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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台指南

控制台介绍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16 10:10:24

为了让用户更加快速地掌握并使用控制台，我们将一些常用服务根据不同用户的不同使用需求进行了划分整理，目前控制台主要分为基础服务、场景服务、配置

服务和数据服务等模块用于不同的使用场景。

基础服务主要提供云点播基础服务接入，可实现应用创建，启用、停用、销毁及应用下音视频的上传、处理和分发等点播基础功能。如果您仅需要使用基础的云

点播服务，仅需在基础服务模块内操作即可。

场景服务提供了从云点播使用场景衍生而来的升级服务，包括媒资降冷、视频制作、媒体审核、应用管理、License 管理等。如需要使用相关服务可在本模块

进行操作。

基础服务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服务概览
可查看当前账户计费方式、资源包数量及计费带宽等计费情况。

可查看存储空间、转码时长、使用流量、使用带宽、数据取回及周趋势信息。

应用管理
可创建、启用、停用、销毁。

可编辑应用名称、应用描述、应用标签及查看应用存储、转码、流量数据。

视频管理
可进行视频、音频和图片的上传、删除、查看、编辑、筛选等操作。

可进行转码、添加水印、视频审核等音视频处理操作。

任务管理 可查看点播内任务处理的进度及详情。

任务流
可对音视频转码、极速高清、自适应码流、水印、截图、转动图、智能识别等音视频处理模板进行设置。

可对任务流模板进行设置，以流程化的对音视频进行处理。

视频播放
可获取视频加速播放链接。

可以对视频链接设置鉴权和访问控制。

播放器 SDK

支持多种端（iOS、Web、Android）多版本播放器。

对于已使用第三方播放器的场景，提供播放器插件。

提供自动切换清晰度，首屏秒开，手势控制等多种功能。

支持多种编码方式的视频播放。

场景服务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媒资降冷
可变更媒体资源存储类型，提供媒资降冷和数据取回能力，可有效降低用户存储成本。

可设置智能降冷策略，实现对指定媒体资源的自动降冷。

视频制作 可对音视频进行编辑，包括设置音量、透明度、剪裁、滤镜、文本、转场动画、字幕等内容。

媒体审核
可查看媒体审核任务结果，确认视频中是否存在不适宜内容，协助用户建设绿色健康的社交网络环境。

可根据智能识别结果对视频发起新的识别任务。

应用管理
可创建子应用实现资源隔离。

可对子应用进行编辑、停用、销毁和启用等操作。

License 管理 可管理短视频 SDK License、小程序播放器插件 License 和腾讯微剪 License。

配置服务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74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5391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284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5306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81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6452#.E5.9F.BA.E6.9C.AC.E4.BF.A1.E6.81.AF.E7.BC.96.E8.BE.9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554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5526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292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670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5391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50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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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服务提供了云点播的自定义配置服务，包括域名管理、上传存储设置、回调设置、播放器配置等。如有相关需求可在本模块进行相关配置。

数据服务为用户提供了专业的数据统计和数据分析服务，可查询时间粒度内流量/带宽、存储、转码和媒体审核等用量统计数据，以及点播文件的访问和播放情

况，并且提供日志下载功能，方便用户进行数据监控和资源管理。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域名管理

可添加自定义域名，并对域名进行 CNAME 配置。

可对已有域名执行证书管理、防盗链设置及海外 CDN 配置操作。

可设置默认分发域名。

上传存储设置
可对上传文件进行分类管理。

可开通媒资存储地域，并设置上传文件的默认存储地域。

回调设置 可对事件通知的方式、具体事件及通知接收地址进行设置。

播放器配置 可对播放器指定的自适应码流、雪碧图和清晰度名称等进行配置。

数据服务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用量统计 可查看带宽/流量、存储空间、转码和媒体审核及小程序播放的用量统计数据。

数据分析
可查看提供独立 IP 访问总数、请求总数等访问情况数据。

可查看文件播放情况、播放次数 TOP100 视频等播放情况数据。

日志下载 可下载接入域名访问情况的详细信息，提供以小时为维度的 CDN 日志。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37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05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78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289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9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91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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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概览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14 17:30:48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默认进入服务概览页面，您可查看当前云点播服务的相关使用情况，该页面展示了数据概览、产品使用指引、计费情况。

数据概览展示当月使用云点播服务的资源用量信息，包括当前存储空间总量、本月转码总时长、本月流量总量、本月标准取回总量和本月审核总时长。

数据概览

展示项 说明

当前存储空间总量 当日您在云点播控制台使用的存储容量的总大小。（可能与计费存储存在出入，请根据 账单详情  进行费用的核算。）

本月转码总时长 当月您在云点播控制台使用的转码服务（普通转码、极速高清、自适应码流和视频编辑）的总时长。

本月流量总量 当月您在云点播控制台使用的加速服务的总流量。

本月标准取回总量 当月您在云点播控制台使用的标准数据取回的总存储量。

本月视频审核总时长 当月您在云点播控制台使用的视频审核服务的总时长。

说明：

上述指标数据每日自动刷新。

子账号如需查看控制台数据概览，需主账号授权子账号云监控（MONITOR）访问权限策略。

产品使用指引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xpense/bill/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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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点播产品使用指引包括媒体智能管理、媒体加工处理、媒体 AI 、媒体加密与版权保护、媒体分发播放、直点播互转等功能使用说明。 

计费情况展示当前云点播账户的计费方式。当计费方式为日结计费时，每日12:00-18:00对前一天产生的费用进行结算；当计费方式为月结计费时，每月01日

08:00 对前一个月产生的费用进行结算。 

计费情况

展示项 说明

当前计费方式
日结计费：计费详情请参见 日结（后付费） ，单击 价格计算器  预估不同资源组合的价格

月结计费：请联系您的商务

资源包情况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6
https://buy.cloud.tencent.com/price/vod/calcu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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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包情况展示当前云点播账户内离资源包到期7天的总个数，以及各个资源包用量进度。 

常见问题主要展示当前用户咨询关于计费相关、数据相关的高频问答，您可以点击 查看更多 ，了解其他类型的常见问题。

说明：

日结用户优先抵扣资源包，月结用户不支持使用资源包。更多详情请参见 资源包（预付费） 。

常见问题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284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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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管理

应用介绍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2 18:06:36

通过应用管理，用户可以创建、停用和销毁该应用内的资源，便于用户更灵活的管理自己的应用。点播的应用存在三种状态分别为正常、停用、销毁状态，应用

的生命周期和相关状态含义如下图所示：

由于应用涉及到点播用户对资源管理的权限，故针对应用的停用、销毁操作属于强制敏感权限，需要用户校验身份后才允许操作，身份校验通过半小时内无需二

次校验。

进入控制台 > 应用管理 ，用户可以单击对应的应用名称操作该应用下的音视频管理及批量对整个应用进行状态变更。用户可以在多个应用状态中进行当前应用

状态的确认。

操作场景

状态 含义

正常 该状态下应用处于标准使用的情况下，用户可以变更配置，进行相关视频处理，媒资管理等操作。

已停用
该状态下用户的应用被停用，该应用的资源以及配置文件都会被保留，相应的资源都会按照对应的计费项收费，但在该状态下的

应用无法进行配置的变更，也无法在公网上进行访问。

已销毁 该状态下的应用内资源被完全销毁，所有的资源和配置文件都被清除，且资源和配置无法被找回。适用于停服场景。

注意：

应用销毁后，无法找回，控制台也不再显示该应用，应用其 ID（appid/subappid）不会产生变更。

由于统计数据有一定的延迟，故在销毁应用后数据统计存在一定延迟，属于正常现象，不会影响用户的费用结算。

应用的状态变更需要 5分钟 - 10分钟，用户请勿频繁进行变更操作。

控制台指南如下

注意：

当用户存在多个应用的情况下，多个应用的状态从正常->停用->销毁必须逐步进行，无法直接从正常跨越至销毁状态。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app-man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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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停用后，应用内的相关数据和配置都会保留，应用不可访问，仍旧会产生相应的费用。

应用保留，应用内的相关数据和配置将会清空，该应用的所有数据和配置已清空，此账号后续将不会产生任何费用。销毁后仍可以对应用发起重启。

应用停用

销毁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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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启用应用后，则可继续使用点播功能，若在后续服务中使用了相关的云点播资源，云点播将按照您使用的资源进行费用的收取。详情查看 计费概述 。

启用应用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2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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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应用的启用、停用和销毁不受其他应用状态影响，当所有应用销毁后，自动销毁点播服务。

没有应用处于使用状态，启用任何一个应用，即启用点播服务。如用户账号欠费，请保证您的余额为0，否则无法使用。

多应用所处的状态与行为与只有一个应用的账号保持一致，当应用停用和销毁后，用户将无法前往该应用进行操作，只能在应用管理页面进行开启。

特别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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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概览
最近更新时间：2022-03-29 15:08:29

您可以通过应用服务概览页，查看当前应用的存储空间、转码时长、流量、数据取回、视频审核及告警配置。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应用管理。

2. 找到您需要查看概览的应用，单击其应用名称。

3. 在跳转界面中单击左上方的服务概览，进入当前应用的概览页面。

数据概览展示当前应用下使用云点播服务的资源用量信息，包括当前应用中的当前存储空间、本月转码总时长、本月流量总量、本月标准取回数据量及本月审核

总时长。您可以单击对应数据模块跳转至 数据中心 > 用量统计  查看更多详细信息。 

关键数据展示为最近一周内存储空间、转码时长、使用流量、使用带宽、数据取回，您可以单击分栏进行查看，也可以单击右上角详情数据跳转至 数据中心 > 

用量统计  查看更多详细信息。 

操作步骤

数据概览

展示项 说明 单位

当前存储空间总量
当日您在云点播控制台使用的存储容量的总大小。（可能与计费存储存在出入，请单击 账单详情  进行费用的核

算。）
MB

本月转码总时长 当月您在云点播控制台使用的转码服务（普通转码、视频编辑、极速高清和自适应码流）的总时长。 秒

本月流量总量 当月您在云点播控制台使用的加速服务的总流量。 B

本月视频审核总时长 当月您在云点播控制台使用的视频审核服务的总时长。 分钟

说明：

上述指标数据每日自动刷新。

关键数据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overview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dosage-statistics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dosage-statistics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xpense/bill/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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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

