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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或部分本⽂档内容。

【商标声明】

及其它腾讯云服务相关的商标均为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所有。本⽂档涉及的第三⽅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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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指南

计费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0 10:12:27

说明：

您可以通过通过 计费⽰例 进⾏费⽤预估。

计费组成

云点播的费⽤组成包括：媒体存储、媒体处理、加速服务、数据取回、媒体 AI 和其他增值费⽤。费⽤组成如下图所

⽰：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66/38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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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式

⽬前云点播产品的费⽤结算⽅式⽀持⽇结计费和⽉结计费，计费模式⽀持按量计费和资源包。

当您开通云点播服务后，默认为⽇结计费的费⽤结算⽅式，计费模式为按量计费。

结算⽅式

⽇结计费：每⽇12:00 - 18:00对前⼀⽇产⽣费⽤进⾏结算，输出账单并进⾏扣费；
⽉结计费：每⽉01号-03号对上⼀个⽉费⽤进⾏结算，输出账单并进⾏扣费。
两种结算⽅式的区别：⽇结计费与⽉结计费的区别是出账时间不同。⽇结计费是按照当天资源⽤量计算费⽤，在次

⽇出账扣款；⽉结计费是先按照⽉结周期内每天资源⽤量计算费⽤，在次⽉初累计⽉结周期内所有费⽤出账扣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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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结⽀持带宽计费，如需变更为⽉结模式，请联系商务。

计费模式

按量计费：按照各计费项的实际⽤量结算费⽤，属于先使⽤，后付费的计费模式。

资源包：预先购买资源包，在费⽤结算时，优先从资源包抵扣⽤量，属于先购买，后抵扣的计费模式。

注意：

⽇结模式下每⽇进⾏账单结算时，系统优先从资源包中抵扣⽤量，超出资源包额度部分将使⽤按量计费⽅式结算。

资源包更多内容，请参⻅  资源包（预付费） 。
⽉结模式下每⽉进⾏账单结算时，系统优先从⽉结周期内有效的资源包中抵扣⽤量，超出资源包额度部分将使⽤按

量计费⽅式结算。资源包更多内容，请参⻅  资源包（预付费） 。
⽉结周期内有效的资源包是指：⽉结周期内，资源包未过期天数的额度可⽤于抵扣⽉结⽤量。例如：资源包到期时

间是2023年01⽉20⽇，那么2023年01⽉01⽇~2023年01⽉20⽇产⽣的⽤量可使⽤资源包额度抵扣，2023年01⽉21
⽇~2023年01⽉31⽇产⽣⽤量不可使⽤资源包额度抵扣，不可抵扣的这部分⽤量会按量计费，最终体现在2023年01
⽉份的⽉结账单中。

费⽤说明

计费项 计费说明

媒体存储

按照数据的实际存储时间、存储地域、存储类型和存储峰值计算

中国境外和中国境内存储峰值分别独⽴计算存储费⽤。

归档存储媒体⽂件，必须存储⾄少90天，⽤户提前删除仍旧按照
费。

深度归档存储⽂件，必须存储⾄少180天，⽤户提前删除仍旧按
费。

媒体处理

普通转码

按照输出视频的实际转码分辨率和转码时⻓计算。

转码时⻓不⾜⼀分钟、按⼀分钟算。

极速⾼清

转⾃适应码流

视频编辑

去除⽔印

加速服务

客户端上传加速 按照客户端上传加速流量计费

播放下⾏加速 按照视频播放时产⽣的下⾏加速流量和加速地域计费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66/5280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66/52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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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取回 按照数据取回的模式和数据取回⽤量计算。

深度归档存储不⽀持极速取回模式。

媒体 AI 服务 内容审核 按审核⽂件的时⻓计费，若处理失败，不收取费⽤。

版权保护

溯源⽔印提取 按需要提取溯源⽔印的视频时⻓

DRM 播放 License 请求 播放 DRM 加密视频产⽣的 License 请求次数

增值服务费⽤
短视频 License SDK 消耗
的点播资源

按照⽤户实际的存储费⽤、媒体处理、加速服务、视频AI的费⽤

相关⽂档

云点播按量计费的产品定价，请参⻅ 按量计费（后付费）。

云点播按资源包计费的产品定价，请参⻅ 资源包（预付费）。
云点播其他增值付费的产品定价，请参⻅ 其他增值服务。
云点播在不同案例下的产品定价，请参⻅ 计费⽰例。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66/5280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66/38162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66/38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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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式

按量计费（后付费）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8 17:40:55

按量计费分类说明

计费项 说明

媒体存储
包含媒体属性设置、筛选检索、媒资删除、智能降冷、智能降码、媒体存储等管理服务，对管

量，按管理时⻓计费。

媒体处理
对存储在云点播的媒体源⽂件进⾏转码、转⾃适应码流、极速⾼清、视频编辑、去除⽔印处理

分钟按照⼀分钟计算）计费，每处理⼀次收取⼀次的费⽤。若处理失败，不收取费⽤。

加速服务
客户端上传加速：按照客户端上传加速流量计费。

播放下⾏加速：按照视频播放时产⽣的下⾏加速流量和加速地域计费。

数据取回 对于存储类型是归档存储和深度归档存储的媒体，按照取回模式、取回数量进⾏收费。

媒体 AI 服务 对存储在云点播的媒体源⽂件使⽤视频 AI（内容审核）的能⼒，按输出⽂件的时⻓计费，每处
败，不收取费⽤。

版权保护 对于存储在云点播的媒体源⽂件进⾏版权保护（溯源⽔印、商业级 DRM 加密）操作时所产⽣

增值服务费⽤ 使⽤其他增值服务时所产⽣的费⽤。

说明：

您可以通过 计费⽰例 进⾏费⽤预估。

注意事项

按量计费将按照各计费项的实际⽤量结算费⽤，属于先使⽤，后付费的结算⽅式。您可以通过 控制台 查看云点播的
实际使⽤量。

⽇结计费⽅式使⽤说明如下： 
结算⽅式：云点播默认使⽤⽇结计费进⾏费⽤结算，如需变更为⽉结计费请联系商务（⽉结⽤户⽀持带宽计费⽅

式）。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6#.E5.AA.92.E8.B5.84.E5.AD.98.E5.82.A8.3Ca-id.3D.22media_storage.22.3E.3C.2Fa.3E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6#.E5.AA.92.E8.B5.84.E5.A4.84.E7.90.8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6#.E8.A7.86.E9.A2.91.E5.8A.A0.E9.80.9F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6#.E6.95.B0.E6.8D.AE.E5.8F.96.E5.9B.9E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6#.E5.AA.92.E4.BD.93-ai-.E6.9C.8D.E5.8A.A1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6#.E7.89.88.E6.9D.83.E4.BF.9D.E6.8A.A4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66/38162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66/38163
https://www.tencentcloud.com/account/login?s_url=https%3A%2F%2Fconsole.tencentclou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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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说明：云点播将于每⽇12:00 - 18:00，对您前⼀⽇实际⽤量所产⽣的费⽤进⾏结算，输出账单并进⾏扣费。
⽉结计费⽅式使⽤说明如下： 
结算⽅式：云点播先按照⽉结周期内每天资源⽤量计算费⽤，在次⽉初累计⽉结周期内所有费⽤出账扣款。

