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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点播（Video on Demand，VOD）基于腾讯多年技术积累与基础设施建设，为有⾳视频应⽤相关需求的⽤户提
供包括⾳视频采集上传、⾳视频存储、⾃动化转码处理、加速播放、媒体资源管理和⾳视频通信服务为⼀体的⼀站

式 VPaaS （Video Platform as a Service）解决⽅案。云点播借助灵活、快速、⾼质量的视频发布特点以及快速构建

稳定可靠的视频发布能⼒，使⽤户可以聚焦于业务本⾝，按需选择相应的服务，敏捷地响应市场变化。

产品架构

⾳视频存储管理（Cloud Video Storage）、⾳视频转码处理（Video Transcoding Service）、⾳视频加速播放
（Video Playback Acceleration）是腾讯云视频解决⽅案的核⼼组件。

⾳视频存储管理

将媒体内容通过控制台或 SDK 进⾏上传或拉取操作，将媒体⽂件存放于云点播媒资管理后台，并能根据需要对存
储视频进⾏冷/热备存储、媒体管理、视频信息检索等。

产品简介

产品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3 16: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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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转码处理

在 云点播控制台，您可以对获取到的视频源信息进⾏视频审核、内容识别等智能审核，也可以进⾏转码、截图、
添加⽔印、视频加密以及设置视频封⾯等多元化操作。

⾳视频加速播放

通过遍布全国上千个 CDN 加速节点 ，对⾳视频资源进⾏分发管理，为您提供多渠道、灵活流畅的播放观影体
验。您可以使⽤⾃研或腾讯云提供的播放器 SDK 以便同⾃有业务集成。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vod/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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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功能

功能概览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5 17:25:52

分类 功能 说明

媒体上传

多端上传
提供客户端上传（移动端、Web 端、微信⼩程序）、服务端上传
URL 拉取上传、直播录制等多种上传⽅式。

客户端上传加速
利⽤腾讯云全球部署的加速⽹络，智能选择最优接⼊点和最优链路

同时启⽤ QUIC 传输后，可极⼤减少⽹络拥塞，降低延时，改善弱

媒体管理

属性设置
⽀持对媒体设置多种属性信息，⽤于媒体检索、播放展⽰、智能管

验。

筛选检索
根据媒体属性作为检索条件，进⾏精确匹配、前»匹配、模糊搜索

列表，并可⼀键导出到本地。

媒体删除 ⽀持删除不需要的媒体⽂件，节省存储成本。

智能降冷
⽀持根据播放热度、上传时间、上传类型等多维条件设置降冷策略

以节约存储成本。

智能降码 ⽀持⾃动识别出播放热度⾼的视频，执⾏降码率的操作，降低视频

媒体处理
⾳视频转码

对视频或⾳频执⾏转码，可指定输出媒体的编码格式、帧率、码率

晰度和格式的播放需要。同时还能⽀持加⽔印、加⽚头⽚尾等能⼒

极速⾼清
相⽐普通转码，极速⾼清通过智能场景识别、动态编码技术、码率

的主观画质，实现「⾼画质低码率」，可节约⽹络流量和存储成本

⾃适应码流

⽀持 HLS 和 DASH 等主流的 ABR（Adaptive Bitrate Streaming）
⽹络情况⾃动切换到最合适播放的分辨率。⾃适应码流也是承载媒

能的主流格式。

⾳画质重⽣

结合⾳画质修复、⾳画质增强 AI 算法，提升分辨率的同时，提供视
节增强、⾊彩增强、SDR 转 HDR 等功能。适⽤于 UGC/PGC 视频
场景。

图⽚裁剪伸缩 ⽀持对图⽚进⾏拉伸、缩放、裁剪（圆形或⽅形）等操作，实时⽣

视频截图
⽀持按照指定视频时间点截取⼀张图（并可直接将其⽤作媒体的封

率截取多张图或雪碧图。

拼接剪辑 ⽀持对⾳视频剪除⽚头⽚尾、剪辑⽚段，或将多个⾳视频拼接，⽣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47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149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49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5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51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52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50446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5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55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58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54555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56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57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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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合成
在视频轨和⾳频轨上，以视频、⾳频、图⽚作为素材，进⾏画⾯旋

拼接裁剪、插⼊转场等复杂操作，尤其适合于⼴告、新闻、宣传⽚

极致播放

加速分发播放
利⽤腾讯云全球部署的加速⽹络，将媒体播放的请求调度到最接近

失败率、卡顿率等指标，为媒体播放带来极速体验。

多码率智能切换
基于 HLS 和 DASH 的⾃适应码流技术，播放器实时感知当前的⽹
观看者在流畅观看的前提下，⾃动享受最⾼画质。

多语⾔字幕 ⽀持为视频关联多语⾔的外挂字幕，播放器可根据需要⾃由选择展

多端播放器

提供 Android、iOS、Web、Flutter 等多种播放器 SDK，快速集成倍
幕、清晰度切换、离线下载、播放加密视频等50多种功能。另外，
供了轻量级的播放器 Adapter，配合您已有的播放器使⽤。

媒体智能

智能字幕
⽀持对媒体中的⾳频内容，利⽤ AI ⾃动转化出⽂字，输出 VTT、S
直接关联到媒体中，在播放时以字幕形式展⽰。

标签分类
借助⾳视频 AI 能⼒对媒体内容进⾏智能分析，可⽤于媒体分类（如
等）、标签（如游戏、交通⼯具、⾳乐家、赛⻋、宠物等）管理。

⼈脸识别
可基于公共⼈脸库和⾃定义⼈脸库，⾃动识别出画⾯中出现的⼈脸

⾯位置。

媒体合规

智能审核
对⾳视频和图⽚，使⽤ AI 能⼒对内容智能审核，分析出内容可能产
来的法律⻛险和品牌伤害。

媒体禁播 ⽀持将违规媒体内容设置为禁播状态，让违规内容⽆法传播。

版权保护

防盗链 防⽌播放链接被盗取后，造成内容版权泄露、产⽣播放费⽤的损失

加密与 DRM 对视频内容加密保护，限制仅被授权的终端⽤户播放，防⽌他⼈窃

版问题。

盗录追溯 当发⽣录屏盗录后，可以从被盗录视频中提取出盗录者的⾝份，实

直播点播结合

直播录制 ⽀持将直播视频录制到云点播。录制后，既⽀持了⽤户在直播结束

时移回看 在直播过程中，⽀持⽤户拖动进度条，回看历史内容。该功能可以

直播剪辑
在直播过程中，快速剪辑出指定时间段的直播视频⽚段，⽣成⼀个

程中快速截取精彩⽚段的场景。

点播转直播 将预先录制好的点播视频，在指定时间点以直播流的形式播放，即

轮播播单
轮播播单类似于电视频道的节⽬清单，清单中包含多个点播视频。

的形式观看播单中的视频。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6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62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63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6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65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67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68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69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71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72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7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7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78308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78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79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8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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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多端上传功能，是指⽤户可从通过客户端、服务端、外⽹ URL、直播录制等多种⽅式，将⾳视频和图⽚等媒体上传
到点播。

具体来说，云点播⽀持以下上传⽅式：

功能 说明

客户端上传
将客户端上的媒体上传云点播，⽀持 iOS、Android、Web、⼩程序等多端的 SDK，集成可
轻松实现上传。

服务端上传
将服务端上的媒体上传到云点播，⽀持 Java、C#、PHP、Python、Node.js、Go 等多⾔
SDK。

控制台上传 登录点播控制台，直接使⽤控制台上传媒体。

URL 拉取上传 将⽹络上的媒体资源，拉取到云点播。

直播录制上传 云直播开启录制，将直播的媒体直接录制到云点播。

源站迁移⼯具

上传
提供⼯具，批量从其他云⼚商中的媒体上传到云点播。

云点播的上传⽅式覆盖了⼏乎所有的媒体来源，能满⾜您全路径上传的需求。

适⽤场景

功能 说明

客户端上

传

UGC、PGC 等场景，媒体主要来源于普通⽤户的创作。普通⽤户使⽤⼿机、PC 等设备完成创
作，即可使⽤客户端上传功能，将端上的媒体上传到云点播。

服务端上

传

⼤型视频门户，或拥有⾃有版权媒体的平台⽅，媒体通常存储在⾃⼰的服务器上。这时，适合使

⽤服务端上传功能，批量地将服务器上的媒体上传到云点播。

媒体上传

多端上传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4 16:5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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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说明

控制台上

传
在 PC 有本地媒体需要上传时，可使⽤控制台简单快捷地完成上传。

URL 拉取
上传

当需要上传的视频已经在⽹络上时，可直接使⽤媒体的 URL 快速完成批量上传。

源站迁移

⼯具上传

如果正在使⽤其他云⼚商，或有⼤量视频存储在本地，希望把这些存量视频全部迁移到云点播

时，可使⽤源站迁移⼯具完成上传迁移。

使⽤⽅式

客户端上传

服务端上传

控制台上传

URL 拉取上传

直播录制上传

源站迁移⼯具上传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921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912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89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755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9562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7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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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简介

客户端上传加速功能基于腾讯云全球部署的加速⽹络，智能选择最优链路，提⾼上传速率。同时⽀持使⽤ QUIC 协
议进⾏数据传输，提⾼在弱⽹环境中传输数据的稳定性。

客户端上传加速通过以下⼏种措施为您提供更⾼质量的上传服务：

措施 说明

边缘节点就近接收数据 将利⽤全球部署的边缘节点就近接收终端的上传请求。

智能加速⽹络 基于腾讯云加速⽹络，智能选择最优链路，将数据传送到存储中⼼。

⽀持 QUIC 协议传输 QUIC 协议具有多路复⽤、连接迁移等特性，数据传输效率更⾼，在弱⽹环境
中更稳定。

适⽤场景

场景 说明

远距离数据上传

部分终端⽤户因与点播存储中⼼的距离较远，导致上传质量较差，如跨地区、

跨海上传的场景。使⽤客户端上传加速后，会通过腾讯云边缘节点就近接收⽤

户的请求，并利⽤加速⽹络进⾏数据传输，极⼤提升上传质量。

弱⽹环境数据上传

移动端⽤户因经常发⽣⽹络切换或者处于基站信号较弱区域，从⽽导致⽹络连

接不稳定，丢包率⾼。上传加速⽀持使⽤ QUIC 协议，弱⽹环境的数据传输更
加稳定。

普通数据上传

⾮加速通道使⽤ HTTP1.1 进⾏数据传输，在⼤量数据上传的时候，很容易触达
性能瓶颈。上传加速可使⽤ QUIC 协议进⾏数据上传，⽀持多路复⽤和 0-RTT
等特性，传输效率更⾼。

使⽤⽅式

开发指南 客户端上传加速。
购买指南 客户端上传加速费⽤。

客户端上传加速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03 16:56:26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083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8162#.E5.AE.A2.E6.88.B7.E7.AB.AF.E4.B8.8A.E4.BC.A0.E5.8A.A0.E9.80.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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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云点播⽀持对媒体设各类丰富的属性信息，⽐如媒体名称、媒体描述、媒体分类、媒体标签、媒体封⾯、打点信

息、字幕信息、过期时间、存储类型、禁播状态等。

媒体名称、媒体描述、媒体分类、媒体标签，为媒体赋予更多的附属信息，帮助管理者对媒体进⾏更⾼效的管

理；

媒体封⾯、打点信息、字幕信息，⽤于播放时媒体封⾯、进度条关键点、字幕的展⽰，提升观看体验；

过期时间、禁播状态等，帮助管理者对媒体实现⾃动删除和封禁处理等运营操作，让运营更便捷。

媒体属性 说明

媒体名称

媒体名称，如电影剧集的名字（甄嬛传第6集）、课程的名字（⾼三数学精将第⼀讲）、商品视
频名（可⼝可乐2022新包装）。⽤途举例：
播放列表：在⽤户的播放列表中，展⽰媒体的名称

媒体检索：根据名称前»匹配或模糊搜索。

媒体描述
媒体⽂件描述。⽤途举例：

媒体检索：根据描述模糊搜索。

媒体分类

媒体⽂件的分类信息，如「电影」、「电视剧」、「综艺节⽬」。⽤途举例：

媒体检索：检索指定分类的⽂件。

智能降冷：对指定分类降冷。

媒体标签
媒体⽂件标签，如「⼆次元」、「动作⽚」、「宫⽃剧」。⽤途举例：

媒体检索：检索指定标签的⽂件。

媒体封⾯
媒体⽂件的封⾯播放地址。⽤途举例：

媒资控制台：媒体⽂件列表展⽰缩略图。

打点信息

媒体打点信息，即⼀组播放时间点及对应显⽰内容（⽂字、图⽚、链接等）的信息。⿏标移到

播放进度条上的点位（打点位置），即显⽰出在该时间点对应的内容。⽤途举例：

精彩时刻：如电影剧情关键点、⽐赛进球时刻，提⾼观看效率，节省时间。

⼴告：观众拖动到打点位置时，显⽰相关的⼴告信息，如明星同款穿搭的商品购买链接。

字幕信息 媒体⽂件的字幕信息。⽤于播放时显⽰字幕，⽅便观众理解及加深记忆，提升观看体验。

媒体管理

属性设置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4 16:5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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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期时间 媒体⽂件过期时间，过期之后⽂件会被云点播⾃动删除。