用量统计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22 15:54:38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您需要查看数据的应用，单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

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数据中心 > 用量统计。 

用量统计提供带宽/流量统计、上传加速统计、存储统计、数据取回统计、媒体处理统计、视频 AI 统计、DRM License 统计、小程序播放统计和溯源水印

的统计数据，默认进入“带宽/流量统计”页面。

操作步骤

带宽/流量统计

带宽/流量统计的时间维度分为今天、昨天、近7天、近30天以及可自定义30天内任意时间段的统计维度。除了时间维度还可对域名、地区和运营商等维度

进行带宽/流量统计数据的筛选统计。

数据概览指标为对应筛选条件及时间段的带宽峰值（bps）和总流量（B）。

图形化展示带宽使用详情、流量使用详情。

带宽/流量统计数据存在有10分钟左右的延时。

上传加速统计

上传加速统计的时间维度分为今天、昨天、近7天、近30天以及可自定义30天内任意时间段的统计维度。

数据概览指标为 QUIC 上传加速总流量（B）和 HTTP 上传加速总流量（B）。

图形化展示上传加速统计详情。

上传加速统计为实时数据。

存储统计

云点播提供今天、昨天、近7天、近30天以及可自定义30天内任意时间段的统计维度。除了时间维度还可对地区和存储类型进行存储统计数据的筛选统计。

数据概览指标为当前文件总数（个）和当前使用的存储空间（B）。

图形化展示存储量统计详情和提前删除量统计详情。

存储统计数据存在 2~3 个小时的延时。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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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取回统计

数据取回统计的时间维度分为今天、昨天、近7天、近30天以及可自定义30天内任意时间段的统计维度。除了时间维度还可对地区和取回模式进行数据取回

统计的筛选统计。

数据概览指标为归档存储取回（B）和深度归档存储取回（B）。

图形化展示数据取回量统计详情。

数据取回统计数据存在 2~4 个小时的延迟。

媒体处理统计

普通转码

普通转码统计的时间维度分为今天、昨天、近7天、近30天以及可自定义30天内任意时间段的统计维度。

数据概览指标为普通转码时长（分钟）和普通转码任务数（次）。

各转码类型情况图展示各普通转码类型的时长趋势（分钟），也可筛选查看特定转码类型情况。

各转码详情图展示各普通转码详情的数据列表，展示字段包括普通转码时长和普通转码任务数。

各转码占比图展示各类型普通转码数占总普通转码数的百分比。

普通转码统计为实时数据。

极速高清

极速高清统计的时间维度分为今天、昨天、近7天、近30天以及可自定义30天内任意时间段的统计维度。

数据概览指标为极速高清转码时长（分钟）和极速高清转码任务数（次）。

各转码类型情况图展示各极速高清类型的时长趋势（分钟），也可筛选查看特定转码类型情况。

各转码详情图展示各极速高清详情的数据列表，展示字段包括极速高清时长和极速高清任务数。

各转码占比图展示各类型极速高清数占总极速高清数的百分比。

极速高清统计为实时数据。

转自适应码流

转自适应码流的时间维度分为今天、昨天、近7天、近30天以及可自定义30天内任意时间段的统计维度。

数据概览指标为转码时长（分钟）和转码任务数（次）。

各转码类型时长统计详情图展示各普通转码类型的时长趋势（分钟），也可筛选查看特定转码类型情况。

各转码类型转码任务数详情表展示各普通转码详情的数据列表，展示字段包含转码类型、转码时长和转码任务数。

各转码类型占比统计详情图展示各类型普通转码数占总普通转码数的百分比。

转自适应码流统计为实时数据。

视频编辑

视频编辑统计的时间维度分为今天、昨天、近7天、近30天以及可自定义30天内任意时间段的统计维度。

数据概览指标为视频编辑时长（分钟）和视频编辑任务数（次）。

各编辑类型时长统计详情图展示各视频编辑后对应的分辨率的时长趋势（分钟），也可筛选查看特定分辨率情况。

视频编辑各类型任务数详情图展示视频编辑各分辨率详情的数据列表，展示字段包括视频编辑时长和视频编辑任务数。

视频编辑各类型占比统计详情图展示各分辨率视频编辑占总视频编辑的百分比。

视频编辑统计为实时数据。

去除水印

去除水印统计的时间维度分为今天、昨天、近7天、近30天以及可自定义30天内任意时间段的统计维度。

数据概览指标为去除水印时长（分钟）和去除水印任务数（次）。

各水印类型时长统计详情图展示各水印去除后对应的水印类型的时长趋势（分钟），也可筛选查看特定水印类型情况。

去除水印类型转码任务数详情图展示去除水印各类型详情的数据列表，展示字段包括去除水印时长和去除水印任务数。

各去除类型占比统计详情图展示各个类型去除水印占总去除水印的百分比。

去除水印统计为实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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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 AI 统计

图形化展示视频审核、图片审核、内容识别的数据统计详情，记录了用户使用视频审核次数和时长的趋势。云点播提供今天、昨天、近7天、近30天以及30

天内任意时间段的数据查询。

数据概览指标为图片审核次数（次）和视频审核时长（分钟）。

内容识别统计数据存在半小时左右的延时。

小程序播放统计

小程序播放统计的时间维度分为今天、昨天、近7天、近30天以及可自定义30天内任意时间段的统计维度。

数据概览指标为图片审核次数（次）和视频审核时长（分钟）。

图形化展示通过小程序播放器的视频播放次数统计、发布视频个数统计及播放次数详情。

若查询次数为1天，则展示1小时粒度的统计数据，若查询次数为多日，则展示统计数据趋势。

DRM license 请求统计

DRM license 请求统计的时间维度分为今天、昨天、近7天、近30天以及可自定义30天内任意时间段的统计维度。

数据概览指标为 DRM License 请求数（次）。

图形化展示 DRM License 请求详情（次），记录了用户 DRM License 请求次数和时长的趋势。

溯源水印统计

溯源水印统计的时间维度分为今天、昨天、近7天、近30天以及可自定义30天内任意时间段的统计维度。

数据概览指标为 水印提取任务次数（次）和 水印提取任务时长（分钟）。

图形化展示 溯源水印提取时长详情（分钟），记录了用户每天溯源水印提取时长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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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9 17:54:47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您需要查看数据的应用，单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

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数据中心 > 数据分析。默认进入“访问情况”页面，提供访问情况的统计数据。 

播放情况页面包含文件播放情况查询、播放次数 TOP100 视频和播放流量 TOP100 视频信息展示。

操作步骤

访问情况

访问情况的时间维度分为今天、昨天、近7天、近30天以及可自定义30天内任意时间段的统计维度。除了时间维度还可对域名、地区和运营商等维度进行访

问情况数据的筛选统计。

数据概览指标为指定时间段下的请求总数（次）及独立 IP 访问总数（次）。

独立 IP 访问总数：独立 IP 访问数按指定时间周期，对日志中访问来源客户端 IP 去重计算：时间区间小于等于1天时，提供5分钟粒度去重 IP 数曲

线。域名情况按全天去重计算日活，多域名则按每一个域名日活5分钟粒度累加。

请求总数：域名在指定时间区间的总请求数。

图形化展示请求数量（次）、独立 IP 访问数趋势（次）、请求数量运营商对比（次）以及请求数量 TOP10 省份数据（次）。

访问情况数据存在10分钟左右的延时。

播放情况

文件播放情况查询：输入在云点播的视频 FileId，单击查询即可获取该视频的播放次数和播放流量大小。云点播提供今天、昨天、近7天、近30天以及30

天内任意时间段的数据查询。文件播放情况数据存在3小时左右的延时。

播放次数 TOP100 视频：由云点播提供的按日期对播放次数 TOP100 的统计。同时提供了昨天及30天内任意一天的数据查询。播放次数 TOP100 视频

数据当日11点可查询前一天的统计数据。

播放流量 TOP100 视频：由云点播提供的按日期对播放流量 TOP100 的统计。同时提供了昨天及30天内任意一天的数据查询。播放流量 TOP100 视频

数据当日11点可查询前一天的统计数据。

流量使用情况

流量使用情况的时间维度分为 今天、昨天、近7天、近30天以及可自定义30天内任意时间段的统计维度。除了时间维度还可对域名、地区和运营商等维度

进行流量数据的筛选统计。

图形化展示：流量使用运营商对比（KB）、流量使用 TOP10 省份（KB）。

流量使用情况数据存在10分钟左右的延时。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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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质量监控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06 17:29:47

点播播放质量监控提供点播播放全链路的数据统计、质量监控及可视化分析服务。支持实时数据上报、数据聚合、多维筛选和精细化定向分析，可帮助企业实时

掌控大盘运营状况、了解用户习惯和行为特征，有效指导运营决策、驱动业务增长。

点播播放质量监控服务分为基础版和高级版，不同版本差异见下表：

2. 找到您需要查看播放质量的应用，单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

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数据中心 > 播放质量监控。 

注意事项

点播播放质量监控仅适用于使用 腾讯云视立方 SDK  进行播放的场景，其他 SDK 无法进行监控获取播放数据。

点播播放质量监控仅适用于腾讯云点播的视频资源，即使用腾讯云点播文件标识 FileID 进行播放的视频资源。因其他视频来源无法识别对应腾讯云用户身

份，所以暂不支持通过文件 URL 进行播放质量监控。

说明：

在腾讯云视立方 SDK 中，Web 端仅使用腾讯云视立方播放器 Player SDK TCPlayer 4.4.0及其以后的版本可获取播放数据。移动端仅使用腾讯

云视立方播放器 Player 9.5.29006 及其以后的版本可获取播放数据，短视频 UGSV、全功能等其他 SDK 后续也将在9.6版本陆续支持，敬请期

待。

版本说明

版本 数据存储时间 费用

基础版 3天 免费

高级版 1年 体验期暂不收费，详见 点播播放质量监控计费说明

操作步骤

步骤1：开通点播播放质量监控服务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rtcub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76031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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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阅读并确认服务开通界面说明后，勾选我已知晓并同意《SDK 隐私协议》和《点播播放质量监控计费说明》。 

5. 单击立即开通，即可开通点播播放质量监控服务，开通后默认为基础版。若需升级为高级版，可参见 步骤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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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界面橙色说明框内，单击升级，触发服务升级对话框。