计费说明：每⽉01号-03号对上⼀个⽉费⽤进⾏结算，输出账单并进⾏扣费。
若您的业务量级较⼤（存储空间使⽤量在1PB以上或流量消耗在10TB/⽇ 以上），⽇结的计费⽅式⽆法满⾜您的需
求，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商务⼈员，通过商务谈判约定您的计费⽅式和计费价格。

媒体存储

计费价格

存储类型 覆盖地区

标准存储

中国境内

中国境外（硅⾕、中国⾹港、法兰克福、莫斯科、⾸尔、弗吉尼亚、新加坡

雅加达、多伦多、曼⾕）

低频存储（最少存储30天）

中国境内

中国境外（硅⾕、中国⾹港、法兰克福、莫斯科、⾸尔、弗吉尼亚、新加坡

雅加达、多伦多、曼⾕）

归档存储（最少存储90天）

中国境内

中国境外（硅⾕、中国⾹港、法兰克福、莫斯科、⾸尔、弗吉尼亚、新加坡

雅加达、多伦多、曼⾕）

深度归档存储（最少存储180天）

中国境内

中国境外（硅⾕、中国⾹港、法兰克福、莫斯科、⾸尔、弗吉尼亚、新加坡

雅加达、多伦多、曼⾕）

计费说明

计费项：⽤户实际内容存放地域和存储类型，变更存储类型的媒体会按照媒体变更后的存储类型进⾏收费。

计费规则：根据实际存储类型和使⽤量收费，取每天存储空间容量峰值为当天的计费值。中国境外和中国境内峰值

分别计费。

计费公式：⽇存储空间费⽤ = 中国境内峰值存储容量（GB）× 存储类型单价（美元/GB）+ 中国境外峰值存储容量
（GB）× 存储类型单价（美元/GB）。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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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计费与⽉结计费的区别是出账时间不同。⽇结计费是按照当天存储容量峰值计算费⽤，在次⽇出账扣款；⽉结

计费是先按照⽉结周期内每天存储容量峰值计算费⽤，在次⽉初累计⽉结周期内所有存储费⽤出账扣款。费⽤结算

时间可点击查看 结算⽅式。

计费⽰例

假设您在01⽉01⽇使⽤云点播存储服务，中国境内标准峰值存储容量为100G，孟买低频存储峰值容量为50G，则01
⽉02⽇您需要⽀付的费⽤如下： 
01⽉01⽇云点播存储费⽤ =  100（GB）× 0.0006（美元/GB）+ 50（GB）× 0.0006 （美元/GB）= 0.06（美元）+ 
0.03（美元）= 0.09 （美元）。
注意：

若您不希望产⽣存储费⽤，您可以将控制台的存储⽂件删除，否则每天仍会产⽣存储费⽤。

低频存储媒体⽂件，必须存储⾄少30天，⽤户提前删除仍旧按照30天计费。
归档存储媒体⽂件，必须存储⾄少90天，⽤户提前删除仍旧按照90天计费。
深度归档存储⽂件，必须存储⾄少180天，⽤户提前删除仍旧按照180天计费。
进制换算规则：1GB = 1000MB、1 MB= 1000 KB; 1Gbps = 1000Mbps、1Mbps = 1000Kbps。

媒体处理

媒体处理包括普通转码、极速⾼清、AV1、⾃适应码流、视频编辑、去除⽔印。

说明：

AV1计费单价由输出视频的编码模式和输出视频的分辨率决定，其计费价格与 普通转码 H.265编码⽅式的计费单价
⼀致。

普通转码

普通转码包含普通视频转码、转封装及⾳频转码。

计费价格

编码⽅式 分辨率 转码类型编号

H.264 标清 SD（短边 ≤ 480px） 1转码类型

H.264 ⾼清 HD（短边 ≤ 720px） 2转码类型

H.264 全⾼清 FHD（短边 ≤ 1080px） 3转码类型

H.264 2K（短边 ≤ 1440px） 4转码类型

H.264 4K（短边 ≤ 2160px） 5转码类型

H.265 标清 SD（短边 ≤ 480px） 6转码类型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66/2838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6#.E6.99.AE.E9.80.9A.E8.BD.AC.E7.A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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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5 ⾼清 HD（短边 ≤ 720px） 7转码类型

H.265 全⾼清 FHD（短边 ≤ 1080px） 8转码类型

H.265 2K（短边 ≤ 1440px） 9转码类型

H.265 4K（短边 ≤ 2160px） 10转码类型

⾳频转码 - 21转码类型

转封装 - 22转码类型

说明：

转码类型编号对应计费账单中⼦产品“点播转码”的组件⽤量及单位字段，根据转码类型编号可以查看已计费的编码⽅
式和分辨率。

计费说明

计费项：输出视频的实际转码分辨率和转码时⻓。

计费规则：普通视频转码按照普通转码⽅式输出的⽂件时⻓和视频规格进⾏收费，视频规格取决于视频编码⽅式及

视频短边所处的分辨率区间。转封装及⾳频转码按照普通转码⽅式输出的⽂件时⻓进⾏收费。

计费⽰例

您在01⽉01⽇使⽤云点播转码服务，使⽤ H.264 编码⽅式，转出2560 × 1440、1280 × 640各100分钟，同时进⾏了
⾳频转码，时⻓100分钟。01⽉02⽇您需要⽀付的转码费⽤如下：
转出2560 × 1440分辨率视频，视频短边1440在2K（短边 ≤ 1440px），单价为 0.0242（美元/分钟）。
转出1280 × 640分辨率视频，视频短边640⼩于⾼清 HD（720px及以下）但⼤于标清 SD（480px及以下）的短边，
故单价为0.0061（美元/分钟）。
⾳频转码单价为0.002（美元/分钟）。

则01⽉01⽇转码费⽤ = 0.0242（美元/分钟）× 100（分钟）+ 0.0061（美元/分钟）× 100（分钟）+ 0.002（美元/分
钟）× 100（分钟）= 3.23（美元）
说明：

其余转码计费问题请参⻅ 计费⽰例。

极速⾼清

计费价格

编码⽅式 分辨率 转码类型编号

H.264 标清 SD（短边 ≤ 480px） 11转码类型

H.264 ⾼清 HD（短边 ≤ 720px） 12转码类型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66/38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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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4 全⾼清 FHD（短边 ≤ 1080px） 13转码类型