存储类型
媒体⽂件的存储类型，按存储费⽤和⽂件读取速度，从⾼到低依次为标准存储、低频存储、归

档存储、深度归档存储，⽤户可根据业务特点选择合适的存储类型，以控制成本。

禁播状态 媒体⽂件的禁播状态。对违规的媒体内容操作禁播，避免违规内容进⼀步传播。

适⽤场景

场景 说明

在线教育
在线教育平台根据学科内容对教学视频进⾏分类管理，并可打上标签，学⽣通过筛选快速检索

到相关课程内容，同时也能根据分类标签信息推荐相关的视频。

视频门户

⽤户要从⼤量媒体资源快速检索到想要的资源，需要提供多种查询条件的检索，如根据分类、

标签、视频名称等，且要求查询响应要快。点播⽂件关联多语⾔字幕，不同语⾔⽤户可选择合

适的字幕，利于媒体内容跨镜传播。

直播平台
应监管审查，直播⽂件需要录制保存⼀段时间，到期后即可删除。对于这部分录制来源的⽂

件，可以设置过期时间，过期后云点播帮⽤户⾃动删除⽂件，节省存储成本。

社交短视频

视频社区按场景设置多个不同频道，可使⽤分类、标签功能对场景进⾏管理；对于热点内容可

以设置打点信息，展⽰相关的商品购买链接；对于有违规内容的短视频可操作禁播，防⽌违规

内容进⼀步传播。

使⽤⽅式

相关的控制台指南：

快捷编辑

筛选⾳视频

管理⾳视频 基本信息编辑
关联字幕

修改图⽚分类

管理图⽚

相关的服务端 API：

修改媒体⽂件属性

搜索媒体信息

获取媒体详细信息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893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89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896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718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7902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7903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757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4179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4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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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播媒体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4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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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云点播⽀持根据媒体属性作为检索条件，进⾏精确匹配、前»匹配、模糊搜索等多种检索⽅式，查找出期望的媒体

⽂件列表。

检索出的⽂件列表⽀持⼀键导出到本地⽂件（⽬前⽀持 CSV、JSONLINES 两种格式）。 

⽀持多个筛选字段组合检索，⽬前⽀持的字段按媒体属性分类如下表。

媒体属性分类 属性说明

基础属性

主要包括：

FileId：点播媒体⽂件唯⼀标识 ID。
媒体来源：媒体⽂件来源，如录制、上传、视频处理等。

媒体上传时间：媒体⽂件上传时间。

推流直播码：媒体⽂件来源为直播推流，其对应的推流直播码。

⾃定义属性

主要包括：

媒体名称：媒体⽂件的名称。

媒体描述：媒体⽂件的描述信息。

媒体分类：媒体⽂件的分类。

媒体标签：媒体⽂件的标签。

过期时间：媒体⽂件的过期时间，过期后⽂件将会⾃动删除。

存储类型：媒体⽂件的存储类型，如标准存储、低频存储、归档存储、深度归档存储。

适⽤场景

场景 说明

在线教育
学员可直接在搜索框输⼊学科名称、章节部分名称、描述等零散信息，结合视频分类、标签等

多维度信息，快速检索符合条件的教学视频。

视频门户

运营⼈员通过视频分类、标签、存储类型等检索出媒体列表，再进⾏操作，如下架、移动分

类、修改标签、调整存储类型；⽤户根据视频标题关键词搜索、视频分类、标签等筛选条件检

索视频。

直播平台
运营⼈员根据推流直播码搜索点播录制⽂件，⽐如直播发⽣断流时，⼀个推流直播码可能对应

多个点播⽂件，需要将这些⽂件拼接起来。

筛选检索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4 16:5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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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短视频 ⽤户通过模糊搜索查询到匹配的视频列表，如「街舞」、「演唱会」。

使⽤⽅式

相关的控制台指南：

筛选⾳视频

导出⾳视频

管理图⽚

相关的服务端 API：

搜索媒体信息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89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853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7903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4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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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媒体删除指删除存储在云点播平台的媒体资源，降低存储成本。云点播提供功能完备、易⽤性强的媒体删除服务。

优势 说明

功能完备

⽀持两种删除模式：

完整删除：删除上传点播的源⽂件及处理后产⽣的所有⽂件，⽐如转码⽂件、截

图。

部分删除：只删除部分⽂件，如源⽂件、某个清晰度的转码⽂件。

易⽤性强

⽀持⾃动删除与⼿动删除两种⽅式。

⾃动删除：

⽤户上传时指定⽂件过期时间，过期后该媒体⽂件及其相关资源（转码结果、雪碧图

等）将被永久删除。

服务端 API 申请上传时指定。
对已上传的⽂件设置过期时间，过期后该媒体⽂件及其相关资源（转码结果、雪碧图

等）将被永久删除。

⽀持控制台、调⽤ API 设置。

⼿动删除：

⽀持控制台操作删除。

⽀持调⽤ API 删除。

适⽤场景

媒体删除⼀般⽤于降低存储成本，或者下架违规媒体的场景。

场景 说明

电商平台 下架商品后，同时删除商品图⽚、视频，降低存储成本。

视频⽹站
删除侵权、内容违规的媒体资源；对于⽼旧视频，热度不⾼的可以仅保留转码后的低清

视频，删除原始⾼清视频，从⽽降低成本。

游戏/赛事录制 删除时间久远、确认不再使⽤的游戏、赛事媒体⽂件。

企业活动 ⽐如企业团建拍摄的照⽚、媒体资源，⼀般不需要永久保存，可设置⼀段有效期，供企

媒体删除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4 16:5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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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部⼈员观看、下载，可以在上传时指定媒体过期时间，过期后⾃动删除。

阅后即焚类应⽤
此类应⽤允许⽤户上传资源，⼀段时间（⽐如24⼩时）后即资源失效，适合在上传时指
定媒体过期时间，过期之后云点播⾃动删除相关的媒体资源。

使⽤⽅式

媒体删除控制台操作请参⻅：

删除⾳视频。

删除图⽚。

媒体删除相关服务端 API 请参⻅：

申请上传，输⼊参数  ExpireTime  指定上传⽂件在云点播的过期时间。

修改媒体⽂件属性，输⼊参数  ExpireTime  可修改媒体⽂件的过期时间。

删除媒体。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891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7901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412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757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7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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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云点播媒资智能降冷能⼒基于⽤户配置的降冷策略，能够根据⽂件创建时间、类型、访问冷热程度等维度⾃动将冷

⽂件设置为成本较低的存储类型。云点播存储类型分为标准存储、低频存储、归档存储和深度归档存储。按照存储

成本、访问性能对⽐如下：

属性 由⾼到低对⽐

存储成本 标准存储 > 低频存储 > 归档存储 > 深度归档存储。

访问性能
标准存储 > 低频存储。归档存储、深度归档存储不⽀持直接访问，需要先进⾏ 数据取
回 再访问。

开发者可以根据⾃⾝的业务特点，将点播⽂件的存储类型按照⼀定的 降冷策略 从标准存储沉降为低频存储、归档存
储和深度归档存储，从⽽达到有效降低⽤户存储成本。

智能降冷策略

云点播⽀持灵活的智能降冷策略，⽀持按创建时间、⽂件分类、播放统计等多种维度降冷：

维度 说明

⽂件创建时间

⽀持指定上传时间和指定存放时间两种策略。

指定上传时间：⽤户可以指定时间点/时间段，进⾏降冷策略配置。
指定时间段：如不指定开始时间点，则默认为⽤户存放的最早的⽂件。如不指定

截⽌时间点，则⽤户⾃开始时间点之后的视频都会降冷。如果⼆者都不指定，则

点播所有⽂件都会降冷。

指定存放时间：当媒资超过填写的时间后，则执⾏降冷。

⽂件分类 ⽀持按照分类 ID 降冷。⽀持设置多个分类 ID/名称。

⽂件来源 ⽀持不同媒体来源降冷，⽀持设置多个媒体来源。

播放统计
通过设置媒体⼀段时间内，视频播放次数来进⾏设置。⼀条降冷策略仅⽀持⼀个降冷的

访问策略。

媒体类型
通过媒体类型来判别是否进⾏降冷逻辑。⼀个降冷策略仅⽀持设置⼀种媒体类型降冷策

略。

智能降冷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4 16:59:06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3051#.E6.95.B0.E6.8D.AE.E5.8F.96.E5.9B.9E.E5.8F.8A.E5.8F.96.E5.9B.9E.E6.A8.A1.E5.BC.8F.3Ca-id.3D.22retake.22.3E.3C.2Fa.3E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3051#.E7.AD.96.E7.95.A5.E7.AE.A1.E7.90.86.3Ca-id.3D.22strategy.22.3E.3C.2Fa.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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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云点播除了⽀持配置降冷策略⾃动降冷，也⽀持⽤户⼿动直接降冷⼀批⽂件，可通过控制台指南 直接降冷 或
调⽤ API 修改媒体⽂件存储类型 实现。

适⽤场景

场景 说明

直播电商

按照⽂化部 《⽹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的要求，⽹络直播服务提供者对⽹络交易活动
的直播视频保存时间⾃直播结束之⽇起不少于三年。直播录像存储在云点播中，存储

类型为标准存储。部分录像不会（或极少）被回看，仅⽤于有关部门的审查，媒资智

能降冷功能可以有效帮助客户降低存储成本。

低频率访问媒体降冷

对于视频门户、流媒体、UGC 内容管理平台，对于⽤户不频繁访问和观看的媒体，不
能直接下线⼜带来较⾼的存储成本，云点播智能降冷能⼒可以通过访问次数来将媒体

⽂件进⾏降冷，有效降低存储成本的同时，满⾜低频观看的要求。

媒体归档

对于新闻传媒、⼴播电视⾏业，部分媒体⽂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这类媒体⼀般会作

为历史资料被⻓期保存，在⽇后需要的时候再检索出来观看，对观看的实时性要求不

⾼。这种场景下可以将媒体转为归档存储或深度归档存储，降低⽤户存储成本。

使⽤⽅式

请参⻅：

最佳实践 如何将点播的媒体⽂件进⾏智能降冷。
控制台指南 媒资降冷。
服务端 API 修改媒体⽂件存储类型。
服务端 API 解冻媒体⽂件，对归档存储或深度归档存储媒体⽂件⽣成可临时访问的媒体⽂件。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2092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6008
https://gkml.samr.gov.cn/nsjg/fgs/202103/t20210315_326936.html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3051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2092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6008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8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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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降码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0 11:57:31

简介

云点播 极速⾼清  能实现⾼画质低码率，节约⽹络流量和存储成本。但是，极速⾼清的转码费⽤⽐普通转码⾼，因此
需要考虑如何使⽤极速⾼清，能获得最⼤的净节省成本（节省的流量和存储成本减去增加的转码成本）。

云点播智能降码功能是基于⽤户配置的降码策略，⾃动对⾼热度视频⽂件执⾏极速⾼清转码。以新输出的低码率⽂

件替换原有的普通转码⽂件，保持播放链接不变的前提下，节省流量和存储成本。

注意：

媒体降码为 FileID 维度，当某个 FileID 到达策略设定的条件后，会对 FileID 下的所有 HLS 格式的转码、⾃适应码流

⽂件⽣效。

仅会对普通转码格式的⽂件执⾏降码（转极速⾼清），执⾏过降码的⽂件不会被重复执⾏。

2022年09⽉19⽇之前的转码、⾃适应码流⽂件，不会触发降码。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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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场景

场景                      说明

短视频平台
短视频平台上传的视频数量很多，但是不同 UP 主发布的短视频，热度有⾮常明显的区别。
码，让热的视频画质更佳，体验更好，流量成本和存储成本也更低。

直播平台
直播平台，在直播结束后产⽣⼤量的录制视频，并且录制的视频分辨率⼀般都很⾼，播放会

热门的主播视频智能降低码率，可极⼤减少流量和存储成本。

在线教育平台
在线教育平台，⽼师授课的视频受欢迎程度各不相同。开启智能降码后，可以智能地针对⾦

码，提升观看体验，节省流量和存储成本。

使⽤⽅式

相关使⽤⽂档请参⻅转码相关的⽂档：

控制台指南 智能降码。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50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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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处理

实时转码与转封装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5 10:19:57

功能简介

实时转码（Just-In-Time Transcoding）和实时转封装（Just-In-Time Remuxing）功能，是指根据请求内容的⽤户设
备与请求的分辨率实时⽣成封装包，并将分发内容缓存在点播 CDN 中，实现即转即传。通过简单拼接 URL 即可完
成实时转码与封装配置，并且实时处理后的媒体⽂件不会占⽤点播存储空间，此外，实时处理的耗时远⼩于离线处

理，⼏乎在分发时同步完成。

优势 描述

极短耗时
使⽤离线转码与封装，需要异步等待完成。使⽤实时转码或转封装，⽆论视频时⻓，只要

码后的视频，⼏乎⽆需等待时间。

⾼效存储降本 传统离线转码需要存储处理后的格式，但实时处理不需要存储处理后的视频，存储成本倍

配置操作简单 ⽆需开发投⼊，使⽤拼接 URL 即可完成配置，⾮技术⼈员也可⾃⾏配置。

适⽤场景

场景 说明

⻓视频

⻓视频通常⽂件较⼤，编码后的⽂件会使存储成本会成倍数增⻓。例如，使⽤传统⽅式转

720p、1080p、2k 分辨率并封装为 HLS 格式，那么⼀共需存储 4 个视频⽂件，然⽽使⽤实
1 个视频⽂件，极⼤节省存储成本。

⼴电 OTT 某些视频内容需要持续修改，视频创作者可以只保存视频 MP4 格式便于剪辑，当有终端播
码与封装并⽴即分发，极⼤提升效率。

UGC 短视频 UGC 视频数量繁多，并且⾮热门⻓尾视频占⽐超过 90%；采⽤实时转码，仅当观众请求该
省了⼤量存储成本。 

使⽤指南

该功能当前处于公测中，如需咨询请通过官⽹ 联系我们。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contac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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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接⼊使⽤或咨询费⽤请直接添加以下 Telegram 或 Whatsapp 群组，领取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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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简介

对视频或⾳频执⾏转码，可指定输出媒体的编码格式、帧率、码率、分辨率等参数，以适应终端对不同清晰度和格

式的播放需要。

类别 功能 说明

输⼊格式

封装格式

⽀持所有常⻅的⾳视频封装格式，包括：WMV、
RM、MOV、MPEG、MP4、3GP、FLV、AVI、
RMVB、TS、ASF、MPG、WEBM、MKV、
M3U8、WM、ASX、RAM、MPE、VOB、DAT、
MP4V、M4V、F4V、MXF、QT、OGG

