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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智能云是百度 AI to B 业务的承载者，产业智能化领导者。基于百度

AI、云计算、大数据核心能力，通过“以云为基础、以 AI 为抓手、聚焦

重要赛道”的“云智一体”战略，将百度大脑的 AI 能力面向产业输出，

帮助各行各业实现智能化升级。作为智能时代基础设施，百度智能云在

智慧城市、智慧金融、智慧医疗、智能制造、智慧能源等重要赛道拥有

领先的解决方案和成功案例，在 AI Cloud、质检云等多领域排名第一，

并多次获选头部厂商及标杆案例。

ABOUT BAIDU AI CLOUD
关于百度智能云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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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百度多年积累的技术和实践，百度智能云打造了 AI-Native 云计算架构

及产品方案矩阵，为客户提供计算、网络、存储、数据库、CDN、云原生等

全栈云计算服务能力，实现全维度能力输出。百度智能云不断夯实云基础产

品矩阵，满足各行业上云需求，帮助客户以更低成本获得安全稳定、高效敏

捷的全栈云服务。

云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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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太行· 弹性裸金属服务器 BBC(Baidu BareMetal Compute) 是云环境中独享的高性能物理裸机，用户拥有

完全的物理设备管理权限，并可以与云服务器 BCC 内网互通，轻松构建内网混合云。

百度太行·弹性裸金属服务器 BBC

快速硬件交付，即购即用，避免传统 IDC 机器上线流程

无虚拟化性能损耗，满足 HPC 等高性能应用

独享计算资源，物理机层面隔离，安全合规

应用场景 :

高性能计算                              大数据                              企业应用不适合虚拟化                              要求监管及高安全

云服务器BCC

云服务器 BCC （Baidu Cloud Compute）是基于百度多年积累的虚拟化、分布式集群等技术构建的云端计算服务。

BCC 支持弹性伸缩，分钟级丰富灵活的计费模式，搭配镜像、快照、云安全等增值服务，为您提供业界超优效费

比的高性能云服务器。您可以在任何时间和地点轻松并快速地构建包括网站，移动应用 APP，在线游戏，企业级

服务等在内的任何应用与服务。

BCC 丰富的实例规格族，满足用户不同场景配置需求

灵活，弹性、性价比高                                                   安全，稳定                                                   高性能

基础

高主频

本地存储

网络增强

了解更多 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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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 了解更多

网络身份管理

资源组网

内网互联

承载业务

公网接入管理

安全访问控制

私有网络VPC（Virtual Private Cloud）

基于私有网络，您可以灵活、自定义设置网络地址空间，实现私有网络安全隔离；多个私有网络之间（同城、跨

城）支持高速、稳定对等互通；通过VPN/专线的方式，将百度智能云与您的私有数据中心构建一个灵活、可扩展

的混合云，您原有业务可以轻松迁移到云端。

安全隔离                                   灵活可扩展                                   稳定高可用                                   V4&V6 双栈

百度云手机基于自研的 ARM 服务器 +MCCVM 虚拟化技术，通过在云端虚拟的原生安卓手机实例，面向政府、

企业及大众消费群体在游戏、移动办公、广告、人工智能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场景下提供高效稳定的服务。

云手机

不受硬件约束                                                      研发高效                                                      一键即玩

简单安全                                                                任意跨端

支撑的应用能力

百度 ARM 云平台

08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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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 了解更多容器引擎CCE

百度智能云容器引擎 CCE（ Cloud Container Engine ）提供紧跟开源趋势的 Kubernetes 托管服务，优化

Kubernetes 的安全性、可靠性和易用性，在保障开源原生使用体验的基础上降低用户搭建和维护容器集群的成本

与风险。帮助客户利用容器技术抹平基础设施差异，打造异构化、高可用、云 + 边的容器化基础设施，为上层业

务提供一致性的容器管理控制平台。

支持最新稳定版本的原生 K8S

使用多副本，跨机房的部署方式

用户拥有集群节点的 root 管理权限

集成日志、监控、报警等可观察性组件

全面提供存储、网络等插件支持

支持虚拟节点管理容器实例

支持云服务器和裸金属部署

AI、DevOps、大规模等场景优化

百度智能云对象存储 BOS 提供稳定、安全、高效以及高扩展存储服务。存储加计算框架让您的数据具备“动力”引擎，

将数据的传输、存储、处理和发布四个环节有机融为一体。

对象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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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磁盘 CDS

