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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性是腾讯云实时⾳视频发展的基础，腾讯云实时⾳视频遵从不同国家和⾏业的合规性要求，除了保证所提供服

务的安全性、合规性、可⽤性、保密性和隐私性之外，还可以为使⽤实时⾳视频的客户提供相关⽀持，满⾜企业及

其客户的多项合规监管需求，降低公司及客户在审计⼯作上的重复投⼊，提⾼审计与管理效率。

实时⾳视频已通过 SOC 系列审计报告（包括 SOC 1、SOC 2、SOC 3）、⽹络安全等级保护2.0、ISO 系列认证
（包括 ISO 9001、ISO 20000、ISO27001、ISO27017、ISO27018、ISO27701、ISO29151）、CSA STAR、
NIST CSF、BS10012 和 K-ISMS 认证。

服务协议

安全合规认证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11 12:08:26

SOC 1 Type Ⅱ报告

参照 AICPA 审计准则 SSAE No. 18 中的 AT-C section 320 针对腾讯云云服务体系的控制环境出具的报告

SOC 2 Type Ⅱ报告

参照 AICPA 审计准则 SSAE No. 18 中的 AT-C section 205 以及 TSP section 100 2017版，针对云服务体系
的安全性、可⽤性、机密性出具的报告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363/11543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363/1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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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 3 Type Ⅱ报告

参照 AICPA 审计准则 SSAE No. 18 中的 AT-C section 205 以及 TSP section 100 2017版，针对云服务体系

的安全性、可⽤性、机密性报告出具的⼀般控制报告

⽹络安全等级保护2.0

腾讯⾦融云通过了等级保护四级备案和测评，公有云通过了等级保护三级备案和测评

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腾讯云是国内⾸家在云计算领域获得 ISO 9001 CNAS 和 ANAB 双认可的云计算服务商，实施有效的质量控

制流程交付优质的云服务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363/11543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363/2487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363/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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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20000 IT 服务管理体系认证

腾讯云是国内⾸家通过 ISO 20000-1:2018 新版标准认证的云计算服务商，建⽴并严格执⾏标准的 IT 服务管

理流程

ISO 27001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ISO/IEC 27001:2015 是 ISO/IEC 27002:2013 的补充，腾讯云通过 ISO 27001指导证书，证明腾讯云实施了

有效设计和实施云计算信息安全控制

ISO 27017 云服务信息安全控制实施指引

ISO/IEC 27017:2015 是 ISO/IEC 27002:2013 的补充，腾讯云通过 ISO 27017指导证书，证明腾讯云实施了

有效设计和实施云计算信息安全控制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363/2409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363/2408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363/33541


实时⾳视频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7 共22⻚

ISO 27018 公有云个⼈信息保护认证

腾讯云致⼒于保护每个客户的个⼈信息，构建完善的个⼈信息管理体系，采⽤各种技术⼿段保护⽤户个⼈信

息

ISO 27701 个⼈信息管理体系国际标准

腾讯云是全球⾸家通过 ISO/IEC 27701认证的云服务提供商，建⽴和实施了隐私信息管理体系，并具备持续

改进的能⼒

ISO 29151 个⼈⾝份信息保护实践指南

腾讯云提供了恰当的信息安全⻛险管理环境⽤于个⼈⾝份信息的保护，同时满⾜⾏业最佳实践，具备持续改

进的能⼒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363/14031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363/33540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363/39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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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A STAR 云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CSA STAR 是针对云安全特性的⼀项国际性认证，腾讯云以⾦牌等级通过了 STAR 认证，强化云安全技术

管控

NIST ⽹络安全框架

NIST CSF 是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根据⾏政命令(EO) 13636“改进关键基础设施⽹络安全”开发，该框架

侧重于使⽤业务驱动因素来指导⽹络安全活动

KISMS 认证

腾讯云是中国⾸家通过 KISMS 认证的云计算服务商，证明腾讯云建⽴的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和能⼒满⾜相关

韩国法律和标准合规性要求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363/7249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363/45469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363/34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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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 10012

英国标准协会发布的个⼈信息管理体系标准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363/45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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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书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9 14:58:54

1. 概述

腾讯实时⾳视频（Tencent Real-Time Communication，TRTC），将腾讯多年来在⽹络与⾳视频技术上的深度积
累，以多⼈⾳视频通话和低延时互动直播两⼤场景化⽅案，通过腾讯云服务向开发者提供统⼀、标准化的应⽤程序

