4e7b2e0-9fa4-44c2-8b53-a8e4ce7acfee-1483624093814",
"ImageName": "https://img.alicdn.com/tfs/TB1urBOQFXXXXbMXFXXXXXXXXXX-1442-257.png",
"OcrResult": {
"Text": {
"String": [
"清秒放"
]
}
}
}
]
},
"Msg": "调用成功。",

阿里绿网 内容检测API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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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结果字段说明：JSON字符串
 

图片Object描述：
 

 
注： 使用前请务必阅读完本页全部内容
  
功能描述
 
图文识别异步检测接口适用于能够接受一定时延的图文识别检测场景，支持批量图片的检测
  
SDK调用方式
如果您使用java、python、php、nodejs语言，我们官方提供了对应的sdk，直接使用sdk调用即可，sdk如何

"Code": "Success"
}

属性 值类型 值示例 描述

Code String Success

返回状态码
，Success表示调用成
功。如果不为
Success则表示调用出
错，错误消息可以参考
msg

Msg String 调用成功。

返回消息。如果
code不为Success的
时候，描述详细错误信
息

ImageResults List<Object>

图片检测结果列表，每
个元素是一个图片的检
测结果,详见下面图片
Object的描述

属性 值类型 说明

TaskId String 图像检测的任务ID

ImageName String 图像的URL

OcrResult Object

图像字符识别结果，json对象。
包含一个key-value对
：{“Text”:[“图片中的文字
”]}。text是字符串列表，内容
是图像中文字的主要段落内容
（按照概率输出最多1组概率最
大的组合）,(异步图片检测时该
字段内容为空, 需要根据
taskid调用取图片检测结果接口
进行轮询结果)

阿里绿网 内容检测API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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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请点击以下对应开发语言的链接继续阅读。
 
java
 
php
 
python
 
nodejs
 
或者您也可以直接下载各语言的调用代码示例和离线文档进行阅读, 离线代码调用示例下载地址如下:
 

green-sdk-sample_doc
 

如果您使用的不是以上开发语言，请自行根据以下 ‘接口说明’ 章节的描述构建请求体，使用http方式进行调
用.
  
接口说明
 
图文识别异步检测接口适用于能够接受一定时延的图文识别检测场景，支持批量图片的检测，需要配合获取图
文识别异步检测结果接口来轮询图片检测结果. 建议第一次轮询的时间为延后10秒，轮询最长90秒钟即可。
  
域名
 

 
协议
 

 
方法
 

 
请求参数
  
公共参数
 

  green.cn-hangzhou.aliyuncs.com

  http

  POST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Format String 是 返回值的类型，支持
JSON

Version String 否
API 版本号，为日期形
式：YYYY-MM-
DD，当前最新版本对

阿里绿网 内容检测API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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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参数
 

应为 2016-12-16

AccessKeyId String 是

阿里云颁发给用户的访
问服务所用的密钥
ID，什么是
AccessKeyId, 如何生
成AccessKeyId。

Signature String 是
签名结果串，关于签名
的计算方法，请参见签
名机制。

SignatureMethod String 是 签名方式，目前支持
HMAC-SHA1。

Timestamp String 是

请求的时间戳。日期格
式按照 ISO8601 标准
表示，并需要使用
UTC 时间。格式为
：YYYY-MM-
DDThh:mm:ssZ

SignatureVersion String 是 是 签名算法版本，目
前版本是 1.0。

SignatureNonce String 是

是 唯一随机数，用于
防止网络重放攻击。用
户在不同请求间要使用
不同的随机数值.通常
用UUID生产即可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当前接口填写
:ImageDetection

RegionId String 是 cn-hangzhou

Async String 是

是否异步: true/false,
true 异步图片检测
，false：同步图片检
测

ImageUrl.i String 是

图片链接，异步步图片
检测使支持最高50张
，i从1到50, 如
(ImageUrl.1= url1, …
ImageUrl.1= url50;
同步图片检测时只支持
单张(ImageUrl.1=
url1)

Scene.i String 是

图片检测风险场景，目
前支持的风险场景有
porn、illegal、ocr,
porn：黄图, illegal:暴
恐敏感,ocr：文字识别.

阿里绿网 内容检测API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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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

 
特别说明
 
异步图片检测需要配合 “获取图片检测结果接口” 来轮询图片检测结果.
  
SDK接口名称
 
如果使用我们官方提供的sdk（java、python、php），请直接参考sdk中以下接口:ImageDetectionRequest
  
其他说明
 

图片链接协议支持：http和https
图片格式支持: PNG,JPG,JPEG,BMP，不支持GIF
图片大小限制为5M，下载时间3s内;
图片像素建议不小于256*256，太小可能会影响识别效果
图片检测接口响应时间依赖图片的下载时间，请保证所检测图片所在的存储服务的稳定，图片建议使
用oss存储或者cdn做缓存等.
接口regionId请填写cn-hangzhou(你自己的服务部署在其他region,也请填写cn-hangzhou)
  

返回结果
  
异步图片检测返回结果
 

返回结果字段说明：JSON字符串
 

单张图片一次支持多个
场景的检测, 如
(Scene.1= “porn”,
Scene.2= “illegal”,
Scene.3= “ocr”),
只用ocr检测请填写
Scene.1= “ocr”

{
"ImageResults": {
"ImageResult": [
{
"ImageName": "https://img.alicdn.com/tfs/TB1urBOQFXXXXbMXFXXXXXXXXXX-1442-257.png",
"TaskId": "09e5dc41-6e31-4701-83f6-a5438033d98a-1483624491333"

}
]
},
"Msg": "调用成功。",
"Code": "Success"
}

阿里绿网 内容检测API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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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Object描述：
 

 
注： 使用前请务必阅读完本页全部内容
  
功能描述
 
在使用 图文识别异步调用接口 获取到taskId之后，通过本接口来获取图文识别的结果.
  
SDK调用方式
 
如果您使用java、python、php、nodejs语言，我们官方提供了对应的sdk，直接使用sdk调用即可，sdk如何
调用请点击以下对应开发语言的链接继续阅读。
 
java
 
php
 
python
 
nodejs
 
或者您也可以直接下载各语言的调用代码示例和离线文档进行阅读, 离线代码调用示例下载地址如下:
 

green-sdk-sample_doc
 

属性 值类型 值示例 描述

Code String Success

返回状态码
，Success表示调用成
功。如果不为
Success则表示调用出
错，错误消息可以参考
msg

Msg String 调用成功。

返回消息。如果
code不为Success的
时候，描述详细错误信
息

ImageResults List<Object>

图片检测结果列表，每
个元素是一个图片的检
测结果,详见下面图片
Object的描述

属性 值类型 说明

TaskId String 图像检测的任务ID,TaskId有效
期为1天

ImageName String 图像的URL

阿里绿网 内容检测API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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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使用的不是以上开发语言，请自行根据以下 ‘接口说明’ 章节的描述构建请求体，使用http方式进行调
用.
  
接口说明
  
域名
 

 
协议
 

 
方法
 

 
参数
  
公共参数
 

  green.cn-hangzhou.aliyuncs.com

  http

  POST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Format String 是 返回值的类型，支持
JSON

Version String 否

API 版本号，为日期形
式：YYYY-MM-
DD，本版本对应为
2016-12-16

AccessKeyId String 是

阿里云颁发给用户的访
问服务所用的密钥
ID，什么是
AccessKeyId, 如何生
成AccessKeyId

Signature String 是
签名结果串，关于签名
的计算方法，请参见签
名机制。

SignatureMethod String 是 签名方式，目前支持
HMAC-SHA1。

Timestamp String 是

请求的时间戳。日期格
式按照 ISO8601 标准
表示，并需要使用
UTC 时间。格式为

阿里绿网 内容检测API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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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参数
 

 
SDK接口名称
 
如果使用我们官方提供的sdk（java、python、php），请直接参考sdk中以下接口:ImageResultsRequest
  
返回结果
 

：YYYY-MM-
DDThh:mm:ssZ

SignatureVersion String 是 是 签名算法版本，目
前版本是 1.0。

SignatureNonce String 是

是 唯一随机数，用于
防止网络重放攻击。用
户在不同请求间要使用
不同的随机数值.通常
用UUID生产即可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当前接口填写
:ImageResults

RegionId String 是 cn-hangzhou

TaskId.i String 是

调用异步图片检测接口
时返回的每张图片的
TaskId，i从1到50, 如
(TaskId.1=taskId1, …
TaskId.50= taskId50

{
"ImageDetectResults": {
"ImageDetectResult": [
{
"Status": "TaskProcessSuccess",
"ImageResult": {
"OcrResult": {
"Text": {
"String": [
"清秒放"
]
}
},
"ImageName": "https://img.alicdn.com/tfs/TB1urBOQFXXXXbMXFXXXXXXXXXX-1442-257.png",
"TaskId": "a6ff37ad-4860-4522-b9a7-a3d0dfd3bb5b-1483625242654",
"OcrResult": {
"Text": {
"String": [
"清秒放"

阿里绿网 内容检测API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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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结果字段说明：JSON字符串
 

图片Object描述：
 

]
}
}
},
"Msg": "调用成功。",
"Code": "Success"
}
]
},
"Msg": "调用成功。",
"Code": "Success"
}

属性 值类型 值示例 描述

Code String Success

返回状态码
，Success表示调用成
功。如果不为
Success则表示调用出
错，错误消息可以参考
msg

Msg String 调用成功。

返回消息。如果
code不为Success的
时候，描述详细错误信
息

ImageResults List<Object>

图片检测结果列表，每
个元素是一个图片的检
测结果,详见下面图片
Object的描述

属性 值类型 说明

Status String

任务的处理状态,
TaskProcessSuccess:处理成功,
TaskProcessProcessing：正在
处理, TaskProcessFailed:任务
处理失败, TaskInvalid:taskid无
效，TaskExpired:taskid过期
，有效期为1天

TaskId String 图像检测的任务ID

ImageName String 图像的URL

OcrResult Object

图像字符识别结果，json对象。
包含一个key-value对
：{“Text”:[“图片中的文字
”]}。text是字符串列表，内容
是图像中文字的主要段落内容
（按照概率输出最多1组概率最
大的组合）,(异步图片检测

阿里绿网 内容检测API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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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恐敏感图片API
 
 
注： 使用前请务必阅读完本页全部内容
  
功能描述
 
单张图片进行实时暴恐渉政风险的识别
  
SDK调用方式
 
如果您使用java、python、php、nodejs语言，我们官方提供了对应的sdk，直接使用sdk调用即可，sdk如何
调用请点击以下对应开发语言的链接继续阅读。
 
java
 
php
 
python
 
nodejs
 
或者您也可以直接下载各语言的调用代码示例和离线文档进行阅读, 离线代码调用示例下载地址如下:
 

green-sdk-sample_doc
 

如果您使用的不是以上开发语言，请自行根据以下 ‘接口说明’ 章节的描述构建请求体，使用http方式进行调
用.
  
接口说明
  
域名
 

 
协议
 

  green.cn-hangzhou.aliyuncs.com

  http

阿里绿网 内容检测API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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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请求参数
  
公共参数
 

 
接口参数
 

  POST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Format String 是 返回值的类型，支持
JSON

Version String 否

API 版本号，为日期形
式：YYYY-MM-
DD，当前最新版本对
应为 2016-12-16

AccessKeyId String 是 阿里云颁发给用户的访
问服务所用的密钥 ID

Signature String 是
签名结果串，关于签名
的计算方法，请参见签
名机制。

SignatureMethod String 是 签名方式，目前支持
HMAC-SHA1。

Timestamp String 是

请求的时间戳。日期格
式按照 ISO8601 标准
表示，并需要使用
UTC 时间。格式为
：YYYY-MM-
DDThh:mm:ssZ

SignatureVersion String 是 是 签名算法版本，目
前版本是 1.0。

SignatureNonce String 是

是 唯一随机数，用于
防止网络重放攻击。用
户在不同请求间要使用
不同的随机数值.通常
用UUID生产即可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当前接口填写
:ImageDetection

RegionId String 是 cn-hangzhou

Async String 是 是否异步: true/false,
true 异步图片检测

阿里绿网 内容检测API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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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描述
 

接收用户图片并检测，并同步返回检测结果。
为保障同步调用的时效性，同步调用接口支持单张调用，适用于对时效性要求较高的使用场景，如:社
交等。
  

SDK接口名称
 
如果使用我们官方提供的sdk（java、python、php），请直接参考sdk中以下接口:
 

 
其他说明
 

图片链接协议支持：http和https
图片格式支持: PNG,JPG,JPEG,BMP，不支持GIF
图片大小限制为5M，下载时间3s内;
图片像素建议不小于256*256，太小可能会影响识别效果
图片检测接口响应时间依赖图片的下载时间，请保证所检测图片所在的存储服务的稳定，图片建议使
用oss存储或者cdn做缓存等.
接口regionId请填写cn-hangzhou(你自己的服务部署在其他region,也请填写cn-hangzhou)
  

，false：同步图片检
测

ImageUrl.i String 是

图片链接，异步步图片
检测使支持最高50张
，i从1到50, 如
(ImageUrl.1= url1, …
ImageUrl.1= url50;
同步图片检测时只支持
单张(ImageUrl.1=
url1)

Scene.i String 是

图片检测风险场景，目
前支持的风险场景有
porn、illegal、ocr,
porn：黄图, illegal:暴
恐敏感,ocr：文字识别.
单张图片一次支持多个
场景的检测, 如
(Scene.1= “porn”,
Scene.2= “illegal”,
Scene.3= “ocr”),
只用暴恐敏感检测，请
填写Scene.1=
“illegal”

ImageDetectionRequest

阿里绿网 内容检测API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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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结果
  
同步图片检测时返回结果
 
格式如下:
 

返回结果字段说明：JSON字符串
 

图片Object描述：
 

{
"ImageResults": {
"ImageResult": [
{
"TaskId": "a4e7b2e0-9fa4-44c2-8b53-a8e4ce7acfee-1483624093814",
"ImageName": "https://img.alicdn.com/tfs/TB1urBOQFXXXXbMXFXXXXXXXXXX-1442-257.png",
"IllegalResult": {
"Label": 0,
"Rate": 0
}
}
]
},
"Msg": "调用成功。",
"Code": "Success"
}

属性 值类型 值示例 描述

Code String Success

返回状态码
，Success表示调用成
功。如果不为
Success则表示调用出
错，错误消息可以参考
msg

Msg String 调用成功。

返回消息。如果
code不为Success的
时候，描述详细错误信
息

ImageResults List<Object>

图片检测结果列表，每
个元素是一个图片的检
测结果,详见下面图片
Object的描述

属性 值类型 说明

TaskId String 图像检测的任务ID

ImageName String 图像的URL

IllegalResult Object 暴恐敏感图像识别结果，json对
象。包含两个key-value对

阿里绿网 内容检测API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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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使用前请务必阅读完本页全部内容
  
功能描述
 
图片暴恐敏感异步检测接口适用于能够接受一定时延的图片暴恐敏感检测场景，支持批量图片的检测
  
SDK调用方式
 
如果您使用java、python、php、nodejs语言，我们官方提供了对应的sdk，直接使用sdk调用即可，sdk如何
调用请点击以下对应开发语言的链接继续阅读。
 
java
 
php
 
python
 
nodejs
 
或者您也可以直接下载各语言的调用代码示例和离线文档进行阅读, 离线代码调用示例下载地址如下:
 

green-sdk-sample_doc
 

如果您使用的不是以上开发语言，请自行根据以下 ‘接口说明’ 章节的描述构建请求体，使用http方式进行调
用.
  
接口说明
 
图片暴恐敏感异步检测接口适用于能够接受一定时延的图片暴恐敏感检测场景，支持批量图片的检测，需要配
合获取图片暴恐敏感异步检测结果接口来轮询图片检测结果. 建议第一次轮询的时间为延后10秒，轮询最长
90秒钟即可。
  
域名
 

：{“Label”:0, “Rate”:0}。
Rate~100范围的一个浮点值
，越接近100，表示违规图像的
概率越高（精度到小数点后2位
）。label是建议值，0表示正常
，1表示违规，2表示未确认。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场景采信这
个值。（注：绿网会根据图片样
本的不断积累，动态调整建议值
的阈值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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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
 

 
方法
 

 
请求参数
  
公共参数
 

  green.cn-hangzhou.aliyuncs.com

  http

  POST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Format String 是 返回值的类型，支持
JSON

Version String 否

API 版本号，为日期形
式：YYYY-MM-
DD，当前最新版本对
应为 2016-12-16

AccessKeyId String 是

阿里云颁发给用户的访
问服务所用的密钥
ID，什么是
AccessKeyId, 如何生
成AccessKeyId。

Signature String 是
签名结果串，关于签名
的计算方法，请参见签
名机制。

SignatureMethod String 是 签名方式，目前支持
HMAC-SHA1。

Timestamp String 是

请求的时间戳。日期格
式按照 ISO8601 标准
表示，并需要使用
UTC 时间。格式为
：YYYY-MM-
DDThh:mm:ssZ

SignatureVersion String 是 是 签名算法版本，目
前版本是 1.0。

SignatureNonce String 是

是 唯一随机数，用于
防止网络重放攻击。用
户在不同请求间要使用
不同的随机数值.通常
用UUID生产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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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接口参数
 

 
特别说明
 
异步图片检测需要配合 “获取图片检测结果接口” 来轮询图片检测结果.
  