数据库 RDS

用户

图片处理

音视频转码

BMR
CDN

用户

本地存储

云服器 B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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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 了解更多容器引擎C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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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 了解更多

百度智能云 CDN（Content Delivery Network），将网站内容发布到最接近用户的边缘节点，使用户可就近取得

所需内容，提高用户访问的响应速度和成功率，解决网络带宽小、用户访问量大、网点分布不均等问题。

内容分发网络CDN

海量资源                                                                稳定快速                                                                产品领先

多场景解决方案                                                  易管理                                                                      服务极致

安全防护系统

数据与日志采集系统

关系型OLTP数据库RDS

云 数 据 库 RDS（Relational Database Service）是 专 业、高 性 能、高 可 靠 的 关 系 型 云 数 据 库 服 务，支 持

MySQL、SQL Server 和 PostgreSQL 引擎，满足 Web 应用、数据分析、游戏、金融等多种行业场景需求。

高可用                                                                    弹性扩展                                                                安全可靠

灵活易用                                                                读写分离

备节点

应用程序

主节点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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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 了解更多

基于 CDN 节点构建，将云计算服务能力下沉，一站式提供靠近终端用户的边缘弹性计算 & 网络资源。

多底链框架                                                          一键快捷部署                                                          可视化业务监控

多语言智能合约                                                  内外部组网

超级链 BaaS 是百度超级链提供的标准化区块链产品，帮助用户便捷地完成区块链网络的部署、使用、监控和运维。

用户可简单快速地实现业务与区块链的融合，专注于区块链业务模式创新、应用开发与运营。目前可应用于城市

链建设、医疗电子处方流转、农业溯源、司法存证、供应链金融、积分管理等场景。

超级链BaaS

区块链网络管理

区块链网络创建

区块链网络应用 业务应用

Kubenetes 容器集群管理

边缘计算节点BEC

边缘 IAAS

边缘资源

完整边缘 IAAS 资源底座

全国七大区三大运营商全域覆盖 节点上线 70+，全局延迟大幅降低

三线节点能力开放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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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智能云是百度 AI to B 的的重要承载者和输出者，基于百度 AI 多年技术

积累和业务实践，面向企业和开发者提供全栈 AI 能力和端到端软硬一体应

用服务。在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语音、视觉、深度学习等 AI 技术方向，

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目前，百度大脑已全方位输出 270 多项 AI 能力，依托

百度智能云，帮助各行各业实现智能化升级。

人工智能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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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了解更多 了解更多 了解更多OCR文字识别

百度智能云 OCR 依托百度大脑领先的深度学习技术，提供多场景、多语种、高精度的文字检测与识别服务 , 让 “计

算机”和“人”一样看图识字。实现信息采集处理的自动化，显著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已全面开放 50+ 项标准能力，

业界首发 2 个自定义平台，广泛应用于金融服务、财税报销、保险医疗、法律政务、快递物流、交通出行、教育

培训等业务场景。

百度智能云人脸与人体识别包含人脸检测、人脸识别、戴口罩识别、活体检测、人像特效、虚拟形象等能力，在

线 API、离线 SDK、私有化部署、度目硬件等多种产品形态；广泛应用于金融、泛安防、文娱、智慧社区、安全

生产等行业场景。

人脸与人体识别

2 套系统管理平台

2 个 AI 产品矩阵

N 个 AI 能力引擎

行业领先的识别效果                    全面完善的能力矩阵                    丰富多样的产品形态                    灵活实惠的付费方式