接⼝（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API），并为不同⾏业和场景提供主流操作系统和平台下适配的软件开发

⼯具包（Software Development Kit，SDK）解决⽅案，致⼒于帮助开发者快速搭建低成本、低延时、⾼品质的⾳视
频互动解决⽅案。

作为实时⾳视频 PaaS 云服务⾏业引领者，数据安全和⽤户隐私安全是腾讯云实时⾳视频⽴⾝之本的问题。实时⾳视
频始终将数据和⽤户隐私安全作为⾸要安全原则，并将充分将其体现在⽇常安全能⼒建设当中。为帮助开发者了解

腾讯云实时⾳视频产品服务的安全保障能⼒，以下将介绍腾讯云实时⾳视频 PaaS 服务的安全建设和及安全合规审计

说明。

2. 安全合规与隐私保护

安全合规性是腾讯云实时⾳视频发展的基础，腾讯云实时⾳视频遵从不同国家和⾏业的合规性要求，除了保证所提

供服务的安全性、合规性、可⽤性、保密性和隐私性之外，还可以为使⽤实时⾳视频的客户提供相关⽀持，满⾜企

业及其客户的多项合规监管需求，降低公司及客户在审计⼯作上的重复投⼊，提⾼审计与管理效率。

实时⾳视频已通过 SOC 系列审计报告（包括 SOC 1、SOC 2、SOC 3）、⽹络安全等级保护2.0、ISO 系列认证
（包括 ISO 9001、ISO 20000、ISO27001、ISO27017、ISO27018、ISO27701、ISO29151）、CSA STAR、

NIST CSF、BS10012 和 K-ISMS 认证。

安全合规与

隐私保护
说明

ISO/IEC 
27001: 2013 
信息安全管

理标准

ISO/IEC 27001: 2013 是最基础的、获得国际最⼴泛认可的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标准。腾讯云实时⾳视频通过 ISO 27001:2013认证，更能体现企业对安全的
承诺，表明企业信息安全管理已建⽴起⼀套科学有效的管理体系，能够为⽤户

提供可靠的信息服务。

ISO/IEC 
27017: 2015 
提供云服务

信息安全控

制实施指引

ISO/IEC 27017: 2015 是专门针对云服务信息安全的实⽤标准，为云服务提供
商和云服务客户提供特定的安全控制及其实施指南。ISO 27017是基于 ISO 
27002延申的标准，主要⽬的在于提供云⼚商⼀个云端建设与运维的安全规
范，腾讯云实时⾳视频通过ISO/IEC 27017 认证，证明我们的云服务具有充分
的信息安全管理和保障能⼒。

ISO/IEC 27018: 2019 是专注于保护公有云中个⼈信息的指导标准。它基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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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IEC 
27018: 2019 
提供公有云

中的个⼈信

息的保护指

南

息安全标准 ISO/IEC 27001，提供了适⽤于公共云中的个⼈信息保护的补充控
制措施，加强对公有云层⾯的个⼈信息保护能⼒。腾讯云实时⾳视频通过 ISO 
27018认证可证明企业在保护企业数据、知识产权、⽂档和云端 IT 系统安全等
⽅⾯达到了⾼标准的⾏业最佳实践。

CSA STAR 
认证 

CSA STAR 云安全评估基于国际权威的⾮盈利组织云安全联盟（Cloud 
Security Alliance）推出的云控制矩阵 CCM（Cloud Control Matrix），满⾜云
计算安全领域的特定要求，针对云计算安全特性的⼀项国际性认证；同时它也

是 ISO/IEC 27001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增强版本，将云安全的特有问题可视
化，为云服务商的安全管控能⼒提供了直观的评估框架。腾讯云实时⾳视频通

过 CSA STAR 认证可证明具有云服务安全的保障能⼒。

SOC 审计

SOC 报告（System and Organization Controls Reports）是由专业的第三⽅会
计师事务所依据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的相关准则出具的服务机构内
部控制相关的系列报告。

腾讯云作为领先的云服务提供商，在2017年 SOC 审计过程中已经使⽤了2017
版的信托服务标准，是国内率先遵循了2017版信托服务标准的云服务提供商。
实时⾳视频获得此服务鉴证报告，证明我们建⽴和实施了有效的内部控制，同

时会定期接受第三⽅审核，确保各产品服务均符合鉴证报告要求。

⽹络安全等

级保护认证

⽹络安全等级保护2.0（简称等保2.0）于2019年12⽉01⽇正式实施，等保2.0
更加注重主动防御，从被动防御到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的安全可信、动态