SDK接口名称
 
如果使用我们官方提供的sdk（java、python、php），请直接参考sdk中以下接口:ImageDetectionRequest
  
其他说明
 

图片链接协议支持：http和https
图片格式支持: PNG,JPG,JPEG,BMP，不支持GIF
图片大小限制为5M，下载时间3s内;
图片像素建议不小于256*256，太小可能会影响识别效果
图片检测接口响应时间依赖图片的下载时间，请保证所检测图片所在的存储服务的稳定，图片建议使
用oss存储或者cdn做缓存等.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当前接口填写
:ImageDetection

RegionId String 是 cn-hangzhou

Async String 是

是否异步: true/false,
true 异步图片检测
，false：同步图片检
测

ImageUrl.i String 是

图片链接，异步步图片
检测使支持最高50张
，i从1到50, 如
(ImageUrl.1= url1, …
ImageUrl.1= url50;
同步图片检测时只支持
单张(ImageUrl.1=
url1)

Scene.i String 是

图片检测风险场景，目
前支持的风险场景有
porn、illegal、ocr,
porn：黄图, illegal:暴
恐敏感,ocr：文字识别.
单张图片一次支持多个
场景的检测, 如
(Scene.1= “porn”,
Scene.2= “illegal”,
Scene.3= “ocr”),
只用黄图检测请填写
Scene.1= “p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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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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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regionId请填写cn-hangzhou(你自己的服务部署在其他region,也请填写cn-hangzhou) 
返回结果
  
异步图片检测返回结果
 

返回结果字段说明：JSON字符串
 

图片Object描述：
 

 
注： 使用前请务必阅读完本页全部内容

{
"ImageResults": {
"ImageResult": [
{
"ImageName": "https://img.alicdn.com/tfs/TB1urBOQFXXXXbMXFXXXXXXXXXX-1442-257.png",
"TaskId": "09e5dc41-6e31-4701-83f6-a5438033d98a-1483624491333"

}
]
},
"Msg": "调用成功。",
"Code": "Success"
}

属性 值类型 值示例 描述

Code String Success

返回状态码
，Success表示调用成
功。如果不为
Success则表示调用出
错，错误消息可以参考
msg

Msg String 调用成功。

返回消息。如果
code不为Success的
时候，描述详细错误信
息

ImageResults List<Object>

图片检测结果列表，每
个元素是一个图片的检
测结果,详见下面图片
Object的描述

属性 值类型 说明

TaskId String 图像检测的任务ID, TaskId 有效
期为1天

ImageName String 图像的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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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描述
 
在使用 暴恐敏感图片异步接口 获取到taskId之后，通过本接口来获取暴恐敏感识别的结果.
  
SDK调用方式
 
如果您使用java、python、php、nodejs语言，我们官方提供了对应的sdk，直接使用sdk调用即可，sdk如何
调用请点击以下对应开发语言的链接继续阅读。
 
java
 
php
 
python
 
nodejs
 
或者您也可以直接下载各语言的调用代码示例和离线文档进行阅读, 离线代码调用示例下载地址如下:
 

green-sdk-sample_doc
 

如果您使用的不是以上开发语言，请自行根据以下 ‘接口说明’ 章节的描述构建请求体，使用http方式进行调
用.
  
接口说明
  
域名
 

 
协议
 

 
方法
 

 
参数
  
公共参数
 

  green.cn-hangzhou.aliyuncs.com

  http

  POST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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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参数
 

 
SDK接口名称
 
如果使用我们官方提供的sdk（java、python、php），请直接参考sdk中以下接口:ImageResultsRequest
 

Format String 是 返回值的类型，支持
JSON

Version String 否

API 版本号，为日期形
式：YYYY-MM-
DD，本版本对应为
2016-12-16

AccessKeyId String 是

阿里云颁发给用户的访
问服务所用的密钥
ID，什么是
AccessKeyId, 如何生
成AccessKeyId。

Signature String 是
签名结果串，关于签名
的计算方法，请参见签
名机制。

SignatureMethod String 是 签名方式，目前支持
HMAC-SHA1。

Timestamp String 是

请求的时间戳。日期格
式按照 ISO8601 标准
表示，并需要使用
UTC 时间。格式为
：YYYY-MM-
DDThh:mm:ssZ

SignatureVersion String 是 是 签名算法版本，目
前版本是 1.0。

SignatureNonce String 是

是 唯一随机数，用于
防止网络重放攻击。用
户在不同请求间要使用
不同的随机数值.通常
用UUID生产即可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当前接口填写
:ImageResults

RegionId String 是 cn-hangzhou

TaskId.i String 是

调用异步图片检测接口
时返回的每张图片的
TaskId，i从1到50, 如
(TaskId.1=taskId1, …
TaskId.50= taskId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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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结果
 

返回结果字段说明：JSON字符串
 

图片Object描述：
 

{
"ImageDetectResults": {
"ImageDetectResult": [
{
"Status": "TaskProcessSuccess",
"ImageResult": {
"OcrResult": {
"Text": {
"String": [
"清秒放"
]
}
},
"ImageName": "https://img.alicdn.com/tfs/TB1urBOQFXXXXbMXFXXXXXXXXXX-1442-257.png",
"TaskId": "a6ff37ad-4860-4522-b9a7-a3d0dfd3bb5b-1483625242654",
"IllegalResult": {
"Label": 0,
"Rate": 0
},
"Msg": "调用成功。",
"Code": "Success"
}
]
},
"Msg": "调用成功。",
"Code": "Success"
}

属性 值类型 值示例 描述

Code String Success

返回状态码
，Success表示调用成
功。如果不为
Success则表示调用出
错，错误消息可以参考
msg

Msg String 调用成功。

返回消息。如果
code不为Success的
时候，描述详细错误信
息

ImageResults List<Object>

图片检测结果列表，每
个元素是一个图片的检
测结果,详见下面图片
Object的描述

属性 值类型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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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人脸识别API
 
 
注： 使用前请务必阅读完本页全部内容
  
功能描述
 
指定人脸识别提供包括政治人物、敏感人物、以及名人明星等人物的面部识别，能够避免业务的违规和侵权风
险。同步指定人脸识别接口对单张图片进行实时指定人脸的识别.
  
SDK调用方式
 
如果您使用java、python、php、nodejs语言，我们官方提供了对应的sdk，直接使用sdk调用即可，sdk如何
调用请点击以下对应开发语言的链接继续阅读。
 
java
 
php
 

Status String

任务的处理状态,
TaskProcessSuccess:处理成功,
TaskProcessProcessing：正在
处理, TaskProcessFailed:任务
处理失败, TaskInvalid:taskid无
效，TaskExpired:taskid过期
，有效期为1天

TaskId String 图像检测的任务ID

ImageName String 图像的URL

IllegalResult Object

暴恐敏感图像识别结果，json对
象。包含两个key-value对
：{“Label”:0, “Rate”:0}。
Rate~100范围的一个浮点值
，越接近100，表示违规图像的
概率越高（精度到小数点后2位
）。label是建议值，0表示正常
，1表示违规，2表示未确认。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场景采信这
个值。（注：绿网会根据图片样
本的不断积累，动态调整建议值
的阈值设定）,(异步图片检测时
改字段内容为空, 需要根据
taskid调用取图片检测结果接口
进行轮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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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
 
nodejs
 
或者您也可以直接下载各语言的调用代码示例和离线文档进行阅读, 离线代码调用示例下载地址如下:
 

green-sdk-sample_doc
 

如果您使用的不是以上开发语言，请自行根据以下 ‘接口说明’ 章节的描述构建请求体，使用http方式进行调
用.
  
接口说明
  
域名
 

 
协议
 

 
方法
 

 
请求参数
  
公共参数
 

  green.cn-hangzhou.aliyuncs.com

  http

  POST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Format String 是 返回值的类型，支持
JSON

Version String 否

API 版本号，为日期形
式：YYYY-MM-
DD，当前最新版本对
应为 2016-12-16

AccessKeyId String 是

阿里云颁发给用户的访
问服务所用的密钥
ID，什么是
AccessKeyId, 如何生
成AccessKeyId。

Signature String 是 签名结果串，关于签名
的计算方法，请参见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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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参数
 

名机制。

SignatureMethod String 是 签名方式，目前支持
HMAC-SHA1。

Timestamp String 是

请求的时间戳。日期格
式按照 ISO8601 标准
表示，并需要使用
UTC 时间。格式为
：YYYY-MM-
DDThh:mm:ssZ

SignatureVersion String 是 是 签名算法版本，目
前版本是 1.0。

SignatureNonce String 是

是 唯一随机数，用于
防止网络重放攻击。用
户在不同请求间要使用
不同的随机数值.通常
用UUID生产即可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当前接口填写
:ImageDetection

RegionId String 是 cn-hangzhou

Async String 是

是否异步: true/false,
true 异步图片检测
，false：同步图片检
测

ImageUrl.i String 是

图片链接，异步步图片
检测使支持最高50张
，i从1到50, 如
(ImageUrl.1= url1, …
ImageUrl.1= url50;
同步图片检测时只支持
单张(ImageUrl.1=
url1)

Scene.i String 是

图片检测风险场景，目
前支持的风险场景有
porn、illegal、ocr、
ad、qrcode、
sensitiveFace,
porn：黄图, illegal:暴
恐敏感,ocr：文字识别,
ad: 图片广告识别,
qrcode:图片二维码识
别, sensitiveFace:指
定人脸识别. 单张图片
一次支持多个场景的检
测, 如(Scene.1=
“porn”, Scene.2=
“illegal”, Scen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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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描述
 

接收用户图片并检测，并同步返回检测结果。
为保障同步调用的时效性，同步调用接口支持单张调用，适用于对时效性要求较高的使用场景，如:社
交等。
  

SDK接口名称
 
如果使用我们官方提供的sdk（java、python、php、nodejs），请直接参考sdk中以下接口:
 

 
其他说明
 

图片链接协议支持：http和https
图片格式支持: PNG,JPG,JPEG,BMP，不支持GIF
图片大小限制为5M，下载时间3s内;
图片像素建议不小于256*256，太小可能会影响识别效果
图片检测接口响应时间依赖图片的下载时间，请保证所检测图片所在的存储服务的稳定，图片建议使
用oss存储或者cdn做缓存等.
接口regionId请填写cn-hangzhou(你自己的服务部署在其他region,也请填写cn-hangzhou)
  

返回结果
  
同步图片检测时返回结果
 
格式如下:
 

“ocr”, …), 只用指定
人脸识别，请填写
Scene.1=
“sensitiveFace”

ImageDetectionRequest

{
"ImageResults": {
"ImageResult": [
{
"OcrResult": {},
"ImageName": "https://img.alicdn.com/tfs/TB1urBOQFXXXXbMXFXXXXXXXXXX-1442-257.png",
"ErrorResult": {},
"SensitiveFaceResult": {
"Items": {
"ImageSensitiveFaceHitIte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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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结果字段说明：JSON字符串
 

图片Object描述：
 

"W": 158,
"H": 158,
"Y": 49,
"X": 87,
"SimiInfoList": {
"ImageSensitiveFaceSimiInfo": [
{
"Name": "刘诗涵",
"Score": 68.11
},
{
"Name": "王若心",
"Score": 65.21
}
]
}
}
]
}
}
}
]
},
"Msg": "调用成功。",
"Code": "Success"
}

属性 值类型 值示例 描述

Code String Success

返回状态码
，Success表示调用成
功。如果不为
Success则表示调用出
错，错误消息可以参考
msg

Msg String 调用成功。

返回消息。如果
code不为Success的
时候，描述详细错误信
息

ImageResults List<Object>

图片检测结果列表，每
个元素是一个图片的检
测结果,详见下面图片
Object的描述

属性 值类型 说明

TaskId String 图像检测的任务ID

ImageName String 图像的URL

SensitiveFaceResult Object 指定人脸识别结果，json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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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使用前请务必阅读完本页全部内容
  
功能描述
 
指定人脸识别提供包括政治人物、敏感人物、以及名人明星等人物的面部识别，能够避免业务的违规和侵权风
险。异步指定人脸识别适用于能够接受一定时延的图片检测场景，支持批量图片的指定人脸识别。
  
SDK调用方式
 
如果您使用java、python、php、nodejs语言，我们官方提供了对应的sdk，直接使用sdk调用即可，sdk如何
调用请点击以下对应开发语言的链接继续阅读。
 
java
 
php
 
python
 
nodejs
 
或者您也可以直接下载各语言的调用代码示例和离线文档进行阅读, 离线代码调用示例下载地址如下:
 

green-sdk-sample_doc
 

如果您使用的不是以上开发语言，请自行根据以下 ‘接口说明’ 章节的描述构建请求体，使用http方式进行调
用.
  
接口说明
 
异步图片指定人脸识别适用于能够接受一定时延的图片检测场景，支持批量图片的检测，需要配合获取异步指
定人脸识别结果接口来轮询图片检测结果. 建议第一次轮询的时间为延后10秒，轮询最长90秒钟即可。
  
域名
 

包含一个key-value对
：Items.ImageSensitiveFaceH
itItem是人物列表，列表每一个
元素都是检测出来的人脸描述
（如果一张图中有多个人脸，则
返回多个人脸描述）， 每一个
人脸描述包含人脸的位置信息
(X,Y,W,H)，及人脸相似的人物
名称及概率(可能是多个)

  green.cn-hangzhou.aliyun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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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
 

 
方法
 

 
请求参数
  
公共参数
 

 

  http

  POST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Format String 是 返回值的类型，支持
JSON

Version String 否

API 版本号，为日期形
式：YYYY-MM-
DD，当前最新版本对
应为 2016-12-16

AccessKeyId String 是

阿里云颁发给用户的访
问服务所用的密钥
ID，什么是
AccessKeyId, 如何生
成AccessKeyId。

Signature String 是
签名结果串，关于签名
的计算方法，请参见签
名机制。

SignatureMethod String 是 签名方式，目前支持
HMAC-SHA1。

Timestamp String 是

请求的时间戳。日期格
式按照 ISO8601 标准
表示，并需要使用
UTC 时间。格式为
：YYYY-MM-
DDThh:mm:ssZ

SignatureVersion String 是 是 签名算法版本，目
前版本是 1.0。

SignatureNonce String 是

是 唯一随机数，用于
防止网络重放攻击。用
户在不同请求间要使用
不同的随机数值.通常
用UUID生产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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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接口参数
 

 
其他说明
 

图片链接协议支持：http和https
图片格式支持: PNG,JPG,JPEG,BMP，不支持GIF
图片大小限制为5M，下载时间3s内;
图片像素建议不小于256*256，太小可能会影响识别效果
图片检测接口响应时间依赖图片的下载时间，请保证所检测图片所在的存储服务的稳定，图片建议使
用oss存储或者cdn做缓存等.
接口regionId请填写cn-hangzhou(你自己的服务部署在其他region,也请填写cn-hangzhou)
  

SDK接口名称
如果使用我们官方提供的sdk（java、python、php、nodejs），请直接参考sdk中以下接口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当前接口填写
:ImageDetection

RegionId String 是 cn-hangzhou

Async String 是

是否异步: true/false,
true 异步图片检测
，false：同步图片检
测

ImageUrl.i String 是

图片链接，异步步图片
检测使支持最高50张
，i从1到50, 如
(ImageUrl.1= url1, …
ImageUrl.1= url50;
同步图片检测时只支持
单张(ImageUrl.1=
url1)

Scene.i String 是

图片检测风险场景，目
前支持的风险场景有
porn、illegal、ocr、
ad、qrcode、
sensitiveFace,
porn：黄图, illegal:暴
恐敏感,ocr：文字识别,
ad: 图片广告识别,
qrcode:图片二维码识
别. 单张图片一次支持
多个场景的检测, 如
(Scene.1= “porn”,
Scene.2= “illegal”,
Scene.3= “ocr”,
…), 只用指定人脸识别
请填写Scene.1=
“sensitive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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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DetectionRequest
  
返回结果
  
异步图片检测返回结果
 

返回结果字段说明：JSON字符串
 

图片Object描述：
 

 

{
"ImageResults": {
"ImageResult": [
{
"ImageName": "https://img.alicdn.com/tfs/TB1urBOQFXXXXbMXFXXXXXXXXXX-1442-257.png",
"TaskId": "09e5dc41-6e31-4701-83f6-a5438033d98a-1483624491333"

}
]
},
"Msg": "调用成功。",
"Code": "Success"
}

属性 值类型 值示例 描述

Code String Success

返回状态码
，Success表示调用成
功。如果不为
Success则表示调用出
错，错误消息可以参考
msg

Msg String 调用成功。

返回消息。如果
code不为Success的
时候，描述详细错误信
息

ImageResults List<Object>

图片检测结果列表，每
个元素是一个图片的检
测结果,详见下面图片
Object的描述

属性 值类型 说明

TaskId String 图像检测的任务ID, taskId有效
期为1天

ImageName String 图像的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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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使用前请务必阅读完本页全部内容
  
功能描述
 
在使用 指定人脸识别异步调用接口 获取到taskId之后，通过本接口来获取指定人脸识别的结果.
  
SDK调用方式
 
如果您使用java、python、php、nodejs语言，我们官方提供了对应的sdk，直接使用sdk调用即可，sdk如何
调用请点击以下对应开发语言的链接继续阅读。
 
java
 
php
 
python
 
nodejs
 
或者您也可以直接下载各语言的调用代码示例和离线文档进行阅读, 离线代码调用示例下载地址如下:
 

green-sdk-sample_doc
 

如果您使用的不是以上开发语言，请自行根据以下 ‘接口说明’ 章节的描述构建请求体，使用http方式进行调
用.
  