视频编码格式

⽀持所有常⻅的⾳视频编码格式，包括：AV1、
AVS2、H.263、H.263+、H.264/AVC、
H.265/HEVC、H.266/VVC、MPEG-1、MPEG-2、
MPEG-4、MJPEG、VP8、VP9、Quicktime、
RealVideo、Windows Media Video

⾳频编码格式

AAC、ADPCM、AMR、DSD、MP1、MP2、
MP3、PCM、RealAudio、Windows Media
Audio、VORBIS

输出格式

封装格式

视频：FLV、MP4、HLS（m3u8+ts）、DASH

⾳频：MP3、MP4、OGG、FLAC、M4A

图⽚：GIF、WEBP

视频编码格式 H.264/AVC、H.265/HEVC、H.266/VVC、AV1

视频⾼清画质 ⽀持 8K UHD 分辨率，⽀持转码 HDR 输出

⾳频编码格式 MP3、AAC、FLAC、MP2

⾳频声道 单声道、双声道、⽴体环绕声

⾳视频转码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4 16:5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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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功能

打⽔印 图⽚⽔印、⽂字⽔印、图⽂混编⽔印

拼接⽚头⽚尾 为媒体拼上⽚头或⽚尾

剪辑 仅转码出指定时间段的视频，实现剪辑的效果

适⽤场景

场景 说明

适配更多终端

将原始媒体转码成拥有更强终端适配能⼒的格式（如

MP4 和 HLS），使媒体资源能够在更多设备上播
放。

适配不同带宽
将视频转换成流畅、标清、⾼清以及超清等输出，⽤

户可以根据当前⽹络环境选择合适码率的视频播放。

改善播放效率
转码可以将 MP4 位于尾部的元信息 MOOV 提前到头
部，播放器⽆需下载完整视频即可⽴即播放。

为视频加⽔印 为视频加上⽔印标识视频的归属或版权。

拼接⽚头⽚尾与剪辑 在视频的⽚头或⽚尾拼接⼴告、宣传介绍内容等

节省带宽

采⽤更先进的编码⽅式（如 H.266、AV1）转码或转
码模式（极速⾼清），在不损失原始画质的情况下显

著降低码率，节省播放带宽。

使⽤⽅式

请查看 ⾳视频转码。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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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云点播极速⾼清通过智能识别场景、动态编码技术、码率精准控制模型，以更低的码率（近50%）获得更⾼的主观
画质，实现⾼画质低码率，节约⽹络流量和存储成本。

适⽤场景

场景 说明

⼴电媒体
满⾜⼴电视频技术规范要求，为⼴电⾏业提供新闻类、体育类、动漫类、综艺类等场景

的⾼清转码服务。

短视频平台
⽀持丰富的编码和封装格式，满⾜短视频的各种使⽤场景，结合⾼效的视频处理能⼒，

转为画质更佳、码率更低的视频，为⽤户节省存储成本和分发流量，提升播放流畅度。

视频⽹站
⻓视频资源较多，运营的流量成本和存储成本较⼤，可进⾏极速⾼清转码，只保存转码

后的视频，在保证⾼画质的同时降低了流量和存储成本。

游戏平台
针对游戏平台直播录制来的码率⾼和画⾯复杂的场景，通过智能动态技术和码率精准控

制模型，实现⾼清低码，同等主观画质带宽成本可降低近50%。

使⽤⽅式

极速⾼清属于云点播转码功能的⼀种，使⽤⽅式上与普通转码⼀致，只是转码模板需要选择 极速⾼清模板 ，⽽⾮普

通的 视频转码模板。 
相关使⽤⽂档请参⻅转码相关的⽂档：

最佳实践 如何对视频进⾏转码。
开发指南 转码。

极速⾼清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4 16:59:06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059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059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7546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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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简介

云点播图⽚即时处理，⽀持缩略和裁剪两种操作，具体如下：

操作类型 详细操作

缩略

指定宽度，⾼度等⽐缩放。

指定⾼度，宽度等⽐缩放。

指定⻓边，短边等⽐缩放。

指定短边，⻓边等⽐缩放。

指定宽度与⾼度强制缩放。

裁剪

内切圆裁剪，指定裁剪半径。

矩形裁剪，指定裁剪的宽度和⾼度。

相⽐于传统图⽚编辑，云点播的图⽚即时处理在以下⽅⾯具备优势：

维度 传统图⽚编辑 云点播-图⽚即时处理

处理流程
需要下载、编辑、上传等多个步

骤，操作费时费⼒。

直接在云端完成图⽚编辑所有流

程，省去下载和上传步骤。

操作⽅式

图⽚编辑软件的使⽤门槛较⾼，对

编辑⼈员的图⽚编辑能⼒有⼀定的

要求。

通过在 URL 实时指定图⽚编辑参
数，零门槛上⼿操作。

访问速度

通过云存储链接进⾏访问和下载图

⽚的速度会⽐较慢，影响⽤户体

验。

通过云点播 CDN 进⾏全⽹加速分
发，极速获取处理后的图⽚。

图⽚裁剪伸缩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4 16:5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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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场景

场景 说明

⽤户头像
⽤户头像⼀般是相同分辨率，圆形或⽅形的图⽚。使

⽤缩略和裁剪实现要求。

证件照⽚ 拍摄证件照⽚时，可能需要裁剪，仅保留证件本⾝。

图⽚特写
对图⽚中的关键位置给予特写时，需要对特写部分做

裁剪。

使⽤⽅式

请参⻅ 图⽚即时处理。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2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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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视频截图，是截取视频特定位置的画⾯，⽣成图⽚的功能。云点播⽀持以下⽅式的截图：

功能 说明

指定时间点

截图
指定⼀组时间点，截取视频在这些时间点的图像。

采样截图 按相同的时间间隔对视频截取多张图。

截取⼀张图

作封⾯
指定⼀个时间点截图，将其作该视频的封⾯。

截雪碧图
按相同的时间间隔对视频截取多张⼩图，然后组装成若⼲⼤图（即雪碧图），并⽣成进度条缩

略图展⽰所使⽤的 VTT ⽂件。

适⽤场景

使⽤截图功能，可以满⾜如下应⽤场景：

场景 说明

⽣成封⾯ 使⽤视频的某个时间点的截图，作为视频配套的封⾯。

精彩镜头 对视频中⼀些精彩镜头进⾏截图，吸引观看。

⼈⼯审核
为了对上传的视频进⾏审核，可以对视频做采样截图，审核⼈员根据截图快速判断视频是否合

规。

视频摘要
使⽤雪碧图，⽣成⼀个嵌套了多个⼩图的⼤图，⽤来表⽰⼀个视频的概要，帮助⽤户快速了解

该视频的内容。

播放进度条

预览
雪碧图配合 VTT ⽂件，⽤来实现播放器进度条上，看到某个时间点上的预览效果。

使⽤⽅式

视频截图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4 16:5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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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式请参⻅ 视频转换 > 截图。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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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适应码流的英⽂术语是 ABR（Adaptive Bitrate Streaming），特点是包含多个码率的⾳视频⽂件。使⽤⾃适应码
流后，播放器能够根据当前带宽，动态选择最合适的码率播放。云点播⽀持将视频转成 HLS 和 DASH 等主流的⾃适
应码流格式。

能⼒ 说明

⽀持的格式 HLS 和 DASH。

起播超低延时 ⾃适应码流包含多种分辨率，播放器通常从低分辨率开始起播，起播速度快。

智能分辨率切换 播放器能够根据当前带宽，动态选择最合适的分辨率播放。

切换过程零卡顿 ⾃适应码流中各个分辨率做到帧对⻬，切换过程中零卡顿。

超⾼画质⾳效

最⾼⽀持 8K UHD 分辨率
⽀持⽴体环绕声

⽀持 HDR ⾼动态范围成像

前沿编码技术 ⽀持使⽤ H.265、H.266、AV1 等先进的编码格式、极速⾼清编码模式降低视频码率。

⽀持加密与 DRM 媒体加密、Widevine 和 FairPlay 等 DRM 版权保护⽅案均依赖于⾃适应码流。

注意：

⾃适应码流和转码的区别：

⾃适应码流 URL 包含多个分辨率的输出，转码视频的 URL 只包含⼀种分辨率的输出。
⾃适应码流播放时，播放器会实时切换当前⽹络下能流畅播放的最佳分辨率，转码视频播放时不会智能切

换。

适⽤场景

场景 说明

⾃适应码流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4 16:5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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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 说明

在线教育 学科教育、培训课程等在线等场景，视频通常需要加密或 DRM 做版权保护。

视频⽹站 视频⽹站有丰富的视频资源，⾃适应码流能带来更流畅的观看体验。

⽹络电视 ⽹络电视资源可能有版权保护的诉求，同时观众可能需要根据需求切换更⾼清的分辨率观看。

使⽤⽅式

使⽤⽅式请参⻅ 视频转换 > 转⾃适应码流。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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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拼接剪辑功能，可对⾳视频实现毫秒级别的精确剪辑，并对多个不同的⾳视频拼接，⽣成⼀个新的⾳视频⽂件。

功能 说明

⾳视频剪辑 对云点播中的⼀个⽂件进⾏剪辑，⽣成⼀个新的⾳视频⽂件。

⾳视频拼接 对云点播中的多个⽂件进⾏拼接，⽣成⼀个新的⾳视频⽂件。

⾳视频剪辑后拼接 对云点播中的多个⽂件进⾏剪辑，然后再拼接，⽣成⼀个新的⾳视频⽂件。

直播流转点播⾳视频 对录制到云点播中的⼀个直播流进⾏处理，⽣成⼀个新的⾳视频⽂件。

直播流剪辑 对录制到云点播中的⼀个直播流进⾏剪辑，⽣成⼀个新的⾳视频⽂件。

直播流拼接 对录制到云点播中的多个直播流进⾏拼接，⽣成⼀个新的⾳视频⽂件。

直播流剪辑后拼接 对录制到云点播中的多个直播流进⾏剪辑，然后拼接，⽣成⼀个新的⾳视频⽂件。

适⽤场景

场景 说明

拼接⽚头

⽚尾
当需要为视频拼⽚头⽚尾（如⼴告、宣传稿、介绍⻚等），可使⽤⾳视频拼接。

剪辑精彩

⽚段
当需要对媒体制作精彩⽚段时，可以使⽤⾳视频剪辑，⽣成精彩⽚段。

直播断流

拼接

直播过程中可能发⽣断流，录制到点播时⽣成多个视频⽂件。这时可以使⽤直播流拼接，⽣成⼀

个完整的点播视频。

使⽤⽅式

使⽤⽅式请参⻅ 视频编制 > 视频编辑。

拼接剪辑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4 16:59:06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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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复杂合成功能，可以满⾜⾼难度的⾳视频制作场景。使⽤该功能，在视频轨和⾳频轨上，以视频、⾳频、图⽚作为

素材，进⾏画⾯旋转、画⾯叠加、声⾳混合、⾳量调节、拼接裁剪、插⼊转场等复杂操作，⽣成新的媒体⽂件。

功能 说明

画⾯旋转 对视频、图⽚的画⾯旋转⼀定⾓度，或按照某个⽅向翻转。

画⾯叠加 将视频、图⽚中的画⾯依序叠加在⼀起，如实现“画中画”的效果。

画⾯缩放 将视频、图⽚按⽐例缩放，布置在画⾯的幕布中。

声⾳控制 升⾼降低视频、⾳频中声⾳的⾳量，或者对视频静⾳。

声⾳混合 将视频、⾳频中的声⾳混合在⼀起（混⾳）。

声⾳提取 将视频中的⾳频提取出来（不保留画⾯）。

裁剪 对视频、⾳频裁剪出指定时间段。

拼接 对视频、⾳频、图⽚按时间顺序前后拼接。

转场 将多段视频或图⽚拼接时，可以在段落之间添加转场效果。

倍速 将视频或⾳频素材进⾏快进或慢放处理。

适⽤场景

场景 说明

电商售卖 电商售卖商品时，除了图⽚简介外，通常还需要制作精良的产品介绍视频。

新闻媒体 新闻媒体编写新闻稿的同时，需要结合新闻素材制作新闻视频。

影视剧宣

发
影视剧做宣发时，需要制作宣发视频，提升关注度。

社交视频 旅游、美⾷、亲⼦等博主制作 Vlog。

复杂合成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30 16:3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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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 说明

慢直播
安防监控、景区摄录等使⽤摄像头⻓时间拍摄的场景，对⻓达数⼩时的视频快进到1分钟内播
放。

使⽤⽅式

使⽤⽅式请参⻅ 视频编制 > 视频合成。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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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质重⽣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5 17:15:06

简介

⾳画质重⽣，利⽤了先进的⾳画质修复、⾳画质增强 AI 算法，提升分辨率的同时，提供视频去噪、轮廓修复、超分
辨重建、细节增强、⾊彩增强、SDR 转 HDR 等功能。