2. 阅读并确认服务升级说明后，勾选我已知晓并同意《点播播放质量监控计费说明》。

步骤2：将基础版升级为高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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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确定，即可从基础版升级为高级版。

不同标签页数据指标详见 数据指标 ，数据查看功能使用说明详见 功能说明 。

说明：

高级版点播播放质量监控目前处于体验期，暂不收取费用，体验期预计截止时间为2022年6月30日。若未来计费方式有所变更，我们将在提前在官

网发布新的计费说明，并通过站内信、短信、邮件等方式提前通知您，敬请关注。

数据指标

播放总览

播放总览可了解当前播放总量和用户规模。

指标 说明

播放次数
播放的总次数。 

视频首次发起播放请求记为一次播放，中途暂停后继续播放仍然算一次播放。

独立用户数
用户总数。

移动端根据设备 ID 识别独立用户，Web 端根据 UUID 识别独立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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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指标可了解当前 SDK 的服务质量。

用户指标可了解用户行为特征和观看习惯。

文件指标可查看单个文件的播放情况，使用云点播文件标识FileID进行查看。

数据对比功能可同时提供不同时间段的数据，便于进行对比分析。数据对比目前提供环比和自定义时间两种选项，二者可同时选择。

性能指标

指标 说明

平均首帧时长 平均首帧时长为所有首帧时长总和/播放次数，首帧时长指用户从发起播放请求到首帧完成播放的时间。

平均卡顿率

平均卡顿率为所有播放卡顿率总和/播放次数，播放卡顿率指单次播放过程中出现卡顿的总时长占播放时长的比

例。

卡顿指播放过程中出现视频暂停加载（loading）的情况，不包含拖动进度条造成的视频加载。

播放失败率
播放失败次数占总播放次数的比例。

播放失败次数为有错误码返回的播放次数。

用户指标

指标 说明

人均观看时长 人均观看视频的时长，即总播放时长/总独立用户数。

人均播放次数 人均发起播放请求的次数，即总播放次数/总独立用户。

播放次数 TOP100 视频 播放次数前100的文件，包含排名、ID、播放次数、人均观看时长和人均播放次数。

文件指标

指标 说明

文件基本信息 视频 ID、视频名称、视频时长、平均播放时长、播放总次数。

播放次数 当前文件的播放总次数。

平均播放时长 当前文件平均播放时长，即文件的总播放时长/文件的播放次数。

播放次数排名 当前文件在所有播放过的文件中，播放次数的排名。

功能说明

点播播放质量监控服务包含基本功能、数据对比和高级筛选三种数据查看能力。

基本功能

功能 说明

平台 包含 iOS、Android 和 Web 三种平台选项，为必选项。

应用

以包名作为应用唯一标识。 

选项与平台相关：当平台为 iOS 或 Android 时，应用为必选项；当平台选择为 Web 时，默认无应用，此时不

可选。

查询时间 选择查看时间段，可使用快捷时间也可自定义数据查询时间段，为必选项。

说明：

播放总览、性能指标和用户指标的查询时间最小粒度为5分钟，文件指标的查询时间最小粒度为1天。单次查询时间长度不得超过90天。

数据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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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筛选提供多种数据维度，便于分析特殊因素对于数据的影响。具体如下：

选项 说明

环比 相邻上一个时间周期。

自定义时间 可自定义需要进行对比查看的时间。

注意：

数据对比选项的时间长度与查询时间一致。因此在选择自定义时间的起始时间后，将自动根据查询时间的时间长度计算终止时间。

示例：选择的查询时间为2021-07-08 12:00  至 2021-07-14 14:00，则时间长度为6天2h。 

此时环比时间为2021-07-02 09:55 至 2021-07-08 11:55。若选择的自定义起始时间为2021-06-01 01:00，则默认终止时间为2021-06-

07 03:00。

高级筛选

选项 说明

域名 播放视频所使用的域名。

地域 视频播放请求发起者所在地域。

运营商 播放视频所使用的运营商。

操作系统 播放视频使用的操作系统。

网络环境 播放视频所使用的网络环境，仅当平台为 iOS 或 Android 时可选。

浏览器 播放视频所使用的浏览器，仅当平台为 Web 时可选。

SDK 版本 播放视频所使用的腾讯云视立方 SDK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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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下载
最近更新时间：2022-03-29 14:55:19

云点播支持下载接入域名访问情况的详细信息，为您提供以小时为维度的 CDN 日志，您可以下载最近30天内的 CDN 日志。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您需要下载日志的应用，单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

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日志下载 > CDN 日志。 

将下载好的日志数据包解压，以文本方式查看日志文件，可以看到各字段信息以空格隔开。部分信息如下图所示。

下载 CDN 日志

说明：

若当天该域名无请求，则不会产生日志，页面会显示无数据。

CDN 日志默认按小时分割，即每天最多有24个日志文件，若某个小时该域名无请求，则不会产生日志数据包。

在实时性上，CDN 日志延迟半小时左右。

日志字段说明

顺序 日志内容

1 请求时间

2 访问域名的客户端 IP

3 被访问的域名

4 文件请求路径

5 本次访问字节数大小

6 省份，详情请参考下方 省份映射

7 运营商，详情请参考下方 运营商映射

8 HTTP 状态码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云点播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7 共142页

22：北京；86：内蒙古；146：山西；1069：河北；1177：天津；119：宁夏；152：陕西；1208：甘肃；1467：青海；1468：新疆；145：黑龙

江；1445：吉林；1464：辽宁；2：福建；120：江苏；121：安徽；122：山东；1050：上海；1442：浙江；182：河南；1135：湖北；1465：江

西；1466：湖南；118：贵州；153：云南；1051：重庆；1068：四川；1155：西藏；4：广东；173：广西；1441：海南；0：其他；1：港澳

台；-1：海外。

9 Referer 信息

10 响应时间（毫秒）

11 User-Agent 信息

12 Range 参数

13 HTTP Method

14 HTTP 协议标识

15 缓存 HIT/MISS

16 客户端与 CDN 节点建立连接的端口，若无则为-

省份映射

运营商映射

2：中国电信；26：中国联通；38：教育网；43：长城宽带；1046：中国移动；3947：中国铁通；-1：海外运营商；0：其他运营商。

注意：

日志中记录的带宽或流量数据为应用层（HTTP 协议）回包数据，由于 TCP 协议丢包、三次握手、重传等机制，比通过 TCP 层统计得出的消耗带宽

或消耗流量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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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存储设置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8 17:23:37

云点播的上传存储设置包括分类管理、存储地域和客户端上传加速功能，可以帮助您更方便地管理控制台上的文件，以及根据业务需求对上传存储的功能特性进

行配置。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您需要设置的应用，单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

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上传存储设置 > 分类管理，进入“分类管理”页面。

4. 单击添加分类，弹出“添加分类”对话框，输入分类名称，单击确定，完成添加。

5. 新添加的分类会展示在该页面的分类列表中，其中可以对目标分类记录进行重命名、删除及添加子分类操作。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您需要设置的应用，单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

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上传存储设置 > 存储地域，进入“存储地域”页面。 

4. 单击目标地域所在行的开启状态按钮，开通该地域，已开通的地域支持设置为默认地域。

操作场景

设置分类管理

重命名：单击目标分类名称，名称右侧会出现编辑图标，单击该图标，可修改分类名称。

删除：单击目标分类所在行的删除，可删除该分类，如果含有子分类，则需要先删除子类。

添加子类：单击目标分类所在行的添加子类，弹出“添加子分类”对话框，输入分类名称，单击确定，完成添加。

说明：

分类名称支持中英文、数字和小括号，最多64个字符。

分类管理同时支持通过 API 方式进行查看、修改、删除和关联文件。

分类管理支持4级分类结构，4级分类无法添加子分类。

添加分类后，在控制台的媒资管理，也可对视频文件的分类进行修改，详细请参见 修改视频分类 。

分类管理默认存在一个名称为“其他”的分类，无法对其重命名、删除及添加子分类操作。如果分类被删除后，则对应的文件将会被归于“其

他”分类。

设置存储地域

说明：

您可以选择开通多个地域，但有且只有一个地域可以设为默认地域。

开通地域时，在新地域未配置成功前无法对该地域进行操作。地域开通后，需等待 5-10 分钟才能生效，且地域一旦开启无法关闭。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overview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overview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6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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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存储地域相关内容，请参见 上传质量优化实践 。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您需要设置的应用，单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

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上传存储设置 > 上传加速，进入“客户端上传加速配置”页面。

4. 单击“客户端上传加速配置”页面右上角的编辑，便可对上传加速的配置进行修改。

5. 单击对应的滑动开关，可以切换“全球链路加速”和“QUIC 传输”功能的状态，然后单击确定完成配置。

如果您需要开通境外地域（如中国香港、新加坡、俄罗斯莫斯科、德国法兰克福、印度孟买和韩国首尔等），请 提交工单  申请。

存储规则

若无开通其他地域，则所有文件默认传输到默认地域。

若已开通其他地域：

如果 IP 归属地在已开通地域的就近上传存储范围内，则会根据 IP 将文件就近上传到开通的地域。

如果 IP 归属地不在已开通地域的就近上传存储范围内，则云点播会将文件上传至默认地域。

设置客户端上传加速

说明：

开启“全球链路加速”后，才能选择是否开启“QUIC 传输”。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8117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overview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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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调设置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3 18:09:17

您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设置回调模式，在视频相关处理完成后，系统会将处理结果状态通过指定方式提交到指定地址。回调模式包括以下模式：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您需要设置的应用，单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

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回调设置，进入“回调设置”页面。

4. 根据实际需求配置以下参数：

操作场景

普通回调：支持自定义设置回调 URL，在事件完成后，系统向该 URL 发送 HTTP 请求，请求体中包含通知内容。

可靠回调：在事件完成后，云点播系统将通知内容放入内置的队列，App 服务通过服务端 API 获取消费队列中的通知。如果对事件通知的可靠性要求高，

建议使用该模式。

操作步骤

回调模式：请选择普通回调或可靠回调。

回调 URL：仅当回调模式设置为普通回调时，该参数可见。请根据实际需求设置接收回调的 App 后台地址。

回调事件：请选择您需要接收回调的事件，包括：视频上传完成回调、任务流状态变更回调、视频转码完成回调、视频截取雪碧图完成回调、视频拼接

完成回调、视频删除完成回调、视频编辑完成回调、视频按时间点截图完成回调以及视频剪辑完成回调。

说明：

任务流状态变更回调、视频编辑完成回调及视频剪辑完成为默认回调事件。

单击目标回调事件右侧的 ，查阅对应文档。

如果您在控制台同时看到两个回调 URL 设置（2.0版本格式和3.0版本格式），请填写3.0版本。如下图所示：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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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分账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17 09:55:01