接口说明
  
域名
 

 
协议
 

 
方法
 

 
参数

  green.cn-hangzhou.aliyuncs.com

  http

  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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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参数
 

 
接口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Format String 是 返回值的类型，支持
JSON

Version String 否

API 版本号，为日期形
式：YYYY-MM-
DD，本版本对应为
2016-12-16

AccessKeyId String 是

阿里云颁发给用户的访
问服务所用的密钥
ID，什么是
AccessKeyId, 如何生
成AccessKeyId。

Signature String 是
签名结果串，关于签名
的计算方法，请参见签
名机制。

SignatureMethod String 是 签名方式，目前支持
HMAC-SHA1。

Timestamp String 是

请求的时间戳。日期格
式按照 ISO8601 标准
表示，并需要使用
UTC 时间。格式为
：YYYY-MM-
DDThh:mm:ssZ

SignatureVersion String 是 是 签名算法版本，目
前版本是 1.0。

SignatureNonce String 是

是 唯一随机数，用于
防止网络重放攻击。用
户在不同请求间要使用
不同的随机数值.通常
用UUID生产即可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当前接口填写
:ImageResults

RegionId String 是 cn-hangzhou

TaskId.i String 是

调用异步图片检测接口
时返回的每张图片的
TaskId，i从1到50, 如
(TaskId.1=taskId1, …
TaskId.50= taskId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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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K接口名称
 
如果使用我们官方提供的sdk（java、python、php、nodejs），请直接参考sdk中以下接口
:ImageResultsRequest
  
返回结果
 

{
"ImageDetectResults": {
"ImageDetectResult": [
{
"Status": "TaskProcessSuccess",
"ImageResult": {
"OcrResult": {},
"ImageName": "https://img.alicdn.com/tfs/TB1urBOQFXXXXbMXFXXXXXXXXXX-1442-257.png",
"ErrorResult": {},
"SensitiveFaceResult": {
"Items": {
"ImageSensitiveFaceHitItem": [
{
"W": 284,
"H": 284,
"Y": 58,
"X": 488,
"SimiInfoList": {
"ImageSensitiveFaceSimiInfo": [
{
"Name": "韩一菲",
"Score": 65.35
},
{
"Name": "李小璐",
"Score": 63.07
},
{
"Name": "刘诗涵",
"Score": 62.8
}
]
}
}
]
}
}
},
"Msg": "调用成功。",
"Code": "Success"
}
]
},
"Msg": "调用成功。",
"Code":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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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结果字段说明：JSON字符串
 

图片Object描述：
 

  
文本反垃圾API

}

属性 值类型 值示例 描述

Code String Success

返回状态码
，Success表示调用成
功。如果不为
Success则表示调用出
错，错误消息可以参考
msg

Msg String 调用成功。

返回消息。如果
code不为Success的
时候，描述详细错误信
息

ImageResults List<Object>

图片检测结果列表，每
个元素是一个图片的检
测结果,详见下面图片
Object的描述

属性 值类型 说明

Status String

任务的处理状态,
TaskProcessSuccess:处理成功,
TaskProcessProcessing：正在
处理, TaskProcessFailed:任务
处理失败, TaskInvalid:taskid无
效，TaskExpired:TaskId过期
，TaskId有效期为1天

TaskId String 图像检测的任务ID, TaskId有效
期为1天

ImageName String 图像的URL

SensitiveFaceResult Object

指定人脸识别结果，json对象。
包含一个key-value对
：Items.ImageSensitiveFaceH
itItem是人物列表，列表每一个
元素都是检测出来的人脸描述
（如果一张图中有多个人脸，则
返回多个人脸描述）， 每一个
人脸描述包含人脸的位置信息
(X,Y,W,H)，及人脸相似的人物
名称及概率(可能是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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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使用前请务必阅读完本页全部内容
  
功能描述
 
针对用户内容ugc场景，结合行为、内容采用多维度、多种模型、多种检测手段对文本进行垃圾与否的识别
，识别色情、广告、灌水、渉政、辱骂等风险，支持关键词自定义.
  
SDK调用方式
 
如果您使用java、python、php、nodejs语言，我们官方提供了对应的sdk，直接使用sdk调用即可，sdk如何
调用请点击以下对应开发语言的链接继续阅读。
 
java
 
php
 
python
 
nodejs
 
或者您也可以直接下载各语言的调用代码示例和离线文档进行阅读, 离线代码调用示例下载地址如下:
 

green-sdk-sample_doc
 

如果您使用的不是以上开发语言，请自行根据以下 ‘接口说明’ 章节的描述构建请求体，使用http方式进行调
用.
  
接口说明
  
域名
 

 
协议
 

 
方法
 

  green.cn-hangzhou.aliyuncs.com

  http

  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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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公共参数
 

 
接口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Format String 是 返回值的类型，支持
JSON

Version String 否

API 版本号，为日期形
式：YYYY-MM-
DD，本版本对应为
2016-12-16

AccessKeyId String 是

阿里云颁发给用户的访
问服务所用的密钥
ID，什么是
AccessKeyId, 如何生
成AccessKeyId。

Signature String 是
签名结果串，关于签名
的计算方法，请参见签
名机制。

SignatureMethod String 是 签名方式，目前支持
HMAC-SHA1。

Timestamp String 是

请求的时间戳。日期格
式按照 ISO8601 标准
表示，并需要使用
UTC 时间。格式为
：YYYY-MM-
DDThh:mm:ssZ

SignatureVersion String 是 是 签名算法版本，目
前版本是 1.0。

SignatureNonce String 是

是 唯一随机数，用于
防止网络重放攻击。用
户在不同请求间要使用
不同的随机数值.通常
用UUID生产即可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当前接口填写
:TextAntispamDetect
ion

RegionId String 是 cn-hangzhou

DataItems String 是

待检测的文本及相关附
属信息，格式为json数
组格式, 数组长度最高
为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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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Items格式:
 

 
自定义关键词
 
文本垃圾检测支持自定义关键词，例如添加一些竞品关键词等，请自行前往绿网控制台进行自定义，批量导入
关键词时关键词编码请使用UTF-8， 导入的关键词默认自动对接口进行生效，生效时延约为15分钟左右.
  
SDK接口名称
 
如果使用我们官方提供的sdk（java、python、php），请直接参考sdk中以下接口
:TextAntispamDetectionRequest

CustomDict.i String 否

自定义关键词词库的词
库ID。默认自动过滤
所有在控制台定义的词
库，如果设置了该参数
，则按您指定的词库来
过滤。最高10个词库
，i从1到10, 如
(CustomDict.1=cust
omDict1, …
CustomDict.10=
customDict10)

[
{
postTime: 1487060294754,
dataId: '76c71102-2abb-4739-a81b-8a68cf9eb5fb',
postId: '1111',
content: '一一裔^A二百元冲2000币、需要加Q 2 1 4 8 0 5 3 6 2'
},
{
postTime: 1487060294754,
dataId: '92ad661c-bb16-4092-a68a-6dba32caaae1',
postId: '1111',
content: '你好吗'
}
]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content String 是 待检测文本

dataId String 否 数据唯一ID

postId String 否
发帖人ID, postId与
postTime需同时填或
者不填

postTime String 否
发帖时间, postId与
postTime需同时填或
者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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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结果
  
文本关键词检测返回结果
 
格式如下:
 

返回结果字段说明：JSON字符串
 

命中上下文Object描述
 

{
"Msg": "调用成功。",
"Code": "Success",
"TextAntispamResults": {
"TextAntispamResult": [
{
"Text": "一一裔^A二百元冲2000币、需要加Q 2 1 4 8 0 5 3 6 2",
"IsSpam": true,
"TaskId": "4b8051c4-2e67-4e39-9e59-7c36802bcbfd",
"Label": "ad"
}
]
}
}

属性 值类型 值示例 说明

Code String Success

返回状态码
，Success表示调用成
功。如果不为
Success则表示调用出
错，错误消息可以参考
msg

Msg String Request Success

返回消息。如果
code不为Success的
时候，描述详细错误信
息

TextAntispamResults List<Object> 命中的文本上下文

属性 值类型 值示例 说明

Text String 待检测原文本

IsSpam Boolean true/false 是否是垃圾

TaskId String
该文本的检测
taskId，排查问题请提
供该taskId

Label String ad

命中的风险, 可能是多
个风险，多个风险时以
“|”间隔, 如
“ad|porn”; 注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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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el取值:
 

  
文本关键词API
 
 
注： 使用前请务必阅读完本页全部内容
  
功能描述
 
对一段文本进行关键词的匹配，判断是否包含特定关键词，支持关键词自定义.
  
SDK调用方式
 
如果您使用java、python、php、nodejs语言，我们官方提供了对应的sdk，直接使用sdk调用即可，sdk如何
调用请点击以下对应开发语言的链接继续阅读。
 
java
 
php
 
python
 
nodejs
 

险类型不一定必须返回
，也可能为空.

subLabel String 10001 当命中自定义关键词时
，返回关键词的词库Id

值 说明

ad 广告

politics 渉政

abuse 辱骂

porn 色情

flood 灌水

terrorism 暴恐

contraband 违禁

customized 自定义(命中自定义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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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您也可以直接下载各语言的调用代码示例和离线文档进行阅读, 离线代码调用示例下载地址如下:
 

green-sdk-sample_doc
 

如果您使用的不是以上开发语言，请自行根据以下 ‘接口说明’ 章节的描述构建请求体，使用http方式进行调
用.
  
接口说明
  
域名
 

 
协议
 

 
方法
 

 
参数
  
公共参数
 

  green.cn-hangzhou.aliyuncs.com

  http

  POST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Format String 是 返回值的类型，支持
JSON

Version String 否

API 版本号，为日期形
式：YYYY-MM-
DD，本版本对应为
2016-12-16

AccessKeyId String 是

阿里云颁发给用户的访
问服务所用的密钥
ID，什么是
AccessKeyId, 如何生
成AccessKeyId。

Signature String 是
签名结果串，关于签名
的计算方法，请参见
<签名机制>。

SignatureMethod String 是 签名方式，目前支持
HMAC-SH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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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参数
 

 
自定义关键词
 
系统默认提供了部分关键词，如果不满足您的需求，请自行前往绿网控制台进行自定义，批量导入关键词时关
键词编码请使用UTF-8， 导入的关键词默认自动对接口进行生效，生效时延约为15分钟左右.
  
返回结果
  
文本关键词检测返回结果
 
格式如下:

Timestamp String 是

请求的时间戳。日期格
式按照 ISO8601 标准
表示，并需要使用
UTC 时间。格式为
：YYYY-MM-
DDThh:mm:ssZ

SignatureVersion String 是 是 签名算法版本，目
前版本是 1.0。

SignatureNonce String 是

是 唯一随机数，用于
防止网络重放攻击。用
户在不同请求间要使用
不同的随机数值.通常
用UUID生产即可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当前接口填写
:TextKeywordFilter

RegionId String 是 cn-hangzhou

Text String 是 待检测的文本

UseSysDic String 否 是否使用系统关键词
,默认使用

CustomDict.i String 否

自定义关键词词库的词
库ID。默认自动过滤
所有在控制台定义的词
库，如果设置了该参数
，则按您指定的词库来
过滤。最高10个词库
，i从1到10, 如
(CustomDict.1=cust
omDict1, …
CustomDict.10=
customDict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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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结果字段说明：JSON字符串
 

命中上下文Object描述
 

KeywordType 系统风险类型取值:
 

{
"KeywordResults": {
"KeywordResult": [
{
"KeywordCtx": "法轮功",
"KeywordType": "politics"
}
]
},
"Hit": true,
"Msg": "调用成功。",
"TaskId": "b0273bba-3fe3-4a27-96e2-b82afeb9eaa2-1483625091333",
"Code": "Success"
}

属性 值类型 值示例 说明

Code String Success

返回状态码
，Success表示调用成
功。如果不为
Success则表示调用出
错，错误消息可以参考
msg

Msg String Request Success

返回消息。如果
code不为Success的
时候，描述详细错误信
息

Hit boolean true/false 是否有违规文本命中

KeywordResults List<Object> 命中的文本上下文

属性 值类型 值示例 说明

KeywordCtx String 命中的文本上下文

KeywordType String

命中的风险类型, 如果
命中您自定义的关键词
，返回词库的ID；如
果命中系统的关键词
，返回风险类型，但不
一定所有的都有值，可
能为空.

值 说明

ad 广告

politics 渉政

阿里绿网 内容检测API文档

58



-

i.

ii.

  
SDK使用手册
 
 
本文档主要介绍阿里绿网-内容检测API SDK的使用，在使用SDK前您需要阅读<<内容检测API文档>>, 了解各
个接口的具体功能。
 
 
各语言SDK依赖开发环境准备
 
请参照 https://develop.aliyun.com/sdk/java?spm=5176.doc28430.2.1.Qp3LL4 准备阿里云SDK依赖环境,
进行开发.
 
 
SDK使用代码示例下载
 

green-sdk-sample_doc
  

SDK 说明
 

 
智能鉴黄、OCR图片识别我们在SDK实现上包装成了一个实现接口，即图片检测SDK接口，分成两种
调用方式：
 

同步图片检测接口：为了保证性能只支持单张图片调用，将会实时返回图片检测结果
异步图片检测接口：支持批量图片进行检测，接口将针对每一张图片返回一个taskId，用户
需要根据这个taskId在1分钟后来获取检测结果

 
图片检测接口同时支持多个场景，如智能鉴黄、OCR图片识别， 可以在一次接口调用中针对两个场景
进行同时检测，用户只需要在调用接口时传递多个场景参数即可.
 
  

abuse 辱骂

porn 色情

terrorism 暴恐

contraband 违禁

high_risk 高危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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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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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说明
 

图片链接协议支持：http和https
图片格式支持: PNG,JPG,JPEG,BMP，不支持GIF
图片大小限制为5M，下载时间3s内;
图片像素建议不小于256*256，太小可能会影响识别效果
图片检测接口响应时间依赖图片的下载时间，请保证所检测图片所在的存储服务的稳定，图片建议使
用oss存储或者cdn做缓存等.
接口region只支持cn-hangzhou, 其他region暂不支持
  

内容检测API SDK 支持的语言或环境
 

Java SDK
PHP SDK
Python SDK
 

  
java、php、python代码示例下载
 

green-sdk-sample_doc
 

代码示例里面有完整的java、php、python调用示例，请进行阅读参考
 
 
nodejs 代码示例下载
 
https://github.com/aliyun-UED/aliyun-sdk-js/tree/master/samples/green
 
 
 
java_sdk
 
  
简介
 
内容检测API SDK包含阿里云Java SDK公共部分和内容检测部分，公共部分依赖 aliyun-java-sdk-core, 内容
检测部分依赖aliyun-java-sdk-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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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您可以使用Maven仓库引入内容检测API SDK或手动下在SDK jar后手动添加到项目中。
  
Maven Dependencies
 

 
下载jar包
 

aliyun-java-sdk-core-3.0.7.jar
aliyun-java-sdk-green-2.6.0.jar
 

  
接口说明
  
SDK接口
 

 
功能
 
图片风险检测: 对图片进行多个风险场景的识别，包括色情、暴恐敏感、文字的识别、指定人脸、图片广告、图
片二维码识别
  
域名
 

 
支持region

        <dependency>
<groupId>com.aliyun</groupId>
<artifactId>aliyun-java-sdk-core</artifactId>
<version>3.0.7</version>
</dependency>

<dependency>
<groupId>com.aliyun</groupId>
<artifactId>aliyun-java-sdk-green</artifactId>
<version>2.6.0</version>
</dependency>

ImageDetectionRequest

  green.cn-hangzhou.aliyuncs.com

 cn-h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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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风险场景code
 

例如您的业务中需要进行图片鉴黄, 在ImageDetectionRequest 接口的参数scenes中指定添加porn即可，其
他的风险场景识别类似添加.
  
图片要求
 

图片链接协议支持：http和https
图片格式支持: PNG,JPG,JPEG,BMP，不支持GIF
图片大小限制为5M，下载时间3s内;
图片像素建议不小于256*256，太小可能会影响识别效果
图片检测接口响应时间依赖图片的下载时间，请保证所检测图片所在的存储服务的稳定，图片建议使
用oss存储或者cdn做缓存等.
  

调用方式
  
同步图片检测
 

 
在ImageDetectionRequest 接口的参数aync中设置成false即可
 
 
单次检测支持单张图片，多个场景(色情、暴恐敏感、文字识别、指定人脸、图片广告、图片二维码
识别)的检测，实时返回检测结果.
 
  

异步图片检测
 

 
在ImageDetectionRequest 接口的参数aync中设置成true即可
 
 
单次检测支持最多50张图片，每张图片支持多个场景(色情、暴恐敏感、文字识别、指定人脸、图片
广告、图片二维码识别)的检测，需要使用 ImageResultsRequest 接口来轮询检测结果.
 