汽车场景文字识别

iOCR 自定义模板文字识别

通用场景文字识别

卡证文字识别

财务票据文字识别

医疗票据文字识别

教育 & 其他文字识别

EasyDL OCR 自训练平台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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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了解更多 了解更多

百度大脑全面开放语音技术，包括语音识别、语音合成服务，赋能开发者，让您的产品能“听”会“说”。广泛应

用于泛阅读、在线教育、音频审核、电话客服、快递物流多种行业和场景。

语音技术

语音识别准确率高，支持多语种 合成有多种音库、流畅拟人

支持训练优化 付费灵活、价格实惠

训练优化平台

基础能力

场景方案

部署应用

EasyDL零门槛AI开发平台

EasyDL 基于飞桨开源深度学习平台，面向企业 AI 应用开发者提供零门槛 AI 开发平台，实现零算法基础定制高

精度 AI 模型。EasyDL 提供一站式的智能标注、模型训练、服务部署等全流程功能，内置丰富的预训练模型，支

持公有云、设备端、私有服务器、软硬一体方案等灵活的部署方式。

目前，EasyDL 已有超过 80 万企业用户，在工业制造、安全生产、零售快消、智能硬件、文化教育、政府政务、

交通物流、互联网等领域广泛落地。

数据管理

模型构建

模型部署与应用

零算法基础定制高精度 AI 模型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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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 了解更多

百度 VR 作为百度大脑 AI 战略的重要感知层技术，是以百度 AI 能力、百度智能云平台为基础，将沉浸式虚拟现

实技术 (VR) 与教学 / 生产实践相融合，集百度 VR 一体机、3D 环物拍摄等硬件，以及 VR 播控系统、VR 编辑

管理平台和优质 VR 内容等产品资源于一体，目前已应用于 VR 教育、VR 营销、VR 党建等场景，助力产业数字

化和信息三维化升级。

虚拟现实技术VR

高性能硬件灵活配置 强大内容播控系统 全球领先技术能力

优质丰富 VR 内容 端到端内容生产能力

模型构建

数据管理

模型管理

模型部署与服务管理

BML 全功能AI开发平台

BML 是一个面向企业和个人开发者的机器学习集成开发环境，为经典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提供了从数据处理、模

型训练、模型管理到模型推理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帮助用户更快捷的构建、训练和部署模型。

高性能算力 强大数据处理服务 高精度训练效果

丰富的完善开发方案 广泛适配模型推理服务 全面丰富的交付方案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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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端到端、开源开放、高性价比、智能易用的大数据平台产品体系和方法论，百

度智能云大数据产品矩阵全面服务企业数据中台建设，解决企业面临的数据孤岛、

治理困难、价值利用低等问题，以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智能化经营。

智能大数据�

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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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 了解更多数据可视化 Sugar

Sugar 是具有 AI 特色的可视化与 BI 敏捷分析平台，内置丰富的 Echarts 组件，开箱即用，无需 SQL 和任何编码。

企业在 Sugar 内，可通过拖拽图表组件与字段，实现 5 分钟搭建数据可视化页面，并对数据进行快速的分析，助

力自身业务决策。

百度数据湖管理与分析平台（简称 EDAP） 面向企业的全场景 、低门槛、开放灵活的大数据管理与分析平台，可

一站式完成数据集成、数据治理、数据开发、数据分析、数据服务，并与云计算 & 存储生态打通， 采、存、管、用 一体化， 

帮助企业实现数据价值释放。

数据湖管理与分析平台EDAP

业务运营分析驾驶舱

可视化运维监控

政务信息多端展现

智慧工厂实时监控

数据集成交换

数仓、数据湖建设

数据治理

数据中台建设

大数据离线分析

大数据实时流计算

大数据融合分析应用 

数据模型

26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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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治理

数据中台建设

大数据离线分析

大数据实时流计算

大数据融合分析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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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云边端一体的基础架构、云智一体的设计理念，百度智能云提供一体化、