标签分账功能支持用户按照点播应用或标签的维度出具账单。功能开启后，日结账单是在次日生效，月结账单是在次月01日生效，历史账单不变，帮助用户提

高业务成本核算效率。

按照云点播应用的维度出具账单，账单字段中的“资源 ID ”即是云点播应用 ID 。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单击 标签分账 弹出弹窗后，打开开关即可开启标签分账功能。

3. 标签功能开启后，日结账单是在次日生效，月结账单是在次月01日生效。出账后，您可以在 账单下载中心  导出 L3-明细账单 查看各个应用的费用详情。

按应用标签分账

操作步骤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overview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xpense/bill/download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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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腾讯云标签的维度出具账单，设置的标签体现在账单的“标签键:item ”字段，账单字段中的“资源 ID ”同样表示云点播应用 ID 。

1. 如果用户需要按照设置的标签来出具账单，可以先在 腾讯云标签管理  创建标签，详情请看 操作步骤 。

2. 完成标签创建后，在 云点播控制台  选择需设置标签的应用，然后单击 标签管理 ，对所选应用进行标签设置。

3. 完成标签设置后，标签分账 弹出弹窗后，打开开关即可开启标签分账功能。

4. 标签功能开启后，日结账单是在次日生效，月结账单是在次月1日生效。出账后，您可以在 账单下载中心  导出 L3-明细账单 查看各个应用的费用详情。

按标签设置分账

操作步骤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ag/taglis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37959#.E6.93.8D.E4.BD.9C.E6.AD.A5.E9.AA.A4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overview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xpense/bill/download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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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管理

媒资管理

视频管理

上传音视频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06 17:29:48

通过云点播控制台，您可以进行上传音视频操作，包括本地上传和视频拉取。本文将为您介绍如何上传音视频。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您需要处理音视频文件的应用，点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

3. 默认进入媒资管理 > 音视频管理，“已上传”页面。

操作场景

注意：

支持 WMV、RM、MOV、MPEG、MP4、3GP、FLV、AVI、RMVB 等格式。

上传过程可以切换至点播控制台的其他页面，但请务必不要关闭浏览器访问其他控制台产品，否则上传过程会中断。

Web 上传支持断点续传以及队列上传，请使用 Chrome 浏览器进行操作。上传功能需要 Internet Explorer 10 以上版本才能支持。

本地上传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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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上传音视频，进入“上传音视频”页面。

5. 选择本地上传，即直接将本地文件上传至控制台，单击选择音视频，选择本地音视频或将音视频文件拖拽到待上传列表区域。

6. 在待上传列表中，您可以检查文件名称和音视频大小，修改音视频名称和音视频分类，也可以删除已选中的视频。

7. 您可以选择是否对上传音视频进行处理。

不进行处理，则选择只上传，暂不进行音视频处理。

进行处理，则选择上传后自动进行音视频处理，请根据下表配置音视频处理参数。

处理类型 转码/审核/任务流模板 水印模板 视频封面

转码

当处理类型选择转码时，此参数为“转码模板”

单击转码模板，选择已有模板

单击常用模板，选择常用模板

选择不用水印

选择默认水印

选择选择水印模

板

选择是否使用首帧做封面

音视频审核
当处理类型选择音视频审核时，此参数为“审核模板”：选择一个

现有的审核模板
- -

任务流
当处理类型选择任务流时，此参数为“任务流模板”：选择一个现

有的任务流模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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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单击开始上传，开始上传音视频。

1. 登录云点播控制台，选择媒资管理 > 音视频管理 ，默认进入“已上传”页面。

2. 单击上传音视频，进入“上传音视频”页面。拉取上传支持 WMV、RM、MOV、MPEG、MP4、3GP、FLV、AVI、RMVB 、HLS 等格式批量上

传。

3. 选择视频拉取，即通过视频 URL 将视频拉取存入控制台，单击待上传列表区域的添加一行。

4. 输入待拉取的源视频信息，每一行表示一条拉取内容，可单击待上传列表区域的添加一行添加多条内容。

5. 单击拉取视频，进行视频上传操作。

批量拉取支持用户上传一个 TXT 或者 CSV 列表，云点播可以将列表内的文件直接解析到视频拉取列表。 

您需要按照指定的格式填写 TXT 或 CSV 文件，通过下载文件样例进行格式查看，详细列信息如下：

视频拉取

逐行拉取

视频 URL：输入源视频的 URL 信息。

视频名称：输入源视频的名称。

封面 URL：输入要拉取的封面 URL。

分类：选择音视频分类。

说明：

上传音视频需要等待几分钟，您可以在音视频管理 > 正在上传中查看视频上传进度。视频上传成功后，您可以在音视频管理 > 已上传中查看和管理

您的所有视频。

批量拉取

列1 列2 列3

视频资源 URL 视频名称 视频封面 URL

TXT 文件：列信息之间需要用逗号分隔。

CSV 文件：列信息之间需要用逗号分隔（您可以直接在 CSV 内的表格栏填写）。

说明：

每列格式分别是视频资源 URL、视频名称、视频封面 URL，请按顺序输入。

列表解析完成后，请您检查是否有报错，确认后上传。

建议您下载文件样例了解上传文本的格式。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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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音视频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23 16:23:19

通过云点播控制台，您可以进行删除音视频操作。本文将为您介绍如何删除音视频。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处理音视频文件的应用，单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

3. 默认进入媒资管理 > 音视频管理，“已上传”页面。

4. 单击目标音视频文件所在行的删除，弹出“删除音视频”对话框，单击确定，即可删除该音视频，或者勾选目标音视频文件后，单击列表上方的批量删除，

在“删除音视频”对话框中单击确定，即可删除您勾选的所有音视频，完成批量删除。

操作场景

注意：

执行删除操作后，音视频将从腾讯云完全删除，无法找回，亦不可从 CDN 节点访问到该音视频，请谨慎操作。

操作步骤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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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音视频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08 18:00:17

通过云点播控制台，您可以进行处理音视频操作，例如音视频转码、视频水印及音视频审核等。本文将为您介绍如何处理音视频。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处理音视频文件的应用，单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

3. 默认进入媒资管理 > 音视频管理，“已上传”页面。

4. 勾选一个或多个目标音视频文件，根据您的需求单击列表上方任一媒体处理类型，弹出“媒体处理”配置框，根据下表配置视频处理参数，单击确定，开始

执行视频处理任务。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处理类型 处理模板 水印模板 视频封面

转码

当处理类型选择转码时，此参数为“转码模板”。

单击转码模板，选择已有模板。

单击常用模板，选择常用模板。

选择不用水印

选择默认水印

选择水印模板

选择是否使用首帧做封面

转自适应码流 
当处理类型选择转自适应码流时，此参数为“转码模板”：

可勾选多个转码模板。

选择不用水印

选择默认水印

选择水印模板

选择是否使用首帧做封面

极速高清
当处理类型选择极速高清时，此参数为“极速高清模板”：

选择一个现有的转码模板。

选择不用水印

选择默认水印

选择水印模板

选择是否使用首帧做封面

任务流
当处理类型选择任务流时，此参数为“任务流模板”：选择

一个现有的任务流模板。
- -

内容审核
当处理类型选择内容审核时，此参数为“内容审核模板”：

选择一个现有的审核模板。
- -

音画质重生
当处理类型选择音画质重生时，此参数为“音画质重生”：

选择一个现有的音画质重生模板。
- -

说明:

模板及任务流相关设置，请参见 音视频处理设置 。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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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编辑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14 17:32:46

通过云点播控制台，您可以对视频的属性进行快速地编辑和修改。本文将为您介绍如何快捷地修改媒资信息。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处理音视频文件的应用，单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

3. 默认进入媒资管理 > 音视频管理，已上传页面。

4. 勾选目标视频文件，单击列表上方的更多批量操作＞编辑基本信息，对音视频文件的媒资信息进行修改，单击确定完成修改。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说明:

快捷编辑的支持分类、标签、禁播和过期时间。如未勾选相应的编辑项，则视频该项属性不会变更。

关于管理音视频文件分类的操作，请参见 分类管理  。

分类：对媒资文件进行相关的类别管理，一个媒资文件仅允许一个分类，用户可以指定分类进行媒资处理相关操作。

标签：对媒资文件进行标签管理，一个视频可以拥有多个标签，用户可以通过标签进行筛选。

禁播：对媒资文件进行禁播，禁播后该文件将无法在 CDN 的节点上访问，直到用户取消禁播，禁播生效时间为5分钟左右。

过期时间：对媒资文件进行删除，媒资文件到达过期时间后，点播将删除用户的媒资文件，帮助用户节省存储成本。

注意:

删除文件无法找回，请谨慎操作。

名词 含义

分类 用于区分媒资的分类，每一个媒资有且仅有一个分类。

标签 用于对媒资进行内容的标定，每一个媒资可以有多个标签。

禁播 用于停止视频分发加速，用户开启禁播后，该媒资则无法在外网访问，生效时间为5分钟，同时视频状态会变更为禁播。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059#.E5.88.86.E7.B1.BB.E7.AE.A1.E7.90.86.E6.AD.A5.E9.AA.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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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期时间 用于指定文件的删除时间，用户媒资将于指定时间后删除，且无法找回。

筛选音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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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时间：2023-04-06 17:29:48

通过云点播控制台，您可以进行筛选音视频操作。本文将为您介绍如何筛选音视频。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处理音视频文件的应用，单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

3. 默认进入媒资管理 > 音视频管理，已上传页面。

4. 在列表上方的搜索框，选择媒资属性或输入关键字，对已上传的文件进行筛选。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属性 含义