 

风险场景 code

鉴黄（色情识别） porn

暴恐敏感 illegal

图片文字识别 ocr

图片广告识别 ad

指定人脸识别 sensitiveFace

图片二维码识别 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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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图片检测-接口调用示例
 

import com.alibaba.fastjson.JSON;
import com.aliyuncs.DefaultAcsClient;
import com.aliyuncs.IAcsClient;
import com.aliyuncs.exceptions.ClientException;
import com.aliyuncs.exceptions.ServerException;
import com.aliyuncs.green.model.v20161216.ImageDetectionRequest;
import com.aliyuncs.green.model.v20161216.ImageDetectionResponse;
import com.aliyuncs.green.model.v20161216.ImageDetectionResponse.ImageResult.*;
import com.aliyuncs.profile.DefaultProfile;
import com.aliyuncs.profile.IClientProfile;

import java.util.Arrays;
import java.util.List;

/**
* 同步图片检测结果调用示例，调用会实时返回检测结果
*/
public class SyncImageDetectionSample{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请替换成你自己的accessKeyId、accessKeySecret
IClientProfile profile = DefaultProfile.getProfile("cn-hangzhou", "你的accessKeyId", "你的accessKeySecret");
IAcsClient client = new DefaultAcsClient(profile);

ImageDetectionRequest imageDetectionRequest = new ImageDetectionRequest();

/**
* 是否同步调用
* false: 同步
*/
imageDetectionRequest.setAsync(false);

/**
* 同步图片检测支持多个场景, 但不建议一次设置太多场景:
* porn: 黄图检测
* ocr: ocr文字识别
* illegal: 暴恐敏感检测
* ad: 图片广告
* sensitiveFace: 指定人脸
* qrcode: 二维码
*/
imageDetectionRequest.setScenes(Arrays.asList("porn","ocr", "illegal"));

imageDetectionRequest.setConnectTimeout(4000);
imageDetectionRequest.setReadTimeout(4000);

/**
* 同步图片检测一次只支持单张图片进行检测
*/
imageDetectionRequest.setImageUrls(Arrays.asList("https://img.alicdn.com/tfs/TB1urBOQFXXXXbMXFXXXXXXXXXX
-1442-257.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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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y {
ImageDetectionResponse imageDetectionResponse = client.getAcsResponse(imageDetectionRequest);

System.out.println(JSON.toJSONString(imageDetectionResponse));
if("Success".equals(imageDetectionResponse.getCode())){
List<ImageDetectionResponse.ImageResult> imageResults = imageDetectionResponse.getImageResults();
if(imageResults != null && imageResults.size() > 0) {
//同步图片检测只有一个返回的ImageResult
ImageDetectionResponse.ImageResult imageResult = imageResults.get(0);

//porn场景对应的检测结果放在pornResult字段中
//ocr场景对应的检测结果放在ocrResult字段中
//illegal场景对应的检测结果放在illegalResult字段中
//ad场景对应的检测结果放在adResult字段中
//sensitiveFace场景对应的检测结果放在sensitiveFaceResult字段中
//qrcode场景对应的检测结果放在qrcodeResult字段中
//请按需获取
/**
* 黄图检测结果
*/
ImageDetectionResponse.ImageResult.PornResult pornResult = imageResult.getPornResult();
if(pornResult != null) {
/**
* 绿网给出的建议值, 0表示正常，1表示色情，2表示需要review
*/
Integer label = pornResult.getLabel();

/**
* 黄图分值, 0-100
*/
Float rate = pornResult.getRate();

// 根据业务情况来做处理
}

//其他的场景的类似向黄图检测结果一样去get结果，进行处理
/**
* ocr识别结果
*/
OcrResult ocrResult = imageResult.getOcrResult();
if(ocrResult != null) {
List<String> texts= ocrResult.getText();
if(texts != null && texts.size() > 0){
for (String text : texts) {
System.out.println(text);
}
}
}

IllegalResult illegalResult = imageResult.getIllegalResult();
if(illegalResult != null) {
/**
* 绿网给出的建议值, 0表示正常，1表示暴恐敏感，2表示需要review
*/

阿里绿网 内容检测API文档

64



异步图片检测-接口调用示例
 

illegalResult.getLabel();
/**
* 分值, 0-100
*/
illegalResult.getRate();
}

}

}else{
/**
* 检测失败
*/
}

} catch (Server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catch (Client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

}

import com.alibaba.fastjson.JSON;
import com.aliyuncs.DefaultAcsClient;
import com.aliyuncs.IAcsClient;
import com.aliyuncs.exceptions.ClientException;
import com.aliyuncs.exceptions.ServerException;
import com.aliyuncs.green.model.v20161216.ImageDetectionRequest;
import com.aliyuncs.green.model.v20161216.ImageDetectionResponse;
import com.aliyuncs.profile.DefaultProfile;
import com.aliyuncs.profile.IClientProfile;

import java.util.Arrays;
import java.util.List;

/**
* 异步图片检测接口, 调用不会实时返回检测结果，
* 需要根据调用结果返回的taskId在配合"获取图片检测结果接口"使用, 来获取检测结果, 参考
AsyncImageDetectionResultSample中的示例
*/
public class AsyncImageDetectionSample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请替换成你自己的accessKeyId、accessKeySecret
IClientProfile profile = DefaultProfile.getProfile("cn-hangzhou", "你的accessKeyId", "你的accessKeySecret");
IAcsClient client = new DefaultAcsClient(profile);

ImageDetectionRequest imageDetectionRequest = new ImageDetectionReque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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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成异步调用
* true: 异步
*/
imageDetectionRequest.setAsync(true);

/**设置服务场景
* 异步图片检测支持多个场景:
* porn: 黄图检测
* ocr: ocr文字识别
* illegal: 暴恐敏感检测
* ad: 图片广告
* sensitiveFace: 指定人脸
* qrcode: 二维码
*/

//场景请根据业务自需要设置，不一定要设置所有的场景
imageDetectionRequest.setScenes(Arrays.asList("porn", "ocr", "illegal"));

/**
* 设置检测的图片链接
* 异步图片检测一次支持最多50张图片进行检测, 请传递数组
*/
imageDetectionRequest.setImageUrls(Arrays.asList("https://img.alicdn.com/tfs/TB1urBOQFXXXXbMXFXXXXXXXXXX
-1442-257.png"));
imageDetectionRequest.setConnectTimeout(4000);
imageDetectionRequest.setReadTimeout(4000);
/**
* 设置回调通知链接、 通知加密种子
* 获取通知结果内容，以及做校验代码请参考AsyncImageResultNotifyCheck.java
*/
//imageDetectionRequest.setNotifyUrl("http://www.baidu.com");
//imageDetectionRequest.setNotifySeed("123456789");
try {
ImageDetectionResponse imageDetectionResponse = client.getAcsResponse(imageDetectionRequest);

System.out.println(JSON.toJSONString(imageDetectionResponse));
if("Success".equals(imageDetectionResponse.getCode())){
List<ImageDetectionResponse.ImageResult> imageResults = imageDetectionResponse.getImageResults();
if(imageResults != null && imageResults.size() > 0) {
for (ImageDetectionResponse.ImageResult imageResult : imageResults) {
String taskId = imageResult.getTaskId();
System.out.println(taskId);
/**
* 异步检测，请根据taskId， 在1分钟后去调用ImageResultRequest接口，获取异步图片检测结果
*/
}
}

}else{
/**
* 检测失败
*/
System.out.println(JSON.toJSONString(imageDetectionResponse));
}

} catch (ServerException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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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步图片检测: 获取检测结果-接口调用示例
 
参考：ImageResultsRequest
 
  
接口说明
  
SDK接口
 

 
域名
 

 
支持region
 

 
依赖接口
 
ImageResultsRequest 在使用 ImageDetectionRequest 进行异步图片检测（接口会对每一张图片分配一个
taskId）后进行使用，从而（通过taskId）获取异步图片检测的结果.
  
接口调用示例
 

e.printStackTrace();
} catch (Client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

}

ImageResultsRequest

  green.cn-hangzhou.aliyuncs.com

 cn-hangzhou

import com.alibaba.fastjson.JSON;
import com.aliyuncs.DefaultAcsClient;
import com.aliyuncs.IAcsClient;
import com.aliyuncs.exceptions.ClientException;
import com.aliyuncs.exceptions.ServerException;
import com.aliyuncs.green.model.v20161216.ImageResults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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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com.aliyuncs.green.model.v20161216.ImageResultsResponse;
import com.aliyuncs.green.model.v20161216.ImageResultsResponse.ImageDetectResult.ImageResult.*;
import com.aliyuncs.profile.DefaultProfile;
import com.aliyuncs.profile.IClientProfile;

import java.util.Arrays;
import java.util.List;

/**
* 获取异步图片检测结果接口示例, 包括:
* 批量异步图片检测结果获取
* 注: 获取异步图片检测结果接口依赖于异步图片检测接口返回的taskId, 通过taskId才能获取异步图片检测接口结果, 参照
:AsyncImageDetectionSample
*/
public class AsyncImageDetectionResultSample{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请替换成你自己的accessKeyId、accessKeySecret
IClientProfile profile = DefaultProfile.getProfile("cn-hangzhou", "你的accessKeyId", "你的accessKeySecret");

IAcsClient client = new DefaultAcsClient(profile);

//批量异步图片检测结果获取, 最多支持50个taskId
ImageResultsRequest imageResultsRequest = new ImageResultsRequest();
imageResultsRequest.setTaskIds(Arrays.asList("5a1eed8e-9b0b-4e81-9336-58900a7bd9c1-1476957028651"));
try {
ImageResultsResponse imageResultsResponse = client.getAcsResponse(imageResultsRequest);

System.out.println(JSON.toJSONString(imageResultsResponse));

if("Success".equals(imageResultsResponse.getCode())) {
List<ImageResultsResponse.ImageDetectResult> imageDetectResults =
imageResultsResponse.getImageDetectResults();

if(imageDetectResults != null && imageDetectResults.size() > 0) {
for (ImageResultsResponse.ImageDetectResult imageDetectResult : imageDetectResults) {
if("Success".equals(imageResultsResponse.getCode())
&& "TaskProcessSuccess".equals(imageDetectResult.getStatus())) {
ImageResultsResponse.ImageDetectResult.ImageResult imageResult = imageDetectResult.getImageResult();

//porn场景对应的检测结果放在pornResult字段中
//ocr场景对应的检测结果放在ocrResult字段中
//illegal场景对应的检测结果放在illegalResult字段中
//ad场景对应的检测结果放在adResult字段中
//sensitiveFace场景对应的检测结果放在sensitiveFaceResult字段中
//qrcode场景对应的检测结果放在qrcodeResult字段中
//请根据您设置的scene按需获取
/**
* 黄图检测结果
*/
ImageResultsResponse.ImageDetectResult.ImageResult.PornResult pornResult = imageResult.getPornResult();
if (pornResult != null) {
/**
* 绿网给出的建议值, 0表示正常，1表示色情，2表示需要review
*/
Integer label = pornResult.getLa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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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黄图分值, 0-100
*/
Float rate = pornResult.getRate();

// 根据业务情况来做处理
}

//其他的场景的类似向黄图检测结果一样去get结果，进行处理

/**
* ocr识别结果
*/
OcrResult ocrResult = imageResult.getOcrResult();
if(ocrResult != null) {
List<String> texts= ocrResult.getText();
if(texts != null && texts.size() > 0){
for (String text : texts) {
System.out.println(text);
}
}
}

IllegalResult illegalResult = imageResult.getIllegalResult();
if(illegalResult != null) {
/**
* 绿网给出的建议值, 0表示正常，1表示暴恐敏感，2表示需要review
*/
illegalResult.getLabel();
/**
* 分值, 0-100
*/
illegalResult.getRate();
}

}else{
//未处理成功
System.out.println(JSON.toJSONString(imageDetectResult));
}
}
}
}

} catch (Server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catch (Client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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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接口说明
  
SDK接口
 

 
功能
 
文本反垃圾:针对用户内容ugc场景，结合行为、内容采用多维度、多种模型、多种检测手段对文本进行垃圾与
否的识别，识别色情、广告、灌水、渉政、辱骂等风险，支持关键词自定义.
  
域名
 

 
支持region
 

 
文本要求
 

文本长度不长于4000个字符.
  

自定义关键词
 
文本垃圾检测支持自定义关键词，例如添加一些竞品关键词等，请自行前往绿网控制台进行自定义，批量导入
关键词时关键词编码请使用UTF-8， 导入的关键词默认自动对接口进行生效，生效时延约为15分钟左右.
  
接口调用示例
 

TextAntispamDetectionRequest

  green.cn-hangzhou.aliyuncs.com

 cn-hangzhou

import com.alibaba.fastjson.JSON;
import com.aliyuncs.DefaultAcsClient;
import com.aliyuncs.IAcsClient;
import com.aliyuncs.exceptions.ClientException;
import com.aliyuncs.exceptions.ServerException;
import com.aliyuncs.green.model.v20161216.TextAntispamDetectionRequest;
import com.aliyuncs.green.model.v20161216.TextAntispamDetectionResponse;
import com.aliyuncs.profile.DefaultProfile;
import com.aliyuncs.profile.IClient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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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java.util.*;

public class TextAntispamDetectionSample{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throws Exception {
//请替换成你自己的accessKeyId、accessKeySecret
IClientProfile profile = DefaultProfile.getProfile("cn-hangzhou", accessKeyId, accessKeySecret);
IAcsClient client = new DefaultAcsClient(profile);

TextAntispamDetectionRequest textAntispamDetectionRequest = new TextAntispamDetectionRequest();
//为防中文乱码，务必设置编码类型为utf-8
textAntispamDetectionRequest.setEncoding("UTF-8");

textAntispamDetectionRequest.setConnectTimeout(3000);
textAntispamDetectionRequest.setReadTimeout(4000);

//设置待检测文本
List<Map<String, Object>> dataItems = new ArrayList<Map<String, Object>>();

Map<String, Object> dataItem1 = new HashMap<String, Object>();
dataItem1.put("dataId", UUID. randomUUID().toString()); //数据id
dataItem1.put("content", "一一裔^A二百元冲2000币、需要加Q 2 1 4 8 0 5 3 6 2"); //要检测的文本内容
dataItem1.put("postId", "1111"); //发贴人的id, 可选, postId与postTime需同时填或者不填
dataItem1.put("postTime", new Date().getTime());//发帖时间, 可选, postId与postTime需同时填后者不填
dataItems.add(dataItem1);

Map<String, Object> dataItem2 = new HashMap<String, Object>();
dataItem2.put("dataId", UUID. randomUUID().toString()); //数据id
dataItem2.put("content", "你好吗"); //要检测的文本内容
dataItem2.put("postId", "1111"); //发贴人的id, 可选, postId与postTime需同时填或者不填
dataItem2.put("postTime", new Date().getTime());//发帖时间, 可选, postId与postTime需同时填后者不填
dataItems.add(dataItem2);
textAntispamDetectionRequest.setDataItems(JSON.toJSONString(dataItems));
/**
* 设置自定义关键词的词库ID, 词库和关键词的定义前往绿网控制台定义和添加
(https://yundun.console.aliyun.com/?p=cts#/greenWeb/config2),
* 词库ID在添加词库时会自动生成,显示在控制台
* 默认新增的词库自动在本接口生效, 如果想部分词库有用,请将以下参数指定改词库的ID
*/
//textAntispamDetectionRequest.setCustomDicts(Arrays.asList("11001", "11002"));

//超时设置
textAntispamDetectionRequest.setConnectTimeout(4000);
textAntispamDetectionRequest.setReadTimeout(4000);

try {
TextAntispamDetectionResponse textAntispamDetectionResponse =
client.getAcsResponse(textAntispamDetectionRequest);
System.out.println(JSON.toJSONString(textAntispamDetectionResponse));
if ("Success".equals(textAntispamDetectionResponse.getCode())) {

List<TextAntispamDetectionResponse.TextAntispamResult> textAntispamResults =
textAntispamDetectionResponse.getTextAntispam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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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接口说明
  
SDK接口
 

 
功能
 
文本关键词检测: 判断一段文本中是否包含某些关键词
  
域名
 

 
支持region
 

 
文本要求
 

文本长度不长于4000个字符.
  

自定义关键词
系统默认提供了部分关键词，如果不满足您的需求，请自行前往绿网控制台进行自定义，批量导入关键词时关

for (TextAntispamDetectionResponse.TextAntispamResult textAntispamResult : textAntispamResults) {
if(textAntispamResult.getIsSpam() != null && textAntispamResult.getIsSpam()){
//命中的情况下做处理
//do something
}
}
}
} catch (Server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catch (Client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catch (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

}

TextKeywordFilterRequest

  green.cn-hangzhou.aliyuncs.com

 cn-h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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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词编码请使用UTF-8， 导入的关键词默认自动对接口进行生效，生效时延约为15分钟左右.
  
接口调用示例
 

import com.alibaba.fastjson.JSON;
import com.aliyuncs.DefaultAcsClient;
import com.aliyuncs.IAcsClient;
import com.aliyuncs.exceptions.ClientException;
import com.aliyuncs.exceptions.ServerException;
import com.aliyuncs.green.model.v20161216.TextKeywordFilterRequest;
import com.aliyuncs.green.model.v20161216.TextKeywordFilterResponse;
import com.aliyuncs.profile.DefaultProfile;
import com.aliyuncs.profile.IClientProfile;

import java.util.List;

public class TextKeywordFilterSample{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请替换成你自己的accessKeyId、accessKeySecret
IClientProfile profile = DefaultProfile.getProfile("cn-hangzhou", accessKeyId, accessKeySecret);
IAcsClient client = new DefaultAcsClient(profile);

TextKeywordFilterRequest textqKeywordFilterRequest = new TextKeywordFilterRequest();
//为防中文乱码，务必设置编码类型为utf-8
textqKeywordFilterRequest.setEncoding("UTF-8");
//设置待检测文本
String toDetectedContent = "你好 我好 他好";
textqKeywordFilterRequest.setText(toDetectedContent);
/**
* 设置自定义关键词的词库ID, 词库和关键词的定义前往绿网控制台定义和添加
(https://yundun.console.aliyun.com/?p=cts#/greenWeb/config2),
* 词库ID在添加词库时会自动生成,显示在控制台
* 默认新增的词库自动在本接口生效, 如果想部分词库有用,请将以下参数指定为对应的词库ID
*/
//textqKeywordFilterRequest.setCustomDicts(Arrays.asList("1000"));
/**
* 使用绿网的通用系统词库, 默认就自动会使用,如果不想使用请设置成false
*/
textqKeywordFilterRequest.setUseSysDic(true);

textqKeywordFilterRequest.setConnectTimeout(3000);
textqKeywordFilterRequest.setReadTimeout(4000);

try {
TextKeywordFilterResponse textKeywordFilterResponse = client.getAcsResponse(textqKeywordFilterRequest);
System.out.println(JSON.toJSONString(textKeywordFilterResponse));
if ("Success".equals(textKeywordFilterResponse.getCode())) {
//命中的情况下做处理
if (textKeywordFilterResponse.getHit()) {
List<TextKeywordFilterResponse.KeywordResult> keywordResults =
textKeywordFilterResponse.getKeyword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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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p_sdk
 
  
PHP SDK开发包下载
 
下载地址：
 

aliyun-php-sdk-core
 
aliyun-php-sdk-green
 
 
上述两个压缩包下载之后，在您的项目下面新建aliyuncs目录, 请将上述两个sdk解压, 放到该目录下面
, 放置之后目录组织如下:
 
 

代码开发时进行引入:
 

if (keywordResults != null && keywordResults.size() > 0) {
for (TextKeywordFilterResponse.KeywordResult keywordResult : keywordResults) {
//获取命中关键词的上下文
String keywordCtx = keywordResult.getKeywordCtx();
//获取关键词的类型,
//如果命中系统关键词,返回系统定义的关键词分类
//如果命中用户自定义的关键词,返回用户词库的ID, 在绿网控制台中词库对应的ID
String keywordType = keywordResult.getKeywordType();
//do something
}
}
}
}
} catch (Server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catch (Client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
}

aliyuncs/aliyun-php-sdk-core/....
aliyuncs/aliyun-php-sdk-green/Green/....

include_once 'aliyuncs/aliyun-php-sdk-core/Config.php';
use Green\Request\V20161216 as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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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P支持版本
 
5.3+
 
  
接口说明
  
SDK接口
 

 
功能
 
图片风险检测: 对图片进行多个风险场景的识别，包括色情、暴恐敏感、文字的识别、指定人脸、图片广告、图
片二维码识别
  
域名
 

 
支持region
 

 
风险场景code
 

例如您的业务中需要进行图片鉴黄, 在ImageDetectionRequest 接口的参数scenes中指定添加porn即可，其
他的风险场景识别类似添加.
 