H.264 2K（短边 ≤ 1440px） 14转码类型

H.264 4K（短边 ≤ 2160px） 15转码类型

H.265 标清 SD（短边 ≤ 480px） 16转码类型

H.265 ⾼清 HD（短边 ≤ 720px） 17转码类型

H.265 全⾼清 FHD（短边 ≤ 1080px） 18转码类型

H.265 2K（短边 ≤ 1440px） 19转码类型

H.265 4K（短边 ≤ 2160px） 20转码类型

说明：

转码类型编号对应计费账单中⼦产品“点播转码”的组件⽤量及单位字段，根据转码类型编号可以查看已计费的编码⽅
式和分辨率。

计费说明

计费项：输出视频的实际转码分辨率和转码时⻓。

计费规则：按照极速⾼清转码⽅式输出的⽂件时⻓及视频规格进⾏收费，视频规格取决于视频编码⽅式及视频短边

所处的分辨率区间。

转⾃适应码流

计费价格

按照云点播转⾃适应码流时输出⽂件的时⻓和视频规格进⾏收费，视频规格包含编码⽅式和视频短边所处的分辨率

区间。

计费说明

计费规则与普通转码⼀致，⾃适应码流内包含⼏个转码规格，则收取对应规格的费⽤。

计费⽰例

您在01⽉01⽇使⽤云点播转码服务，，使⽤ H.264 编码⽅式，进⾏转⾃适应码流服务，该转⾃适应码流模板内包含
全⾼清 FHD（1920 × 1080）、⾼清 HD（1280 × 720）和标清 SD（640 × 480）三种规格，转出视频时⻓各为100
分钟，则01⽉02⽇您需要⽀付的转码费⽤如下： 

01⽉01⽇转码费⽤ = 0.0121（美元/分钟）× 100（分钟）+ 0.0061（美元/分钟）× 100（分钟）+ 0.003（美元/分
钟）× 100（分钟）= 2.21（美元）
说明：

转出三个规格类型转码，则收费为三个价格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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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加密播放需要转⾃适应码流，加密播放不单独收取费⽤。

视频编辑

视频编辑⽀持普通转码、极速⾼清两种编码模式。

计费价格

说明：

视频编辑的计费单价由输出视频的编码⽅式、编码模式和输出视频的分辨率决定，其计费价格与 普通转码 和 极速⾼
清 的计费单价⼀致。

计费说明

计费项：按照云点播视频编辑输出⽂件的时⻓、编码模式和视频规格进⾏收费（视频规格包含编码⽅式、视频短边

所处的分辨率区间。）

计费规则：每执⾏⼀次视频编辑任务收取相应规格的费⽤⼀次。

计费公式：视频编辑处理费⽤ = 视频编辑输出⽂件时⻓（分钟）× 该视频对应的视频处理计费价格（美元/分钟）。

计费⽰例

您在01⽉01⽇使⽤云点播视频编辑服务对视频 A（时⻓10分钟，分辨率640 × 480）和视频 B（时⻓15分钟，分辨率
1280 × 720）进⾏拼接，使⽤极速⾼清进⾏转码，则输出视频为 C（时⻓25分钟，分辨率1280 × 720）。 
故01⽉02⽇您需要⽀付的视频编辑费⽤如下： 
01⽉01⽇视频编辑费⽤ =  0.0061（美元/分钟）x 25（分钟）= 0.1525（美元）
说明：

上述⽰例的视频编码格式都为 H.264，视频编辑接⼝详情参⻅ 编辑视频  和 视频合成。

去除⽔印

计费价格

分辨率 单价（美元/分钟

8K（短边 ≤ 4320px） 0.41

4K（短边 ≤ 2160px） 0.21

2K（短边 ≤ 1440px） 0.1

全⾼清 FHD（短边 ≤ 1080px） 0.05

⾼清 HD（短边 ≤ 720px） 0.03

标清 SD（短边 ≤ 480px） 0.02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6#.E6.99.AE.E9.80.9A.E8.BD.AC.E7.A0.81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6#.E6.9E.81.E9.80.9F.E9.AB.98.E6.B8.85.E8.BD.AC.E7.A0.81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66/3412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66/3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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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说明

计费项：输出视频的实际去除⽔印分辨率和时⻓。

计费规则：按照使⽤去除⽔印后的⽂件时⻓和分辨率收费，视频规格取决于视频短边所处的分辨率区间。

计费⽰例

您在01⽉01⽇使⽤云点播去除⽔印服务，转出2560 × 1440、1280 × 640各100分钟，01⽉02⽇您需要⽀付的转码费

⽤如下：

去除分辨率2560 × 1440的视频⽔印，视频短边1440在2K（短边 ≤ 1440px），单价为  0.1（美元/分钟）。
去除分辨率1280 × 640的视频⽔印，视频短边640⼩于⾼清 HD（720px及以下）但⼤于标清 SD（480px及以下）的
短边，故单价为 0.03（美元/分钟）。
则01⽉01⽇去除⽔印费⽤ =  0.1（美元/分钟）× 100（分钟）+ 0.03（美元/分钟）× 100（分钟）= 13 美元 。

⾳画质重⽣

⾳画质重⽣⽀持对视频进⾏祛除噪声、轮廓修复、超分辨重建、细节增强、⾊彩增强、SDR 转 HDR 等操作。

计费价格

分辨率 价格（美元/分钟）

⾳频 0.015

标清 SD（短边 ≤ 480px） 0.271

⾼清 HD（短边 ≤ 720px） 0.542

全⾼清 FHD（短边 ≤ 1080px） 1.083

2K（短边 ≤ 1440px） 2.167

4K（短边 ≤ 2160px） 4.333

计费说明

计费项：按照云点播⾳视频画质重⽣输出⽂件的时⻓和视频规格进⾏收费（视频规格指视频短边所处的分辨率区

间）。

计费规则：每执⾏⼀次⾳画质重⽣任务收取相应规格的费⽤⼀次。

计费公式：⾳画质重⽣费⽤ = 输出的视频⽂件时⻓（分钟）× 该视频对应的视频处理计费价格（元/分钟）。

计费⽰例

您在01⽉01⽇使⽤云点播⾳画质重⽣服务对视频 A（时⻓10分钟，分辨率1024 × 540）进⾏增强配置操作，则输出

视频为 C（时⻓10分钟，分辨率2048 × 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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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01⽉02⽇您需要⽀付的⾳视频画质费⽤如下： 
01⽉01⽇⾳画质重⽣费⽤ = 1.083（美元/分钟）× 10（分钟）= 10.83（美元）。