FileID 用户文件上传至云点播后的唯一标识。

分类 用户指定的媒资分类，用户不指定媒资的分类，则媒资默认分类为其他。

来源 用户上传点播的媒资来源（包含直播录制、本地上传、视频处理等）。

视频标签 用户指定的媒资标签。

名称前缀 用户指定的媒资名称前缀。

文件描述 用户对媒资的描述。

上传时间 用户上传文件的时间。

推流直播码 用户使用直播录制时的推流直播码。

伴生录制应用 ID 用户使用实时音视频云端录制时的应用标识。

伴生录制房间号 用户使用实时音视频云端录制时，该应用所创建的房间标识。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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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音视频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05 11:42:57

通过云点播控制台，您可以进行查看音视频操作。本文将为您介绍如何查看音视频。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处理音视频文件的应用，点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

3. 默认进入媒资管理 > 音视频管理，“已上传”页面。找到需要查看的音视频文件，单击快捷查看。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该窗口中展示了音视频的 ID、名称、分类、标签、大小、时长、过期时间、文件描述（部分属性可进行编辑）。

可以复制该音视频的 URL 地址，用于音视频处理和音视频播放等。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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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音视频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05 11:42:57

通过云点播控制台，您可以进行管理音视频操作，包括基本信息编辑、音视频发布、播放器预览及 Web 播放器代码生成。本文将为您介绍如何管理音视频。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处理音视频文件的应用，单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

3. 默认进入媒资管理 > 音视频管理，“已上传”页面。

4. 单击更多，可获取点播更多服务能力，有更改视频状态，变更存储类型，数据取回能力。

用户可以通过媒体状态的变更，控制音视频的访问可用性。

用户可以直接通过修改存储类型，来选择合适自己的存储类型。目前支持以下几种存储类型，其特性如表所示：

更多页面

音视频状态

禁播：除了点播控制台预览，其他场景访问音视频各种资源的 URL（原始文件、转码输出文件、截图等）均会返回 403。

解禁：对于音视频状态为禁播的音视频进行解禁，解禁后用户可以正常访问媒体文件。

说明:

禁播/解禁操作全网生效时间约5分钟 - 10分钟。

变更存储类型

存储类型 标准存储 低频存储 归档存储 深度归档存储

云点播默认 是 否 否 否

存储成本 高 中 低 极低

访问性能 高 低 不支持访问 不支持访问

数据取回费用 无 无 有 有

支持园区 全部 全部 全部 北京、上海、重庆

最短计费时长 无 30天 90天 180天

特性说明：

云点播通过各种上传方式（API/SDK/控制台上传）默认的存储类型都为标准存储类型。

存储成本请查看 购买指南 。

访问性能将影响观看视频时的首屏时间、卡顿率等指标，故对于频繁访问的线上业务不建议用户变更存储类型。对于归档存储类型和深度归档存储类型不允

许被直接访问，包括播放、发起视频处理等，需要取回后才可以进行访问。

数据取回可以实现将归档存储/深度归档存储短期或永久取回为标准存储，通过不同的取回模式，源存储类型会产生不同的费用。

深度归档存储目前仅支持北京、上海、重庆园区。

低频存储/归档存储/深度归档存储文件必须至少保存一个最短存储时长，如果提前删除仍旧会按照最短存储时长计费。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6#media_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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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档存储或深度归档存储变更为其他类型需通过数据取回能力。

用户可以直接通过数据取回能力，将归档存储/深度归档存储类型的媒体变更为标准存储，对归档存储和深度归档存储变更存储类型和取回操作有多种模式。不

同模式的最终效果一致，区别在于速度和费用（即取回费用，费用详情请参见 购买指南-数据取回 ）：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处理音视频文件的应用，单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

3. 默认进入媒资管理 > 音视频管理，“已上传”页面。

4. 单击目标视频文件所在行的管理，默认进入“基本信息”页面，该页面展示视频基本信息、标准转码列表及转自适应码流列表：

基本信息内容说明见下表：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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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归档存储媒体文件，必须存储至少180天，用户提前删除仍旧按照180天计费。

日结用户次日结算提前删除量，月结用户次月结算提前删除量。

使用限制：

说明:

对于使用限制内的视频，发起类型变更时，该视频会被忽略变更。

数据取回能力

解冻模式 归档存储取回耗时 深度归档存储取回耗时

极速模式 5分钟 不支持

标准模式 5小时 24小时

批量模式 12小时 48小时

说明:

一个媒体（由一个 FileId 表示）在存储上可以包含许多个文件，例如原始文件、转码文件和截图文件等，各个文件的实际解冻完成时间可能有先

后。云点播不维护各个文件的具体解冻完成情况，而是将媒体作为一个整体，统一以解冻的最大可能耗时来计算媒体的解冻完成时间。在该时间到

达之前，即使媒体下的所有文件实际已经解冻完成，媒体仍然被标识为未解冻状态，不允许访问。

由于媒体被标识为已解冻的时间点会晚于实际解冻的时间点，因此媒体的解冻副本的可用时长会短于预期想要的时长。为了确保解冻后副本有足够

的可用时长，建议在解冻深度归档存储时加多1天的有效期。

基本信息编辑

基本信息 标准转码列表 转自适应码流列表

字段 说明

视频封面

单击封面右侧的编辑按钮，可选择图片管理中现有的图片，或上传一张本地图片。

限 JPG、PNG 和静态 GIF 格式。

大小不超过1MB，尺寸不超过1920 × 1080。

文件名不得含有中文字符。

视频名称
您可以修改视频名称。

限长20个字符，不能含有英文输入法下的双引号（"）、单引号（'）、小于号（<）和大于号（>）。

分类 您可以修改视频分类。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6#media_retak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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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处理音视频文件的应用，单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

3. 默认进入媒资管理 > 音视频管理，“已上传”页面。

4. 单击目标视频文件所在行的管理，默认进入“基本信息”页面。

5. 单击截图信息，进入“截图信息”页面，该页面展示包括原始视频及处理后视频的截图文件列表（包含转动图、雪碧图、采样和按时间点截图）。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处理音视频文件的应用，单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

3. 默认进入媒资管理 > 音视频管理，“已上传”页面。

4. 单击目标视频文件所在行的管理，默认进入“基本信息”页面。

5. 单击视频发布，进入“视频发布”页面，该页面展示包括原始视频及处理后视频的文件列表。

微信小程序视频发布

支持 MP4、3GP、HLS 格式的小程序视频发布，发布通过后的视频可在小程序中播放。

单击分类右侧的编辑按钮，选择分类后，单击确定。

标签
您可以为视频文件设置标签。

限汉字、字母和数字，输入 Enter 确认，单标签限长16个字符。

介绍
您可以为视频文件添加简单描述。

限长128个字符。 

存储类型
支持修改存储类型。

单击存储类型，进行修改，目前支持标准存储和低频存储的切换。 

截图信息

说明:

截图信息在控制台上仅展示100条，全部截图信息请单击信息栏右上角下载。

视频发布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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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视频转自适应码流后，您便可以使用播放器对该视频进行预览，云点播支持 Web 播放器和终端播放器的预览。

单击视频可以直接进行 Web 端预览，同时可以复制代码用于自定义嵌入网页。 

1. 下载视频云工具包 App。

播放器预览

视频预览

Web 播放器

终端播放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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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视频云工具扫描二维码或输入 appID 和 fileID，即可实现在终端上的预览。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处理音视频文件的应用，单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

3. 默认进入媒资管理 > 音视频管理，“已上传”页面。

4. 单击目标视频文件所在行的管理，默认进入“基本信息”页面。

5. 单击 Web 播放器代码生成，进入音视频管理页面，选择“Web 播放器代码”，该页面可以对播放器信息和 Web 播放器代码进行管理。

Web 播放器代码生成

在“参数设置”区域，填写相关参数，设置好您需求的播放器配置（播放器相关设置请参见 播放器使用文档 ）。

在“Web 播放器代码”区域的“视频尺寸”下拉框中选择合适的视频尺寸，根据需求开启或关闭自动播放，设置代码类型

为“HTML”或“IFRAM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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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复制代码，即可复制生成的 Web 播放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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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音视频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06 17:29:49

通过云点播控制台，您可以自定义展示音视频列表的字段，并导出音视频文件。本文将为您介绍自定义列表字段和导出音视频文件的操作。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处理音视频文件的应用，单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

3. 默认进入媒资管理 > 音视频管理，“已上传”页面。

4. 单击列表右上方的 图标，勾选需要展示的列表字段后，单击确定即可。最多可勾选15个字段。音视频名称/ID 与操作为默认勾选字段。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处理音视频文件的应用，点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

3. 默认进入媒资管理 > 音视频管理，已上传页面。

4. 单击列表上方的 更多批量操作＞导出文件信息，选择导出格式和导出数据后，单击确定即可。用户如未勾选，则导出全部点播媒资信息。 

自定义列表字段

导出音视频文件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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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云点播支持 CSV 和 JSONLINES 格式的文件导出，您可以选择导出勾选文件信息或所有文件信息。

5.1 CSV 格式文件为字符分隔值文件，其文件以纯文本形式存储表格数据，文件内容预览如下： 

5.2 JSONLINES 格式用于存储可以一次处理一条记录的结构化数据，视频导出的 JSONLINES 格式文件包含以下字段：

文件格式  字段名称（按以下顺序展示）   

CSV 格式
媒体文件名称、创建时间、更新时间、过期时间、媒体文件分类 ID、媒体文件分类名称、媒体文件分类路径、封面图片地

址、媒体文件来源、媒体文件存储、媒体文件标签、直播转录制文件(VID)、音视频地址、文件 ID、文件大小、时长。

文件格式  字段名称  描述   

JSONLINES 格式

BasicInfo 基础信息。包括视频名称、分类、播放地址、封面图片等。

MetaData 元信息。包括大小、时长、视频流信息、音频流信息等。

TranscodeInfo
转码结果信息。包括该视频转码生成的各种码率的视频的地址、规格、码率、分

辨率等。

AnimatedGraphicsInfo 转动图结果信息。

SampleSnapshotInfo 采样截图信息。

ImageSpriteInfo 雪碧图信息。

SnapshotByTimeOffsetInf

o
指定时间点截图信息。

KeyFrameDescInfo 视频打点信息。

AdaptiveDynamicStreami

ngInfo
转自适应码流信息。

MiniProgramReviewInfo 小程序审核信息。

SubtitleInfo 字幕信息。

FileId 媒体文件唯一标识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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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字幕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05 15:45:44