ImageDetectionRequest

  green.cn-hangzhou.aliyuncs.com

 cn-hangzhou

风险场景 code

鉴黄（色情识别） porn

暴恐敏感 illegal

图片文字识别 ocr

图片广告识别 ad

指定人脸识别 sensitiveFace

图片二维码识别 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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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图片要求
 

图片链接协议支持：http和https
图片格式支持: PNG,JPG,JPEG,BMP，不支持GIF
图片大小限制为5M，下载时间3s内;
图片像素建议不小于256*256，太小可能会影响识别效果
图片检测接口响应时间依赖图片的下载时间，请保证所检测图片所在的存储服务的稳定，图片建议使
用oss存储或者cdn做缓存等.
  

调用方式
  
同步图片检测
 

 
在ImageDetectionRequest 接口的参数aync中设置成false即可
 
 
单次检测支持单张图片，多个场景(色情、暴恐敏感、文字识别、指定人脸、图片广告、图片二维码
识别)的检测，实时返回检测结果.
 
  

异步图片检测
 

 
在ImageDetectionRequest 接口的参数aync中设置成true即可
 
 
单次检测支持最多50张图片，每张图片支持多个场景(色情、暴恐敏感、文字识别、指定人脸、图片
广告、图片二维码识别)的检测，需要使用 ImageResultsRequest 接口来轮询检测结果.
 
  

同步图片检测-接口调用示例
 

<?php

include_once 'aliyuncs/aliyun-php-sdk-core/Config.php';
use Green\Request\V20161216 as Green;
date_default_timezone_set("PRC");

//请替换成你自己的accessKeyId、accessKeySecret
$iClientProfile = DefaultProfile::getProfile("cn-hangzhou", "你的accessKeyId", "你的accessKeySecret"); // TODO
DefaultProfile::addEndpoint("cn-hangzhou", "cn-hangzhou", "Green", "green.cn-hangzhou.aliyuncs.com");

$client = new DefaultAcsClient($iClientProfile);

// 图片检测
$request = new Green\ImageDetectionReque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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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参数
//设置为同步调用
$request->setAsync("false");
//设置图片链接
//同步只支持单张图片
$request->setImageUrl(json_encode(array("https://img.alicdn.com/tfs/TB1urBOQFXXXXbMXFXXXXXXXXXX-1442-
257.png")));
//设置检测的场景
//同步支持多个场景同时识别
//porn: 黄图检测
//ocr： ocr文字识别
//illegal: 暴恐敏感识别
//ad: 图片广告
//sensitiveFace: 指定人脸
//qrcode: 二维码
//场景请根据自己业务来选择, 请按需选择
//$request->setScene(json_encode(array("porn", "ocr","illegal")));
$request->setScene(json_encode(array("porn")));

try {
$response = $client->getAcsResponse($request);
print_r($response);

//返回状态值成功时进行处理
if("Success" == $response->Code){
$imageResults = $response->ImageResults->ImageResult;
foreach ($imageResults as $imageResult) {
print_r($imageResult);

if(property_exists($imageResult, "PornResult")) {
//黄图结果处理
$pornResult = $imageResult->PornResult;
if($pornResult != null
&& property_exists($pornResult, "Rate")
&& property_exists($pornResult, "Label")) {
print_r($pornResult);
//打印黄图分值,0-100
print_r($pornResult->Rate);
print_r("\n");
//打印参考建议, 0表示正常，1表示色情，2表示需要review
print_r($pornResult->Label);
print_r("\n");
}
}

if(property_exists($imageResult, "IllegalResult")) {
//暴恐敏感结果处理
$illegalResult = $imageResult->IllegalResult;
if($illegalResult != null
&& property_exists($illegalResult, "Rate")
&& property_exists($illegalResult, "Label")) {
//打印暴恐敏感分值,0-100
print_r($illegalResult->Rate);
print_r("\n");
//打印参考建议, 0表示正常，1表示暴恐敏感，2表示需要review
print_r($illegalResult->La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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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步图片检测-接口调用示例
 

print_r("\n");

}
}

if(property_exists($imageResult, "OcrResult")) {
//ocr结果处理
//打印ocr结果
$ocrResult = $imageResult->OcrResult;
if($ocrResult != null
&& property_exists($ocrResult, "Text")) {
print_r($ocrResult->Text);
print_r("\n");
}
}

//ad场景对应的检测结果放在AdResult字段中
//sensitiveFace场景对应的检测结果放在SensitiveFaceResult字段中
//qrcode场景对应的检测结果放在QrcodeResult字段中

}
}
} catch (Exception $e) {
print_r($e);
}

<?php

include_once 'aliyuncs/aliyun-php-sdk-core/Config.php';
use Green\Request\V20161216 as Green;
date_default_timezone_set("PRC");

//请替换成你自己的accessKeyId、accessKeySecret
$iClientProfile = DefaultProfile::getProfile("cn-hangzhou", "你的accessKeyId", "你的accessKeySecret"); // TODO
DefaultProfile::addEndpoint("cn-hangzhou", "cn-hangzhou", "Green", "green.cn-hangzhou.aliyuncs.com");

$client = new DefaultAcsClient($iClientProfile);

// 图片检测
$request = new Green\ImageDetectionRequest ();

//设置参数
$request->setAsync("true");
//设置图片链接, 最多支持50张图片
$request->setImageUrl(json_encode(array("https://img.alicdn.com/tfs/TB1urBOQFXXXXbMXFXXXXXXXXXX-1442-
257.png", "https://img.alicdn.com/tfs/TB1urBOQFXXXXbMXFXXXXXXXXXX-1442-267.png")));
//设置检测的场景
//同步支持多个场景同时识别
//porn: 黄图检测
//ocr： ocr文字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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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步图片检测: 获取检测结果-接口调用示例
 
参考：ImageResultsRequest
 
  
接口说明
  
SDK接口
 

 
域名
 

 
支持region
 

 
依赖接口
 
ImageResultsRequest 在使用 ImageDetectionRequest 接口进行异步图片检测（接口会对每一张图片分配一

//illegal: 暴恐敏感识别
//ad: 图片广告
//sensitiveFace: 指定人脸
//qrcode: 二维码
//$request->setScene(json_encode(array("porn","ocr","illegal")));
$request->setScene(json_encode(array("porn")));
try {
$response = $client->getAcsResponse($request);
print_r($response);

if("Success" == $response->Code){
$imageResults = $response->ImageResults->ImageResult;
foreach ($imageResults as $imageResult) {
print_r($imageResult->TaskId);
print_r("\n");
//保存taskId， 过1分钟来获取对应的内容，见AsyncImageDetectionResultSample.php
}
}
} catch (Exception $e) {
print_r($e);
}

ImageResultsRequest

  green.cn-hangzhou.aliyuncs.com

 cn-h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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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taskId）后进行使用，从而（通过taskId）获取异步图片检测的结果.
  
接口调用示例
 

include_once 'aliyuncs/aliyun-php-sdk-core/Config.php';
use Green\Request\V20161216 as Green;
date_default_timezone_set("PRC");

//请替换成你自己的accessKeyId、accessKeySecret
$iClientProfile = DefaultProfile::getProfile("cn-hangzhou", "你的accessKeyId", "你的accessKeySecret"); // TODO
DefaultProfile::addEndpoint("cn-hangzhou", "cn-hangzhou", "Green", "green.cn-hangzhou.aliyuncs.com");

$client = new DefaultAcsClient($iClientProfile);

//获取批量图片检测结果接口, 最多支持50个taskId
$getTaskResultsRequest = new Green\ImageResultsRequest();

//json字符串数据格式
$getTaskResultsRequest->setTaskId(json_encode(array("11fb8591-6573-4061-9141-c30ad9df0eab-
1476957388652", "a32c9164-577c-418f-903c-1c5b51ed986a-1457330201321")));
try {
$getTaskResultsResponse = $client->getAcsResponse($getTaskResultsRequest);
print_r($getTaskResultsResponse);

if("Success" == $getTaskResultsResponse->Code){
$imageDetectResults = $getTaskResultsResponse->ImageDetectResults->ImageDetectResult;

foreach ($imageDetectResults as $imageDetectResult) {
//任务处理完成在做处理
if("TaskProcessSuccess" == $imageDetectResult->Status){
$imageResult = $imageDetectResult->ImageResult;

print_r($imageResult);

if(property_exists($imageResult, "PornResult")) {
//黄图结果处理
$pornResult = $imageResult->PornResult;
if($pornResult != null
&& property_exists($pornResult, "Rate")
&& property_exists($pornResult, "Label")) {
print_r($pornResult);
//打印黄图分值,0-100
print_r($pornResult->Rate);
print_r("\n");
//打印参考建议, 0表示正常，1表示色情，2表示需要review
print_r($pornResult->Label);
print_r("\n");
}
}

if(property_exists($imageResult, "IllegalResult")) {
//暴恐敏感结果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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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说明
  
SDK接口
 

 
功能
 
文本反垃圾:针对用户内容ugc场景，结合行为、内容采用多维度、多种模型、多种检测手段对文本进行垃圾与
否的识别，识别色情、广告、灌水、渉政、辱骂等风险，支持关键词自定义.
  

$illegalResult = $imageResult->IllegalResult;
if($illegalResult != null
&& property_exists($illegalResult, "Rate")
&& property_exists($illegalResult, "Label")) {
//打印暴恐敏感分值,0-100
print_r($illegalResult->Rate);
print_r("\n");
//打印参考建议, 0表示正常，1表示暴恐敏感，2表示需要review
print_r($illegalResult->Label);
print_r("\n");

}
}

if(property_exists($imageResult, "OcrResult")) {
//ocr结果处理
//打印ocr结果
$ocrResult = $imageResult->OcrResult;
if($ocrResult != null
&& property_exists($ocrResult, "Text")) {
print_r($ocrResult->Text);
print_r("\n");
}
}

//ad场景对应的检测结果放在AdResult字段中
//sensitiveFace场景对应的检测结果放在SensitiveFaceResult字段中
//qrcode场景对应的检测结果放在QrcodeResult字段中
}
}

}

} catch (Exception $e) {
print_r($e);
}

TextAntispamDetection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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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域名
 

 
支持region
 

 
文本要求
 

文本长度不长于4000个字符.
  

自定义关键词
 
文本垃圾检测支持自定义关键词，例如添加一些竞品关键词等，请自行前往绿网控制台进行自定义，批量导入
关键词时关键词编码请使用UTF-8， 导入的关键词默认自动对接口进行生效，生效时延约为15分钟左右.
  
接口调用示例
 

  green.cn-hangzhou.aliyuncs.com

 cn-hangzhou

<?php
/**
* 纯文本垃圾检测接口
*/

include_once 'aliyuncs/aliyun-php-sdk-core/Config.php';
use Green\Request\V20161216 as Green;
date_default_timezone_set("PRC");

//请替换成你自己的accessKeyId、accessKeySecret
$iClientProfile = DefaultProfile::getProfile("cn-hangzhou", "你的accessKeyId", "你的accessKeySecret"); // TODO
DefaultProfile::addEndpoint("cn-hangzhou", "cn-hangzhou", "Green", "green.cn-hangzhou.aliyuncs.com");

$client = new DefaultAcsClient($iClientProfile);

$request = new Green\TextAntispamDetectionRequest();

//最多支持50个待检测文本同时检测
$dataItem1 = array('dataId' => uniqid(), # 可填,如果未填,系统自动生成一个
'content' => '小阿诗在等你:女生 就我对面一栋宿舍', #发帖内容, 必填
'postId' => '111', # 发帖用户id 可选
'postTime' => round(microtime(true)*1000) # 发帖时间, 可选
);
$dataItem2 = array('dataId' => uniqid(), # 可填,如果未填,系统自动生成一个
'content' => '你好牛', #发帖内容, 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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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说明
  
SDK接口
 

 
功能
 
文本关键词检测: 判断一段文本中是否包含某些关键词
  
域名

'postId' => '111', # 发帖用户id, 可选, postId与postTime需同时填后者不填
'postTime' => round(microtime(true)*1000) # 发帖时间,可选, postId与postTime需同时填后者不填
);

//设置要检测的文本, 可以同时检测最多50个文本
$request->setDataItems(json_encode(array($dataItem1, $dataItem2)));

/**
* 设置自定义关键词的词库ID, 词库和关键词的定义前往绿网控制台定义和添加
(https://yundun.console.aliyun.com/?p=cts#/greenWeb/config2),
* 词库ID在添加词库时会自动生成,显示在控制台
* 默认新增的词库自动在本接口生效, 如果想部分词库有用,请将以下参数指定为对应词库的ID
*/
$request->setCustomDict(json_encode(array("11001")));

try {
$response = $client->getAcsResponse($request);
print_r($response);
//如果成功且命中
if("Success" == $response->Code) {
$textAntispamResults = $response->TextAntispamResults->TextAntispamResult;
foreach ($textAntispamResults as $textAntispamResult) {
//原文本
print_r($textAntispamResult->Text);
//是否是垃圾
print_r($textAntispamResult->IsSpam);
print_r("\n");
}

}

} catch (Exception $e) {
print_r($e);
}

TextKeywordFilter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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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支持region
 

 
文本要求
 

文本长度不长于4000个字符.
  

自定义关键词
 
系统默认提供了部分关键词，如果不满足您的需求，请自行前往绿网控制台进行自定义，批量导入关键词时关
键词编码请使用UTF-8， 导入的关键词默认自动对接口进行生效，生效时延约为15分钟左右.
  
接口调用示例
 

  green.cn-hangzhou.aliyuncs.com

 cn-hangzhou

<?php
include_once 'aliyuncs/aliyun-php-sdk-core/Config.php';
use Green\Request\V20161216 as Green;
date_default_timezone_set("PRC");

//请替换成你自己的accessKeyId、accessKeySecret
$iClientProfile = DefaultProfile::getProfile("cn-hangzhou", "你的accessKeyId", "你的accessKeySecret");
DefaultProfile::addEndpoint("cn-hangzhou", "cn-hangzhou", "Green", "green.cn-hangzhou.aliyuncs.com");

$client = new DefaultAcsClient($iClientProfile);

$request = new Green\TextKeywordFilterRequest();

//设置要检测的文本
$request->setText("你好 我好 他好");
/**
* 设置自定义关键词的词库ID, 词库和关键词的定义前往绿网控制台定义和添加
(https://yundun.console.aliyun.com/?p=cts#/greenWeb/config2),
* 词库ID在添加词库时会自动生成,显示在控制台
* 默认新增的词库自动在本接口生效, 如果想部分词库有用,请将以下参数指定为对应的词库ID
*/
$request->setCustomDict(json_encode(array("11001")));

/**
* 使用绿网的通用系统词库, 默认就自动会使用,如果不想使用请设置成false
*/
$request->setUseSysDic("true");
try {
$response = $client->getAcsResponse($request);
print_r($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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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_sdk
 
  
通过pip安装
 

 
python版本
 

  
接口说明
  
SDK接口
 

 
功能
 
图片风险检测: 对图片进行多个风险场景的识别，包括色情、暴恐敏感、文字的识别、指定人脸、图片广告、图
片二维码识别

//如果成功且命中
if("Success" == $response->Code && $response->Hit) {
$keywordResults = $response->KeywordResults->KeywordResult;
foreach ($keywordResults as $keywordResult) {
//打印命中的上下文
print_r($keywordResult->KeywordCtx);
print_r("\n");
}

}

} catch (Exception $e) {
print_r($e);
}

sudo pip install aliyun-python-sdk-core
sudo pip install -v aliyun-python-sdk-green==2.6.0 //安装指定版本

Python 2.7+

ImageDetection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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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域名
 

 
支持region
 

 
风险场景code
 

例如您的业务中需要进行图片鉴黄, 在ImageDetectionRequest 接口的参数scenes中指定添加porn即可，其
他的风险场景识别类似添加.
  