平台化、场景化的智能视频能力和方案，覆盖视频采编、转码处理、理解分析、

审核管理、直播分发、播放互动等全链条服务。目前，已经与合作伙伴共

同打造了十多种行业场景解决方案，帮助各类企业高效完成视频化和智能

化升级。

智能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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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 了解更多视频创作分发平台VideoWorks

VideoWorks 作为百度智能云的音视频统一入口，提供了音视频上传与存储、处理与管理、分发加速、播放等端到端、

覆盖音视频全生命周期的 PaaS 服务，构建了包括采集、编辑、上传、存储、处理、管理、分发、播放等全链路

一体化解决方案，同时结合百度庞大的用户数据基础 + 个性化推荐模型 / 搜索引擎 + 商业化变现能力 + 多渠道内

容生态，帮助客户快速上线业务，轻松打造生态闭环。

智能分发 一站式平台 智能创作

API / SDK / 可视化控制台

MCP（Multimedia Cloud Processing）结合多种 AI 及编解码技术，针对海量媒资提供了高效、智能、稳定的音

视频云转码及处理服务，包括：智感超清转码、智能抽帧、视频编辑、去黑边 /logo、视频加密等多种服务，全方

位满足音视频处理及多终端流畅高清播放需求。目前已经应用于视频 APP、在线教育、广电传媒、公共安全等行

业场景。

音视频处理M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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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百度 20 年安全实践的总结与提炼 , 依托人工智能和大数据 , 以 AI 安全、业务

安全、云安全、移动安全、数据安全五大产品矩阵，面向企业和个人输出能力与解

决方案，让全行业共享 AI 所带来的变革。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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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 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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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审计 IDS 系统功能架构图

流量审计IDS

流量审计是百度利用大数据处理技术、AI 分析技术研发的一套智能入侵检测与漏洞感知系统，专注于识别 Web

应用攻击及发现未知威胁，能够深度挖掘针对 Web 的拖库、远程命令执行、Webshell 后门、0day 漏洞攻击等，

并实时发出告警。

应用防火墙 WAF 是百度安全面向企业级用户提供的 Web 应用防护产品，依托百度多年安全业务经验，基于规则

引擎、语义引擎、AI 引擎等多种检测技术，通过对流量进行特征匹配、语义分析、用户识别、业务学习等方式，

能够有效抵御来自网站外部的已知或未知的风险和威胁。

应用防火墙WAF

                         

百度应用防火墙控制台

主机安全HOSTEYE

百度智能云主机安全（HOSTEYE）是面向企业用户推出的终端服务器安全产品，集成了防暴力破解、异地登录检测、

入侵检测、病毒查杀、安全基线检测、OpenRASP、反弹 shell 检测、挖矿检测、攻击诱捕等多种安全能力，为

客户的终端服务器提供全面的安全防护，广泛应用在金融、教育、互联网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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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智能云天工物联网覆盖云 - 边 - 端连接能力，具有专业可靠的设备管理、数据

管理、时空交互、视觉分析、语音语义理解能力，为 10 多个行业提供端到端的解

决方案解决客户痛点。产品支持公有云和私有化部署，供客户灵活选择。

物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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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核心套件提供海量设备接入与管理、规则引擎等公有云能力。设备接入与管理支持亿级设备与云端建立安