感知和全⾯审计，实现了对传统信息系统、基础信息⽹络、云计算、移动互

联、物联⽹、⼤数据和⼯业控制系统等级保护对象的全覆盖。依据⽹络安全等

级保护2.0的标准及有关规定，腾讯公有云实时⾳视频 PaaS 服务平台通过了三
级备案和测评，标志着我们遵循国家在云计算平台安全建设⽅⾯的技术保障要

求和安全管理要求。为云平台上⾏业多样、业务繁多的各企业⽤户提供了助⼒

等保合规的服务。

3. 数据安全

数据安全是腾讯云实时⾳视频最为关切的问题之⼀，实时⾳视频将开发者数据进⾏了充分必要的合法合规处理，以

保证数据的安全，本节将介绍腾讯云和腾讯云实时⾳视频在数据安全上采取技术控制措施和管控政策。

3.1 数据安全政策

腾讯云实时⾳视频坚持以数据保密、完整和⾼可⽤作为⾳视频服务的数据安全发展前提，将数据安全管理建设理念

融⼊⾳视频PaaS服务建设过程中，腾讯云始终坚持确保开发者数据的可⽤性、保密性、完整性，即：

可⽤性：通过腾讯云私有⽹络传输协议保障数据⾼可⽤。

保密性：防⽌在开发者未经授权下的访问和窃听。

完整性：确保开发者数据完整且不被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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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实时⾳视频对其所有员⼯均定期开始数据安全、隐私合规、数据加密保护的安全培训，并与员⼯签署保密协

议，确保内部员⼯在开展⽇常⼯作维护中，确保落实服务数据的可⽤性、保密性和完整性。

3.2 数据⾼可⽤

实时⾳视频⼒图为开发者提供⾼可⽤的⾳视频 PaaS 数据服务：

海量数据中⼼：腾讯云实时⾳视频在全球区域有多个机房共同提供服务。任⼀机房遭受攻击，都不会影响其他机房

的正常运转、不影响整体服务，具有分区隔离保障机制。

故障隔离修复：数据中⼼若遭遇拒绝服务（DoS）等难以防范的恶意攻击导致服务故障，腾讯云实时⾳视频会将故障
机器做合理处理，确保整体服务稳定可⽤。

DDoS 攻击防护：腾讯云实时⾳视频在使⽤的数据中⼼配置了反 DDoS 防⽕墙，具备⾜够的能⼒和资源控制 DDoS 

的⻛险。

3.3 数据采集

腾讯云实时⾳视频只采集经⽤户授权同意的，且产品服务所必须的数据字段，按严格按照最⼩粒度数据采集原则；

⽽腾讯云实时⾳视频开发者收集的⽤户数据，如程序登录信息、⾝份识别、密码、⽀付信息、姓名和地址等，均由

开发者⾃⾝保管，不在实时⾳视频平台留存。

3.4 数据脱敏

保护开发者数据隐私，腾讯云实时⾳视频针对官⽹控制台的企业和个⼈信息均进⾏脱敏后的展⽰，此策略同样也适

⽤于实时⾳视频内部系统和其他产品，如内部管理平台、⽇志打印和监控告警等数据展⽰渠道。

3.5 数据使⽤和存储

针对开发者的个⼈或企业⽤户数据、终端⽤户数据、⾳视频通话数据和系统运⾏与安全数据进⾏分类分级存储，以

保安证开发者数据合规安全留存。

腾讯云实时⾳视频的研发过程中严格分离⽣产、测试和开发环境，确保开发者的真实数据不会直接⽤于开发和测

试，同时，对于开发者及⽤户的机密信息，如密码等，我们会进⾏加密存储存储。

如果开发者及⽤户使⽤腾讯云实时⾳视频提供的本地服务端录制 SDK 和云端录制功能，开发者及⽤户可对部分或全

部通话内容进⾏录制，且所有录像/录⾳内容均直接写⼊开发者及⽤户所提供的存储服务器上⽽⾮腾讯云实时⾳视频
服务器进⾏存储。

4. 腾讯云实时⾳视频 PaaS 服务安全

实现低延时、⾼质量的实时互动解决⽅案对腾讯云实时⾳视频服务有着严苛的要求，腾讯云实时⾳视频在构建⾳视

频 PaaS 服务的过程中，充分评估架构技术安全⻛险的同时，最⼤程度遵循合规标准中的安全⻛险控制体系，并将其
运⽤落地在⾳视频 PaaS 各个环节的建设之中，以保证为开发者及⽤户提供⼀套⾼质量、稳定、安全的⾳视频 PaaS 