功能 说明

⾳视频降噪
由于影⽚拍摄中会因为相机和环境引⼊随机噪点，这⾥提供降噪服务，在保持细节不

机噪声。

去伪影（⽑刺）
由于影⽚在转码或多次转码过程中对视频进⾏了多次压缩，会引⼊块效应、振铃效应

现⼀些影响视觉效果的失真，去压缩失真能有效修复编码引⼊的失真。

去划痕
由于影⽚在拍摄、保存和转存过程中⼀些未知因素导致胶⽚产⽣划痕和雪花点等破坏

点等破坏的内容。

细节增强
由于拍摄相机质量、后期保存和转码过程中导致视频细节不够清晰，细节增强对视频

容更清晰，内容更丰富。

综合增强
通过 AI 的综合分析能⼒，⾃动平衡画⾯中的纹理内容，在去除压缩伪影和⽑刺的同时
总体主观感受。

超分
针对⼀些影⽚分辨率较低，不适应如今对⾼分辨率影⽚的要求，提供超分辨率能⼒对

到⾼分辨率输出的同时有效细节更清晰。

⼈脸增强 通过⼈脸检测针对视频中⼈眼视觉特别关注的⼈脸部分进⾏增强，使该区域的细节更

⾊彩增强
因拍摄设备的⾊彩问题或影⽚的保存问题，导致影⽚的⾊彩存在⼀定的失真或可增强

彩，并在⼀定程度上进⾏增强满⾜⼈眼的喜好。

低光照增强

因环境状况及拍摄摄像头的硬件限制，在某些场景下拍摄的画⾯亮度和对⽐度缺失，

到，因此暗场景增强能够⾃动识别场景对画⾯进⾏⾃适应增强，特别在暗场景下能⼤

主观质量。

HDR SDR 转 HDR 能⼒可将普通 SDR 视频转化为 HDR 视频，⾊深提升⾄10bit，获得更宽
更⾼品质的视频内容。

插帧
通过对原始视频帧间补充新的视频帧，给⽤户提供更加流畅丝滑的视觉效果。另外，

抖动等画质问题。



云点播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39 共85⻚

适⽤场景

⾳画质重⽣适⽤于 UGC/PGC 视频质量提升、⽼⽚翻新、4K ⽣产等业务场景。

场景 说明

UGC/PGC 通过⼈脸识别技术，⽤户可以简单⾼效地从海量视频中找出⾃⼰所关注的⽬标⼈物在

⾯区域以及持续时间，从⽽快速找出相关创作素材，提升创作效率。

⽼⽚翻新
部分⽼⽚受限于当时拍摄的技术，可能出现⼤量的伪影、划痕等，画质较差。利⽤画

新，让⽼⽚「焕发新⽣」。

4K 视频 部分原始上传的视频，可能不具备 4K 视频的分辨率和画质。利⽤画质重⽣对视频进⾏
4K 标准。

使⽤⽅式

控制台指南

使⽤请参⻅ 媒体管理 > ⾳画质重⽣。

开发指南

1. 发起⾳画质重⽣任务，具体请参⻅ 任务发起。

2. 获取⾳画质重⽣的结果，具体请参⻅ 查询任务详情 和 拉取事件通知。

计费详情

计费⽅式参⻅ ⾳画质重⽣。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54555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53827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4129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4183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6#1abe5e2f-4725-4c18-8301-ea78b8cf6e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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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云点播拥有覆盖全球 2800+ CDN 加速节点，使全球各地⽤户可就近获取所需的媒体内容，避免因跨运营商、跨地
域、跨境等因素引起⽹络不稳定、访问延迟⾼等问题，有效提升媒体下载速度，为⽤户提供流畅的媒体内容加速体

验。云点播内置默认域名，在⽤户没有域名的情况下使⽤预置域名根据地理位置就近分发资源，使您能快速获得视

频播放资源，有效解决时延问题，同时也⽀持⾃定义域名配置管理、刷新预热和 CDN ⽤量统计分析。

功能 说明

域名管理
⽀持使⽤腾讯云域名或⾃定义播放域名。

⽀持对不同播放域名设置不同的防盗链和发布规则。

刷新预热

⽀持对云点播媒资 ID 或 URL 做 CDN 缓存刷新，执⾏缓存刷新后，系统会删除该资
源在全⽹ CDN 节点上已有的缓存。当⽤户请求到达节点时，节点会回源站拉取对应资
源，返回请求并将资源缓存到节点上，从⽽保证⽤户获取到最新资源。

⽀持对云点播媒资 ID 或 URL 做 CDN 内容预热，执⾏预热后资源会提前缓存到全⽹
CDN 节点。当⽤户请求到达节点时，可以直接获取到资源，从⽽缩短响应时间。

CDN ⽤量统计分析

提供 CDN 流量、带宽、点击数统计分析服务，并且均可通过时间、地域、运营商维
度查看。

提供媒体⽂件粒度的统计分析服务，⽀持查看单个视频的播放次数及播放流量。

提供接⼊域名访问情况的 CDN ⽇志下载。

适⽤场景

云点播加速分发播放适⽤社交平台、电商、视频平台、新闻⽹站、论坛等⼏乎所有需要展⽰图⽚或⾳视频媒体内容

的在线场景，借助遍布全球的⼤量 CDN 加速节点，即使在复杂的⽹络环境也能提供⾼质量的媒体内容访问服务。下
⾯是⼀些场景说明：

场景 说明

社交平台

⽤户群体可能来⾃不同地区、国家，使⽤不同的运营商，⽹络质量参差不⻬，通过云点

播 CDN 播放时经过动态加速等优化策略⾃动为⽤户找到并使⽤最优链路，带来流畅的
播放体验。

极致播放

加速分发播放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02 15:4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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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平台 商户上传商品图⽚、⾳视频，顾客购买使⽤后上传图⽚、⾳视频评价。通过云点播

CDN 加速分发，图⽚、⾳视频极速加载，有效提升⽤户访问体验和购物体验。

视频平台
⻓视频较多，⽂件体积较⼤，对⽹络稳定性要求更⾼，通过云点播 CDN 播放，弱⽹环
境也能稳定、流畅观看。

新闻⽹站

热点新闻快速触达⼴⼤⽤户时，引起瞬时流量暴增，如果⽤户查看新闻图⽚、⾳视频直

接访问源站，容易造成源站崩溃、错失关注度。将媒体内容托管⾄云点播，通过云点播

CDN 覆盖全球的缓存节点，⽤户极速获取媒体内容，带来流畅的浏览体验。

使⽤⽅式

域名管理请参⻅：

⾃定义域名

管理域名

配置 CNAME
默认分发配置

刷新预热请参⻅：

刷新预热

⽤量统计分析请参⻅：

⽤量统计

数据分析

⽇志下载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5572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057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2076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5768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899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0421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0422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7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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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多码率智能切换指的是播放视频时，播放器根据⽤户的⽹络情况⾃动切换⾄合适码率的⾳视频流播放。⽹络较差时

播放低分辨率视频码流以尽量保证播放的流畅度，⽹络较好时则充分利⽤⽹络带宽⾃动切换⾄更⾼分辨率播放，提

供最佳的画质体验。要实现多码率智能切换，⾸先要将原始⾳视频流转码输出为多种规格（指码率、视频分辨率等

参数）的⾳视频⽂件流，再将这些转码出来的⾳视频⽂件流统⼀打包⽣成⼀个⾃适应码流⽂件，最终播放器则根据

⽹络带宽环境⾃动选择最适合当前带宽环境的码流播放。

云点播多码率智能切换在功能完整性和易⽤性上均处于业界领先⽔平。

项⽬ 说明

功能完整性
⽀持 HLS 和 MPEG-DASH 格式。
⽀持加密与数字版权保护（DRM）⾼级功能。

产品易⽤性

云点播转⾃适应码流任务所有参数均可在模板设置，使⽤时只需填写模板 ID ⽽不
是⼤量参数。提供常⽤的系统预置模板⽤户可直接使⽤，⽤户也可⾃主管理模板。

⽀持上传完成后⾃动触发转⾃适应码流任务。⽤户在上传时指定任务流参数，⾳视

频上传完成后⾃动触发转⾃适应码流任务，⽆需⼿动发起任务。

⽀持对存量的⾳视频⼿动发起，发起任务时指定模板 ID。
云点播播放器 SDK，可简单快速集成，便利地播放⾃适应码流。

适⽤场景

场景 说明

电商平台
商品相关的⾳视频提供多种清晰度版本，优先保证顾客播放时的流畅度，根据⽹络情

况⾃动切换⾄最佳清晰度版本播放，提供流畅的购物体验。

视频⽹站
同⼀视频提供多种清晰度版本，播放器播放时根据⽤户⽹络情况⾃动切换⾄最合适的

清晰度版本，优先保证播放流畅度。

短视频平台 根据⽤户播放终端⽹络情况⾃动切换码率，优先保证播放流畅度。

在线教育平台

适应⽹络情况提升通讯质量，对于录播视频可提供多种清晰度版本，播放时根据⽤户

⽹络情况⾃动切换⾄合适的清晰度播放，对重要内容⽤户可⼿动切换清晰度，若码率

过⾼，可以暂停播放缓冲⼀段时间。

多码率智能切换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02 15:4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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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式

请参⻅ 转⾃适应码流。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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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云点播多语⾔字幕功能⽀持⽤户为转⾃适应码流输出⽂件关联/解除关联多种语⾔的标准字幕⽂件，播放时可切换选
择不同语⾔的字幕进⾏显⽰。多语⾔视频字幕有助于视频的跨境传播，便于更多⽬标市场受众理解视频内容。

多语⾔字幕⽀持包括英语、简体中⽂、繁体中⽂、法语、德语、⻄班⽛语、葡萄⽛语、俄语、⽇语、韩语、泰⽂、

越南语、印尼语等世界多种语⾔，完整取值请参考 RFC5646。

适⽤场景

场景 说明

跨国企业内

部会议

跨国企业内部会议，可能涉及不同语⾔的参会者，录制会议内容添加多种语⾔字幕，⽅便不同

国家企业分⽀机构员⼯传阅。

国际会议/赛
事

如国际组织视频会议、国际电竞/体育⽐赛录制后⽤于⼆次分发，⼀般需要加上多语⾔字幕，⽅
便各国观众理解视频内容。

视频⽹站 为电影/电视剧外语⽚添加多种语⾔，便于不同语⾔地区⽤户观看，有助于视频传播。

在线教育平

台

教学内容涉及外语，如外语类课程或教学中有外国专家学者交流分享，添加多语⾔字幕⽅便观

众学习理解。

跨镜电商平

台
为商品介绍视频添加多语⾔字幕，⽅便各国消费者了解商品。

⽹络⼴告
为⽹络⼴告增加多语⾔字幕，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户也能理解⼴告内容，有助于⼴告内容传

播。

使⽤⽅式

多语⾔字幕⽀持转出的⾃适应码流格式为 HLS，使⽤之前需要先为媒体⽂件添加字幕，通过调⽤ API 修改媒体⽂件
属性 添加字幕（输⼊参数  AddSubtitles.N ）或删除字幕（输⼊参数  DeleteSubtitleIds.N ），接⼝返

回新增的字幕列表（  AddedSubtitleSet ，包含了每个字幕 ID） 。

多语⾔字幕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02 15:46:59

https://datatracker.ietf.org/doc/html/rfc5646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7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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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件添加字幕后，可对已经⽣成的转⾃适应码流输出⽂件关联/解除关联字幕，通过调⽤ API 关联媒体字幕 实
现；也可重新发起 转⾃适应码流 任务，注意需要在转⾃适应码流任务输⼊参数⾥指定字幕 ID 列表
（MediaProcessTask -> AdaptiveDynamicStreamingTaskSet ->  SubtitleSet ）。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000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942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4187#MediaProcessTaskInput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4187#AdaptiveDynamicStreamingTask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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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云点播提供了多端的播放器 SDK，具有如下优势：

优势 说明

平台覆盖⼴ 涵盖 iOS、Android、Web（Flash/HTML5）、Flutter。

功能丰富

提供⾸屏秒开、播放器⽚头、暂停和⽚尾贴⽚、边播边缓存、倍速播放、视频打

点、媒体弹幕、外挂字幕、播放器 LOGO ⾃定义和播放器密码设置等多种功能，⽤户
可以根据业务需求选择功能，助⼒业务⽣态建设。

⽀持防盗链、URL 鉴权、HLS 加密、私有协议加密、离线下载等视频安全⽅案，同
时⽀持动态⽔印等视频安全能⼒，全⽅位保证⽤户媒体安全，满⾜业务不同场景的安全

需求。

⽀持播放状态获取和事件设置 API。
⽀持 iframe 快速发布，渐进式加载视频⽂件。

播放质量⾼
专门针对⾳视频内容的 CDN 加速，让媒体播放更流畅。
播放器⽀持 QUIC 协议，弱⽹下播放质量更佳。

易⽤性强
播放接⼝设计简洁，只需要媒资 ID 即可实现播放。
提供第三⽅播放器插件，⽀持第三⽅播放器播放云点播视频。

播放质量数据详尽
⽀持全链路视频播放质量监控，包含播放性能、⽤户⾏为、⽂件特征等多维度数据

指标，助⼒业务⾼效运营。

云点播播放器 SDK 配合加速分发 CDN ⽹络，实现多平台覆盖、⾼质量、功能丰富、易⽤的媒体播放。

适⽤场景

场景 说明

短视频播放
播放器 SDK 结合云点播平台提供的内容审核、媒资管理、⽆缝切换、⾸屏秒开互动浮
窗等功能，常⽤于⽤户打造短视频相关场景。

⻓视频播放
播放器 SDK 结合云点播的⾃适应码流、⽆缝清晰度切换、缩略图、截图、倍速播放等
功能，⻓视频⽤户打造视频剧集和门户类场景。

多端播放器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02 15:4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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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版权保护 播放器 SDK ⽀持云点播的视频安全能⼒，⽀持私有协议加密、离线下载、跑⻢灯和防
盗链等功能，助⼒⽤户保障⾃⼰视频安全。

直播录制
播放器 SDK ⽀持直播录制⽂件播放，同时⽀持直播时移回看、伪直播观看，在⾳视频
直播点播场景下帮助⽤户打造⼀体化观看体验。

使⽤⽅式

云点播播放器 SDK 的使⽤请参⻅ 播放器 SDK ⽂档概述。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7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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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智能字幕可帮助⽤户对媒体⽂件中的⾳频⾃动⽣成字幕⽂件，可⽤于在线教育课程录制播放、⾳视频会议纪要整