加速服务

中国境外⽀持的加速分区如下：

⼤区 覆盖地区

亚太1区 中国⾹港、中国澳门、越南、新加坡、泰国

亚太2区 中国台湾、⽇本、韩国、⻢来⻄亚、印度尼⻄亚

亚太3区 菲律宾、印度、澳⼤利亚、其他亚太国家和地区

中东 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其

欧洲 英国、俄罗斯、德国、意⼤利、爱尔兰、法国、荷兰、⻄班⽛

北美 美国、加拿⼤

南美 巴⻄

⾮洲 南⾮

注意：

中国境内区域与中国境外每个⼤区的 CDN 消耗费⽤按区域（⼤区）的单价和⽤量分别进⾏结算。

计费价格

云点播流量计费采⽤⽇到达阶梯价计费，即您每⽇使⽤越多的流量，当⽇将获得更低的计费阶梯，详细的阶梯单价

如下：

流量阶梯（美元/GB） 中国境内 亚太⼀区 亚太⼆区 亚太三区 中东 欧洲

0GB - 500GB（不含） 0.039 0.0748 0.1236 0.1138 0.1951 0.0715

500GB - 2TB（不含） 0.038 0.0699 0.1138 0.1041 0.1789 0.0634

2TB - 50TB（不含） 0.036 0.0585 0.1057 0.0911 0.1675 0.0504

50TB - 100TB（不含） 0.033 0.0504 0.0911 0.0813 0.1545 0.0325

> 100TB 0.025 0.0455 0.0846 0.0715 0.1382 0.026



云点播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6 共36⻚

说明：

详细⽰例请参⻅ 点播流量使⽤预估⽰例。
进制换算规则：1GB = 1000MB、1 MB= 1000 KB; 1Gbps = 1000Mbps、1Mbps = 1000Kbps。

计费说明

计费项：视频播放时产⽣的下⾏加速流量和加速地域。

计费规则：播放视频时，使⽤内容分发⽹络加速产⽣的下⾏流量进⾏计费，以每天为计费周期。

计费公式：⽇视频流量费⽤ =视频播放下⾏流量（GB）× ⽇流量阶梯单价（美元/GB）。

计费⽰例

您在01⽉01⽇使⽤云点播加速服务，使⽤的下⾏流量为550GB，则01⽉02⽇您需要⽀付的加速费⽤如下： 
01⽉01⽇云点播流量费⽤ = 0.038（美元/GB）× 550（GB）= 20.9（美元）。

说明：

⽉结⽀持带宽计费，如需变更为⽉结模式，请联系商务。

数据取回

⽤户将媒体存储类型变更为归档存储和深度归档存储后媒体⽆法直接访问。需要将媒体⽂件取回为标准存储后才可

以访问；云点播⽀持不同的取回模式，并按照该模式下数据取回量计费。

注意：

深度归档存储不⽀持极速取回模式。

计费价格

数据取回类型 数据取回模式 覆盖地区

归档存储

批量取回模式

中国境内

中国境外（硅⾕、中国⾹港、法兰克福、莫斯科、⾸尔、弗吉尼亚，新加坡

多、曼⾕）

快速取回模式

中国境内

中国境外（硅⾕、中国⾹港、法兰克福、莫斯科、⾸尔、弗吉尼亚，新加坡

多、曼⾕）

标准取回模式

中国境内

中国境外（硅⾕、中国⾹港、法兰克福、莫斯科、⾸尔、弗吉尼亚，新加坡

多、曼⾕）

深度归档存储 批量取回模式 中国境内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66/38163#.E7.82.B9.E6.92.AD.E6.B5.81.E9.87.8F.E4.BD.BF.E7.94.A8.E9.A2.84.E4.BC.B0.E5.88.86.E6.9E.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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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境外（硅⾕、中国⾹港、法兰克福、莫斯科、⾸尔、弗吉尼亚，新加坡

多、曼⾕）

标准取回模式

中国境内

中国境外（硅⾕、中国⾹港、法兰克福、莫斯科、⾸尔、弗吉尼亚，新加坡

多、曼⾕）

计费说明

计费项：数据取回的模式和数据取回⽤量。

计费规则：媒体存储类型从深度归档存储/归档存储变更为标准存储时，按照不同的取回模式和取回⽤量会产⽣相应
得费⽤，以每天为计费周期。

计费公式：⽇取回费⽤ = 取回⽤量（GB）× ⽇取回单价（美元/GB）。

计费⽰例

假设您在01⽉01⽇使⽤云点播数据取回服务，取回中国境内深度归档存储 100G，按照批量取回模式，则数据取回

后，您需要⽀付的费⽤如下：

云点播数据费⽤ = 100（GB）× 0.0026（美元/GB）= 0.26美元。

媒体 AI 服务

媒体 AI 服务包括内容审核。

内容审核

云点播⽤户对⾳视频内容中的图像、语⾳和⽂字进⾏智能识别，对⾳视频、图⽚中不合规的内容进⾏审查，同时按

照客户要求对结果进⾏输出。

计费价格

当前云点播提供⾳视频内容审核和图⽚内容审核两种能⼒。

计费项 计费⽅式 ⽤量阶梯 价格

⾳视频内容审核 按所审核⾳视频原始时⻓计费 - 0.016美元/分

图⽚内容审核 按调⽤图⽚审核能⼒次数计费

0-300万次 0.000218美

300万次 - 1500万次 0.000196美

1500万次 - 3000万次 0.000189美

3000万次以上 0.00016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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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说明

⾳视频内容审核：按照使⽤的服务及⾳视频智能识别时⻓进⾏计费，不满⼀分钟按⼀分钟计算，计费单位为美元/分
钟。

图⽚内容审核：按照调⽤次数进⾏计算，成功调⽤则记为⼀次，计费单位为美元/次。

计费⽰例：

⽤户对存储在新加坡地域的视频 A 进⾏视频内容审核，视频 A 的时⻓为30分钟，对存储在中国⼤陆地域的视频 B 进
⾏视频内容审核，视频 B 的时⻓为30分钟，则该服务所收取的费⽤ = 30 × 0.016 + 30 × 0.016 = 0.96（美元）。

版权保护

版权保护包括溯源⽔印、商业级 DRM 加密。

溯源⽔印

安全、低成本的防盗录⽔印⽅案，可以有效追踪盗录者 ID，震慑盗录⾏为，帮助追讨利益损失。

计费价格

按需要添加/提取溯源⽔印的视频时⻓收费，仅⽀持后付费。

计费项 分辨率

数字溯源⽔印添加

标清 SD（短边 ≤ 480px）

⾼清 HD（短边 ≤ 720px）

全⾼清 FHD（短边 ≤ 1080px）

2K（短边 ≤ 1440px）

4K（短边 ≤ 2160px）

溯源⽔印提取 -

计费说明

计费项：数字溯源⽔印添加、溯源⽔印提取

计费规则：对需要开启防盗录溯源功能的视频，通过转码进⾏添加数字溯源⽔印，因此会产⽣数字溯源⽔印添加 、
转码及转码后⽂件的存储费⽤。当视频发⽣盗录后，通过云点播对盗录视频提取盗录者 ID，因此会产⽣提取费⽤。

计费⽰例

您有⼀段分辨率为1080P、时⻓为60分钟的视频需要开启防盗录溯源功能，您通过编码⽅式为H.264、封装格式为 
HLS 的普通转码模板进⾏转码并开启防盗录溯源功能，您需要⽀付的数字溯源⽔印添加费⽤=0.062 × (60× 2) =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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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转码费⽤=0.0121 × (60 × 2)=1.452美元，存储费⽤=转码后⽂件⼤⼩ × 存储单价。 
当您的视频被盗录，且您已获取该盗录视频后，通过云点播进⾏数字⽔印提取操作，您需要⽀付的溯源⽔印提取费