通过 云点播控制台 ，将指定的字幕关联到转自适应码流模板号对应的媒体输出文件中（或解除关联）。本文将为您介绍如何关联字幕。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 应用管理，单击需关联视频字幕的应用名称，默认进入媒资管理 > 音视频管理页。

2. 勾选所需关联字幕的视频文件，单击视频列表上方的转自适应码流，出现“媒体处理”页面。

3. 选择转自适应码流，同时确认所需转码模板后，单击确定进行视频转码。

1. 单击视频名称，进入音视频详情页，单击字幕信息 > 添加字幕。选择文件上传后单击确定。

说明:

关联字幕目前处于公测阶段，暂不收取费用。

关联字幕前，需将视频文件转自适应码流。

使用视频处理产生的其他费用（例如存储、转码、视频加速）按照云点播计费项正常计费。

操作步骤

步骤1：完成媒体文件转自适应码流

步骤2：完成关联字幕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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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勾选所需字幕，单击关联字幕，出现选择自适应码流弹窗，勾选模板单击确认后，右上方会提示“关联字幕成功”即完成字幕关联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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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如字幕需解除关联转码模板，单击解除关联，即可解除字幕文件跟转自适应模板的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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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管理

上传图片
最近更新时间：2022-03-30 15:17:40

通过云点播控制台，您可以进行上传图片操作，包括本地上传和图片拉取。本文将为您介绍如何上传图片。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处理图片文件的应用，单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

3. 默认进入媒资管理>音视频管理，“已上传”页面。

4. 选择媒资管理>图片管理，默认进入“已上传”页面。单击上传图片，进入上传图片页面。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处理图片的应用，单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

3. 默认进入媒资管理 > 音视频管理，“已上传”页面。

4. 选择媒资管理 > 图片管理，默认进入“已上传”页面。单击上传图片，进入上传图片页面。

操作场景

注意:

支持 JPG、JPEG、PNG、GIF、BMP、TIFF、AI、CDR、EPS 格式。

本地上传

说明:

支持批量上传，单次最多可同时上传200张图片，选中的所有图片将会展示在待上传列表中。

在待上传列表中，您可以检查文件名称和图片大小，修改图片名称和图片分类，也可以删除已选中的图片，图片分类与视频分类属于同目录下的分

类。

图片拉取

说明:

上传图片需要等待时长，您可以在图片管理 > 正在上传中查看图片上传进度。图片上传成功后，您可以在图片管理 > 已上传中查看和管理您的所有图

片。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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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图片
最近更新时间：2022-03-30 15:17:49

通过云点播控制台，您可以进行删除图片操作。本文将为您介绍如何删除图片。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处理图片文件的应用，点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

3. 默认进入媒资管理 > 音视频管理，“已上传”页面。

4. 选择媒资管理 > 图片管理，默认进入“已上传”页面。勾选目标图片文件后，单击列表上方的批量删除，在“删除图片”对话框中单击确定，即可删除您勾

选的所有图片。

操作场景

注意:

执行删除操作后，图片将从腾讯云完全删除，无法找回，亦不可从 CDN 节点访问到该图片，请谨慎操作。

操作步骤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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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图片分类
最近更新时间：2022-03-30 15:17:57

通过云点播控制台，您可以进行修改图片分类操作。本文将为您介绍如何修改图片分类。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处理图片文件的应用，点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

3. 默认进入媒资管理 > 音视频管理，“已上传”页面。

4. 选择媒资管理 > 图片管理，默认进入“已上传”页面。勾选目标图片文件，单击列表上方的修改图片分类，弹出下拉列表，选择图片文件需要归属的分类，

单击确定，完成修改。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说明:

图片分类与视频分类属于同一分类管理。

关于管理分类的操作，请参见 分类管理  。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059#.E5.88.86.E7.B1.BB.E7.AE.A1.E7.90.86.E6.AD.A5.E9.AA.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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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图片
最近更新时间：2022-03-30 15:18:05

通过云点播控制台，您可以进行管理图片操作。本文将为您介绍如何管理图片。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处理图片文件的应用，点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

3. 默认进入媒资管理 > 音视频管理，“已上传”页面。

4. 选择媒资管理 > 图片管理，默认进入“已上传”页面。单击目标图片“操作”栏下的管理，进入相应管理页面，该页面展示了图片的详细信息，并且您可以

编辑图片名称和图片分类。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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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即时处理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06 17:29:49

通过 云点播控制台 ，您可以进行图片即时处理操作，本文将为您介绍如何通过图片即时处理模板来进行实时的图片即时处理，通过 URL 作图的方式可快速获

得图片即时处理效果。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处理图片文件的应用，单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

3. 默认进入媒资管理 > 音视频管理，“已上传”页面。

4. 选择媒资管理 > 图片管理，默认进入“已上传”页面。单击上传图片。

1. 单击左侧导航栏媒体处理设置 > 模板设置，右侧标签页单击图片即时处理模板，进入图片即时处理模板管理页。

2. 页面展示了可用的模板列表，包括云点播系统预设的一些常用模板。我们也可以创建模板，例如创建240 × 240缩略图模板，按照下图示指引创建模板：

操作场景

说明:

处理图片原图大小不超过32MB、宽高不超过30000像素且总像素不超过2.5亿像素，处理结果图宽高设置不超过9999像素。

操作步骤

步骤1：上传图片

步骤2：创建模板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pics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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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建完成后，自动跳转到模板列表页，生成了图片即时处理模板号为 13321。 

另外，您也可通过 云点播 API  创建图片即时处理模板，更多 API 详细配置，请参见 创建图片即时处理模板 。

通过 URL 作图方式进行图片即时处理，公式如下：

处理后图片 URL = 原图片 URL + 间隔标识符 + 图片模板号 + “.” + 输出图片格式

图片即时处理支持缩放和裁剪两种类型。

步骤3：图片即时处理

原图片 URL：图片文件上传至 云点播  后将生成加速 URL 地址。

间隔标识符： !

输出图片的格式：JPG、JPEG、PNG。

步骤4：处理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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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长边，短边等比缩放。

指定短边，长边等比缩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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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一：缩略

指定宽度，高度等比缩放。

创建模板：13290，指定宽度：700，输出格式：PNG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890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8901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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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即时处理后链接为：

https://1500012191.vod2.myqcloud.com/6caaa776vodcq1500012191/0f9d472c387702299328320141/Cov1ATJ3AYYA.jpg!13290.P

NG

最终效果展示：

指定高度，宽度等比缩放。

创建模板：13291，指定高度：700，输出格式：PNG

图片即时处理后链接为：

http://1500012191.vod2.myqcloud.com/6caaa776vodcq1500012191/0f9d472c387702299328320141/Cov1ATJ3AYYA.jpg!13291.PN

G

最终效果展示：

指定长边，短边等比缩放。

创建模板：13292，指定长边：300，输出格式：PNG

图片即时处理后链接为：

https://1500012191.vod2.myqcloud.com/6caaa776vodcq1500012191/0f9d472c387702299328320141/Cov1ATJ3AYYA.jpg!13292.P

NG

最终效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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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短边，长边等比缩放。

创建模板：13293，指定短边：300，输出格式：PNG

图片即时处理后链接为：

https://1500012191.vod2.myqcloud.com/6caaa776vodcq1500012191/0f9d472c387702299328320141/Cov1ATJ3AYYA.jpg!13293.P

NG

最终效果展示：

指定宽度和高度进行强制缩放

创建模板：13294，指定高度：300，指定宽度：300，输出格式：PNG

图片即时处理后链接为：

https://1500012191.vod2.myqcloud.com/6caaa776vodcq1500012191/0f9d472c387702299328320141/Cov1ATJ3AYYA.jpg!13294.P

NG

最终效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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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二：裁剪

内切圆裁剪

创建模板：13295，指定输出图片半径：300，输出格式：PNG

图片即时处理后链接为：

http://1500012191.vod2.myqcloud.com/6caaa776vodcq1500012191/182b0f2a387702299461251102/EOy4fI1V8gQA.jpg!13295.P

NG

最终效果展示：

矩形裁剪

创建模板：13296，输出图片宽度：300，输出图片高度：300，输出格式：PNG

图片即时处理后链接为：

http://1500012191.vod2.myqcloud.com/6caaa776vodcq1500012191/23c473bb387702299461744409/HVSbBfQq3JgA.jpg!13296.P

NG

最终效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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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审核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09 15:31:28

图片审核是同步操作，在云点播控制台媒资管理页面发起，将立即得到审核结果。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管理任务的应用，点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

3. 点击左侧导航栏媒资管理 > 图片管理，“已上传”页面。

按照下图指引选择图片发起图片审核：

页面同步显示审核结果：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发起图片审核并查看结果

审核记录：即审核结果建议。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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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过审核的图片，最近一次审核结果将持久化记录到媒资系统，您可以在媒资相关的页面查看审核记录。

1. 单击左侧导航栏 图片管理，进入图片媒资管理页面，找到刚才发起审核的媒资文件

审核记录字段显示了最近一次的审核记录，这里显示为「违规」。

2. 上图中单击图片名称，进入图片详情页。

基本信息卡片里展示了审核记录，包括该文件最近一次审核任务的整体审核结果建议（这里显示为「违规」）、查看详情、重新审核。此外，在这里也可对

审核图片执行删除等操作。

违规项：审核对象及违规标签信息。

操作：可执行的后续操作，包括重新审核以及删除图片。

注意：

删除图片将删除该文件，该文件对应的其他处理文件也将一并被删除。

在媒资页面查看审核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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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图中单击 查看详情，弹出的页面展示了该文件最近一次审核任务结果的摘要信息。

注意：

删除图片将删除该文件，该文件对应的其他处理文件也将一并被删除。

审核时间：发起审核的时间。

模板/ID：使用的审核模板名称/ID。

审核结果：阴影文字部分为整体审核结果建议，下方为违规摘要信息列表，这里显示图片出现违规内容。

处理建议：对于该审核结果给出的后续处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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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资降冷
最近更新时间：2022-03-30 15:18:21

通过云点播控制台，您可以对点播上的媒资进行降冷操作，点播支持按照策略降冷，也支持按照 FileID 批量降冷。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配置文件降冷的应用，点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