理、语⾳质检等。云点播智能字幕基于前沿的语⾳识别算法，结合海量的训练数据，具有业界⼀流的语⾳识别能

⼒，在⾳频含有环境噪⾳、背景⾳等多种⼲扰条件下都具有较⾼的识别准确率。

适合场景

场景 说明

⽹络课

堂
在线教育课程录制⾃动⽣成字幕，⽅便观众学习。

社交平

台
如普通⽤户给 Vlog 添加字幕后分享。

电影电

视剧

有些⾳视频由于制作⽼旧或其他原因缺少字幕，不利于传播，可借助智能字幕⾃动⽣成字幕，相⽐

全流程⼿⼯制作字幕，极⼤提升了效率。

⾳视频

会议

重要会议录制保存，⾃动⽣成字幕便于会议纪要整理；同时添加字幕后⽅便观看，可根据字幕快进

或倍速播放，提⾼效率。

语⾳质

检
电话场景下录⾳⽂件⽣成语⾳⽂字字幕，可快速了解客服服务内容并评级，提升语⾳质检效率。

使⽤⽅式

智能字幕通过 ⾳视频内容识别 ⾥的语⾳全⽂识别功能实现。具体使⽤步骤：

1. 创建⾳视频内容识别模板，语⾳全⽂识别配置项（  AsrFullTextConfigure ）启⽤开关并指定⽣成字幕：

{ 

"AsrFullTextConfigure": { 

"Switch": "ON", 

媒体智能

智能字幕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11 11:30:13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946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7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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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titleFormats": ["vtt", "srt"] 

} 

} 

回包得到模板 ID。 
2. 发起智能字幕任务，使⽤步骤1. 的模板 ID，具体请参⻅ 任务发起。 
3. 获取智能字幕任务结果，具体请参⻅ 结果获取。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946#.E4.BB.BB.E5.8A.A1.E5.8F.91.E8.B5.B7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946#.E7.BB.93.E6.9E.9C.E8.8E.B7.E5.8F.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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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标签分类通过对⾳视频内的⼈物、⾏为、语⾳、⽂字、物体、场景等多维度结构化分析，⾃动⽣成⾼准确率的⾳视

频标签、按帧标签、以及⾳视频分类信息。

功能 说明

⾳视频标签

对整个⾳视频可以打上的标签给出建议，⽬前⽀持游戏、交通⼯具、⾳乐家、赛⻋、宠

物、架⼦⿎、⾃⾏⻋、魔兽世界、电脑、学校及夹克等 3000 余种标签，涵盖⼈物、事
件、场景、物品、⻛景、⾷物、动物等类别，全⾯覆盖常⻅事物的各个信息维度，满⾜视

频内容全⽅位标签。

按帧标签

⽀持根据客户⾃定义视频截帧间隔，⾃动识别截帧画⾯内的标签，并定位标签所在的视频

位置，帧标签涵盖⼈物、⻛景、⼈造物、建筑、动植物、⾷物等 9 个⼤类，包含⽇常⽣活
的各个信息维度。

⾳视频分类

对⾳视频所属的分类给出建议，⽬前⽀持汽⻋、⺟婴、时尚娱乐、游戏、军事、科技、时

政、动物、美⾷、体育、旅⾏、动漫、舞蹈、⾳乐、影视、综艺娱乐、主播、时政新闻、

国际新闻、社会新闻等⼆⼗余类。

标签分类可帮助⽤户⾼效管理媒体资源，也能⽤于⾳视频个⼈化推荐等场景。

适合场景

场景 说明

媒体资源管理 ⾳视频平台媒体资源按分类、标签检索，极⼤提⾼检索的效率。

⾳视频创作 创作时寻找某类别或者标签的相关素材，提⾼创作效率。

⾳视频个性化推

荐

短视频平台、电商、社交应⽤等场景下，精准匹配⽤户需求推送相应媒体内容，既有助于

提升平台媒体内容的点击率，也帮⽤户节省⼤量筛选内容的时间。

⼴电编⽬
⼴电⾏业通过云点播标签分类功能可以⾼效理解海量视频内容信息，改变以往⼈⼯编⽬效

率低下的情况，借助识别出来的标签分类信息，可以快速地对视频进⾏归档和标签检索。

标签分类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02 15:4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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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式

⾳视频标签、按帧标签、⾳视频分类分别通过 ⾳视频内容分析 ⾥的智能标签、智能按帧标签和智能分类功能实现。
具体使⽤步骤：

1. 创建⾳视频内容分析模板，智能标签配置项（  TagConfigure ）、智能按帧标签配置项

（  FrameTagConfigure ）、智能分类（  ClassificationConfigure ），可按需配置，例如下⾯的接⼝

请求表⽰标签分类功能都打开，并设置按帧标签截帧间隔为 3 秒：

{ 

"TagConfigure": { 

"Switch": "ON" 

}, 

"FrameTagConfigure": { 

"Switch": "ON", 

"ScreenshotInterval": 3 

}, 

"ClassificationConfigure": { 

"Switch": "ON" 

} 

} 

回包得到模板 ID。 
如需使⽤全部标签分类功能，可直接使⽤ 预置⾳视频内容分析模板 中的模板 ID 20。 
2. 发起标签分类任务，使⽤步骤1. 的模板 ID，具体请参⻅ 任务发起。 
3. 获取标签分类任务结果，具体请参⻅ 结果获取。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945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417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932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945#.E4.BB.BB.E5.8A.A1.E5.8F.91.E8.B5.B7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945#.E7.BB.93.E6.9E.9C.E8.8E.B7.E5.8F.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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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脸识别基于腾讯领先的 AI 技术，帮助⽤户快速识别视频中的⼈脸信息，包括视频中的⼈物所在帧画⾯，以及⼈脸
所在区域坐标等。⽤户可直接使⽤云点播公共⼈物库进⾏⼈脸识别，也⽀持⽤户管理并使⽤⾃定义⼈物库。云点播

公共⼈物库涵盖电影、⾳乐、体育、学术等众多领域知名⼈物。

适⽤场景

媒体内容⼈脸识别已⼴泛应⽤于视频创作、检索、个性化推荐等场景，下⾯是⼀些例⼦。

场景 说明

视频创作

通过⼈脸识别技术，⽤户可以简单⾼效地从海量视频中找出⾃⼰所关注的⽬标⼈物在历

史视频中出现的时间点、

⼈脸所在画⾯区域以及持续时间，从⽽快速找出相关创作素材，提升创作效率。

赛事回放

体育⽐赛、游戏⽐赛视频对⽤户关注的⼈物打点，⽅便快速定位到相关的播放位置。也

可识别出热点⼈物出现的位置，制作精彩时刻短⽚，或者将其出现的视频帧画⾯截取⽣

成动图做成封⾯吸引点击。

视频⽹站
⽤户搜索⼈物名字，检索出相关的视频资源。也可根据⽤户设置的关注⼈物列表，⾃动

推荐相关的视频资源。

使⽤⽅式

⼈脸识别通过 ⾳视频内容识别 ⾥的⼈脸识别功能实现。具体使⽤步骤：

1. 准备 ⾳视频内容识别模板。 
您可直接使⽤ 预置⾳视频内容识别模板 ⽤于识别全部公共⼈物库的⼈物。 
也可通过 创建⾳视频内容识别模板 ，指定需要识别的指定的公共⼈物库标签和⾃定义⼈物库*标签。⼈脸识别配

置项（  FaceConfigure ），⽐如下⾯表⽰公共⼈物库只识别体育明星：

{ 

"FaceConfigure": { 

"Switch": "ON", 

"DefaultLibraryLabelSet": ["sport"] 

⼈脸识别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02 15:46:59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946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946#.E9.9F.B3.E8.A7.86.E9.A2.91.E5.86.85.E5.AE.B9.E8.AF.86.E5.88.AB.E6.A8.A1.E6.9D.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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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回包得到模板 ID。 
* ⾃定义⼈物库通过 AI 样本管理相关接⼝ 创建/修改/删除/获取素材样本系列接⼝管理。

2. 发起⼈脸识别任务，使⽤步骤1. 的模板 ID，具体请参⻅ 任务发起。
3. 获取⼈脸识别任务结果，具体请参⻅ 结果获取。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411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946#.E4.BB.BB.E5.8A.A1.E5.8F.91.E8.B5.B7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946#.E7.BB.93.E6.9E.9C.E8.8E.B7.E5.8F.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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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质重⽣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7 14:49:02

简介

⾳画质重⽣，利⽤了先进的⾳画质修复、⾳画质增强 AI 算法，提升分辨率的同时，提供视频去噪、轮廓修复、超分
辨重建、细节增强、⾊彩增强、SDR 转 HDR 等功能。

功能 说明

⾳视频降噪
由于影⽚拍摄中会因为相机和环境引⼊随机噪点，这⾥提供降噪服务，在保持细节不

机噪声。

去伪影（⽑刺）
由于影⽚在转码或多次转码过程中对视频进⾏了多次压缩，会引⼊块效应、振铃效应

现⼀些影响视觉效果的失真，去压缩失真能有效修复编码引⼊的失真。

去划痕
由于影⽚在拍摄、保存和转存过程中⼀些未知因素导致胶⽚产⽣划痕和雪花点等破坏

点等破坏的内容。

细节增强
由于拍摄相机质量、后期保存和转码过程中导致视频细节不够清晰，细节增强对视频

容更清晰，内容更丰富。

综合增强
通过 AI 的综合分析能⼒，⾃动平衡画⾯中的纹理内容，在去除压缩伪影和⽑刺的同时
总体主观感受。

超分
针对⼀些影⽚分辨率较低，不适应如今对⾼分辨率影⽚的要求，提供超分辨率能⼒对

到⾼分辨率输出的同时有效细节更清晰。

⼈脸增强 通过⼈脸检测针对视频中⼈眼视觉特别关注的⼈脸部分进⾏增强，使该区域的细节更

⾊彩增强
因拍摄设备的⾊彩问题或影⽚的保存问题，导致影⽚的⾊彩存在⼀定的失真或可增强

彩，并在⼀定程度上进⾏增强满⾜⼈眼的喜好。

低光照增强

因环境状况及拍摄摄像头的硬件限制，在某些场景下拍摄的画⾯亮度和对⽐度缺失，

到，因此暗场景增强能够⾃动识别场景对画⾯进⾏⾃适应增强，特别在暗场景下能⼤

主观质量。

HDR SDR 转 HDR 能⼒可将普通 SDR 视频转化为 HDR 视频，⾊深提升⾄10bit，获得更宽
更⾼品质的视频内容。

插帧
通过对原始视频帧间补充新的视频帧，给⽤户提供更加流畅丝滑的视觉效果。另外，

抖动等画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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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场景

⾳画质重⽣适⽤于 UGC/PGC 视频质量提升、⽼⽚翻新、4K ⽣产等业务场景。

场景 说明

UGC/PGC 通过⼈脸识别技术，⽤户可以简单⾼效地从海量视频中找出⾃⼰所关注的⽬标⼈物在

⾯区域以及持续时间，从⽽快速找出相关创作素材，提升创作效率。

⽼⽚翻新
部分⽼⽚受限于当时拍摄的技术，可能出现⼤量的伪影、划痕等，画质较差。利⽤画

新，让⽼⽚「焕发新⽣」。

4K 视频 部分原始上传的视频，可能不具备 4K 视频的分辨率和画质。利⽤画质重⽣对视频进⾏
4K 标准。

使⽤⽅式

1. 发起⾳画质重⽣任务，具体请参⻅ 任务发起。
2. 获取⾳画质重⽣的结果，具体请参⻅ 查询任务详情 和 拉取事件通知。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53827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4129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4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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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合规

内容审核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08 11:42:31

简介

内容审核可帮助⽤户有效识别图⽚、⾳视频中的违禁内容，检测对象涵盖了画⾯图像、画⾯中的⽂本、语⾳⽂本以

及声⾳内容，检测场景包括涉⻩、涉暴、违法违规、谩骂、⼴告、娇喘等。基于前沿的语⾳、⽂本、声⾳、图⽚识

别算法，云点播内容审核持续对海量的违规数据进⾏训练建模，识别的准确率和召回率均达到业界领先⽔准，全⾯

有效保障⽤户的媒体内容安全。

适⽤场景

随着多媒体⾏业的发展，媒体内容更加多样化，其⽣产和传播也愈加快速，同时⾯临的监管合规要求也在不断更

新。这就要求媒体内容运营⽅对媒体资产进⾏合规审核，⼀般需要满⾜下列要求：

审核要全。审核规则要全⾯，及时跟进监管合规要求，不遗漏。

审核要准。正常的内容不误审；违规的内容要准确给出违规详情。

审核要快。每天都有⼤量媒体内容产⽣，审核速度要能够满⾜⽣产的速度，及时上架。

内容审核典型的应⽤场景如下：

场景 说明

社交平台

社交平台是⽤户⽣产内容（UGC）的典型应⽤场景，如论坛、短视频分享平台、社交平台
特点：更新快，数量多，内容五花⼋门。

痛点：⽤户希望⾃⼰上传的视频⽴即发布，但传统⼈⼯审核很难满⾜快速审核的要求。

直播录制

直播内容录制保存后可进⾏⼆次分发，直播来源多种多样，如在线教育直播、带货直播、

特点：⻓视频为主，视频时⻓可达⼏⼩时甚⾄数⼗⼩时，媒体内容所属⾏业多样化，紧贴

痛点：媒体内容超⼤，传统⼈⼯审核容易遗漏违规⽚段，且审核周期漫⻓，审核质量和效

视频平台

专业⽣产内容，如在线视频门户⽹站 。
特点：⻓视频为主，有些内容专业性强。

痛点：传统⼈⼯审核对违规⽚段⼈⼯标注、处理导致审核周期⻓，未能及时发布热点视频

容易错判漏判，发布违规内容引发投诉。

使⽤⽅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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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