全可靠的双向连接，稳定支持智能家居、消防物联等场景下海量设备双向连接，满足工业、智能车联网等场景的

及双向大规模消息传输；规则引擎提供设备与云上各产品之间的数据流转，与时序时空数据库、边缘计算等服务

无缝对接。同时，支持公有云及同构私有化部署，并通过了国产化认证。广泛应用于智能家居、教育电子、工业、能源、

农业等行业设备管理，提供多种软硬一体的解决方案，助力项目快速落地。

物联网核心套件  IoT Core

标准协议 安全可靠  无缝连接

强大的 API 云端数据流转

边云融合物联网平台  IoT Stack

IoT Stack 是百度智能云推出的物联网专有平台，是基于百度智能云上同构的物联网核心套件、智能边缘、时序时

空数据库打造的边云融合物联网平台。帮助企业客户搭建自主可控、安全隔离、智能化的专有物联网平台，提供

时序时空数据库私有化独立部署，数据存储安全可控，满足安全隐私高要求的存储场景。广泛应用于智能家居、

交通物流、工业、能源、智慧城市等行业物联网平台搭建。

性能可靠 设备接口统一 业务对接统一化

时空数据管理 完善的产品栈，边云协同 灵活部署

百度智能边缘旨在将云计算能力延伸至用户现场，提供可以临时离线、低延时的计算服务，包含设备接入、数据处理、

数据上报、流式计算、函数计算、AI 推断等功能。智能边缘提供完整的“云管理，边计算”的边云一体解决方案。同时，

智能边缘提供公有云服务及私有化部署，并通过了国产化认证。目前主要赋能安防、能源、交通、工业等行业的视频、

声纹巡检、质检、检修等场景。

智慧边缘 BIE

丰富的边缘应用 多种边缘硬件适配  云边协同

安全可靠 开放兼容  低成本

物联网专有平台 IoT Stack

账号权限

Lisence 服务

运维监控

日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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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可视化设计（IoT Visualization）是基于图形用户界面的数据可视化开发工具。可搭载公网和本地的多种数

据源，具有无缝对接海量实时数据的能力，实时优化并多维度展现数据魅力。零编程设计可视化仪表盘，更有强

大的定制和嵌入功能，让开发物联网可视化应用更简单。目前已应用于智慧防疫、智慧能源、�智慧物流、智慧园区、

数字工厂的展示需求。

物可视 IoT Visualization 

所见即所得 支持多样的数据源接入 强大的视觉设计能力

垂直行业定制及反控 自动多屏适配 一步到位的分享与部署

时空数据管理平台面向物联网时序数据、基础地理与二三维空间数据，实现多源异构时空数据的融合存储、时空

数据治理、时空数据综合管理、时空服务发布管理等功能，实现数据按照特性及应用场景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案进

行存储，提高时空数据应用价值，降低数据资产运维成本。目前广泛应用于智慧城市、物联网、CIM、时空大数据、

地理信息系统等领域。

时空数据管理平台  SDMP

多源数据融合 时空分析  海量数据支撑

服务发布与管理 开放兼容  低成本

百度智能云时序时空数据库是用于存储和管理时间序列数据及地理空间数据的专业化数据库，为时间序列数据及

地理空间数据提供高性能读写和强计算能力的分布式数据库服务。目前，时序时空数据库已完成与银河麒麟、飞

腾的兼容认证，加入了信创工委会认证产品库。海量数据写入能力稳定支持物联网、金融行情等场景。快速查询

能力及丰富数据分析能力为物联网监测、时空大数据等行业应用提供分析预测的基础能力支撑。

时序时空数据库  TSDB

高性能读写 低成本存储  实时监控

强计算能力 多生态支持

时空数据管理平台

平台门户

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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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能 -AIoT 能源综合服务平台，基于百度 ABC+IOT 技术助力工业企业、用能园区等进行深入能源基础数据信息

化改革。产品提供用能设备能源数据接入、负荷预测、电能质量监测、能效优化等 30 余种能源数字应用，极大地

优化能源成本构成，能源设施保持高效、稳定、安全运行。目前广泛应用于公共建筑领域、工业企业和园区服务中，

提供能源分析与管控、优化策略及高效运行综合服务方案。同时，针对广大工业企业，结合多种清洁能源互补应

用帮助企业向绿色企业发展提供支撑。

度能-物联网能源服务 度家-AIOT语音语义平台

度家 -AIOT 语音语义平台提供百度先进的 AI 语音语义以及物联网技术实现高精度内外噪场景远场语音唤醒。通

过端云一体的架构，降低智能语音语义技术的接入门槛，可快速赋能智能设备。产品支持轻量级的云云对接或设

备直连两种使用方式。目前产品赋能智能家电、智慧广电、智慧教育行业的语音唤醒、智能设备管理等需求。

稳定安全高效 IOT 能力

便捷应用，自主学习优化模型

有思想的能源数据

模块化设计服务能源数据应用                  

高精度和超低误报语音唤醒

世界顶尖的语义解析能力

端云一体，降低接入门槛

多样化购买方式

支撑用能企业服务

支撑能源生产企业服务

支撑综合能源服务商服务

电视

空调

冰箱

照明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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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产业智能化领导者，百度智能云面向金融、政府、教育、制造等各行业领域，