3. 默认进入媒资管理 > 音视频管理，“已上传”页面。

4. 选择媒资管理 > 媒资降冷，默认进入“智能降冷策略”页面。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配置文件降冷的应用，点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

3. 默认进入媒资管理 > 音视频管理，“已上传”页面。

4. 选择媒资管理 > 媒资降冷，单击“直接降冷”页面，用户可以通过 FileID 触发降冷。 

操作场景

注意:

媒资降冷为 FileID 维度，用户选择媒资降冷时，会对整个 FileID 下的所有文件生效，包含转码、自适应码流和截图相关文件。

智能降冷策略

属性 说明

策略 ID/名称 媒资降冷策略 ID 是点播媒资降冷策略的唯一标识，用户通过添加/编辑媒资降冷策略设置媒资降冷规则。

存储类型 表明媒资通过该策略降冷后存储类型，支持低频存储、归档存储、深度归档存储。

创建时间 策略创建的时间。

启用/停用 表明该条策略是否在启用生效的状态。

操作 支持对策略的停用和删除。

说明:

一个账号最多允许创建10条智能降冷策略。

每日零点执行启用状态的降冷策略，生效对象为当前应用下的全部存储数据。

多条降冷策略同时命中媒资时，按照深度归档存储 > 归档存储 > 低频存储的优先级对媒资进行处理降冷处理。

直接降冷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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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击创建智能降冷策略即可填写策略名称，仅支持 中文 、 英文 、 数字 、 空格 、 _ 、 - 和 .  七种格式，长度不能超过20个字符。 

2. 降冷策略：通过该条降冷策略，媒资文件最后的存储类型，一条降冷策略仅支持一个存储类型。

说明:

直接降冷一次仅支持提供100个 FileID 降冷。

创建智能降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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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策略配置：用户可以通过配置不同的策略来实现降冷逻辑。

4. 创建策略完成后，需要手动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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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时间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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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支持按照分类 ID 降冷。支持设置多个分类 ID/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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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使用播放统计条件时，若媒体文件上传天数小于指定的时间范围且播放次数小于目标值时，则该筛选条件仍会生效，如需限制最少统计天数，请结

合筛选条件时间-指定存放时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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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降码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8 17:35:29

通过云点播控制台，您可以配置智能降码策略，云点播将对满足策略的媒体执行降码操作。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进入所选应用后单击左侧导航栏媒资管理 > 智能降码，进入“智能降码”页面。

2. 点击创建智能降码策略按钮，进入“创建策略”页面。

3. 输入策略名称和策略条件，策略条件有：

4. 回到“智能降码”页面，对新创建的智能降码策略，打开启用/停用按钮，开启状态下，在达到策略条件时即刻生效智能降码功能。

5. 策略生效后，云点播将按照您指定的策略自动执行降码。

操作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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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降码策略

播放统计：在多长的时间窗口内，一个视频的播放次数达到多少次时，被判定为符合条件。

视频标签：可仅对指定标签的视频执行降码。

说明：

如有降码任务执行，您将通过 任务流状态变更  事件通知感知。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app-manag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9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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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管理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06 17:29:49

通过任务管理，用户可以查看点播内任务处理的进度，用于查询任务进度和详情。任务管理仅展示执行任务的详情，且仅支持查询72小时的任务处理状态和任

务详情。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管理任务的应用，单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

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任务中心，默认进入“任务中心”页面。

单击子任务基本信息可以查询该任务中的子任务详情。

操作场景

任务基本信息

字段 说明

File ID 媒体文件唯一标识

任务 ID 任务执行完成后，产生的唯一的任务ID。

任务状态

等待中：表明任务还在排队中。

已完成：表明任务已经完成，任务失败和任务完成都属于已完成状态。

处理中：表明任务在处理中。

任务创建时间 该任务的创建时间。

任务执行时间 该任务的实际执行时间。

任务完成时间 该任务的完成时间。

操作 该任务中的子任务类型和任务状态。

子任务基本信息

字段 说明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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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Id 该任务下，执行该任务的媒资的 FileId。

文件名称 该 FileId 对应的文件名称。

任务类型 该 FileId 下的任务类型，包含视频处理、视频审核、内容分析、内容识别。

任务状态
处理中

已完成

子任务 该任务下该 FileId 的子任务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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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制作

创建视频制作项目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06 17:29:49

通过云点播控制台，您可以创建视频制作项目，并对媒资管理中的音视频进行视频编辑。本文将为您介绍如何创建视频制作项目。

创建视频制作项目的方式有2种，具体如下：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管理任务的应用，单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

3. 默认进入媒资管理 > 音视频管理，已上传页面。

4. 勾选一个或多个视频文件，单击视频列表上方的更多批量操作＞视频制作，则创建完成。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管理任务的应用，单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

3. 单击左侧导航栏视频制作，进入“视频制作”页面。

操作场景

注意：

视频制作目前处于公测阶段，暂不收取费用。

使用视频制作产生的其他费用（例如存储、转码、视频加速）按照云点播计费项正常计费。

操作步骤

方式一

方式二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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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创作视频，选择普通剪辑，则创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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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视频制作项目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06 17:29:50

通过云点播控制台，您可以快速管理自己创建的视频制作项目，包括查询、重命名、剪辑、删除和导出视频制作项目。本文将为您介绍如何快速管理视频制作项

目。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处理媒体文件的应用，单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默认进入左侧导航栏的媒资管理。

3. 单击左侧导航栏的视频制作。

4. 在搜索框输入需要查询项目的完整名称，回车或单击 ，即可查询满足条件的视频制作项目。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处理媒体文件的应用，单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默认进入左侧导航栏的媒资管理。

3. 单击左侧导航栏的视频制作。

4. 选中目标项目，单击项目名右侧的 ，输入新的项目名称标题。

5. 回车或单击空白处确认修改。

注意：

视频制作目前处于公测阶段，暂不收取费用。

使用视频制作产生的其他费用（例如存储、转码、视频加速）按照云点播计费项正常计费。

查询项目

重命名项目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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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处理媒体文件的应用，单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默认进入左侧导航栏的媒资管理。

3. 单击左侧导航栏的视频制作。

4. 选中目标项目，单击项目右上角的 。

5. 单击剪辑，进入项目剪辑详情页。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处理媒体文件的应用，单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默认进入左侧导航栏的媒资管理。

3. 单击左侧导航栏的视频制作。

4. 选中目标项目，单击项目右上角的 。

5. 单击删除，即可删除项目。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处理媒体文件的应用，单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默认进入左侧导航栏的媒资管理。

3. 单击左侧导航栏的视频制作。

4. 选中目标项目，单击项目右上角的 。

5. 单击导出，进入“视频导出设置”页面。

6. 选择视频分辨率，输入视频名称，单击导出视频，进入“导出记录”页面。

剪辑项目

删除项目

导出项目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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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新导出的项目将位于导出记录首位，并显示导出进度。

说明：

导出完成后，进入 媒资管理  页面，可以查看并预览导出的视频。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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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音视频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06 17:29:50

通过云点播控制台，您可以添加待编辑的音视频。本文将为您介绍如何使用媒体库来添加待编辑的音视频。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处理媒体文件的应用，单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默认进入左侧导航栏的媒资管理。

3. 勾选一个或多个视频文件，单击视频列表上方的更多批量操作 > 视频制作，进入“视频编辑”页面，选中的视频将自动添加到媒体库。

4. 选中媒体 > 视频下的视频，通过拖拽的方式添加到下方轨道，即可编辑完整视频。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处理媒体文件的应用，单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单击左侧导航栏的媒资管理。

3. 勾选一个或多个视频文件，单击视频列表上方的视频制作，进入“视频编辑”页面，选中的视频将自动添加到媒体库。

4. 选中媒体 > 视频下的视频，单击视频上方的预览，弹出预览窗口。

5. 单击视频下方的 和 ，选择需要编辑的视频片段，单击导入到时间轴编辑，即可编辑视频片段。

注意：

视频制作目前处于公测阶段，暂不收取费用。

使用视频制作产生的其他费用（例如存储、转码、视频加速）按照云点播计费项正常计费。

添加完整视频

说明：

资源库中的视频为视频文件，音频为音频文件。

添加视频片段

说明：

若您还需要编辑其他视频文件，可单击添加媒体资源，将已上传至云点播的音视频文件导入媒体库。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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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音视频样式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06 17:29:50

通过云点播控制台，您可以设置音视频的样式，包括基本设置、滤镜和动画。本文将为您介绍如何设置音视频样式。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处理媒体文件的应用，单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默认进入左侧导航栏的媒资管理。

3. 勾选一个或多个视频文件，单击视频列表上方的更多批量操作 > 视频制作，进入“视频编辑”页面。

1. 选中媒体 > 视频下的视频，通过拖拽的方式添加到下方轨道。

2. 单击轨道上的视频，上方出现弹窗。

3. 滑动对应的 调节音量大小和透明度。

1. 选中媒体 > 视频下的视频，通过拖拽的方式添加到下方轨道。

2. 单击轨道上的视频，上方出现弹窗。

3. 单击分离视频音轨，自动将分离的音频添加到轨道区域。

4. 单击轨道上的音频，出现“音频编辑”弹窗，可设置音量大小和播放速度。

1. 选中媒体 > 视频下的视频，通过拖拽的方式添加到下方轨道。

2. 单击轨道上的视频，上方出现弹窗。

注意：

视频制作目前处于公测阶段，暂不收取费用。

使用视频制作产生的其他费用（例如存储、转码、视频加速）按照云点播计费项正常计费。

基本设置

音量大小和透明度

说明：

音量大小：0%为静音，100%为视频原有音量。

透明度：0%为视频原有透明度，100%为视频完全透明不可见。

分离视频音轨

开启画中画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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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开启画中画，右侧视频缩放在播放器中央位置。