最佳实践 如何对媒体进⾏内容审核。
控制台指南 ⾳视频内容审核。

开发指南 ⾳视频内容审核、图⽚审核。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7547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897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94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54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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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媒体禁播可帮助⽤户对媒体内容进⾏禁播/解禁操作。⽤户发现违规或疑似违规的媒体内容时，可⽴即操作禁播，⽣
效后该媒体内容（包括原始媒体⽂件、转码输出⽂件、截图等该媒体的各种资源）在全⽹范围内均⽆法访问（除了

云点播控制台⽀持预览），避免违规媒体内容进⼀步传播，降低平台安全⻛险和品牌伤害，在违规⻛险解除后可操

作解禁，恢复全⽹访问。

适⽤场景

场景 说明

在线教育平台
主要⾯向⻘少年⽤户群体，对违规内容较为敏感。⽐如视频⾥谈论有争议的热点事件，

或者做出不当的⼿势、⾏为，受限于当时审核的条件，可能事后才发现违规需要禁⽌。

⼴电或 OTT

⽤户群体较⼴，监管严格，平台⼀般都有禁播需求，可以在第⼀时间禁播违规的媒体内

容，⽐如最新录制的节⽬，由于审核疏漏等原因，包含不适宜向公众展⽰的内容。此

外，可能已有资源，也含有违规内容，会对公众造成错误的⾏为、价值观引导，这部分

也需要⽀持禁播。

短视频平台

为博眼球、吸引流量，可能存在部分⽤户上传含有性暗⽰、违法违规等较为隐晦难以第

⼀时间审核出来的有悖公序良俗的视频，容易对⼴⼤⽹⺠特别是⻘少年，造成不良诱

导，败坏社会⻛⽓，平台需要在发现时可以⽴即封禁。

使⽤⽅式

⽀持控制台和 API 调⽤的⽅式发起禁播/解封操作，请参⻅：

控制台指南 ⾳视频状态。
服务端 API 禁播媒体。

媒体禁播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02 15:47:0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896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4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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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将媒体播放链接，盗挂到其他站点播放的⾏为，称为盗链。盗链不仅威胁版权安全，还会对被盗⽅造成 CDN 带宽流
量的损失。

云点播⽀持 Referer 防盗链和 Key 防盗链两种形式，防范⾮法盗链⾏为。

分类 功能 说明

Referer 防盗链

来源

⻚⾯

地址

控制

基于 HTTP 协议⽀持的 Referer 机制，通过播放请求 Header 中携带的 Referer
字段识别请求的来源。开发者可以设置⼀批域名为⿊名单或⽩名单，CDN 节
点将按照名单中的域名做鉴权，从⽽允许或拒绝播放请求。

KEY 防盗链

链接

有效

时间

控制

在视频 URL 中指定过期时间。如果请求的视频 URL 已过期，则视频⽆法播
放。通过这种⽅式，可以为视频 URL 设置有效时间，防范他⼈将视频 URL 转
移到其他站点后⻓期使⽤。

链接

播放

⼈数

控制

在视频 URL 中指定链接最多能供多少⼈播放。不在同⼀内⽹的播放终端，它
们的公⽹ IP ⼀般是不同的。通过限制⼀个 URL 允许最多能被多少公⽹ IP 播
放，就能够限制同⼀个 URL 可以播放的⼈数，从⽽可以防范他⼈将视频 URL
转移到其他站点后，⽆限制地分发给任意多的⼈数观看。

允许

播放

时⻓

控制

在视频 URL 中指定试看时⻓（如仅允许播放视频的前5分钟）。通过这种⽅
式，可以实现对未付费⽤户的试看功能。

适⽤场景

场景 说明

⾃有视频防盗链
平台⾼价值⾃有视频，希望仅在⾃⼰的平台站点播放。使⽤ Referer 和 Key 防盗链可防
⽌他⼈窃取链接后在其他平台播放。

版权保护

防盗链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02 15: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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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 说明

UGC 防视频床 UGC 视频平台，可能有恶意⽤户上传与平台主题⽆关的视频，然后使⽤平台链接分
发，把平台当做视频床。使⽤防盗链可以杜绝此类问题，具体⽅法⻅ 链接 。

⾮会员试看 付费视频，⼀般会允许做⼏分钟的试看。Key 防盗链可实现视频试看功能。

使⽤⽅式

关于 Referer 防盗链，使⽤⽅式参考 链接。
关于 Key 防盗链，使⽤⽅式参考 链接。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7545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985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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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媒体的破解，是指媒体本⾝未经加密保护，或媒体经加密后被攻击者破解得到原始内容，传播给第三⽅播放的盗版

⾏为。云点播的 HLS 私有加密和商业级 DRM，均能有效防范各类破解⾏为，为媒体版权保驾护航。

功能 说明 安全级别 播放端兼容度

HLS 私有加密
云点播独创的媒体内容加密⽅案，内

容密钥使⽤腾讯云的私有协议保护。

⾼：可有效防范多种

浏览器插件和灰产⼯

具的破解。

⾼：⽀持⼏乎所有

主流设备的播放。

商业级 DRM
苹果（Fairplay）和⾕歌（Widevine）
主推的版权保护系统，内容密钥使⽤

DRM 系统中设计的协议保护。

极⾼：硬件级的加解

密⽅案，满⾜海外影

视内容提供商的要

求。

⼀般：iOS 兼容度
较好，但部分

Android 终端不⽀
持。

适⽤场景

场景 说明

在线教育

教培类课程，需要极⾼的制作成本，对防破解防盗有很⾼的诉求。

如果课程对播放终端兼容性要求⾼，建议优先使⽤ HLS 私有加密；
如果对安全性要求极⾼，且愿意牺牲⼀部分终端播放，可以考虑使⽤商业级 DRM。

版权影视剧

影视剧来源于专业版权⽅的提供，通常需要做版权保护。

对于国内制作的影视剧，建议优先使⽤ HLS 私有加密；
如果海外版权⽅（如好莱坞）要求商业级 DRM，则考虑使⽤商业级 DRM。

使⽤⽅式

关于 HLS 私有加密，使⽤⽅式参考 链接。

关于商业级 DRM，使⽤⽅式参考 链接。

加密与 DRM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02 15:47:0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678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6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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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直播录制，⽀持将直播中的视频流录制成点播⽂件。录制后的到点播媒体，⽀持随时按需观看，也可以对其进⾏转

码、截图、打⽔印、加密等⼀系列操作。云点播的直播录制功能，具有下列优势：

项⽬ 说明

快捷录制
⼀键式的直播转点播分发的⽅案，只需简单配置即可在云端进⾏直播录制和存储，为⽤

户提供稳定流畅的⼀站式服务。

⾼效录制

⾼可⽤⾼并发的云直播服务。⽀持云端的多路直播流，实时监控和预览，可对直播间进

⾏⾼效的管控。

配合云点播的视频处理和加速能⼒，打造⾼效易⽤的直播录制⼀体化⽅案。

全平台通⽤

全平台直播点播闭环，通过云端处理有效兼容了多平台。⽀持 iOS、Android、Web、
H5 等多平台直播， 
配置点播的腾讯视频等多平台分发，使得⽤户的内容更容易被推⼴。

丰富的应⽤场景
打通云直播和云点播的核⼼能⼒，提供赛事直播剪辑、教育直播分发、视频审核播放等

多种应⽤场景，帮助⽤户打造多元化的使⽤形式。

适⽤场景

直播录制适⽤于多种⾏业场景，如企业直播、电商直播、教育直播等。适⽤于多种分发⽅案，如腾讯视频等。

场景 说明

教育直播
在线教育平台、企业内部培训线上直播录制，便于管理与⼆次学习，贴合培训场景，⽀

持录制存档、内容加密、内容回看、伪直播等功能，⼤幅提升培训效果。

媒体直播

受限于直播时间，难以进⾏多次内容分发。此外，媒体直播涉及内容合规⻛险，需要对

内容进⾏留存。直播录制到点播后，可对媒体内容审核确保内容安全，

提供伪直播等⽅案，有效保证直播内容安全可靠，也⽅便内容多次分发。

游戏/赛事直播 这类场景具有下列诉求：

赛事直播的活动时间不固定，观众不便于观看完整赛事。

直播点播结合

直播录制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02 15: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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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结束后需要进⾏回看。

赛事直播需要进⾏精彩剪辑、视频回看以及相关视频进⾏拆条。

腾讯云直播录制解决⽅案⼀举解决：

⽀持控制台和 API 调⽤，快速对直播进⾏多样化录制，包括全局录制、精彩⽚段的
录制等。

录制 HLS 格式⽀持直播时移，观众可在直播过程中查看之前的赛事情况。
录制后的点播⽂件可以借助视频 AI 能⼒，快速对视频进⾏剪辑和处理，最后进⾏内

容分发，使视频内容更有效传播。

电商直播

主播介绍商品的直播希望能够进⾏留存，⽅便顾客随时查看，另外，中途进⼊直播间的

顾客也可以查看当前直播之前的直播内容。

腾讯云直播录制提供了多平台的 SDK 帮助商家快速构建电商直播，通过云端录制功能
快速记录店家直播的商品介绍，配合时移功能可查看当前直播⼀段时间之前的内容。

直播结束后，⽣成的视频⽂件也可以快速进⾏转码和分发。

使⽤⽅式

请参⻅ 如何将直播视频录制到云点播并进⾏处理。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9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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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时移回看依托直播录制能⼒，结合直播时移和点播的加速分发，实现在直播过程中进⾏回看的功能，⽤户可以实时

选择从开播后的某个过往时间点开始进⾏回看，从⽽达到播放之前直播内容的效果。常⽤于赛事直播中的精彩⽚段

回看，⽤户可以直接拖动进度条，进⾏回看，⽽不必等到直播结束，回看过程中直播流保持不变，⽤户可以在回看

过程中切回直播。

适⽤场景

场景 说明

教育直播

在线教育平台、企业内部培训线上直播时，不同的学员可能关注点不同，对于讲过的关

注内容希望再看⼏次，这时可使⽤直播时移回看功能，

极⼤提升学习的效率，并且可以随时可以切回最新直播时间。

游戏/赛事直播 游戏⼀波精彩团战、体育⽐赛精彩进球，⽤户想要再次观看，可使⽤直播时移回看，配

置⼩时粒度的时移时⻓。

电商直播

电商直播正在进⾏，中途进⼊直播间的顾客可能通过弹幕评论看到其他商品信息，想看

主播之前的讲解，此时可使⽤时移回看功能，

拖动进度条⾄合适的位置，观看时可随时切换⾄最新直播时间点观看最新的内容。

电视剧直播
电视剧⼀般⽚⻓较⻓，⽤户错过前⾯⼏集直播，想从落下处开始观看，此时可以配置较

⻓时间的时移时⻓。

使⽤⽅式

请参⻅ 如何在直播过程中实现回看功能。

时移回看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02 15:47:0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9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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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直播剪辑，是指在直播过程中（即直播尚未结束时），⽤户可以在过往直播内容中选择⼀段，实时⽣成⼀个新的视

频，可以将其⽴即分享出去，或者⻓久保存起来。

适⽤场景

场景 说明

会议直播 实时拉取直播会议，剪辑重点的会议内容作为会议回顾。

游戏/赛事
直播

实时拉取游戏/体育赛事直播流，剪辑精彩的⽚段⽴即发到短视频平台或直播平台，给到⽤户消
费短视频内容。

教学直播 实时拉取课程内容，剪辑重要的课程要点作为课程要点回顾。

使⽤⽅式

请参⻅ 直播即时剪辑。

直播剪辑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02 15:47:0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4175


云点播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66 共85⻚

简介

点播转直播（伪直播）依托于点播的播放控制能⼒，将点播⽂件增加“限制观看时间”和“同步观看进度”两种访问控制
的功能，使点播⽂件达成类直播效果，⽤户可以⾸先⽣成点播⽂件，在指定的直播时间使⽤点播⽂件进⾏类直播分

发，有效的降低直播的⻛险与成本。伪直播进⾏过程中⽆法快进，常⻅于在线教学视频、直播晚会和⼴电等⾏业。

点播转直播功能具有如下优势：

项⽬ 说明

开发成本低

如果选择将点播视频转为标准的直播进⾏分发，那么⽤户需要将视频经由 OBS 软件推
流到直播平台，并对接整套直播系统，开发成本⾼。相⽐之下，伪直播都在云点播内部

实现，⽤户只需要启⽤转码和防盗链功能即可。

违规⻛险低
使⽤伪直播能⼒，⽤户可以提前对⾃⼰的点播⽂件进⾏审核和编辑，有效规避直播过程

中可能涉及的违规⻛险，规避不合规内容，提升直播质量。

使⽤简单灵活
没有直播房间的概念，任何视频都可以随时⽣成伪直播。

没有并发数限制，可以指定好开播时间并预先分发观看链接。

适⽤场景

主要应⽤于视频需要提前录制完毕，按照预定的时间安排让⽤户同步观看的场景。⽤户可以提前获取到观看⼊⼝，

但在预定时间点开始之前⽆法观看到视频。可应⽤于在线教育、活动直播、电竞赛事等将录播视频转为类直播的场

景。

场景 说明

在线教育平台

录播视频设置播放链接有效时间范围，敦促学员及时学习（过期了⽆法观看，或者需要

再次付费重新获取播放链接），同时确保释放出的链接⼀段时间后⾃动失效，保护有价

值资源。

⼴电或 OTT 定期更新的综艺节⽬、⼈物访谈，提前录制剪辑好，在预告⻚⾯提前放置，⽬标观众可

提前收藏⻚⾯、链接，提前锁定⼀批观众。

活动预告
活动举办⽅提前录制好活动相关视频，并在发布公告直接给出播放链接（但是只有当活

动开始后才可访问），⽤户可以提前保存播放链接，活动开始时便可快速访问。

点播转直播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02 15: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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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式

请参⻅ 如何将点播视频转为类直播效果。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9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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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优势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7 15:01:47