解决⽅案。

4.1 腾讯云实时⾳视频传输⽹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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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视频基于腾讯云私有传输⽹络，打造了具有超低延时、⾼质量传输以及⽀持百万⼈级实时互动⾳视频平台。

私有传输⽹络是腾讯云实时⾳视频 PaaS 的核⼼服务之⼀， 它为 ⾳视频服务终端信令的接⼊、⾝份鉴权、实时调
度、⾳视频数据实时传输等环节提供合规且安全的服务⽀撑，同时腾讯云私有传输⽹络在架构设计上，深⼊考虑当

前互联⽹环境⾯临的安全不稳定因素，为了给开发者及⽤户提供安全稳定的服务，会从以下⼏点控制措施进⾏实

现。

传输⽹络安

全控制措施
说明

加密传输

为了保证⾳视频数据在传输过程的机密性，腾讯云实时⾳视频提

供内置加密和⾃定义加密两种⽅式以提供传输链路的加密保证。

腾讯云实时⾳视频服务 PaaS 默认全局开启内置加密，覆盖 全
数据链路，以保证数据传输的加密安全性。

资源隔离

腾讯云实时⾳视频为每⼀个⾳视频应⽤（SdkAppId）分配专有
的资源，确保与其他项⽬资源彼此独⽴，为实时⾳视频提供安全

可靠的运算资源保证。对开发者及⽤户⽽⾔，在实时⾳视频控制

台正式注册后，只需要在控制台（Console）上进⾏简单的操作
即可新建实时⾳视频应⽤（SdkAppId）并分配对应的资源。

房间隔离

腾讯云实时⾳视频为每种⾳频、视频或消息数据传输创建了独⽴

的隔离通道，即房间 Roomid。所有房间在逻辑上是分开的，只
有当⽤户使⽤具有相同 SdkAppid 的⾳视频互动应⽤和相同房间
名时，⽤户才能加⼊同⼀频道。房间在会话开始时创建，会话结

束（最后⼀个⽤户离开）后销毁，通过该机制，在房间层⾯实现

了传输隔离。

⾝份认证

当⽤户使⽤实时⾳视频应⽤并接⼊腾讯云实时⾳视频 PaaS服务
时，实时⾳视频会通过基于 SdkAppid + 密钥⽣成的鉴权信息进
⾏进房验证，以帮助有需要的开发者及⽤户对其⽤户进⾏强鉴

权。

4.2 腾讯云实时⾳视频 SDK 安全

腾讯云实时⾳视频提供 iOS、Android、macOS、Windows、Web、⼩程序等平台的 SDK ⽅便客户集成，以满⾜开
发者各个终端平台的实时⾳视频互动开发集成需求。腾讯云实时⾳视频 SDK 不仅仅为开发者及⽤户提供简单、易于
集成且安全稳定的⾳视频开发套件。

实时⾳视频会竭⼒为开发者及⽤户打造合规、安全保障的⾳视频 PaaS 服务，以减少开发者及⽤户在应对合规监管和
应对信源数据安全威胁⽅⾯付出的⼯作。

SDK 安全
⽀持

说明

SDK 安全
与合规性

腾讯云实时⾳视频 SDK 的可信和安全是腾讯云实时
⾳视频基础的能⼒保障之⼀。腾讯云实时⾳视频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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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迭代的时，前期会充分评估功能需求在合规隐私的

合理性以及在安全上的⻛险点，确保符合腾讯云合规

和隐私政策。

在功能实现时，实时⾳视频会在进⾏充分且必要的质

量安全测试，在涉及引⽤或集成第三⽅ SDK、库⽂件
时进⾏安全检测，尤其是合规性确认。

SDK 内容
加密

腾讯云实时⾳视频 SDK ⽀持使⽤ AES 128 对称密钥
对所有⾳视频数据流和消息进⾏数据层⾯的加密，被

加密的数据经腾讯云私有传输⽹络发送⾄实时⾳视频

房间中的节点，最终由接收的终端来解密⾳视频数据

内容进⾏渲染，传输过程中保证数据安全保密。

SDK 安全
与合规对开

发者的帮助

腾讯云实时⾳视频始终坚持为开发者提供⾼质量且安

全合法的⾳视频PaaS服务，腾讯云实时⾳视频 SDK 
提供了安全内容内置加密，以协助开发者及⽤户完善

实时⾳视频数据安全及隐私合规，最⼤程度满⾜客户

关于安全和隐私⽅⾯的需求，减少此⽅⾯的开发成

本。

4.3 实时⾳视频基础计算资源安全

腾讯云实时⾳视频基础计算资源是由遍布全球上百多个⾃有分布式数据中⼼（IDC）和腾讯云云服务器组成，以此保
证了实时⾳视频基础计算资源环境的⾼扩展、⾼安全、⾼可⽤的特性。