⽤=0.12 × 60 = 7.2美元

说明：

对视频添加数字溯源⽔印时，需要使⽤到的转码或转⾃适应码流功能，因此会产⽣转码费⽤，详情请参⻅ 媒体处
理。

转码或转⾃适应码流的输出，会占⽤存储空间，具体存储计费价格，请参⻅ 媒体存储。

DRM 加密

点播 DRM 加密服务，使⽤商业级 DRM 加密⽅案为视频进⾏加密。DRM 加密服务基于点播转码实现，开启DRM 加

密后，DRM 加密转码费⽤将统计在转码费⽤中，不再额外计费。云点播 DRM 加密服务根据终端 DRM 加密视频 
License 的请求次数，按次计算费⽤。

计费价格

计费项 计费⽅式

DRM 播放 License 请求 按请求次数计费，仅⽀持后付费

计费说明

计费项：DRM 加密视频播放时产⽣的 License 请求次数。
计费规则：⽤户在使⽤ DRM 加密服务时，产⽣的加密转码费⽤和播放 DRM 加密视频产⽣的 License 请求次数。
计费公式： DRM 加密服务费⽤ = DRM 加密转码费⽤ + 播放加密视频产⽣的 License 请求次数。

计费⽰例

您在01⽉01⽇使⽤云点播 DRM 服务对原视频 A（时⻓10分钟，分辨率2560 × 1440）使⽤H.264 的编码⽅式进⾏普

通转码和商业级 DRM 加密，转出加密视频 B（时⻓ 10 分钟，分辨率1280 x 720），同时该 DRM 加密视频产⽣了 
License 的请求次数 50 次。01⽉02⽇您需要⽀付的商业级 DRM 费⽤如下：
DRM 加密 License单价为0.0012（美元/次）
则01⽉01⽇视频 DRM 加密费⽤ = 50（次）* 0.0012 (美元/次) = 0.06美元
说明：

DRM 加密转码费⽤和点播标准转码费⽤⼀致，加密转码服务每处理⼀次则收取⼀次的费⽤，否则不收取相关费⽤。
视频进⾏ DRM 转码加密前后，会产⽣相应的存储费⽤，具体存储计费价格，请参⻅ 媒体存储。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6#.E5.AA.92.E8.B5.84.E5.A4.84.E7.90.8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6#.E5.AA.92.E8.B5.84.E5.AD.98.E5.82.A8.3Ca-id.3D.22media_storage.22.3E.3C.2Fa.3E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6#.E5.AA.92.E8.B5.84.E5.AD.98.E5.82.A8.3Ca-id.3D.22media_storage.22.3E.3C.2Fa.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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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包（预付费）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9 14:31:44

资源包类型

您可以通过 控制台 查看云点播资源的实际使⽤量，购买资源包请前往 资源包购买⻚。
云点播资源包，即预先购买点播资源，后使⽤资源的⽅式，每⼀种资源包仅⽀持抵扣该项功能的资源。

资源包类型 说明

存储资源包 可抵扣云点播媒体存储产⽣的⽤量，按包年存储峰值售卖。 存储资源包按⽐例抵扣境外资源。

流量资源包 可抵扣云点播加速服务产⽣的⽤量，按流量售卖。流量资源包按⽐例抵扣境外资源 。

普通转码包 可抵扣云点播普通转码、⾃适应码流、视频编辑产⽣的⽤量，按使⽤时⻓售卖。转码资源包不

极速⾼清包 可抵扣云点播极速⾼清产⽣的⽤量，按使⽤时⻓售卖。极速⾼清包不区分地域抵扣。

视频审核包 可抵扣云点播视频审核产⽣的⽤量，按使⽤时⻓售卖。视频审核包不区分地域抵扣。

注意：

资源包容量单位进制为1000，即：1TB = 1000GB。

注意事项：

资源包购买后⽴即⽣效，有效期为1年，请注意在资源包的有效期内进⾏使⽤，到期后资源包内的资源将失效不可使
⽤。

每⽇⽤户消耗的各项点播资源，将优先在相应的资源包内抵扣，超出相应的资源包部分使⽤ 按量计费（后付费）⽅
式计费。为避免⽋费导致服务不可⽤，请关注相应的资源包消耗情况，及时新购资源包或保证账户余额充⾜。

资源包⽀持叠加购买，即有效期内资源⽤量叠加，多个资源包按购买时间先后进⾏抵扣。

每个资源包的有效期独⽴计算，多个资源包有效期不叠加。

云点播提供的资源包，仅可抵扣云点播产品对应付费服务产⽣的⽤量。

资源包⽀持境外抵扣，流量资源包和存储资源包按⽐例抵扣境外资源。

⽇结模式：云点播每⽇12:00 - 18:00对前⼀⽇产⽣的费⽤进⾏结算，⽤户在当⽇ 费⽤结算前 购买的资源包，可以⽤
于抵扣前⼀⽇ 00:00~24:00 这段时间的⽤量，如果是在 费⽤结算后 购买的资源包，则⽆法抵扣当⽇结算的（前⼀⽇

产⽣的⽤量）费⽤。

⽉结模式：云点播⽉01号 - 03号对上⼀个⽉费⽤进⾏结算，⽤户在当⽉ 费⽤结算前 购买的资源包，可以⽤于抵扣上
⼀个⽉结周期的⽤量，如果是在 费⽤结算后 购买的资源包，则⽆法抵扣当⽉结算的（上⼀个⽉产⽣的⽤量）费⽤。

https://www.tencentcloud.com/account/login
https://buy.tencentcloud.com/vod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66/52806#.E5.AD.98.E5.82.A8.E8.B5.84.E6.BA.90.E5.8C.85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66/52806#.E6.B5.81.E9.87.8F.E8.B5.84.E6.BA.90.E5.8C.85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66/52806#.E6.99.AE.E9.80.9A.E8.BD.AC.E7.A0.81.E5.8C.85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66/52806#.E6.9E.81.E9.80.9F.E9.AB.98.E6.B8.85.E5.8C.85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66/52806#.E8.A7.86.E9.A2.91.E5.AE.A1.E6.A0.B8.E5.8C.85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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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包开通和剩余量情况查询，请前往控制台在管理员⾝份下的 资源包管理 查看。

存储资源包

云点播存储的专⽤资源包，可抵扣云点播媒体存储产⽣的⽤量；视频存储资源包⽀持⽤量叠加。系统每天会统计您

使⽤的存储空间峰值，若未超出存储资源包的容量⼤⼩则不会产⽣费⽤，超出资源包容量的部分按 按量计费-媒体存
储 计费。更多计费场景详情可参⻅ 计费⽰例 。
抵扣规则：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存储⽤量按照1:1的⽐例进⾏抵扣，中国境外存储⽤量按照1:1.2的⽐例进⾏抵
扣，优先抵扣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的⽤量。