媒体上传

云点播⽀持本地上传、URL 拉取上传、API 上传以及客户端上传等多种媒体上传⽅式。
云点播⽀持直播录制转点播，同时⽀持多种视频格式上传、⼤⽂件上传、断点续传及⽂件多重备份等操作。

云点播通过调度优化、全球多存储园区覆盖优化、链路补充、传输优化、协议优化等多种上传加速措施，实现上传

成功率达 99.5%+（考虑了弱⽹环境和⼤⽂件上传），上传质量领先业界。

媒体制作

云点播提供逐帧剪辑、多轨制作、画中画、裁剪、滤镜、倍速播放、混⾳、转场、⾳画分离、⽂字动效、图⽚动效

以及快捷键等多种功能，实现内容制作者需求的全⾯覆盖。

云点播提供控制台视频制作功能，⽅便⽤户快速进⾏在线视频制作。

媒体存储

云点播⽀持媒体⽂件跨多架构、多设备备份存储，提供异地容灾和⽤户资源隔离。

媒体⽂件智能降冷，为您的存储需求提供多元化选择，有效节省⽤户的存储成本。

媒体过期删除，节省您的存储空间，降低存储成本。

媒体部分删除，⽼旧视频只保留低清视频，删除⾼清视频，降低存储成本。

媒体转码

云点播拥有超过 12000 个分布式转码集群，可⽀持⾼达 2000 个并发转码任务，提供⾼质量⾼效率的转码能⼒。
云点播⽀持按需添加⽔印，设定不同转码格式，灵活地匹配不同应⽤场景。

云点播⽀持多种截图操作，如封⾯截图、按时间点截图、雪碧图、采样截图、转动图，可⽤于缩略图预览、视频打

点等场景。

媒体分发

云点播拥有覆盖全球的 2800+ CDN 视频加速节点，同时拥有覆盖全国的 BGP ⽹络和遍布全国的 17+ 运营商，为全
球各地⽤户提供流畅的视频加速体验。

云点播内置默认域名，⽀持⽤户基于默认域名或⾃定义域名进⾏媒体分发。

云点播提供完整的 CDN ⽤量统计分析服务，同时⽀持接⼊域名访问情况的 CDN ⽇志下载，助⼒业务运营。

媒体 AI

基于腾讯云领先的 AI 技术和丰富的内容运营沉淀，云点播 AI 能⼒可在内容审核、内容分析、内容识别等领域便捷使
⽤，从⽽降低⼈⼯操作成本。

内容审核：借助 AI 对图⽚、⾳频、视频（包括画⾯、⾳频和⽂字三种维度）内容进⾏涉⻩等违法违规内容的检测。
智能审核分为不同层级，涵盖多种类别，区分敏感信息，可个性化适配满⾜内部海量业务和外部客户的审核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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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规避违规视频带来的法律⻛险和品牌伤害。

内容分析：智能分类、智能标签、智能封⾯。

内容识别：⼈脸识别、语⾳识别（⽀持⽣成智能字幕）、⽂字识别、⽚头⽚尾识别。

版权保护

云点播版权保护功能包括防盗链、溯源⽔印和商业级 DRM 加密，为内容版权商提供⾼级别的安全保障。
防盗链：云点播提供 Referer 防盗链和 Key 防盗链安全⽅案，防⽌媒体内容被盗链、⾮法下载和传播，造成内容版
权的泄露和播放费⽤的损失。

溯源⽔印：云点播提供⾼安全、低成本的防盗录⽔印⽅案，可以有效提取⽔印中的⽤户 ID，震慑盗录⾏为，协助维
权。

商业级 DRM 加密：云点播提供集成商业级 DRM 的⼀站式解决⽅案，包括 DRM 加密、证书管理、License 派发、解
密播放等功能，帮助您轻松集成 DRM 能⼒。

图⽚处理

操作简单、功能丰富的图⽚即时处理能⼒。

⽀持实时完成批量图⽚缩放、裁剪等操作，并可通过云点播加速服务进⾏全⽹加速分发。

云点播提供功能全⾯的图⽚审核能⼒，借助 AI 智能审核图⽚的违规信息，提⾼管理效率。

转⾃适应码流

云点播可根据⽤户⽹速的变化⾃动选择最适合的码流，在保证视频播放尽可能流畅的前提下，选择最佳清晰度的视

频播放，保障流畅清晰的播放体验。

云点播⽀持为转⾃适应码流输出⽂件关联多语⾔字幕，播放时⽤户可⾃由选择展⽰哪⼀种字幕，有助于视频的跨境

传播，便于更多⽬标市场受众理解视频内容。

极速⾼清

云点播极速⾼清转码基于腾讯云⾳视频多年积累的⾳视频编码、智能场景识别、动态编码、CTU/⾏/帧三级码率精准
控制模型等技术，以更低的码率（近50%）获得更⾼的主观画质，实现「⾼画质低码率」，同时节约⽹络流量和存

储成本。

播放器

云点播提供的免费播放器 SDK，平台覆盖⼴、功能丰富、易⽤性强、播放质量数据详尽。
涵盖 iOS、Android、Web（Flash/HTML5）、Flutter。
⽀持播放⾃适应码流，根据⽤户⽹络质量⾃动播放合适码流，提供流畅的播放体验。

⽀持⾸屏秒开、播放器⽚头、暂停和⽚尾贴⽚、边播边缓存、倍速播放、视频打点、媒体弹幕、外挂字幕等多种功

能。

⽀持防盗链、URL 鉴权、HLS 加密、私有协议加密等视频安全⽅案。
播放质量⾼：专门针对⾳视频内容的 CDN 加速，让媒体播放更流畅；播放器⽀持 QUIC 协议，弱⽹下播放质量更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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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接⼝设计简洁，只需媒资 ID 即可实现播放。
提供第三⽅播放器插件，⽀持第三⽅播放器播放云点播视频。

⽀持全链路视频播放质量监控，包含播放性能、⽤户⾏为、⽂件特征等多维度数据指标，助⼒业务⾼效运营。

直播点播结合

基于腾讯云直播、点播统⼀的⽣态，提供⼀系列直点结合的解决⽅案：

直播录制：将直播原始流经过转⾳视频封装（不修改⾳频、视频数据以及对应的时间戳等信息）得到的⽂件存储到

腾讯云点播平台。可⽤于监管对直播存档的要求，也可⽤于点播媒体⼆次处理、多次分发。

时移回看：指直播过程中进⾏回看的功能，⽤户可以实时选择从开播后的某个过往时间点开始进⾏回看，并可随时

切回最新直播。可⽤于赛事直播中的精彩⽚段回看。

直播剪辑：在直播过程中，⽤户可以在过往直播内容中选择⼀段，实时⽣成⼀个新的视频（HLS 格式），开发者可
以将其⽴即分享出去，或者保存为点播视频，便于后续处理、分发。可⽤于直播过程中⽣成精彩⽚段。

点播转直播：常⽤于在线教学视频、直播晚会和⼴电等⾏业，基于云点播“限制观看时间”和“同步观看进度”等访问控
制功能，在指定时间使⽤点播⽂件进⾏类直播分发，使点播⽂件播放达到直播的效果，可有效降低实时直播不可控

的⻛险与⾼额成本。

媒体合规

内容审核：智能识别出违规的媒体内容，减少⼈⼯审核成本，提⾼审核效率，构筑平台内容安全屏障。

媒体禁播：⽤户可禁播违规媒体内容，及时阻断违规媒体内容进⼀步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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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场景

在线教育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7 15:01:47

场景描述

在线教育指以⽹络为介质的教学⽅式，学员与教师通过⽹络开展教学活动。平台⼀般都有⼤量⾳视频教学资源，⼤

部分通过⼊驻的教师录制课程并上传。该场景⼀般有下列核⼼诉求：

核⼼诉求 说明

多端播放 学员付费观看视频，可以通过 Web、移动客户端等多种终端观看。

智能字幕
教学视频由于⽼师⼝⾳、语速不同，不同学⽣接受程度不⼀样，添加字幕可以⽅便所有学

辑字幕效率低下。

版权保护
由于需要专门的场地、专业设备及聘请专业教师等，视频内容⽣产成本较⾼，是平台重要

护，防⽌视频资源泄露。

时移回看 中途加⼊直播课堂的学员，可能不理解当前直播内容的背景，需要查看⼀段时间之前的直

点播转直播
将有价值的录播课程以类似直播的形式播放，设置具体的播放时间，让学员和家⻓重试起

效果更为认真，同时也能降低直播成本（场地、设备、讲师等）和⻛险（事先可以审核录

内容审核
教学视频⾥不当的⾔⾏、画⾯会对⼴⼤学员造成不良引导，同时也会给平台带来法律⻛险

⾏审核，但教学视频以⻓视频居多，传统⼈⼯审核容易遗漏违规⽚段，且审核周期漫⻓，

媒体禁播 教学视频主要⾯向⻘少年⽤户群体，对违规内容较为敏感，受限于当时审核的条件，可能

降低成本 学员对视频播放的流畅度、清晰度要求较⾼，⼤量⾼清视频带来较⼤的存储。

解决⽅案

核⼼诉求 云点播推荐功能

多端播放

多码率智能切换

⼀进多出⽣成多路码流，满⾜学员们不同⽹络条件下的播放需求。

多端播放器

涵盖  iOS、Android、Web（Flash/HTML5）、Flutter，满⾜学员们多种终端⾼质量播放

智能字幕 智能字幕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63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65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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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准确识别⾳频内容，⾃动⽣成标准格式的字幕⽂件，⽅便学员学习。

版权保护

防盗链

⽀持 Referer 防盗链和 Key 防盗链两种形式，防范⾮法盗链⾏为。                
加密与 DRM 
⽀持 HLS 私有加密和商业级 DRM，均能有效防范各类破解⾏为，为媒体版权保驾护航。

时移回看
时移回看

学员在直播过程中可回看前⼀段内容，⽅便理解直播上下⽂，并可随时切回最新直播。  

点播转直播
点播转直播

降低直播成本，提⾼学员重视程度与学习效果。                

内容审核
内容审核

智能检测教学视频⾥的违规内容，提供绿⾊健康的学习体验，规避平台内容安全⻛险。  

媒体禁播
媒体禁播

平台可以快速禁播有问题的视频，避免进⼀步传播。                

降低成本

媒体删除

⽀持媒体资源部分删除，⽼旧视频只保留低清视频，删除⾼清视频，降低存储成本；⽀持

智能降冷

⽀持根据创建时间、⽂件分类、播放统计等多维度配置降冷策略，满⾜条件的媒体资源⾃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7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75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79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81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71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72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51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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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描述

电商 App 是为企业或个⼈提供⽹上交易洽谈的平台，商家为更好地展⽰商品，⼀般都会制作上传推⼴的商品图⽚、
视频。消费者可以上传商品体验视频⽤于购物分享，或者商品评论，供其他消费者参考。该场景⼀般有以下核⼼诉

求：

核⼼诉求 说明

多清晰度

智能切换
播放时基于⽤户⽹络环境变化智能选择合适清晰度的视频，提供流畅的播放体验。

多种截图
平台需要提供给商家多样化的商品展⽰⽅式，以此吸引商家⼊驻，例如⽀持视频截图，⽤作主⻚的

静态封⾯，⽀持转动图⽤于视频预览的动态封⾯，更快速直观展⽰商品内容。

⾼画质低

码率

商家希望媒体播放画⾯⾼清、加载迅速，更好更快地展⽰⾃家的商品，吸引更多消费者观看和购

买。

⾼质量客

户端上传

消费者可能使⽤多种移动终端，希望上传视频速度够快，即使⽹络不佳时也能较为顺畅地上传，较

差的上传体验可能会让⽤户放弃上传，对平台产⽣负⾯评价，有损平台形象。

时移回看
顾客直播中途进⼊电商卖货直播间，错过当前商品前段介绍，想从前⼀段时间开始看，了解更完整

的商品信息。

智能推荐

商品
基于⽤户商品视频点击率智能推荐具有相同标签或分类的商品，提⾼购买率。

降低成本
电商直播录制视频⼤多仅⽤于有关部门的审查，部分录像不会（或极少）被回看，这部分占据较多

的存储成本。

解决⽅案

核⼼诉求 云点播推荐功能

多清晰度

智能切换

多码率智能切换

⼀进多出⽣成多路码流，满⾜买家不同⽹络条件下的播放需求。

多种截图 视频截图

商家可以进⾏指定时间点截图、采样截图、封⾯截图、雪碧图和转动图等多种截图，⽤多种⽅式

电商 App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02 15:47:0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63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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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展⽰商品。

⾼画质低

码率

极速⾼清

通过使⽤云点播极速⾼清，顾客可以体验到⼗分流畅、画质清晰的视频播放。

⾼质量客

户端上传

多端上传

⽀持 Android/iOS/Web 等多种客户端上传。
上传加速

云点播通过调度优化等⼀系列技术⼿段实现领先业界的上传质量（上传成功率达 99.5%+），优秀
的上传体验让顾客热于分享，也为平台⼝碑加分。

时移回看

时移回看

电商直播进⾏中，中途进⼊直播间的顾客可以⼿动进度条查看前⼀段时间的直播内容，更全⾯地

了解商品信息。

智能推荐

商品

标签分类

云点播智能标签分类功能提供对视频⾃动打标签、分类，平台可基于⽤户的商品视频点击、完播

率等维度，向顾客智能推荐相关的商品，提升商品推⼴的精准度。

降低成本

智能降冷

对主要⽤于有关部门的审查、极少查看的直播录制视频，配置智能降冷策略，可以有效帮助客户

降低存储成本。

媒体删除

对仅⽤于有关部门的审查的直播录制视频，配置录制⽣成的⽂件过期时间，过期⾃动删除媒体⽂

件，可以有效帮助客户降低存储成本。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55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47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149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79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68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52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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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短视频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7 15:01:47