计算资源

安全
说明

⾃有 IDC 
中设备的

安全管理

腾讯云实时⾳视频基础设施中⾃有 IDC 中设备的⽇常
管理中，腾讯云实时⾳视频制定了⼀套完备的数据中

⼼管理规范，该规范详细定义了管理办法和服务实施

标准，充分体现在了数据中⼼物理环境安全、⽇常巡

视巡检、异常监控上报和电⼒资源保障等，已达到腾

讯云实时⾳视频安全合规及基础安全建设要求。

主机、数

据库、中

间件等计

算资源安

全

腾讯云实时⾳视频服务运⾏所依赖的资源，会根据业

务负载合理地调度分配 CPU、内存、磁盘等资源来满
⾜，实时⾳视频在实际安全运营中，通过制定适配的

安全基线、漏洞管理规范，并落地纵深威胁检测机

制，在基础服务场景下，充分确保基础运算负载资源

的安全性。

防 DDoS 
攻击

针对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 DDos 对腾讯云实时⾳视频 
PssS 服务的系统和业务可⽤性产⽣重⼤影响，实时⾳
视频结合腾讯云公有云能⼒，在核⼼服务上部署了 
DDoS 防御⽅案。该⽅案能够实时检测并防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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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层、传输的 DDoS 攻击。防 DDoS 攻击⽅案会实时
监控⽹络流量，发现攻击⽴即清洗，为腾讯云实时⾳

视频服务提供秒级开启防护。

4.4 Web API 安全

为⽅便开发者⾼效管理开发⾃⼰的⾳视频业务，腾讯云实时⾳视频将部分控制台的功能以 RESTful API 的⽅式供开
发者调⽤。RESTful API 在安全⽅⾯提供如下保障：

安全保障 说明

⾝份鉴权

开发者在使⽤腾讯云实时⾳视频 RESTful API 前，需先
登录腾讯云控制台，创建开发者专属的 
SecretId&SecretKey，确保服务者⾝份唯⼀性。

输⼊验证

开发者请求的参数会经过实时⾳视频服务器后台进⾏合

法性验证，过滤⾮法参数，以避免⼀些常⻅的易受攻击

缺陷。                  

传输安全

RESTful API 仅⽀持 HTTPS 协议，以确保使⽤ SSL / 
TLS 对所有 API 通信进⾏加密，可以保护 API 凭据和
传输的数据。

API 限速 服务端对 API 请求的速率有限制，在保证正常⽤户请
求可以得到响应的同时，限制恶意⽤户的 API 请求。

5. 安全运营

坚持贯彻合理的安全运营策略，是腾讯云实时⾳视频实现客户安全、合法合规保障的基础，腾讯云实时⾳视频基于

⾃⾝业务特性，通过以下⽅式保证业务运营安全：

5.1  安全应急响应机制

腾讯云实时⾳视频基于⾃⾝ ⾳视频PaaS业务特性，制定不同的安全事件分类标准，对服务类型进⾏分类分级，系统
性地安全评估和威胁等级，配合完善且⾼效的处置流程，以确保及时有效地处理安全异常。

简要来说，腾讯云⾳视频针对功能安全异常会进⾏如下环节处理：

5.2 业务连续性管理

为了保障腾讯云实时⾳视频能够 7×24 ⼩时不间断地向开发者及⽤户提供⾳视频服务，实现低延时、⾼品质的⾳视频
服务，产品内部具有专业⾼效的研发运维团队来负责⾳视频服务的可⽤性⽀撑和管理。

应急响应机制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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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监控与告