图片要求
 

图片链接协议支持：http和https
图片格式支持: PNG,JPG,JPEG,BMP，不支持GIF
图片大小限制为5M，下载时间3s内;
图片像素建议不小于256*256，太小可能会影响识别效果
图片检测接口响应时间依赖图片的下载时间，请保证所检测图片所在的存储服务的稳定，图片建议使
用oss存储或者cdn做缓存等.
  

调用方式
  
同步图片检测
 

 
在ImageDetectionRequest 接口的参数aync中设置成false即可
 
 
单次检测支持单张图片，多个场景(色情、暴恐敏感、文字识别、指定人脸、图片广告、图片二维码
识别)的检测，实时返回检测结果.

  green.cn-hangzhou.aliyuncs.com

 cn-hangzhou

风险场景 code

鉴黄（色情识别） porn

暴恐敏感 illegal

图片文字识别 ocr

图片广告识别 ad

指定人脸识别 sensitiveFace

图片二维码识别 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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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步图片检测
 

 
在ImageDetectionRequest 接口的参数aync中设置成true即可
 
 
单次检测支持最多50张图片，每张图片支持多个场景(色情、暴恐敏感、文字识别、指定人脸、图片
广告、图片二维码识别)的检测，需要使用 ImageResultsRequest 接口来轮询检测结果.
 
  

同步图片检测-接口调用示例
 

#coding=utf-8

# 同步图片检测服务接口, 会实时返回检测的结果

from aliyunsdkcore import client
# 如果pip安装的版本比该版本更新，修改一下这个值v20161018为最新版如v20161216
from aliyunsdkgreen.request.v20161216 import ImageDetectionRequest
import json

# 请替换成你自己的accessKeyId、accessKeySecret, 您可以类似的配置在配置文件里面，也可以直接明文替换
clt = client.AcsClient("你的accessKeyId", "你的accessKeySecret",'cn-hangzhou')

request = ImageDetectionRequest.ImageDetectionRequest()
request.set_accept_format('json')

# 设置成同步调用
request.set_Async('false')
# 设置要检测的图片链接
# json字符串格式, 同步只支持单张图片
request.set_ImageUrl(json.dumps(["https://img.alicdn.com/tfs/TB1urBOQFXXXXbMXFXXXXXXXXXX-1442-
267.png"]))
# 设置要检测的服务场景
# 异步支持多个场景同时识别
# porn: 黄图检测
# ocr： ocr文字识别
# illegal: 暴恐敏感识别
# ad: 图片广告
# sensitiveFace: 指定人脸
# qrcode: 二维码
request.set_Scene(json.dumps(["porn","ocr","illegal"]))
response = clt.do_action(request)

print response

result = json.loads(response)

if "Success" == result["Code"]:
imageResults = result["ImageResults"]["ImageResult"]
for imageDetectResult in imageResults:
print imageDetectResult
# 黄图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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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步图片检测-接口调用示例
 

pornResult = imageDetectResult["PornResult"]
print pornResult
# 黄图结果中，包含检测分值，和参考建议
# 打印检测分值,0-100
print pornResult["Rate"]
# 打印参考建议, 0表示正常，1表示色情，2表示需要review
print pornResult["Label"]

# ocr结果
# 返回检测出来的文本数组
ocrResult = imageDetectResult["OcrResult"]

print ocrResult["Text"]

# 暴恐敏感结果
illegalResult = imageDetectResult["IllegalResult"]
# 分值:0-100
print illegalResult["Rate"]
# 参考建议: 0表示正常，1表示暴恐敏感，2表示需要review
print illegalResult["Label"]

#ad场景对应的检测结果放在AdResult字段中
#sensitiveFace场景对应的检测结果放在SensitiveFaceResult字段中
#qrcode场景对应的检测结果放在QrcodeResult字段中

#coding=utf-8

# 异步调用图片服务接口,调用不会实时返回检测结果，
# 需要根据调用结果返回的taskid在配合"获取图片检测结果接口"使用, 来获取检测结果, 参考
AsyncImageDetectionResultSample中的示例

from aliyunsdkcore import client
# 如果pip安装的版本比该版本更新，修改一下这个值v20161018为最新版如v20161216
from aliyunsdkgreen.request.v20161216 import ImageDetectionRequest
import json

# 请替换成你自己的accessKeyId、accessKeySecret, 您可以类似的配置在配置文件里面，也可以直接明文替换
clt = client.AcsClient("你的accessKeyId", "你的accessKeySecret",'cn-hangzhou')

request = ImageDetectionRequest.ImageDetectionRequest()
request.set_accept_format('json')

# 设置为异步调用
request.set_Async('true')
# 设置要检测的图片链接
# 异步支持多张图片, 最多50张，请按需传递， json字符串格式
request.set_ImageUrl(json.dumps(["https://img.alicdn.com/tfs/TB1urBOQFXXXXbMXFXXXXXXXXXX-1442-
267.png"]))
# 设置要检测的服务场景
# 异步支持多个场景同时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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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步图片检测: 获取检测结果-接口调用示例
 
参考：ImageResultsRequest
 
  
接口说明
  
SDK接口
 

 
域名
 

 
支持region
 

 
依赖接口

# porn: 黄图检测
# ocr： ocr文字识别
# illegal: 暴恐敏感识别
# ad: 图片广告
# sensitiveFace: 指定人脸
# qrcode: 二维码
# request.set_Scene(json.dumps(["porn", "ocr", "illegal"]))
request.set_Scene(json.dumps(["qrcode"]))
response = clt.do_action(request)

# 返回结果格式参照response/AsyncImageDetectionResponse.json
print response
result = json.loads(response)

if("Success" == result["Code"]) :
imageResults = result["ImageResults"]["ImageResult"];
#一张图片对应一个taskId, 如果是多张图片检测，请自行遍历
for imageDetectResult in imageResults:
# 根据taskId获取异步图片检测结果, 参照AsyncImageDetectionResultSample.py
taskId = imageDetectResult["TaskId"]
print taskId
else:
print result

ImageResultsRequest

  green.cn-hangzhou.aliyuncs.com

 cn-h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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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ResultsRequest 在使用 ImageDetectionRequest 进行异步图片检测（接口会对每一张图片分配一个
taskId）后进行使用，从而（通过taskId）获取异步图片检测的结果.
  
接口调用示例
 

#coding=utf-8

# 获取异步图片检测结果的接口
# 包括:
# 获取单个异步图片检测结果接口
# 获取批量异步图片检测结果接口
# 注: 获取异步图片检测结果接口依赖于异步图片检测接口返回的taskid, 通过taskid才能获取异步图片检测接口结果
AsyncImageDetectionSample.py

from aliyunsdkcore import client
# 如果pip安装的版本比该版本更新，修改一下这个值v20161018为最新版如v20161216
from aliyunsdkgreen.request.v20161216 import ImageResultsRequest
import json

# 请替换成你自己的accessKeyId、accessKeySecret, 您可以类似的配置在配置文件里面，也可以直接明文替换
clt = client.AcsClient("你的accessKeyId", "你的accessKeySecret",'cn-hangzhou')

# 获取多个异步图片检测结果接口, 最多支持100个taskId
request = ImageResultsRequest.ImageResultsRequest()
request.set_accept_format('json')

# 设置taskId
request.set_TaskId(json.dumps(['28838ab9-f171-4ac2-a925-db5ec069e33d-1476958159504']));
response = clt.do_action(request)
print response
result = json.loads(response)

if "Success" == result["Code"]:
imageDetectResults = result["ImageDetectResults"]["ImageDetectResult"]
for imageDetectResult in imageDetectResults:
if "TaskProcessSuccess" == imageDetectResult["Status"]:
imageResult = imageDetectResult["ImageResult"]
print imageResult
# 黄图检测结果
pornResult = imageResult["PornResult"]
print pornResult
# 黄图结果中，包含检测分值，和参考建议
# 打印检测分值,0-100
print pornResult["Rate"]
# 打印参考建议, 0表示正常，1表示色情，2表示需要review
print pornResult["Label"]

# ocr结果
# 返回检测出来的文本数组
ocrResult = imageResult["OcrResult"]
print ocrResult["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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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接口说明
  
SDK接口
 

 
功能
 
文本反垃圾:针对用户内容ugc场景，结合行为、内容采用多维度、多种模型、多种检测手段对文本进行垃圾与
否的识别，识别色情、广告、灌水、渉政、辱骂等风险，支持关键词自定义.
  
域名
 

 
支持region
 

 
文本要求
 

文本长度不长于4000个字符.
  

自定义关键词
 
文本垃圾检测支持自定义关键词，例如添加一些竞品关键词等，请自行前往绿网控制台进行自定义，批量导入
关键词时关键词编码请使用UTF-8， 导入的关键词默认自动对接口进行生效，生效时延约为15分钟左右.
  

# 暴恐敏感结果
illegalResult = imageResult["IllegalResult"]
# 分值:0-100
print illegalResult["Rate"]
# 参考建议: 0表示正常，1表示暴恐敏感，2表示需要review
print illegalResult["Label"]

#ad场景对应的检测结果放在AdResult字段中
#sensitiveFace场景对应的检测结果放在SensitiveFaceResult字段中
#qrcode场景对应的检测结果放在QrcodeResult字段中
print result

TextAntispamDetectionRequest

  green.cn-hangzhou.aliyuncs.com

 cn-h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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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调用示例
 

  
接口说明
  
SDK接口
 

#coding=utf-8

# 纯文本垃圾检测接口

from aliyunsdkcore import client
from aliyunsdkgreen.request.v20161216 import TextAntispamDetectionRequest
import json

# 请替换成你自己的accessKeyId、accessKeySecret, 您可以类似的配置在配置文件里面，也可以直接明文替换
clt = client.AcsClient("你的accessKeyId", "你的accessKeySecret",'cn-hangzhou')

request = TextAntispamDetectionRequest.TextAntispamDetectionRequest()
request.set_accept_format('json')

# 设置待检测文本, 可以同时检测最多50个文本
dataItem1 = {'dataId': "aaaa", 'content':'小阿诗在等你:女生 就我对面一栋宿舍', 'postId': '111', 'postTime':
datetime.datetime.now().microsecond}
dataItem2 = {'dataId': 'bbb', 'content':'你真好玩', 'postId': '111', 'postTime': datetime.datetime.now().microsecond}

request.set_DataItems(json.dumps([dataItem1, dataItem2]))
# 设置自定义关键词的词库ID, 词库和关键词的定义前往绿网控制台定义和添加
(https://yundun.console.aliyun.com/?p=cts#/greenWeb/config2),
# 词库ID在添加词库时会自动生成,显示在控制台
# 默认新增的词库自动在本接口生效, 如果想部分词库有用,请将以下参数指定为对应的词库ID
request.set_CustomDict(json.dumps(["10001"]))

response = clt.do_action(request)
print response
result = json.loads(response)

# 如果有命中
if "Success" == result["Code"]:
textAntispamResults = result["TextAntispamResults"]["TextAntispamResult"]
for textAntispamResult in textAntispamResults:
# 原文本
print textAntispamResult["Text"]
# 是否是垃圾
print textAntispamResult["IsSpam"]

TextKeywordFilter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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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功能
 
文本关键词检测: 判断一段文本中是否包含某些关键词
  
域名
 

 
支持region
 

 
文本要求
 

文本长度不长于4000个字符.
  

自定义关键词
 
系统默认提供了部分关键词，如果不满足您的需求，请自行前往绿网控制台进行自定义，批量导入关键词时关
键词编码请使用UTF-8， 导入的关键词默认自动对接口进行生效，生效时延约为15分钟左右.
  
接口调用示例
 

  green.cn-hangzhou.aliyuncs.com

 cn-hangzhou

#coding=utf-8

# 文本关键词过滤接口示例

from aliyunsdkcore import client
from aliyunsdkgreen.request.v20161216 import TextKeywordFilterRequest
import json

# 请替换成你自己的accessKeyId、accessKeySecret, 您可以类似的配置在配置文件里面，也可以直接明文替换
clt = client.AcsClient("你的accessKeyId", "你的accessKeySecret",'cn-hangzhou')

request = TextKeywordFilterRequest.TextKeywordFilterRequest()
request.set_accept_format('json')

# 设置待检测文本
request.set_Text('你好 我好 他好')
# 使用绿网的通用系统词库, 默认就自动会使用,如果不想使用请设置成false
request.set_UseSysDic('true')
# 设置自定义关键词的词库ID, 词库和关键词的定义前往绿网控制台定义和添加
(https://yundun.console.aliyun.com/?p=cts#/greenWeb/config2),
# 词库ID在添加词库时会自动生成,显示在控制台
# 默认新增的词库自动在本接口生效, 如果想部分词库有用,请将以下参数指定为对应的词库ID
request.set_CustomDict(json.dumps(["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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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dejs_sdk
 
  
nodejs依赖安装
 

npm install aliyun-sdk
 

  
接口说明
  
SDK接口
 

 
功能
 
图片风险检测: 对图片进行多个风险场景的识别，包括色情、暴恐敏感、文字的识别、指定人脸、图片广告、图
片二维码识别
  
域名
 

 
支持region
 

response = clt.do_action(request)
print response
result = json.loads(response)

# 如果有命中
if result["Hit"]:
keywordResults = result["KeywordResults"]["KeywordResult"]
for keywordResult in keywordResults:
# 打印命中的上下文
print keywordResult["KeywordCtx"]

ImageDetectionRequest

  green.cn-hangzhou.aliyuncs.com

 cn-h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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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风险场景code
 

例如您的业务中需要进行图片鉴黄, 在ImageDetectionRequest 接口的参数scenes中指定添加porn即可，其
他的风险场景识别类似添加.
  
图片要求
 

图片链接协议支持：http和https
图片格式支持: PNG,JPG,JPEG,BMP，不支持GIF
图片大小限制为5M，下载时间3s内;
图片像素建议不小于256*256，太小可能会影响识别效果
图片检测接口响应时间依赖图片的下载时间，请保证所检测图片所在的存储服务的稳定，图片建议使
用oss存储或者cdn做缓存等.
  

调用方式
  
同步图片检测
 

 
在ImageDetectionRequest 接口的参数aync中设置成false即可
 
 
单次检测支持单张图片，多个场景(色情、暴恐敏感、文字识别、指定人脸、图片广告、图片二维码
识别)的检测，实时返回检测结果.
 
  

异步图片检测
 

 
在ImageDetectionRequest 接口的参数aync中设置成true即可
 
 
单次检测支持最多50张图片，每张图片支持多个场景(色情、暴恐敏感、文字识别、指定人脸、图片
广告、图片二维码识别)的检测，需要使用 ImageResultsRequest 接口来轮询检测结果.
 
 

风险场景 code

鉴黄（色情识别） porn

暴恐敏感 illegal

图片文字识别 ocr

图片广告识别 ad

指定人脸识别 sensitiveFace

图片二维码识别 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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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图片检测-接口调用示例
 

var ALY = require("aliyun-sdk")

// 构建一个 Aliyun Client, 用于发起请求
// 构建Aliyun Client时需要设置AccessKeyId和AccessKeySevcret
var green = new ALY.GREEN({
accessKeyId: '你的accessKeyId',
secretAccessKey: '你的accessKeySecret',
endpoint: 'http://green.cn-hangzhou.aliyuncs.com',
apiVersion: '2016-12-16'
});

/**
*
* 同步调用只支持单张图片
*/
var urls = ['https://img.alicdn.com/tfs/TB1urBOQFXXXXbMXFXXXXXXXXXX-1442-267.png'];

/**
* 同步图片检测支持多个场景, 但不建议一次设置太多场景:
* porn: 黄图检测
* ocr: ocr文字识别
* illegal: 暴恐敏感检测
* ad: 图片广告
* sensitiveFace: 指定人脸
* qrcode: 二维码
*/
var scenes = ["porn", "ocr", "illegal"];

green.imageDetection({
Async: false,
ImageUrl: JSON.stringify(urls),
Scene: JSON.stringify(scenes)
},
function(err, data){
if(err) {
console.log('error:', err);
return;
}
console.log('success:', JSON.stringify(data));

//判断是否成功
if(data.Code === 'Success' && data.ImageResults.ImageResult.length > 0) {
var imageResult = data.ImageResults.ImageResult[0];
var imageUrl = imageResult.ImageName;
var taskId = imageResult.TaskId;

//获取结果
var pornResult = imageResult.PornResult;
var ocrResult = imageResult.OcrResult;
var illegalResult = imageResult.IllegalResult;
var sensitiveFaceResult = imageResult.SensitiveFace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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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adResult = imageResult.AdResult;
var qrcodeResult = imageResult.QrcodeResult;

/**
* 黄图检测结果
*/
if(contains(scenes, "porn")){
/**
* 黄图分值, 0-100
*/
console.log(pornResult.Rate);
/**
* 绿网给出的建议值, 0表示正常，1表示色情，2表示需要review
*/
console.log(pornResult.Label);
}

/**
* ocr识别结果
*/
if(contains(scenes, "ocr")){
console.log(ocrResult.Text);
}

/**
* 暴恐敏感识别结果
*/
if(contains(scenes, "illegal")){
/**
* 分值, 0-100
*/
console.log(illegalResult.Rate);
/**
* 绿网给出的建议值, 0表示正常，1表示命中暴恐渉政，2表示需要review
*/
console.log(illegalResult.Label);
}

//ad场景对应的检测结果放在adResult字段中
//sensitiveFace场景对应的检测结果放在sensitiveFaceResult字段中
//qrcode场景对应的检测结果放在qrcodeResult字段中
}else{
//出错情况下打印出结果
console.log(data.Code);
console.log(data.Msg);
}

}
);

function contains(a, obj) {
var i = a.length;
while (i--) {
if (a[i] === obj) {
return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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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步图片检测-接口调用示例
 

}
}
return false;
}

var ALY = require("aliyun-sdk")

// 构建一个 Aliyun Client, 用于发起请求
// 构建Aliyun Client时需要设置AccessKeyId和AccessKeySevcret
var green = new ALY.GREEN({
accessKeyId: '你的accessKeyId',
secretAccessKey: '你的accessKeySecret',
endpoint: 'http://green.cn-hangzhou.aliyuncs.com',
apiVersion: '2016-12-16'
});

var urls = ['https://img.alicdn.com/tfs/TB1urBOQFXXXXbMXFXXXXXXXXXX-1442-267.png'];

/**
* 同步图片检测支持多个场景, 但不建议一次设置太多场景:
* porn: 黄图检测
* ocr: ocr文字识别
* illegal: 暴恐敏感检测
* ad: 图片广告
* sensitiveFace: 指定人脸
* qrcode: 二维码
*/
var scenes = ["porn","ocr", "illegal"];

green.imageDetection({
Async: true,
ImageUrl: JSON.stringify(urls),
Scene: JSON.stringify(scenes)
},
function(err, data){
if(err) {
console.log('error:', err);
return;
}
console.log('success:', JSON.stringify(data));

//获取taskId, 然后在调用取图片检测结果接口获取最终检测结果,参考AsyncImageDetectionResultSample.js

var imageResults = data.ImageResults.ImageResult;

var taskIds = [];
for( var i = 0;i<imageResults.length;i++){
taskIds.push(imageResults[i].TaskId);
}
console.log('taskIds:', JSON.stringify(task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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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步图片检测: 获取检测结果-接口调用示例
 
参考：ImageResultsRequest
 
  
接口说明
  
SDK接口
 

 
域名
 

 
支持region
 

 
依赖接口
 
ImageResultsRequest 在使用 ImageDetectionRequest 进行异步图片检测（接口会对每一张图片分配一个
taskId）后进行使用，从而（通过taskId）获取异步图片检测的结果.
  