计费价格

资源包类型 单价（美元）

存储资源包 - 10GB 1.36

存储资源包 - 50GB 6.83

存储资源包 - 100GB 13.52

存储资源包 - 500GB 66.9

存储资源包 - 1TB 133.66

存储资源包 - 5TB 654.94

存储资源包 - 10TB 1308.49

存储资源包 - 50TB 6536.86

抵扣⽐例

⽤户可以通过存储资源包抵扣不同存储类型的资源，不同的存储类型抵扣⽐例不⼀致，⽤户可以将不同类型存储统

⼀换算成标准存储进⾏抵扣。

存储类型 抵扣⽐例

标准存储 1：1

低频存储 1：0.5

归档存储 1：0.25

深度归档存储 1：0.125

https://www.tencentcloud.com/account/login/subAccount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6#.E5.AA.92.E8.B5.84.E5.AD.98.E5.82.A8.3Ca-id.3D.22media_storage.22.3E.3C.2Fa.3E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66/38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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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例

⽤户在云点播控制台上资源包为100GB，则⽤户可以抵扣标准存储100GB或低频存储200GB。
不同类型的存储可以叠加抵扣，⽤户在云点播控制台上资源包为100GB，则⽤户可以抵扣标准存储50GB和低频存储
100GB。

流量资源包

云点播加速播放的专⽤资源包，可抵扣全时段云点播加速服务产⽣的⽤量，存在多个流量资源包时，按照购买时间

进⾏抵扣。系统每天会统计您使⽤的下⾏流量，在资源包容量内的部分直接⽤余量抵扣，超出资源包的部分按 按量
计费-加速服务 计费。
抵扣规则：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流量⽤量按照1:1的⽐例进⾏抵扣，中国境外各区的流量统⼀按照1:1.8的⽐例进
⾏抵扣，优先抵扣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的⽤量。

计费价格

资源包类型 单价（美元）

流量资源包 - 10GB 0.27

流量资源包 - 100GB 2.66

流量资源包 - 500GB 12.32

流量资源包 - 1TB 24.5

流量资源包 - 5TB 121.66

流量资源包 - 10TB 237.86

流量资源包 - 50TB 1175.86

流量资源包 - 200TB 3079.86

流量资源包 - 1PB 15399.86

普通转码包

云点播普通转码处理的专⽤资源包，可抵扣云点播普通转码、⾃适应码流、视频编辑产⽣的⽤量（不区分地域抵

扣），普通转码包⽀持叠加购买，存在多个普通转码包时，按照购买时间进⾏抵扣。系统每天会统计您使⽤的转码

总时⻓，在资源包容量和分辨率范围之内的部分直接⽤余量抵扣，超出资源包的部分按 计费⽅式-普通转码 、计费⽅
式-⾃适应码流、计费⽅式-视频编辑 ⽅式计费。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6#.E8.A7.86.E9.A2.91.E5.8A.A0.E9.80.9F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6#.E6.99.AE.E9.80.9A.E8.BD.AC.E7.A0.81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6#.E8.87.AA.E9.80.82.E5.BA.94.E7.A0.81.E6.B5.81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6#.E8.A7.86.E9.A2.91.E7.BC.96.E8.BE.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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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扣规则：中国境内、中国境外均按照1：1的⽐例进⾏抵扣。

计费价格

资源包类型 单价（美元）

普通转码包 - 1H 0.13

普通转码包 - 5H 0.672

普通转码包 - 100H 12.6

普通转码包 - 1000H 120.26

普通转码包 - 10000H 839.86

普通转码包 - 50000H 3219.86

抵扣⽐例

云点播普通转码资源包可以抵扣所有普通转码的不同规格视频，但是抵扣⽐例不⼀致，抵扣⽐例如下：

编码⽅式 分辨率 抵扣⽐例

⾳频转码 - 1 : 0.25

转封装 - 1 : 0.5

H.264 标清 SD（短边 ≤ 480px） 1 : 1

H.264 ⾼清 HD（短边 ≤ 720px） 1 : 2

H.264 全⾼清 FHD（短边 ≤ 1080px） 1 : 4

H.264 2K（短边 ≤ 1440px） 1 : 8

H.264 4K（短边 ≤ 2160px） 1 : 16

H.265 标清 SD（短边 ≤ 480px） 1 : 5

H.265 ⾼清 HD（短边 ≤ 720px） 1 : 10

H.265 全⾼清 FHD（短边 ≤ 1080px） 1 : 20

H.265 2K（短边 ≤ 1440px） 1 : 40

H.265 4K（短边 ≤ 2160px） 1 : 80

视频编辑 以输出视频的规格为准 按照输出视频规格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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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例

⽤户转出普通转码 H.264 640 × 480视频1分钟，则普通转码资源包内时⻓减少1分钟；
⽤户转出普通转码 H.264 1280 × 720视频1分钟，则普通转码资源包内时⻓减少2分钟；
⾃适应转码资源包抵扣时⻓等于所有⼦流的抵扣时⻓之和。

转出分辨率越⾼的视频则资源包使⽤完速度越快。

极速⾼清包

云点播极速⾼清处理的专⽤资源包，可抵扣云点播极速⾼清转码产⽣的⽤量（不区分地域抵扣），极速⾼清包⽀持

叠加购买，存在多个极速⾼清包时，按照购买时间进⾏抵扣。系统每天会统计您使⽤的极速⾼清时⻓，在资源包容

量和分辨率范围之内的部分直接⽤余量抵扣，超出资源包的部分按 计费⽅式-极速⾼清转码 ⽅式计费。
抵扣规则：中国境内、中国境外均按照1：1的⽐例进⾏抵扣。

计费价格

资源包类型 单价（美元）

极速⾼清包 - 2H 0.83

极速⾼清包 - 50H 20.86

极速⾼清包 - 100H 41.86

极速⾼清包 - 1000H 247.66

抵扣⽐例

云点播极速⾼清资源包可以抵扣所有极速⾼清的不同规格视频，但是抵扣⽐例不⼀致，抵扣⽐例如下：

编码⽅式 分辨率 抵

H.264 标清 SD（短边 ≤ 480px） 1

H.264 ⾼清 HD（短边 ≤ 720px） 1

H.264 全⾼清 FHD（短边 ≤ 1080px） 1

H.264 2K（短边 ≤ 1440px） 1

H.264 4K（短边 ≤ 2160px） 1

H.265 标清 SD（短边 ≤ 480px） 1

H.265 ⾼清 HD（短边 ≤ 720px） 1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6#.E6.9E.81.E9.80.9F.E9.AB.98.E6.B8.85.E8.BD.AC.E7.A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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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5 全⾼清 FHD（短边 ≤ 1080px） 1

H.265 2K（短边 ≤ 1440px） 1

H.265 4K（短边 ≤ 2160px） 1

计费⽰例

⽤户转出极速⾼清 H.264 640 × 480视频1分钟，则极速⾼清资源包内时⻓减少1分钟；
⽤户转出极速⾼清 H.264 1280 × 720视频1分钟，则极速⾼清资源包内时⻓减少2分钟；
转出分辨率越⾼的视频则资源包使⽤完速度越快。