警

腾讯云实时⾳视频内部建⽴了 7×24 ⼩时的⾼效监控
机制，以监测业务服务和系统运⾏的状态，通过搭建

的⼀套统⼀完善的监控⼯具，实现业务服务中涉及的

应⽤、中间件、运算负载、数据库和⽹络设备等系统

组件的运⾏状态和资源负载等指标进⾏事件监控和⾃

动化告警，并结合机器⼈通知值班⼈员进⾏第⼀时间

相应处理，确保问题及时发现并恢复服务，保证服务

可⽤性。

灾备与冗余

腾讯云实时⾳视频在⾃有核⼼ IDC 以冗余架构建设
上，通过考虑设备的容灾安全性，针对基础设施层，

运算负载以及⽹络结构等⽅⾯考虑各种极端业务场景

下制定了解决⽅案。为了进⼀步保障腾讯云实时⾳视

频基础资源的可⽤性，结合腾讯云公有云服务器来⽤

于在突发情况下保障⾳视频服务的⾼可⽤。

连续性演练

腾讯云实时⾳视频为保障⾳视频重要业务系统持续有

效运⾏，会定期对机房⽹络、中间件、业务系统等开

展安全应急容灾演练，根据每次应急演练的数据进⾏

复盘总结，完善技术架构、运营管理流程和应急预

案，以不断完善腾讯云实时⾳视频服务的稳定性。

5.3 安全监控与反⼊侵

腾讯云实时⾳视频 PaaS 服务在落实纵深防御以应对威胁的基础⽅⾯，安全团队会在最⼩权限范围内采集进⾏安全⽇
志分析。在业务每⽇产⽣的⽇志数据之上，针对识别的安全异常事件，会及时告警，安全运营⼈员会进⼀步展开关

联以及溯源分析复核；对已核实的潜在⻛险点，腾讯云实时⾳视频的应急响应机制会进⾏处置和追踪，以保障业务

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6. 员⼯安全

保证数据信息安全，腾讯云实时⾳视频从每⼀个内部员⼯出发，在平时运营和管理过程中，严格落实遵守这⼀准

则。腾讯云实时⾳视频充分认识到⼈员安全在整体安全层⾯的重要性，在招聘、⼊职、培训、离职等流程中，充分

考虑员⼯的职业道德和基础素养，符合腾讯云的价值观，满⾜安全合规要求以及业务发展的需要。

流程阶段 说明

招聘

在招聘员⼯前期阶段，腾讯云实时⾳视频会通过专业的

⼈⼒资源专家对候选⼈的教育学历、过往⼯作经历进⾏

确认确认，确保员⼯专业技能符合条件。

⼊职 新员⼯在⼊职后，会进⾏学习员⼯安全⾏为规范，满⾜

对腾讯云安全合规认知要求。同时，会与每⼀个员⼯签

署了不同级别的保密协议。针对接触重要数据的岗位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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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进⾏更严格的安全合规规范学习并通过考核后才

能参与实时⾳视频⽇常的建设中。

在职

在职员⼯，定期参与安全和隐私保护培训并需通过考

核。另外腾讯云实时⾳视频会不定期组织开展内部安全

隐私相关的活动，以不断提升全员的安全意识。

离职

离职员⼯须按照既定离职流程完成交接并关闭访问权

限，腾讯云实时⾳视频将依照该员⼯签署的保密协议，

审计其脱密期的执⾏情况，告知员⼯离职后的信息安全

保密责任；对于核⼼关键岗位员⼯，视情况签署竞业协

议。离职员⼯在完成⼯作交接、数据清理，并通过审核

后，⽅可离职。

7. 安全责任共担

腾讯云实时⾳视频作为实时互动⾳视频 PaaS 云服务平台，实时⾳视频将对云服务平台和 SDK 的安全进⾏管控；同

时对于开发者作为服务的接⼊⽅，需要对⾃⾝应⽤和系统环境的安全进⾏管控，并根据⾃⾝需求，合理使⽤腾讯云

实时⾳视频提供的安全管控功能，以保障⾃⾝信息、平台、程序、系统和⽹络的安全。

8. 总结

为客户提供安全、合规和稳定的⾳视频服务PaaS服务是腾讯云实时⾳视频⾸要考虑的要素之⼀，腾讯云实时⾳视频
从⼈员、技术、管理流程等多个⽅⾯系统性推进执⾏信息安全⽅案的落地，履⾏监管合规义务，将其作为⽇常运营

中的规范指导产品服务开发，同时积极研究新技术，以期实现更⾼效率，⾼安全⾃动化的安全保护措施。

保障实时⾳视频 PaaS 服务的持续⾼可⽤，捍卫末端⽤户的合法权益，腾讯云⾳视频将竭尽全⼒打造安全合规的实时
互动⾳视频云服务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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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15 18:05:22