接口调用示例
 

}
);

ImageResultsRequest

  green.cn-hangzhou.aliyuncs.com

 cn-hangzhou

var ALY = require("aliyun-sdk")

var green = new ALY.GREEN({
accessKeyId: '你的accessKeyId',
secretAccessKey: '你的accessKeySecret',
endpoint: 'http://green.cn-hangzhou.aliyuncs.com',
apiVersion: '2016-12-16',
})

var taskIds = ['55b1a3fe-7671-43a8-84b9-c7aa3438bff9-1486545144026'];

green.image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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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Id: JSON.stringify(taskIds)
}, function(err, data){
if(err) {
console.log('error:', err);
return;
}
console.log('success:', JSON.stringify(data));

//判断是否成功
if(data.Code === 'Success') {

var imageDetectResults = data.ImageDetectResults.ImageDetectResult;

for( var i = 0;i<imageDetectResults.length;i++){
var imageResult = imageDetectResults[i].ImageResult;
var status = imageDetectResults[i].Status;

if("TaskProcessSuccess" == status) {
var imageUrl = imageResult.ImageName;
var taskId = imageResult.TaskId;
//获取结果
var pornResult = imageResult.PornResult;
var ocrResult = imageResult.OcrResult;
var illegalResult = imageResult.IllegalResult;

/**
* 黄图检测结果
*/
if(!isEmpty(pornResult)){
/**
* 黄图分值, 0-100
*/
console.log(pornResult.Rate);
/**
* 绿网给出的建议值, 0表示正常，1表示色情，2表示需要review
*/
console.log(pornResult.Label);
}

/**
* ocr识别结果
*/
if(!isEmpty(ocrResult)){
console.log(ocrResult.Text);
}

/**
* 暴恐敏感识别结果
*/
if(!isEmpty(illegalResult)){
/**
* 分值, 0-100
*/
console.log(illegalResult.Rate);
/**
* 绿网给出的建议值, 0表示正常，1表示命中暴恐渉政，2表示需要review

阿里绿网 内容检测API文档

100



  
接口说明
  
SDK接口
 

 
功能
 
文本反垃圾:针对用户内容ugc场景，结合行为、内容采用多维度、多种模型、多种检测手段对文本进行垃圾与
否的识别，识别色情、广告、灌水、渉政、辱骂等风险，支持关键词自定义.
  
域名
 

 
支持region
 

*/
console.log(illegalResult.Label);
}

//ad场景对应的检测结果放在AdResult字段中
//sensitiveFace场景对应的检测结果放在SensitiveFaceResult字段中
//qrcode场景对应的检测结果放在QrcodeResult字段中
}
}
}else{
//出错情况下打印出结果
console.log(data.Code);
console.log(data.Msg);
}
});

function isEmpty(obj)
{
for (var name
in obj)
{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TextAntispamDetectionRequest

  green.cn-hangzhou.aliyun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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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本要求
 

文本长度不长于4000个字符.
  

自定义关键词
 
文本垃圾检测支持自定义关键词，例如添加一些竞品关键词等，请自行前往绿网控制台进行自定义，批量导入
关键词时关键词编码请使用UTF-8， 导入的关键词默认自动对接口进行生效，生效时延约为15分钟左右.
  
接口调用示例
 

 cn-hangzhou

var ALY = require("aliyun-sdk")

// 构建一个 Aliyun Client, 用于发起请求
// 构建Aliyun Client时需要设置AccessKeyId和AccessKeySevcret
var green = new ALY.GREEN({
accessKeyId: '你的accessKeyId',
secretAccessKey: '你的accessKeySecret',
endpoint: 'http://green.cn-hangzhou.aliyuncs.com',
apiVersion: '2016-12-16'
});

var dataItem1 = {
'content':'你好', //要检测的文本内容, 必填
'dataId': 'BB85A15B-BF61-4023-80BE-1ACD1267D5ED', //数据id,请生成一个唯一数据id, 比如用uuid生成, 可选,不填服务
端自动生成
'postId': '1234567890', //发贴人的id, 可选, postId与postTime需同时填或者不填
'postTime':Date.now() //发帖时间, 可选, postId与postTime需同时填后者不填
};
var dataItem2 = {
'content':'我好', //要检测的文本内容, 必填
'dataId': '485F5029-A0EE-4694-97F3-3596B14EF5CA', //数据id,请生成一个唯一数据id, 比如用uuid生成, 可选,不填服务端
自动生成
'postId': '1234567890',//发贴人的id, 可选, postId与postTime需同时填或者不填
'postTime':Date.now() //发帖时间, 可选, postId与postTime需同时填后者不填
};
var dataItems = [dataItem1, dataItem2];

green.textAntispamDetection({
DataItems:JSON.stringify(dataItems)
},
function(err, data){
if(err) {
console.log('error:', err);
return;
}
console.log('success:', JSON.stringify(data));

//判断是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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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接口说明
  
SDK接口
 

 
功能
 
文本关键词检测: 判断一段文本中是否包含某些关键词
  
域名
 

 
支持region
 

 
文本要求
 

文本长度不长于4000个字符.
 

if(data.Code === 'Success') {
var textAntispamResults = data.TextAntispamResults.TextAntispamResult;
for( var i = 0;i<textAntispamResults.length;i++){
console.log(textAntispamResults[i]);
//请求的原文本
console.log(textAntispamResults[i].Text);
//是否是垃圾
console.log(textAntispamResults[i].IsSpam);
//taskId, 如果用户填了dataId,则该字段只为您输入的dataId, 如果每天,系统自动生成一个唯一随机数
console.log(textAntispamResults[i].TaskId);
//命中的风险类型，不一定有值，可能为空
console.log(textAntispamResults[i].Label);
}
}else{
//出错情况下打印出结果
console.log(data.Code);
console.log(data.Msg);
}
}
);

TextKeywordFilterRequest

  green.cn-hangzhou.aliyuncs.com

 cn-h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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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关键词
 
系统默认提供了部分关键词，如果不满足您的需求，请自行前往绿网控制台进行自定义，批量导入关键词时关
键词编码请使用UTF-8， 导入的关键词默认自动对接口进行生效，生效时延约为15分钟左右.
  
接口调用示例
 

var ALY = require("aliyun-sdk")

// 构建一个 Aliyun Client, 用于发起请求
// 构建Aliyun Client时需要设置AccessKeyId和AccessKeySevcret
// RAM是Global Service, API入口位于杭州, 这里使用RAM API的主地址
var green = new ALY.GREEN({
accessKeyId: '你的accessKeyId',
secretAccessKey: '你的accessKeySecret',
endpoint: 'http://green.cn-hangzhou.aliyuncs.com',
apiVersion: '2016-12-16'
});

green.textKeywordFilter({
Text:'你好 我好 他好 法轮功'
},
function(err, data){
if(err) {
console.log('error:', err);
return;
}
console.log('success:', JSON.stringify(data));

//判断是否成功
if(data.Code === 'Success') {
var isHit = data.Hit;
//判断是否命中关键词
if(isHit == true) {
var keywordResults = data.KeywordResults.KeywordResult;
for( var i = 0;i<keywordResults.length;i++){
console.log(keywordResults[i]);
//命中的关键词上下文
console.log(keywordResults[i].KeywordCtx);
//命中的风险类型, 如果命中了用户自定义的关键词,则为用户词库的id, 命中系统关键词为对应系统关键词风险类型
console.log(keywordResults[i].KeywordType);
}
}
}else{
//出错情况下打印出结果
console.log(data.Code);
console.log(data.Msg);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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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说明
 
如果我们提供的java、php、python、nodejs sdk无法满足您的开发语言的要求，请参照HTTP构建请求的方
式来调用我们的服务.
 
由于开发语言千万种，我们也无法熟悉和精通各种开发语言并维护相应的SDK，本章只是列举了部分第三方开
发者书写的SDK，有的包含有绿网API的调用方式，有的不包含但含有其他的产品服务的SDK调用方式，仅供参
考，请开发者自行根据API的说明及签名的生成方式，来自行修改和使用.
 
以下相应的SDK我们暂时不提供后续维护， 这里只列举以供参考。
 
 
C#SDK
 
包含所有绿网的SDK。http://ali-green-share.oss-cn-hangzhou.aliyuncs.com/green-net-sample.zip
 
 
C++ SDK
 
包含图片检测的调用方式。http://ali-green-share.oss-cn-hangzhou.aliyuncs.com/green-c%2B%2B-
sdk.zip
 
 
GO SDK
 
包含文本接口的调用方式，图片的请参考API说明，自行增加。http://ali-green-share.oss-cn-
hangzhou.aliyuncs.com/green-go-sdk.zip
 
 
 
内容检测API HTTP 调用指导
 
如果您不是使用java、php、python、nodejs语言, 可以采用拼接http的方式进行调用.
  
协议
 
http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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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域名
 

 
公共请求参数
 

  green.cn-hangzhou.aliyuncs.com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Format String 是 返回值的类型，支持
JSON

Version String 否

API 版本号，为日期形
式：YYYY-MM-
DD，本版本对应为
2016-12-16

AccessKeyId String 是

阿里云颁发给用户的访
问服务所用的密钥 ID,
什么是AccessKeyId,
如何生成
AccessKeyId。

Signature String 是

签名结果串，关于签名
的计算方法，请继续阅
读参见本页 【签名生
成方式】小节的描述

SignatureMethod String 是 签名方式，目前支持
HMAC-SHA1。

Timestamp String 是

请求的时间戳。日期格
式按照 ISO8601 标准
表示，并需要使用
UTC 时间。格式为
：YYYY-MM-
DDThh:mm:ssZ

SignatureVersion String 是 是 签名算法版本，目
前版本是 1.0。

SignatureNonce String 是

是 唯一随机数，用于
防止网络重放攻击。用
户在不同请求间要使用
不同的随机数值.通常
用UUID生产即可

 private static Map<String, String> getAliyunCommonParamters(){

Map<String, String> parameters = new HashMap<String,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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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接口参数
 
各API具体接口的参数请进入相关页面阅读:
 

智能图片鉴黄API
OCR图文识别API
暴恐敏感图片API
指定人脸识别API
文本反垃圾API
文本关键词API
 

例如: 图片检测参数
 

parameters.put("Timestamp", formatIso8601Date(new Date()));
parameters.put("SignatureMethod", "HMAC-SHA1");
parameters.put("SignatureVersion", "1.0");
parameters.put("SignatureNonce", UUID.randomUUID().toString());
parameters.put("AccessKeyId", accessKeyId);
parameters.put("Format", "JSON");
parameters.put("Version", "2016-12-16");
parameters.put("RegionId", "cn-hangzhou");
return parameters;

}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当前接口填写
:ImageDetection

RegionId String 是 cn-hangzhou

Async String 是

是否异步: true/false,
true 异步图片检测
，false：同步图片检
测

ImageUrl.i String 是

图片链接，异步步图片
检测使支持最高50张
，i从1到50, 如
(ImageUrl.1= url1, …
ImageUrl.1= url50;
同步图片检测时只支持
单张(ImageUrl.1=
url1)

Scene.i String 是

图片检测风险场景，目
前支持的风险场景有
porn、illegal、ocr,
porn：黄图, illegal:暴
恐敏感,ocr：文字识别.
单张图片一次支持多个
场景的检测, 如
(Scene.1= “porn”,
Scene.2= “illegal”,

阿里绿网 内容检测API文档

107



例如: 文本关键词检测参数
 

 
构建标准化查询参数

Scene.3= “ocr”)

private static Map<String, String> buildImageDetectionParamters(boolean isAsync, List<String> imageUrls,
List<String> scenes){

if(CollectionUtils.isEmpty(imageUrls) || CollectionUtils.isEmpty(scenes)){
throw new IllegalArgumentException("imageUrls or scenes can't be empty");
}

Map<String, String> parameters = new HashMap<String, String>();
parameters.put("Action", "ImageDetection");

parameters.put("Async", String.valueOf(isAsync));

for (int i = 0; i < imageUrls.size(); i++) {
parameters.put("ImageUrl." + (i + 1), imageUrls.get(i));
}

for (int i = 0; i < scenes.size(); i++) {
parameters.put("Scene." + (i + 1), scenes.get(i));
}

return parameters;
}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当前接口填写
:ImageDetection

RegionId String 是 cn-hangzhou

Text String 是 待检测的文本

private static Map<String, String> buildTextKeywordFilterParamters(String text){
if(StringUtils.isEmpty(text)){
throw new IllegalArgumentException("text can't be empty");
}

Map<String, String> parameters = new HashMap<String, String>();
parameters.put("Action", "TextKeywordFilter");
parameters.put("RegionId", "cn-hangzhou");
parameters.put("Text", text);

return paramet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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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以文本关键词检测为例:
 

&AccessKeyId=testAKID&Action=TextKeywordFilter&Format=JSON&RegionId=cn-
hangzhou&SignatureMethod=HMAC-SHA1&SignatureNonce=75c85963-66a4-4fdb-9fcf-
a4ead3d92c8a&SignatureVersion=1.0&Text=%E6%B3%95%E8%BD%AE%E5%8A%9F&Timestamp=2017-01-
05T14%3A32%3A11Z&Version=2016-12-16

String toDetectText = "法轮功";

Map<String, String> parameters = new HashMap<String, String>();
//设置阿里云公共参数
parameters.putAll(getAliyunCommonParamters());
//设置关键词参数
parameters.putAll(buildTextKeywordFilterParamters(toDetectText));

//构造标准化请求参数
String canonicalizedQueryString = buildCanonicalizedQueryString(parameters);

    private static final String ISO8601_DATE_FORMAT = "yyyy-MM-dd'T'HH:mm:ss'Z'";

private static final String ENCODING = "UTF-8";

private static final String SEPARATOR = "&";

private static final String ALGORITHM = "HmacSHA1";

//构建阿里云公共参数
private static Map<String, String> getAliyunCommonParamters(){
Map<String, String> parameters = new HashMap<String, String>();
// 加入请求参数
parameters.put("Timestamp", formatIso8601Date(new Date()));
parameters.put("SignatureMethod", "HMAC-SHA1");
parameters.put("SignatureVersion", "1.0");
parameters.put("SignatureNonce", UUID.randomUUID().toString());
parameters.put("AccessKeyId", accessKeyId);
parameters.put("Format", "JSON");
parameters.put("Version", "2016-12-16");

return parameters;
}

//构建关键词查询接口参数
private static Map<String, String> buildTextKeywordFilterParamters(String text){
if(StringUtils.isEmpty(text)){
throw new IllegalArgumentException("text can't be empty");
}

Map<String, String> parameters = new HashMap<String, String>();
parameters.put("Action", "TextKeywordFilter");
parameters.put("RegionId", "cn-h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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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生成方式
 
注: 本章节需要阿里云AccessKeySecret, 什么是AccessKeySecret, 如何生成AccessKeySecret。
 
以你的AccessKeySecret + “&”, http method, canonicalizedQueryString, 采用HmacSHA1算法进行
base64加密生产
 

parameters.put("Text", text);

return parameters;
}

//构建标准化查询参数
private static String buildCanonicalizedQueryString(Map<String, String> parameters) throws Exception{
// 对参数进行字典排序
String[] sortedKeys = parameters.keySet().toArray(new String[]{});
Arrays.sort(sortedKeys);

StringBuilder canonicalizedQueryString = new StringBuilder();
for(String key : sortedKeys) {
// 这里注意对key和value进行编码
canonicalizedQueryString.append(SEPARATOR)
.append(percentEncode(key)).append("=")
.append(percentEncode(parameters.get(key)));
}

return canonicalizedQueryString.toString();
}

//格式化时间
private static String formatIso8601Date(Date date) {
SimpleDateFormat df = new SimpleDateFormat(ISO8601_DATE_FORMAT);
df.setTimeZone(new SimpleTimeZone(0, "GMT"));
return df.format(date);
}

//对参数值进行编码
private static String percentEncode(String value) throws UnsupportedEncodingException {
return value != null ? URLEncoder.encode(value, ENCODING).replace("+", "%20").replace("*", "%2A").replace("%7E",
"~") : null;
}

private static String buildSignatrue(String canonicalizedQueryString) throws Exception{
final String HTTP_METHOD = "POST";
final String SEPARATOR = "&";
final String ALGORITHM = "HmacSHA1";
final String ENCODING = "UTF-8";

// 生成stringToSign字符串， StringBuilder.append方法是对字符串的拼接，各语言请用自己语言的拼接方式
StringBuilder stringToSign = new StringBuilder();
stringToSign.append(HTTP_METHOD).append(SEPARATOR);
stringToSign.append(percentEncode("/")).append(SEPA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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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值：
 
nGn1C5cnhGDxu57LALUXz/frZ4A=
 
 
最终生产的访问链接
 
用域名 + (canonicalizedQueryString 减去开头& 符号) + (Signatrue=编码后的signatureValue)拼接成访问
链接.
 