视频审核包

云点播视频审核处理的专⽤资源包，可抵扣视频审核所产⽣的⽤量（不区分地域抵扣），视频审核包⽀持叠加购

买，存在多个视频审核包时，按照购买时间进⾏抵扣。系统每天会统计您使⽤的视频审核时⻓，在资源包容量内的

部分直接⽤余量抵扣，超出资源包的部分按 媒体 AI 服务-内容审核 ⽅式计费。
抵扣规则：中国境内、中国境外均按照1：1的⽐例进⾏抵扣。

计费价格

资源包类型 单价（美元）

视频审核包 - 1H 0.672

视频审核包 - 5H 3.36

视频审核包 - 100H 65.8

视频审核包 - 1000H 588

视频审核包 - 10000H 4704

视频审核包 - 50000H 22848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6#.E5.AA.92.E4.BD.93-ai-.E6.9C.8D.E5.8A.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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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剪辑

在直播过程中（即直播尚未结束时），选择⼀个⽚段，实时剪辑⽣成⼀个新视频的费⽤。。

计费价格

计费项 价格（美元/分钟） 计费⽅式

直播即时剪辑 0.00098 按照剪辑输出的视频时⻓收费

计费说明

计费项：直播即时剪辑。

计费规则：在直播过程中（即直播尚未结束时），选择⼀个⽚段，实时剪辑⽣成⼀个新视频的费⽤。

计费公式：直播剪辑费⽤=直播时剪辑⽣成的视频时⻓（分钟） × 该视频对应的直播剪辑计费项单价（美元）。

计费⽰例

您在01⽉01⽇使⽤云点播 直播即时剪辑 服务，剪辑⽣成的视频时⻓为100分钟。则01⽉02⽇您需要⽀付的直播剪辑
费⽤如下：

01⽉01⽇直播剪辑费⽤ = 0.00098（美元/分钟）× 100（分钟）= 0.098（美元）。

详细功能请参考直播剪辑。

客户端上传加速

使⽤客户端上传加速功能，产⽣的上传加速流量费⽤（全局链路加速、QUIC 传输）。 
计费价格

上传类型 单价

全局链路加速 0.072美元/GB

QUIC 传输 0.086美元/GB

计费说明

计费项：全局链路加速流量、QUIC传输流量

其他增值服务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4 10:47:1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66/49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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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规则：上传⽂件时，使⽤到客户端上传加速功能，产⽣的上传加速流量进⾏计费。

计费公式：客户端上传加速费⽤ = 全局链路加速流量（GB）× 单价（美元）+ QUIC传输流量（GB）× 单价（美
元） 。

计费⽰例

您使⽤云点播全局链路加速上传服务，产⽣上传流量为550 GB，使⽤云点播 QUIC 传输上传服务，产⽣上传流量为
100 GB，则您需要⽀付的客户端上传加速费⽤= 550（GB）× 0.072（美元）+100（GB）× 0.086（美元）= 48.2
（美元）。

详细功能请参考客户端上传加速⽂档

短视频（UGSV） SDK License

短视频 SDK License 说明如下：

您可以免费申请短视频基础版 License，并试⽤28天。
使⽤短视频 SDK 产⽣的加速、存储、流量等资源消耗，按照点播计费进⾏结算。
点播短视频 License ⼀旦激活则不⽀持退款服务。

计费价格

版本 有效期 单价（美元）

体验版 License 28天 0

轻量版 License 1年 1899

标准版 License 1年 9999

详细功能请参考短视频SDK⽂档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66/49083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69/37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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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播流量使⽤预估分析

⽰例背景

⽤户 A 的主要业务为视频⽹站平台，需要预估1个视频在云点播控制台加速播放的流量消耗，具体需求如下：

观看⼈数为100⼈
视频时⻓为1⼩时

视频码率为500Kbps

计费分析

产⽣流量 = 码率 × 时⻓ × 观看⼈数

通过上述公式，该需求消耗的流量 ≈ 500/8KBps × 3600s × 100⼈ = 22500000KB = 22.5GB

点播转码按量计费分析

⽰例背景

⽤户 A 使⽤预置模板，对⼀个视频进⾏转码，具体需求如下：

输⼊视频：1280 × 640分辨率

转码模板：100030
视频时⻓：100分钟

计费分析

预置转码模板100030的参数为：编码⽅式 H.264，视频参数分辨率按⽐例缩放 × 720进⾏转码，则输出视频的分辨
率为1440 × 720，按照 按量计费（⽇结后付费）的收费标准，输出视频短边为720，故单价为0.0061美元/分钟。 
因此，该需求产⽣的费⽤ = 0.0061美元/分钟 × 100分钟 = 0.61美元

计费⽰例
最近更新时间：2020-12-24 14:13:47

说明：

⽤户可以在 模板设置 查询预置模板的码率，也可以⾃定义模板的码率。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6#.E6.99.AE.E9.80.9A.E8.BD.AC.E7.A0.81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66/14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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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播存储按量计费分析

⽰例背景

⽤户 A 在控制台需要在中国境外存储视频，然后进⾏视频的分发观看。⽤户想计算下存储⽇结费⽤。

视频⼤⼩：50GB
存储时⻓：1年

计费分析

按量计费（⽇结后付费）：

总存储费⽤ = 0.0009美元/GB/⽇ × 365⽇ × 50GB = 16.42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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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腾讯云

使⽤云点播服务前，您需要 注册腾讯云 账号。

申请云点播服务

1. 访问 云点播介绍⻚ ，单击⻚⾯中的【⽴即使⽤】，您将跳转⾄“开发者资质信息认证”⻚⾯。
2. 单击【前往认证】，跳转⾄官⽹资质认证信息⻚⾯，请正确填写该⻚⾯所需信息，通过 实名认证 后，即可访问控

制台，未进⾏实名认证的⽤户⽆法购买中国⼤陆的云点播实例。

购买云点播服务

云点播⽬前⽀持的计费⽅式有⽇结（后付费）。

⽇结计费即先使⽤后付费的计费⽅式。您需要在腾讯云账户预先 充值，系统每天会统计前⼀天的实际⽤量并进⾏
账单推送和费⽤结算，从您账户的余额中扣除实际消费产⽣的⾦额，详细请参⻅ ⽇结（后付费）。

使⽤云点播服务

申请并购买云点播服务后，在控制台选择【云产品】>【视频服务】>【云点播】，然后您可以开始使⽤云点播服

务。

购买指引
最近更新时间：2021-02-19 12:27:19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378/17985
https://www.tencentcloud.com/product/vod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378/3629
https://console.tencentcloud.com/expense/recharge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6
https://console.tencentcloud.com/v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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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需要查看腾讯云点播（VOD）产⽣的账单及扣费明细，您可前往腾讯云【费⽤中⼼】>【账单详情】查看详细账
单。