针对行业特性，提供行业专属智能化应用产品及解决方案。

行业智能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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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工业视觉智能平台是一款面向工业的视觉 AI 应用平台，集百度自研的 AI 算法、模型和各类硬件算力为核心。

提供全流程“0”代码的模型训练、模型优化与模型预测服务。配备数据对齐、模型训练、模型测试和模型分发、

模型管理及和项目管理等 AI 工具，在质检、巡检等工业视觉场景中，帮助工业生产和制造业客户通过 AI 应用实

现降本增效。

工业视觉智能平台

AI 模型业务闭环

智能边缘服务运行包

多类型硬件能力

端云协同控制

企业风险监测及智能图谱

企业图谱基于百度领先的 AI、Bigdata、Cloud 的能力，打造了风险驾驶舱、智能金融搜索、企业知识图谱、风

险指数分析与预测、财务分析、实时风险推送等 6 大特色功能，帮助客户在贷（投，保）前、贷（投，保）中、贷（投，保）后，

监控企业潜在风险，丰富企业特色数据，增强量化因子收益，高效赋能智能风控、智能投研以及智能授信等多业

务场景。

数字员工IPA（智能流程自动化）

百度数字员工 IPA（Intelligent Process Automation）将语音、视觉、OCR、NLP、KG 、RPA 等技术有机融合，

模拟人工完成图像识别、关键信息提取、数据录入、报表生成、行为分析、合规分析、结果决策、流程优化等任务，

可 7*24 小时工作，实现业务流程的自动化。 适用于企业财务、HR、信贷审核、保险理赔、文档检查、研报整合等场景，

为企业提供提供稳定高效、精准智能的虚拟劳动力。

核心 AI 能力自主可控 兼容多种行业的产品检测需求适用性强

预置多种检测模型可快速
部署验证可行性

松耦合的集成方案，不受硬件品牌约束
可适应多种硬件设备

运营智能

运营场景

早期风险预警 实时舆情监测 关联图谱分析 量化因子增强

流程优化提效 数字化运营风控能力提升人工成本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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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景 :

城市视觉智能工作站

提供近百个城市特色视觉应用，并行处理城市级万路数据接入，开放应用优化及场景快速构建能力，提供异构服

务及计算资源纳管能力，实现城市视觉事件的主动发现与预警。

城管执法 工地管理 交通管控 安全生产 灾害预警

应用场景 :

智能城管分析系统

百度智能城管分析系统是基于百度丰富的人、车、脸、物体、场景、行为识别分析和 GIS 地图等技术研发的一款

行业应用产品。通过提供实时告警、智能分派、案件溯源、轨迹分析、智能核案等能力，助力城市管理者智慧化、

全方位开展街面秩序、市容环境、市政设施、污染防治等痛难点问题的研判分析、结案处置、指挥调度等实战工作，

打造“主动治理 + 被动治理” 双轮驱动的城市治理新引擎。

城管执法 门前三包智能化 垃圾分类 共享单车治理 智慧工地

厂区安全巡检 

厂区安全巡检是云边端一体化的智能巡检产品。通过接入摄像头、传感器、第三方系统等各类数据，使用百度丰

富强大的 AI 能力，建立对人、物、环境的智能全感知，从而实现多种场景的风险预知和实时告警。产品已面向油气、

电力、煤矿、化工、铁路、水务、港口等多个行业提供不同场景的智能巡检方案，实现了安全管理、事故预防的

智能化升级，助力企业实现安全生产、提升监管效率。 

多场景全感知设备接入 —站式模型训练与应用 业内领先工业 AI 算法 云边端多形态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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