拼接结果如下:
 

获取到该链接，即可使用curl post 访问以上链接看到调用结果，切勿点击或者使用浏览器get方式直接访问.

// 这里注意对canonicalizedQueryString进行编码
stringToSign.append(percentEncode(
canonicalizedQueryString.toString().substring(1)));

//采用HmacSHA1算法进行base64加密生产字符串
Mac mac = Mac.getInstance(ALGORITHM);
mac.init(new SecretKeySpec((accessKeySecret + "&").getBytes(ENCODING), ALGORITHM));
byte[] signData = mac.doFinal(stringToSign.toString().getBytes(ENCODING));
String signature = new String(Base64.getEncoder().encode(signData));

return signature;
}

//对参数值进行编码
private static String percentEncode(String value) throws UnsupportedEncodingException {
return value != null ? URLEncoder.encode(value, ENCODING).replace("+", "%20").replace("*", "%2A").replace("%7E",
"~") : null;
}

域名:green.cn-hangzhou.aliyuncs.com

canonicalizedQueryString: &AccessKeyId=testAKID&Action=TextKeywordFilter&Format=JSON&RegionId=cn-
hangzhou&SignatureMethod=HMAC-SHA1&SignatureNonce=75c85963-66a4-4fdb-9fcf-
a4ead3d92c8a&SignatureVersion=1.0&Text=%E6%B3%95%E8%BD%AE%E5%8A%9F&Timestamp=2017-01-
05T14%3A32%3A11Z&Version=2016-12-16

signatrue: nGn1C5cnhGDxu57LALUXz/frZ4A=

http://green.cn-
hangzhou.aliyuncs.com/?AccessKeyId=testAKID&Action=TextKeywordFilter&Format=JSON&RegionId=cn-
hangzhou&SignatureMethod=HMAC-SHA1&SignatureNonce=75c85963-66a4-4fdb-9fcf-
a4ead3d92c8a&SignatureVersion=1.0&Text=%E6%B3%95%E8%BD%AE%E5%8A%9F&Timestamp=2017-01-
05T14%3A32%3A11Z&Version=2016-12-16&Signature=nGn1C5cnhGDxu57LALUXz%2FfrZ4A%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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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特别说明
 

注意Timestamp的格式
每一个查询参数都需要进行url编码
构建canonicalizedQueryString时，记得先对参数的map进行一次字典排序。
canonicalizedQueryString在最后去组装完整链接时需要去除最前面的&符号
签名生成时，AccesskeyScret后面加上 & 符号
 

  
SDK·接口介绍
 
 
图片检测请使用SDK中名为 ImageDetectionRequest 接口进行开发.
  
接口说明
 
图像检测接口: 支持同步和异步检测两种方式.
 

 
异步检测时:不会实时返回图像检测结果，需要在1分钟后调用获取异步图像检测结果接口来获取最终
检测结果，适合于图片量较大的用户来使用，单次调用支持最多50张图片，支持的场景包括: 黄图检
测(porn)、ocr文字检测(ocr)、暴恐敏感检测(illegal)、指定人脸识别(sensitiveFace)、图片广告识别
(ad)、图片二维码识别(qrcode). 需要配合ImageResultsRequest来获取检测结果. 异步接口支持
http回调，您需要将回调的http接口传递给我们，详情参见NotifyUrl、NotifySeed两个参数的描述.
 
 
同步检测时: 能够实时返回图像检测的接口，单次调用只支持单张图片调用，支持的场景包括: 黄图检
测(porn)、ocr文字检测(ocr)、暴恐敏感检测(illegal)、指定人脸识别(sensitiveFace)、图片广告识别
(ad)、图片二维码识别(qrcode).
 
  

参数说明
 

属性 值类型 必须 说明

ImageUrl List<String> 是

需要检测的图像
URL，目前只支持
http、https协议的图
像URL。支持多张图像
上传，最大支持50张
图像。图片只支持静态
图片格式如
：PNG,JPG,JPEG,BM
P，不支持GIF图片。

Async boolean 否 是否同步调用。这里设
置成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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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步调用
 
结果说明(返回结果为JSON字符串)
 

Scene List<String> 是

场景ID，不同场景代
表使用不同算法。目前
支持如下场景
：porn(色情图像识别
)、illegal(暴恐敏感图
像识别)、ocr(图像文
字识别)、ad(图片广告
识别)、
sensitiveFace(指定人
脸识别)、qrcode(图
片二维码识别)。支持
多场景组合使用，即在
List中同时设置多个场
景ID

NotifyUrl String 否

回调通知链接，设置该
链接后，系统会通过该
链接主动将检测结果通
知给用户, 支持http和
https

NotifySeed String 否

回调通知种子，我们将
通过该种子生产一个
checksum，以防非法
用户对通知结果进行篡
改

属性 值类型 值示例 说明

Code String Success

返回状态码
，Success表示调用成
功。如果不为
Success则表示调用出
错，错误消息可以参考
msg

Msg String

返回消息。如果
code不为Success的
时候，描述详细错误信
息

ImageResults List<ImageResult>

图片异步检测接收列表
。每个元素是一个图片
的接收结果(map对象
)，包含两个key-
value对
：{“ImageName”:
”imgName1”,
“TaskId”:”babac8
02-195d-4406-9cf7-
38d71e516ed7-
1450776115827”}。
image_name是图片
名字，task_id是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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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异步图像检测接口将会正对每一张检测的图片返回一个TaskId 需要根据这个TaskId调用获取异步图像检测
结果接口来获取图片检测的最终结果, 请参考: 图像异步检测结果获取接口 的说明
  
http回调通知结果
 
如果设置了通知链接，需支持post方法, 系统将按一下格式返回通知内容, 通过http 200返回状态码判断推送成
功， 编码采用utf-8
 

content 值内容格式如下
 

图片检测结果ImageResult描述
 

检测任务id(根据该
id从读取图片检测结果
接口获取检测结果)

属性 值类型 说明

checksum String
由用户uid + notifyseed +
content拼成字符串，通过
sha256算法生产

content String JSON字符串格式, 请自行解析
成反转成json对象

属性 值类型 值示例 说明

code String Success

返回状态码
，Success表示调用成
功。如果不为
Success则表示调用出
错，错误消息可以参考
msg

msg String Request Success

返回消息。如果
code不为Success的
时候，描述详细错误信
息

status String 任务状态

image Object

图片检测结果列表，每
个元素是一个图片的检
测结果。详见下面图片
Object的描述

属性 值类型 说明

TaskId String 图片检测的任务ID

PornResult Object

色情图像识别结果，json对象。
包含两个key-value对
：{“label”:1,
“rate”:100}。rate是
0~100范围的一个浮点值，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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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0，表示色情图像的概率越
高（精度到小数点后2位）。
label是建议值，0表示正常
，1表示色情，2表示未确认。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场景采信这
个值（注：绿网会根据图片样本
的不断积累，动态调整建议值的
阈值设定）

IllegalResult Object

暴恐敏感图像识别结果，json对
象。包含两个key-value对
：{“label”:0, “rate”:0}。
rate是0~100范围的一个浮点值
，越接近100，表示违规图像的
概率越高（精度到小数点后2位
）。label是建议值，0表示正常
，1表示违规，2表示未确认。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场景采信这
个值。（注：绿网会根据图片样
本的不断积累，动态调整建议值
的阈值设定）

OcrResult Object

图像字符识别结果，json对象。
包含一个key-value对
：{“text”:[“图片中的文字
”]}。text是字符串列表，内容
是图像中文字的主要段落内容
（按照概率输出最多5组概率最
大的组合）

SensitiveFaceResult Object

敏感人脸识别结果，json对象。
包含一个key-value对
：{“items”:[{“x”:10,
“y”:20, “w”:30, “h”:30,
“simiInfoList”:[{“name”:
“敏感人姓名”, “score”:
100}] }]}。items是敏感人列表
，列表每一个元素都是检测出来
的人脸， 每一个人脸包含人脸
的位置信息(x,y,w,h)，及人脸相
似的敏感人物（items,可能是多
个））

QrcodeResult Object

图像二维码识别结果，json对象
。包含一个key-value对
：{“qrcodeList”:[“二维码的
内容”]}。qrcodeList是字符串
列表，是图像中二维码对应的内
容

AdResult Object

图片广告识别结果，json对象。
包含一个key-value对
：{“label”:1, “rate”:
79.96, “riskDetails”: [],
“riskType”: 1}; rate:广告检测
结果返回分数值; label:建议标签
，0 正常；1 确认；2 疑似,
riskType: 0 正常，1 带文字图
片，2二维码 3二者都命中,
riskDetail:风险详情,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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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异步图片检测结果, 请使用SDK中名为 ImageResultsRequest 接口进行开发.
  
接口说明
 
获取异步图像检测结果接口根据图像检测接口返回taskid来获取对应图像的检测结果.
  
参数说明
 

 
结果说明(返回结果为JSON字符串)
 

ImageDetectResult描述
 

riskType 0和1，则为空；如果
riskType 2 和3，则输出二维码
内容

属性 值类型 必须 说明

taskIds List<String> 是

值为图像检测接口异步
调用时返回的图片
taskId, 最多支持50个
同时查询结果

属性 值类型 值示例 说明

Code String Success

返回状态码
，Success表示调用成
功。如果不为
Success则表示调用出
错，错误消息可以参考
msg

Msg String Request Success

返回消息。如果
code不为Success的
时候，描述详细错误信
息

ImageDetectResults List<ImageDetectRe
sult

图片的检测结果列表。
详见上面
ImageDetectResult
的描述

属性 值类型 值示例 说明

Code String Success

返回状态码
，Success表示调用成
功。如果不为
Success则表示调用出
错，错误消息可以参考
msg

Msg String Request Success 返回消息。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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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ImageResult描述
 

code不为Success的
时候，描述详细错误信
息

Status String TaskProcessSuccess

返回状态值
，TaskProcessSucces
s表示图片异步api请求
task状态, 处理成功
；TaskProcessing表
示图片异步api请求
task状态, 正在处理中
；TaskInvalid表示图
片异步api请求task状
态, 无效task或者
task不存在
；TaskProcessFailed
表示图片异步api请求
task状态, 处理失败

Image ImageResult
图片的检测结果。详见
上面图片Object的描
述

属性 值类型 说明

TaskId String 图片检测的任务ID

PornResult Object

色情图像识别结果，json对象。
包含两个key-value对
：{“label”:1,
“rate”:100}。rate是
0~100范围的一个浮点值，越接
近100，表示色情图像的概率越
高（精度到小数点后2位）。
label是建议值，0表示正常
，1表示色情，2表示未确认。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场景采信这
个值（注：绿网会根据图片样本
的不断积累，动态调整建议值的
阈值设定）

IllegalResult Object

暴恐敏感图像识别结果，json对
象。包含两个key-value对
：{“label”:0, “rate”:0}。
rate是0~100范围的一个浮点值
，越接近100，表示违规图像的
概率越高（精度到小数点后2位
）。label是建议值，0表示正常
，1表示违规，2表示未确认。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场景采信这
个值。（注：绿网会根据图片样
本的不断积累，动态调整建议值
的阈值设定）

OcrResult Object
图像字符识别结果，json对象。
包含一个key-value对
：{“text”:[“图片中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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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文本垃圾检测, 请使用SDK中名为 TextAntispamDetectionRequest 接口进行开发.
  
接口说明
 
针对用户内容ugc场景，结合行为、内容采用多维度、多种模型、多种检测手段对文本进行垃圾与否的识别
，识别色情、广告、灌水、渉政、辱骂等风险，支持关键词自定义.
  
参数说明
 

DataItems格式:
 

”]}。text是字符串列表，内容
是图像中文字的主要段落内容
（按照概率输出最多5组概率最
大的组合）

属性 值类型 必须 说明

dataItems String 是

待检测的文本及相关附
属信息，格式为json数
组格式字符串, 数组长
度最高为50.

customDict String 否

格式为json数组格式字
符串, 自定义关键词词
库的词库ID。默认自
动过滤所有在控制台定
义的词库，如果设置了
该参数，则按您指定的
词库来过滤。最高
10个词库，即数组长
度最多为10

[
{
postTime: 1487060294754,
dataId: '76c71102-2abb-4739-a81b-8a68cf9eb5fb',
postId: '1111',
content: '一一裔^A二百元冲2000币、需要加Q 2 1 4 8 0 5 3 6 2'
},
{
postTime: 1487060294754,
dataId: '92ad661c-bb16-4092-a68a-6dba32caaae1',
postId: '1111',
content: '你好吗'
}
]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content String 是 待检测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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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说明
 
结果说明(返回结果为JSON字符串)
 

textAntispamResults 每个元素的对象中的值
 

Label取值:
 

dataId String 否 数据唯一ID

postId String 否
发帖人ID, postId与
postTime需同时填或
者不填

postTime String 否
发帖时间, postId与
postTime需同时填或
者不填

属性 值类型 值示例 说明

code String Success

返回状态码
，Success表示调用成
功。如果不为
Success则表示调用出
错，错误消息可以参考
msg

msg String Request Success

返回消息。如果
code不为Success的
时候，描述详细错误信
息

textAntispamResults List<Object>
文本检测结果的列别,
顺序为传入是text中列
表元素的顺序.

属性 值类型 值示例 说明

isSpam boolean true/false 是否是垃圾

text String 原文本

label String ad

命中的风险, 可能是多
个风险，多个风险时以
“|”间隔, 如
“ad|porn”; 注意:风
险类型不一定必须返回
，也可能为空.

值 说明

ad 广告

politics 渉政

abuse 辱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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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关键词检测, 请使用SDK中名为 TextKeywordFilterRequest 接口进行开发.
  
参数说明
 

 
结果说明
 
结果说明(返回结果为JSON字符串)
 

porn 色情

flood 灌水

terrorism 暴恐

contraband 违禁

customized 自定义(命中自定义关键词)

属性 值类型 必须 说明

text String 是 要检测的文本

useSysDic String 否 是否使用系统关键词,
默认使用

customDict String 否

格式为json数组格式字
符串, 自定义关键词词
库的词库ID。默认自
动过滤所有在控制台定
义的词库，如果设置了
该参数，则按您指定的
词库来过滤。最高
10个词库，即数组长
度最多为10

属性 值类型 值示例 说明

Code String Success

返回状态码
，Success表示调用成
功。如果不为
Success则表示调用出
错，错误消息可以参考
msg

Msg String Request Success

返回消息。如果
code不为Success的
时候，描述详细错误信
息

Hit boolean true/false 是否有违规文本命中

KeywordResults List<Object> 命中的文本上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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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中上下文Object描述
 

KeywordType 系统风险类型取值:
 

  
SDK版本：aliyun-java-sdk-green 2.6.0
  
最近更新时间：2016-12-16
 

 

属性 值类型 值示例 说明

KeywordCtx String 命中的文本上下文

KeywordType String 命中的风险类型

值 说明

ad 广告

politics 渉政

abuse 辱骂

porn 色情

terrorism 暴恐

contraband 违禁

high_risk 高危风险

发布时间 更新 说明

2016-12-16 aliyun-java-sdk-green

版本更新至2.6.0; 1. 文本垃圾检
测返回风险分类。2. 支持指定
关键词ID。3.图片检测支持牛皮
癣广告识别（公测）。4. 修复
人脸接口返回人脸位置解析问题
。

2016-10-18 aliyun-java-sdk-green 版本更新至2.1.0

2016-06-21 aliyun-java-sdk-green 版本更新至1.4.0

2016-03-08 aliyun-java-sdk-green 版本更新至1.1.0

2016-02-24 aliyun-java-sdk-green 版本更新至1.0.3

2016-01-18 aliyun-java-sdk-green 版本更新至1.0.2

2015-12-22 aliyun-java-sdk-green 版本更新至1.0.1

2015-12-16 aliyun-java-sdk-green 版本1.0.0正式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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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ode msg 说明

Success 调用成功 调用绿网开放接口成功

InvalidArgument 调用参数无效：%s 传入参数有误

SceneNull 算法场景不能为空 传入算法场景为空

UrlOrFile
有且只能有image_url或
image_file的一种，不能同时使
用

设置image_url值，或设置
image_file值，不能同时设置

Failed 调用失败 调用绿网开放接口失败

ServerInnerException 服务端错误(%s)，请稍后重试 绿网内部出现异常

TaskResultNotFound 未查找到指定结果 出入的taskid不存在

AlgorithmTimeOut 图片/文本算法检测超时 后端算法计算超时

ImageTooLarge 图片尺寸过大 单张图片尺寸超出5M

ProcessImageContentFailed 图片内容处理失败，请稍后重试 后端算法出现异常

ImageDetectFailed 图片检测失败 图片格式可能不支持

UrlAndFileEmpty 连接和文件都为空 设置image_url值，或设置
image_file值，不能都不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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