特对本⽂做如下声明：

            1.     本⽂档意在向客户介绍腾讯云实时⾳视频（TRTC）产品、服务的安全概况，阐述如何进⾏信息管
理和保护客户及终端⽤户数据安全。如您对此有强制要求，建议您与腾讯云以书⾯商业合同（SLA）进⾏约

定。否则，腾讯云对本⽂档内容不做任何明⽰或模式的承诺或保证。

            2.     安全特性范围较⼴，本⽂仅涉及“部分”技术安全要点。
            3.     本⽂档不作为国家或⾏业信息安全相关标准、要求参考⽂档。
            4.     本⽂经过可阅读性加⼯，若存在描述不准确的地⽅请参考第1点。
            5.     ⽂档解释权归腾讯云所有。

1、概述

腾讯云实时⾳视频库通过下列认证并符合下列认证的安全要求：

ISO 9001认证
ISO 20000认证
ISO 27001认证
ISO 27017认证

CSA STAR认证 
GDPR
点击查看更多安全合规认证

2、信息安全保障说明

腾讯云实时⾳视频的管理安全与技术安全要求符合GDPR标准。

2.1 信息数据安全

⽤户与实时⾳视频服务器间的通讯将受到腾讯云私有传输协议、安全传输层协议和 Web Socket Secure 等协议的保
护。实时⾳视频在传输过程中没有任何可对传输的信息进⾏解密的密钥。通话内容信息只能在终端设备上（如客户

端 app 和本地服务端录制服务器）通过客户授权密钥才能解密。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647/45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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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据可⽤性

海量数据中⼼：腾讯云实时⾳视频在全球区域有多个机房共同提供服务。任⼀机房遭受攻击，都不会影响其他机房

的正常运转、不影响整体服务，具有分区隔离保障机制。

故障隔离修复：数据中⼼若遭遇拒绝服务（DoS）等难以防范的恶意攻击导致服务故障，腾讯云实时⾳视频会将故障

机器做合理处理，确保整体服务稳定可⽤。

DDoS 攻击防护：腾讯云实时⾳视频在使⽤的数据中⼼配置了反 DDoS 防⽕墙，具备⾜够的能⼒和资源控制 DDoS 
的⻛险。

2.3 数据分类存储

个⼈信息 ⽤途 法律依据

控制台配置数据： TRTC 应⽤程序 ID、应⽤程序名称、记录是否开
启、是否启⽤旁路功能、选择的计费⽅式

出于计费⽬

的，我们使⽤

此类信息来确

定您对本功能

的使⽤情况。

请注意，此类

数据存储在我

们的 
Elasticsearch 
Service (ES) 功
能中。

我们会处理此类信

息，因为这对于我

们履⾏与您签订的

合同向您提供本功

能⽽⾔必不可少。

后端⽇志数据： 与直播活动的任何参与者相关的⽤户 ID、房间号、
与直播活动的任何参与者相关的客户端 IP、客户端 SDK 版本、与直
播活动的任何参与者相关的操作系统类型

我们使⽤此类

信息来确保本

功能按要求运

⾏，并进⾏故

障排除。

请注意，此类

数据存储在我

们的 ES 功能
中。

我们会处理此类信

息，因为这对于我

们履⾏与您签订的

合同向您提供本功

能⽽⾔必不可少。

仪表板信息： 有关通话期间⾳频和视频质量的信息：最终⽤户的 
APPID、有关最终⽤户控制的功能的数据（启⽤视频、禁⽤视频、
启⽤⾳频、禁⽤⾳频）、进⼊房间、离开房间、房间 ID、静⾳功
能、CPU 使⽤率、内存使⽤情况、⽹络延迟、数据包丢失、分辨
率、⽐特率、帧速率、 ⾳量

我们使⽤此类

信息来确保本

功能按要求运

⾏，并进⾏故

障排除。

请注意，此类

数据存储在我

们的 ES 功能
中。

我们会处理此类信

息，因为这对于我

们履⾏与您签订的

合同向您提供本功

能⽽⾔必不可少。

（最终⽤户的）SDK ⽇志数据： ⽤户 ID、房间号、客户端 SDK 版 我们使⽤此类 我们会处理此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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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号、TRTC 房间的操作系统类型 信息来确保本