账单详情

账单详情包括资源 ID 账单和明细账单：

资源 ID 账单：根据资源 ID 聚合明细展⽰账单。
明细账单：没做聚合，每笔费⽤均为⼀条明细记录。

资源 ID 账单

单击【全部产品】筛选框，选择【点播VOD】，即可查看云点播的账单。

账单字段

字段 说明

计费模式
按⽇结算：⽤户计费模式为⽇结计费，每天进⾏费⽤的结算

按⽉结算：⽤户计费模式为⽉结计费，每⽉对所有费⽤进⾏结算

配置描述

⽤户本⽉在云点播内使⽤的⼦功能项及⽤量，具体如下：

点播存储

点播转码

点播流量

点播带宽

不适宜内容识别

原价 本⽉使⽤的各⼦功能项的总费⽤

折扣率

本⽉⽤户享受的折扣，具体如下：

⽇结⽤户不享受折扣，折扣率为1
⽉结折扣请联系您的商务确认

总费⽤ 总费⽤ = 原价 × 折扣率

其余各字段均为腾讯云官⽹分配字段，详细请参⻅ 新版账单使⽤指南。

账单查询
最近更新时间：2021-02-19 12:27:19

说明：

https://console.tencentcloud.com/expense/bill/summary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555/7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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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细账单

账单字段

字段 说明

组件类型 本⽉在点播使⽤的各⼦功能项

组件名称 该组件类型下，您使⽤的功能项

组件刊例价 该组件⽆任何折扣的刊例价格

组件⽤量 该组件的使⽤量

折扣率

本⽉⽤户享受的折扣，具体如下：

⽇结⽤户不享受折扣，折扣率为1
⽉结⽤户享受折扣，具体折扣请联系您的商务

使⽤时⻓ 使⽤该组件的总时⻓

总费⽤
总费⽤ = 组件原价 × 折扣率，其中： 
组件原价 = 组件刊例价 × 组件价格单位 × 组件⽤量 × 使⽤时⻓

其余各字段均为腾讯云官⽹分配字段，详细请参⻅ 新版账单使⽤指南。

例如，⽤户使⽤ H.264 ⾼清 HD（1280 × 720）及以下模板，组件刊例价为0.0061美元/分钟：

组件原价 = 0.00610000 × 美元/2 转码类型/分钟 × 2 转码类型 × 5.00000000分钟 = 0.03050000（美元）

折扣率 = 1

故总费⽤ = 0.0305美元 × 1 = 0.0305（美元）

若组件类型为点播普通转码，则在资源 ID 的命名⽅式中，可以看出使⽤的是哪⼀种转码模板。例如：

 XXX_h265_sd_640_480 表⽰使⽤ H.265 标清 SD（640 × 480）及以下分辨率的普通转码模板。
 XXX_h265_eshd_sd_640_480 表⽰使⽤ H.265 标清 SD（640 × 480）及以下分辨率的极速⾼清模
板。

说明：

若组件类型为点播普通转码，则在资源 ID 的命名⽅式中，可以看出使⽤的是哪⼀种转码模板。例如：

 XXX_h265_sd_640_480 表⽰使⽤ H.265 标清 SD（640 × 480）及以下分辨率的普通转码模板。
 XXX_h265_eshd_sd_640_480 表⽰使⽤ H.265 标清 SD（640 × 480）及以下分辨率的极速⾼清模
板。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555/7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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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播后付费流量

计费⽅式：按流量计费

有效天数：⽉结有效⾃然天

计费流量值：⽤于计费的流量计费值

按⾃然⽇每五分钟记录该时间段的流量消耗，总计费流量为所有时间点的流量加和。

点播后付费存储

⽇期：⽉结有效⾃然天

⽤量：该⽇使⽤点播的存储峰值空间

点播转码

⽇期：⾃然天

Appid: ⽤户账户 ID

任务 ID：执⾏任务 ID
转码类型：普通转码、极速⾼清、⾳频转码、视频编辑

编码⽅式：H.264、H.265
清晰度：转码模板对应的清晰度

转码时⻓：该⽇使⽤的转码时⻓

点播视频不适宜内容识别

⽇期：⾃然天

⽤量：该⽇使⽤的视频不适宜内容识别时⻓

注意：

存储每⽉费⽤ = 每⽇峰值叠加值 × 单价（控制台展⽰的是当天存储空间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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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后付费）

对于 ⽇结后付费，按实际使⽤量计算消耗的费⽤，⽤户需要在控制台上及时充值续费，避免余额不⾜抵扣产⽣⽋
费，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登录控制台，选择右上⾓的【费⽤中⼼】，进⼊充值⻚⾯。

2. 选择对应的充值渠道，输⼊充值⾦额，单机【⽴即付款】，完成充值续费。

续费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1-02-19 12:27:19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6
https://console.tencentcloud.com/account/recharge


云点播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35 共36⻚

按量计费（后付费）

云点播对⽇结⽤户按量进⾏费⽤抵扣，对于余额不⾜⽽导致账户⽋费的⽤户，云点播⾸先会将账户资源停服，对于

⻓期⽋费的⽤户则会触发资源回收机制。计费⽅式默认为⽇结，如需变更为⽉结请联系商务。

停服机制

云点播会对⽋费的⽤户进⾏账户停服。

每⽇12:00 - 18:00对前⼀⽇产⽣费⽤进⾏结算，输出账单并进⾏扣费。
若账户余额不⾜导致扣费失败，则⾃扣费时间起24⼩时内，⽤户会收到⽋费通知短信，若⾃扣费时间起24⼩时内
账户还未充正则正式停服；若⾃扣费时间起24⼩时内充正账户，则不会停服。
停服后将⽆法使⽤云点播提供的各项服务，控制台也将禁⽌使⽤，但不会删除和修改点播⽂件和各项配置信息。

回收机制

账户停服后，若在30天之内没有将⽋费账户充正开服，则会启动回收策略。

云点播会对存储在该账号下的源⽂件和转码⽂件进⾏删除，并释放资源，该删除操作不可逆。

为保证您的重要⽂件不被删除，请您关注账户的⽋费信息并及时缴费。

开服机制

⽤户停服后缴纳完⽋款，将会触发点播的开服策略，开服重启，分配资源耗时⼤约为30分钟，如果账户冲正后超过
⼀⼩时仍未开服，请 提交⼯单 联系我们。

⽋费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1-02-19 12:27:19

https://console.tencentcloud.com/workorder/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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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费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1 11:09:17

退款规则

云点播资源包暂不⽀持系统⾃助退款，如有退款需求，请联系我们。

短视频 License ⼀旦激活则不⽀持退款（资源包和短视频 License 绑定后，资源包⽆法退款，视作已使⽤）。
如出现疑似异常或恶意退款，腾讯云有权拒绝您的退款申请。

如退款成功，退款⾦额为购买时花费的全部消耗⾦额，包括现⾦账户⾦额、收益转⼊账户⾦额以及赠送账户⾦额。

注意：

抵扣或代⾦券不予以退还。

退还⾦额将全部原路退回到您的腾讯云账户。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66/199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