场景描述

社交短视频，顾名思义社交为主体，通过短视频的⽅式促进社交。该场景具有如下核⼼需求：

核⼼诉求 说明

视频快速制作并分享
⽤户通过短视频的形式记录并分享⽣活，参与了视频⽣成、处理、上传、分发和播放等多

列操作将提⾼⽤户的参与热情，有利于社交短视频平台的发展，是其核⼼诉求之⼀。

媒体智能

在社交短视频平台，⽤户也可以关注有趣的⼈和圈⼦，根据⽤户关注的⼈、事、物做个性

效性和点击率，同时帮忙⽤户节省过滤时间。对于有对话的短视频内容，说话者可能来

地居⺠可能较难听得懂，添加字幕有助于⽤户理解视频内容，利于传播。

合规控制

社交短视频是典型的⽤户⽣成内容（UGC）场景，容易滋⽣出涉⻩等违法违规内容，⼜
样化、视频数量庞⼤，传统⼈⼯审核效率低下且容易疏漏，难以满⾜短视频审核需求，

平台商业利益和业务合规，降低⽤户运营成本，因⽽也是社交短视频平台的核⼼诉求。

多清晰度智能切换
短视频⼀般最⻓只有⼏分钟，⽽且主要是在移动端播放，决定了流畅是短视频播放的⾸要

升画质能最⼤化⽤户的观看体验。

⾼画质低码率
⼤量的⾼清短视频给平台带来较⼤存储成本和播放的流量成本，⽤户播放也对带宽要求也

码率是社交短视频的⼜⼀核⼼诉求。

解决⽅案

核⼼诉求 云点播推荐功能

视频快速制作并分享

短视频 SDK 
基于腾讯云强⼤的上传、存储、转码、分发的云点播能⼒，提供集成了采集、剪辑、拼

SDK，开发者聚焦业务本⾝，快速轻松实现基于移动端的短视频应⽤，短视频⽤户也能
速发布短视频。

媒体智能 标签分类

通过对社区⽤户上传的短视频内容做智能标签分类，采⽤如基于短视频点击率统计的⽅

荐。

⼈脸识别

通过对视频内容⼈脸识别，可以推荐出现相关⼈物的其他短视频内容。

智能字幕

为短视频⾥⼈物说的话⾃动⽣成字幕，避免⼝⾳、语速等原因让⼈误读，也可加深观众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6965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68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69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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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控制

内容审核

云点播内容审核具有⾼准确率与召回率的智能识别能⼒，能快速、有效检测出视频违规

量⼤、内容多样化的场景，构筑平台安全屏障，降低运营成本。

多清晰度智能切换
多码率智能切换

⼀进多出⽣成多路码流，满⾜终端设备在复杂的家庭⽹络环境下的播放需求。

⾼画质低码率

极速⾼清

⾯对短视频多样复杂的场景，通过智能动态技术和码率精准控制模型，实现⾼清低码，

⼤量的存储和流量成本。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71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63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55


云点播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77 共85⻚

⼴电 OTT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7 15:01:47

场景描述

⼴电 OTT 主要基于电视终端提供流媒体服务。该场景⼀般有下列核⼼诉求：

核⼼诉求 说明

⾼分辨率视频
⼴电 OTT ⽤户⼀般通过智能电视等⼤屏终端进⾏播放，⾸要需求就是细腻真实的视频体验
诉求。

多清晰度智能切换
⼴电 OTT ⽤户基数庞⼤，各家⽹络情况千差万别，为适应多种⽹络环境，视频资源⼀般需
络情况⾃动选择合适码率的媒体流进⾏播放。

版权保护
⼴电 OTT 媒体资源内容包罗万象，例如电影外、体育赛事、⼉童动画、综艺等不⼀⽽⾜，
法分⼦盯上，制作盗版并传播，因此需要借助有效的版本保护⼿段，最⼤限度降低媒体资源

媒体内容审核
⼴电 OTT ⽤户群体⼴泛，媒体内容违规会造成相当恶劣的影响，给平台带来巨⼤损失，平
⻓、效率低且易出错，如果能通过机器智能审核，可先过滤掉⼤量的合规视频，极⼤降低⼈

媒体禁播 最新录制的节⽬，由于审核疏漏等原因，包含不适宜向公众展⽰的内容，需要尽快禁播。

点播转直播

⼴电 OTT ⼴泛存在伪直播（即通过技术⼿段使已存在的视频⽂件达成类似直播的播放效果
⼜如定期更新的综艺节⽬、⼈物访谈，提前录制剪辑好，在预告⻚⾯提前放置，观众可提前

时才可播放。

⾼效⼴电编⽬ ⼴电⾏业有⼤量视频，⼀般以⻓视频居多，传统⼈⼯编⽬效率低下。

解决⽅案

核⼼诉求 云点播推荐功能

⾼分辨率视频

⾳视频转码

云点播⽀持 2K、4K、8K 等⾼分辨率转码，也⽀持 HDR 画质转码，满⾜ OTT 电视等⼤屏
求。

多清晰度智能切换
多码率智能切换

⼀进多出⽣成多路码流，满⾜终端设备在复杂的家庭⽹络环境下的播放需求。

版权保护 防盗链

⽀持 Referer 防盗链和 Key 防盗链两种形式，防范⾮法盗链⾏为。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5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63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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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与 DRM 
⽀持 HLS 私有加密和商业级 DRM，均能有效防范各类破解⾏为，为媒体版权保驾护航。

媒体内容审核

内容审核

云点播内容审核持续对海量的违规数据进⾏训练建模，识别的准确率和召回率均达到业界领

媒体内容安全。

媒体禁播
媒体禁播

通过媒体禁播，⼴电 OTT 平台可以第⼀时间阻断违规媒体内容进⼀步传播，降低平台安全

点播转直播

点播转直播

基于云点播访问控制的功能，使点播⽂件达成类直播效果，⼴电 OTT 可以低成本快速实现
值录播内容为平台吸引更多流量。

⾼效⼴电编⽬

标签分类

通过云点播标签分类功能可以⾼效理解海量视频内容信息，改变以往⼈⼯编⽬效率低下的情

可以快速地对视频进⾏归档和标签检索。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75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71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72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81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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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描述

直播 App 指主播通过⽹络实时进⾏某种现场播报、解说或表演的平台。2016 直播元年开始，直播⾏业蓬勃发展，已
从娱乐类（秀场直播、游戏直播）发展出更多新的形式，如⽹络直播课、直播带货、直播答题。该场景的核⼼诉求

主要有下列这些：

核⼼诉求 说明

直播录制
⼀⽅⾯，监管层要求直播视频需要保存⼀定时间以备审查；另⼀⽅⾯，运营⽅对⾼价值直播内容进

⾏录制保存，⽤于⼆次分发，例如现场演唱会、⽹络直播课程。

时移回看
游戏或者赛事运营直播过程中，直播平台允许中途进⼊直播间的观众回看前⼀段时间的直播内容，

⽅便观众理解直播内容上下⽂，可以显著提升直播观看体验。

直播剪辑
在直播过程中，主播或者直播运营⽅如果对刚刚⼀波精彩的团战、⼀个精彩进球⽚段实时剪辑⽣成

⼀段视频，快速发布到社交媒体，可以吸引更多观众加⼊直播间，增加点击率。

点播转直

播

对于⾼价值的直播内容，运营⽅通常会考虑录制后进⾏⼆次剪辑、处理后再次进⾏类直播分发，提

供类似直播的观看体验，通过设置播放时间，吸引更多关注，以期带来更多收益。相⽐再次组织⼀

场直播，成本低得多。

⾼画质低

码率

对于游戏直播、体育赛事直播等画⾯快速变化场景，录制为点播后，码率较⾼，带来较⾼的存储成

本，同时⽤户也需要较⾼的⽹络带宽才能流畅播放，因⽽「⾼画质低码率」对于平台和⽤户都是有

益的。

多种截图
直播录制为点播后，平台可对点播视频进⾏多种截图，如采样截图⽤于运营⼈员审核、雪碧图⽤于

视频打点⽅便观众快速定位。

拼接剪辑
对于直播断流⽣成的多个⽂件进⾏拼接，得到完整的直播录制⽂件。直播运营对多个直播流⽚段或

者录播⽂件⽚段进⾏拼接，合成⼀个视频，⽣成精彩⽚段集锦视频。

解决⽅案

核⼼诉求 云点播推荐功能

直播录制
直播录制

将直播内容录制保存，⽤于监管审查，有价值的录制视频可进⾏编辑处理后⼆次分发。

直播 App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02 15:47:01

https://www.tencentcloud.com/zh/pdf/document/266/78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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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移回看 时移回看

在直播过程中，观众可以拖动进度条，观看之前⼀段时间点开始的直播内容，并可随时切回最新直

播。

直播剪辑

直播剪辑

在直播过程中，主播或运营⽅对过往直播内容精彩⽚段进⾏剪辑，实时⽣成⼀个新的视频，可将其

⽴即分享出去，或者⻓久保存起来。

点播转直

播

点播转直播

运营⽅将⾼价值直播录制后，进⾏⼆次编辑处理，再进⾏类直播分发，增强临场感，吸引更多关注

和点击，同时成本相⽐真正组织⼀场直播低得多。

⾼画质低

码率

极速⾼清

针对游戏、体育赛事平台直播录制来的码率⾼和画⾯复杂的场景，通过智能动态技术和码率精准控

制模型，实现⾼清低码，同等主观画质带宽成本可降低近50%。

多种截图

视频截图

云点播⽀持指定时间点截图、采样截图、封⾯截图、雪碧图和转动图，主播或运营⽅可通过多种形

式展⽰视频内容，提升观看体验。

拼接剪辑

拼接剪辑

直播过程中可能发⽣断流，录制到点播时⽣成多个视频⽂件。这时可以使⽤直播流拼接，⽣成⼀个

完整的点播视频。也可将多个直播流⽚段或多个录播⽂件⽚段进⾏拼接，合成⼀个精彩⽚段集锦视

频。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79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8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81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55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57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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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应⽤

前⾔

基于移动端的短视频内容业务，在电商购物、娱乐视频、视频软件上有着丰富的应⽤场景，腾讯云点播推出了短视

频⼀站式解决⽅案，覆盖了视频⽣成、上传、处理、分发和播放在内的各个环节，帮助⽤户以最快速度实现短视频

应⽤的上线，让⽤户聚焦业务本⾝，快速轻松实现基于移动端的短视频应⽤。

在短视频应⽤场景下，腾讯云点播的短视频 SDK 提供了采集拍摄、剪辑拼接、特效制作、混⾳字幕及动态贴纸等多
种功能。在云点播强⼤的后台能⼒⽀持下，⽤户可以轻松搭建⼀个短视频 App，短视频 SDK 同时提供：

多种滤镜、美颜特效和动态贴纸降低⽤户开发难度，增加⽤户体验。

⼀键绑定云点播资源包，轻松集成视频处理、视频加速播放等能⼒。

提供短视频 Demo、开源代码以及相关注释，便于⽤户更好的理解和使⽤短视频 SDK。

⽅案架构

解决⽅案

短视频
最近更新时间：2021-10-21 11: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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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指引

1. 注册：注册腾讯云账号，开通云点播服务，请参考 快速⼊门步骤1：开通云点播。
2. 激活 License：在云点播控制台 新增短视频 License，并录⼊信息。

3. 下载：下载 App 源码，按照 短视频 SDK ⽂档 步骤进⾏调试、编译、运⾏。

相关信息

如果您需要进⼀步了解短视频 License 费⽤，请参考 购买指南 - 短视频 SDK License。
如果您需要进⼀步了解如何搭建⼀个短视频 App，请参考 快速搭建⼀个短视频 App。
如果您需要进⼀步了解短视频 SDK 功能列表，请参考 短视频 SDK 功能列表。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8757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69/3791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69/3800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8162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69/3800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69/37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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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加密场景

前⾔

视频服务⾏业（例如视频⽹站、视频门户、在线教育等场景）都需要安全可靠的视频点播服务，尤其是版权意识上

升，视频加密需求也⽇益增加，腾讯云点播为此提供了快速搭建拥有良好观看体验的视频加密⽅案。

在视频加密场景下，云点播结合了防盗链、加密⾃适应码流和播放器 SDK，开发者可以在移动端和 Web 端快速集成

播放器，轻松实现清晰度切换、缩略图预览、视频试看和加密播放等丰富的能⼒。结合云点播强⼤的后台⽀撑能

⼒，⽤户可轻松实现视频上传、转码、加速、播放的端到端能⼒，云点播同时提供：

在视频⽹站进⾏视频播放前可以进⾏防盗链的播放控制，做到视频安全。

App 终端的⽹络环境复杂，当⽹络环境较差时，播放⾼码率视频将产⽣卡顿。点播提供包含多种分辨率和码率的
⾃适应码流，播放器可以根据当前⽹络带宽动态切换合适的视频流。

使⽤点播播放器 SDK 可以通过加密⾃适应码流、防盗链配置进⾏安全防控。

⽅案架构

视频⽹站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15 17:3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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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站播放加密视频

流程指引

1. 注册：注册腾讯云账号，开通云点播服务，请参考 快速⼊门步骤1：开通云点播。
2. 处理：在点播发起视频的上传、转码服务，请参考 控制台指南。
3. 配置参数：添加播放器配置，对⽤于播放的加密⾃适应码流、⽤于预览的雪碧图进⾏选择。对播放控制参数进⾏
设置（设置试看时⻓、可播放的 IP 数等），请参考 播放器配置。

4. 预览：对视频和播放器进⾏预览，获取相应的播放器代码，请参考 播放器预览。

相关信息

如果您需要进⼀步了解防盗链，请参考 视频防盗链。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8757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89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8261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896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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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需要进⼀步了解⾃适应码流，请参考 ⾃适应码流。
如果您需要进⼀步了解播放器 SDK，请参考 播放器 SDK 综述。
如果您需要进⼀步了解视频加密，请参考 视频加密功能简介。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942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7836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8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