功能按要求运

⾏，并进⾏故

障排除。

请注意，此类

数据存储在我

们的 ES 功能
中。

息，因为这对于我

们履⾏与您签订的

合同向您提供本功

能⽽⾔必不可少。

UIN

我们使⽤此类

信息来确定您

对本功能的使

⽤情况。

请注意，此类

数据存储在我

们的 ES 功能
中。

我们会处理此类信

息，因为这对于我

们履⾏与您签订的

合同向您提供本功

能⽽⾔必不可少。

SDK APPID （使⽤您的 UIN 为不同的应⽤程序创建）

作为本功能的

⼀部分，我们

使⽤此类信息

来确定您的 应
⽤程序的使⽤

情况。

请注意，此类

数据存储在我

们的 ES 功能
中。

我们会处理此类信

息，因为这对于我

们履⾏与您签订的

合同向您提供本功

能⽽⾔必不可少。

故障排除数据： 最终⽤户的 APPID、有关最终⽤户控制的功能的数
据（启⽤视频、禁⽤视频、启⽤⾳频、禁⽤⾳频）、进⼊房间、离

开房间、静⾳功能、房间 ID、 CPU 使⽤率、内存使⽤情况、⽹络
延迟、数据包丢失、分辨率、⽐特率、帧速率、⾳量

我们使⽤此类

信息来检测和

定位最终⽤户

遇到的问题，

以进⾏故障排

除。

请注意，此类

数据存储在我

们的 ES 功能
中。

我们会处理此类信

息，因为这对于我

们履⾏与您签订的

合同向您提供本功

能⽽⾔必不可少。

实时⾳视频为客户提供本地化录制和云端录制功能，客户可以对部分或全部通话内容进⾏录制。在使⽤云端录制服

务时，所有⾳视频通话录⾳/录像均存放在客户提供的云存储服务中，实时⾳视频不会对您的⾳视频⽂件进⾏存储。



实时⾳视频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1 共22⻚

实时⾳视频针对国内站的客户将以上数据存储于中国⼤陆，针对国际站的客户将以上数据存储于新加坡数据中⼼，

以符合数据安全合规存储的要求。

2.4 访问授权

终端⽤户进⼊实时⾳视频房间时，需要进⾏动态签名⾝份认证，阻⽌恶意攻击盗⽤您的云服务使⽤权，详⻅安全保

护签名UserSig说明。

2.5 访问控制

实时⾳视频对内部的所有系统实⾏严格的访问控制管理，所有⽤户拥有独⽴内部账号和授权体系，且必须经过⼆步

验证，任何访问记录都会有备案。

所有涉及⽤户数据服务的机器，均受到严格的审计和保护。实时⾳视频在⾮必要情况下不会访问⽤户的服务器；如

因安全等必须访问⽤户服务器的场景下，实时⾳视频也会在获取临时授权后访问⽤户服务器，且这⼀过程将全程录

屏，并保留所有操作记录。

2.6 内部安全审核

我们将存储因本功能⽽处理的个⼈数据，具体如下所述：

个⼈信息 保留政策

客户临时密钥信息： SDK APPID、⽤户名、私
钥

我们会在您使⽤本功能期间保留此类数据。若您对本功能的

使⽤被终⽌或您的帐户被删除，我们将在 7 天内删除此类数
据。

与应⽤程序相关的客户⽇志数据： SDK 
APPID、应⽤程序名称、标签、服务状态、创
建时间、操作

我们会在您使⽤本功能期间保留此类数据。若您对本功能的

使⽤被终⽌或您的帐户被删除，我们将在 7 天内删除此类数
据。

您可以根据 DPSA 请求删除此类个⼈数据。

2.7 员⼯安全意识培训

腾讯云实时⾳视频对所有员⼯均定期开展信息安全意识及安全合规培训，并所有员⼯每年定期接受信息保密意识的

讲座和培训。

2.8 违规处理

腾讯云实时⾳视频员⼯需按要求遵守保密协议及内部安全制度。若员⼯违反上述要求，会视情况严重程度采取相应

的违规处理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加强培训教育、解除劳动关系以及追究其他法律责任等。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647/3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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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潜在安全漏洞

如果您发现实时⾳视频平台有潜在安全漏洞，请您直接提交⼯单反馈，我们的技术专家会在第⼀时间处理并反馈，

⾮常感谢。

为便于验证和定位漏洞，请您提交以下相关内容：

您的联系⽅式

您发现的潜在漏洞功能描述

请结合提供必要的定位⽅法、问题重现的步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