3.1 单击视频并拖动，可移动视频位置。

3.2 单击并拖动视频边角，可等比缩放视频。

3.3 单击并按住视频上方的圆形按钮，可旋转视频。

4. 单击关闭画中画，画中画将关闭。

1. 选中媒体 > 视频下的视频，通过拖拽的方式添加到下方轨道。

2. 单击轨道上的视频，上方出现弹窗。

3. 单击设置裁剪，右侧视频弹出选择框。

4. 单击并拖动视频边角，可选择并缩放裁剪区域。

1. 选中媒体 > 视频下的视频，通过拖拽的方式添加到下方轨道。

2. 单击轨道上的视频，上方出现弹窗。

3. 单击播放速度下拉框，设置视频的播放速度。

1. 选中媒体>视频下的视频，通过拖拽的方式添加到下方轨道。

2. 单击轨道上的视频，上方出现弹窗。

3. 单击逆时针旋转、顺时针旋转、水平翻转或垂直翻转等按钮，旋转或翻转视频。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处理媒体文件的应用，单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默认进入左侧导航栏的媒资管理。

3. 勾选一个或多个视频文件，单击视频列表上方的更多批量操作 > 视频制作，进入“视频编辑”页面。

4. 选中媒体 > 视频下的视频，通过拖拽的方式添加到下方轨道。

5. 单击轨道上的视频，上方出现弹窗。

6. 单击滤镜，选择任一滤镜，滤镜效果将在右侧播放器实时展示。

设置裁剪

说明：

默认裁剪自定义比例的视频，单击自定义比例，取消自定义裁剪，取消后只能裁剪为16:9的视频。

播放速度

说明：

0.25倍速即为慢4倍速播放，4倍速为快4倍速播放。

位置调整

滤镜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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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文本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06 17:29:50

通过云点播控制台，您可以为视频添加文本文字和图文动效。本文将为您介绍如何添加文本文字和图文动效。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处理媒体文件的应用，单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默认进入左侧导航栏的媒资管理。

3. 勾选一个或多个视频文件，单击视频列表上方更多批量操作 > 视频制作，进入“视频编辑”页面。

4. 单击左侧列表的文本，右侧出现“文本文字”列表。

5. 选择“文本文字”模板。

6. 单击并拖拽“文本文字”模板到轨道，即可添加文本文字。

7. 单击轨道上的文本，上方出现“文字编辑”弹窗：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处理媒体文件的应用，单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默认进入左侧导航栏的媒资管理。

3. 勾选一个或多个视频文件，单击视频列表上方的更多批量操作 > 视频制作，进入“视频编辑”页面。

4. 单击左侧列表的文本，右侧选择“图文动效”栏，即出现“图文动效”列表。

5. 选择“图文动效”模板。

注意：

视频制作目前处于公测阶段，暂不收取费用。

使用视频制作产生的其他费用（例如存储、转码、视频加速）按照云点播计费项正常计费。

添加文本文字

在第一行文本框输入文本内容。

单击字体设置字体样式。

单击字体大小设置字体大小。

单击字体颜色，设置文字颜色。

单击文字描边，设置文字描边的颜色。

单击背景颜色，设置背景色。

调节缩放设置，可调节文本整体大小。

单击样式图标，可使文本产生加粗、斜体、阴影及下划线的效果。

添加图文动效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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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并拖拽“图文动效”模板到轨道，即可添加图文动效。

7. 单击轨道上的文本，上方出现“文字编辑”弹窗：

在第一行文本框输入文本内容。

单击字体设置字体样式。

单击字体大小设置字体大小。

单击字体，设置文字颜色。

单击文字描边，设置文字描边的颜色。

调节缩放设置，可调节文本整体大小。

单击样式图标，可使文本产生加粗、斜体、阴影及下划线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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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转场动画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2 18:06:38

通过云点播控制台，您可以为视频添加转场动画。本文将为您介绍如何添加转场动画。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处理媒体文件的应用，单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默认进入左侧导航栏的媒资管理 > 音视频管理。

3. 勾选一个或多个视频文件，单击视频列表上方更多批量操作 > 视频制作，进入“视频编辑”页面。

4. 单击上方列表的转场动画，右侧出现“转场动画”列表。

5. 单击并拖拽“转场动画”模板到轨道上的两个衔接视频之间的位置，即可为视频添加转场动画。

6. 单击轨道上视频间的转场动画，出现设置弹窗。

7. 选择转场效果，输入转场时间，单击空白处完成设置。

操作场景

注意：

视频制作目前处于公测阶段，暂不收取费用。

使用视频制作产生的其他费用（例如存储、转码、视频加速）按照云点播计费项正常计费。

操作步骤

注意:

转场动画需要视频长度在3秒以上才可成功添加。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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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字幕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2 18:06:38

通过云点播控制台，您可以为视频添加字幕。本文将为您介绍如何添加字幕。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处理媒体文件的应用，单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默认进入左侧导航栏的媒资管理 > 音视频管理。

3. 勾选一个或多个视频文件，单击视频列表上方更多批量操作 > 视频制作，进入“视频编辑”页面。

4. 单击上方列表的字幕，出现“字幕编辑”弹窗。

5. 单击左上角的添加新字幕，输入字幕内容，即可为视频添加新字幕。

6. 单击右上角的样式，对字幕样式进行设置：

操作场景

注意：

视频制作目前处于公测阶段，暂不收取费用。

使用视频制作产生的其他费用（例如存储、转码、视频加速）按照云点播计费项正常计费。

操作步骤

在“预设编辑”栏下选择预设系统样式。

单击“字体”下拉框，设置字幕字体。

单击“大小”下拉框，设置字幕大小。

单击“颜色”栏下的图标，对字体颜色、文字描边、字体底色及背景颜色进行设置。

单击“对齐”栏下的图标，设置字幕的对齐方式。

调节“垂直距离”，垂直距离为0%时，字幕靠近视频底部；垂直距离为100%时，字幕靠近视频顶部。

单击返回，完成设置。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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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轨道
最近更新时间：2021-09-17 16:04:36

在视频制作的过程中，您可以对视频编辑轨道进行撤销、切割、删除等操作。本文将为您更详细地介绍如何使用视频编辑轨道。

通过云点播控制台，您可以为视频添加多层轨道，包括 音视频轨道 、 文本轨道  及 字幕轨道 。

轨道左上角有轨道处理图标，可以快捷地对轨道进行撤销、重做、切割、裁剪以及删除操作：

1. 选择轨道。

2. 单击轨道处理图标，即可使用对应的快捷功能。

1. 勾选显示刻度表，即可显示刻度表。

2. 单击并拖动刻度调节按钮，可以横向放大或缩小轨道，使视频在轨道中完全展示。

注意：

视频制作目前处于公测阶段，暂不收取费用。

使用视频制作产生的其他费用（例如存储、转码、视频加速）按照云点播计费项正常计费。

添加轨道

说明：

在视频编辑轨道中，顶层轨道是文本轨道，文本轨道下方是字幕轨道，字幕轨道下方是音视频轨道。

处理轨道

设置刻度表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292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292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2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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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画质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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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3 17:15:48

本文演示用户通过控制台发起音画质重生任务，以及在任务中心查看结果。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管理任务的应用，点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

3. 默认进入媒资管理 > 音视频管理，“已上传”页面。

4. 在媒资列表勾选需要发起音画质重生任务的音视频。

5. 单击音画质重生，进入任务配置页面。

6. 处理类型选择音画质重生。

7. 单击选择模板，在弹出的选择音画质重生模板 页面选择 RebuildMedia-Video-Audio-Enhance10，单击确定。

操作场景

注意：

使用音画质重生功能会产生相应的费用，计费方式参见 音画质重生 。

操作步骤

步骤1：发起音画质重生任务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6#1abe5e2f-4725-4c18-8301-ea78b8cf6e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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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任务配置页面单击确定，将发起音画质重生任务。

1. 单击左侧导航栏任务中心，进入任务管理页面，找到刚才发起的音画质重生任务（任务类型为音画质重生）。

2. 等待任务完成后，单击详情，查看音画质重生结果。

步骤2：在任务中心查看音画质重生结果



云点播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91 共142页

单击左侧导航栏音视频管理，查看文件名为 rebuildMediaGenFile 即是音画质重生结果文件。

步骤3：在音视频管理查看音画质重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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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视频内容审核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08 14:47:18

本文演示用户通过控制台发起音视频审核任务，以及在任务中心和媒资页面查看审核结果。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管理任务的应用，点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

3. 默认进入媒资管理 > 音视频管理，“已上传”页面。

4. 在媒资列表勾选需要审核的音视频。

5. 单击内容审核，进入任务配置页面。

6. 处理类型选择内容审核。

7. 审核内容选择音视频或封面（至少选择一种）。

8. 单击选择审核模板，在弹出的选择内容审核模板 页面选择 Presetting Template10/10 ，单击确定。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步骤1：发起音视频审核任务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云点播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93 共142页

9. 在任务配置页面单击确定，将发起音视频审核任务。

1. 单击左侧导航栏 任务中心，进入任务管理页面，找到刚才发起的审核任务（任务类型为音视频审核）。

2. 等待任务完成后，单击详情，进入审核结果页面。

3. 审核结果页面说明。

步骤2：在任务中心查看审核结果

页面内容展示：该页面展示了文件名称、任务 ID、File ID、模板/ID、文件地址、审核耗时以及音视频审核结果。

任务信息复制：您可以对任务 ID、File ID 以及视频文件地址进行复制。

审核结果详情：视频经云点播审核后得到的审核结果，仅支持 MP4 格式的视频预览，其余格式的视频暂不支持内部播放器预览。播放预览右侧是部分

审核结果的展示，由于审核结果可能较大，这里只展示违规程度较重的部分审核结果，按违规程度由重到轻排列，展示了审核记录（违规、疑似违

规）、违规项、违规片段置信度以及出现的时间。点击出现时间字段值时，播放预览会自动将进度条定位至相应的时间点并展示视频画面。

审核后续操作。

单击重新审核，可以重新选择审核模板并发起审核，注意这将产生新的审核任务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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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点播媒体处理任务结果只保存有限时间，任务结果过期删除后便无法在任务中心找到，具体可查看 查询任务详情 - 接口描述 。为方便查看较早的审核任务结

果，云点播将每个文件最近一次的审核任务结果以摘要的形式持久化记录到媒资系统。以下是在媒资页面查看审核结果的操作说明。

1. 单击左侧导航栏 音视频管理，进入音视频媒资管理页面，找到刚才发起审核的媒资文件

审核记录字段显示了最近一次的审核记录，这里显示为「违规」。

单击禁播视频，该点播视频将被禁止播放。

单击删除视频，从点播媒资系统删除该送审的点播文件。

注意：

删除视频将删除该文件对应的其他视频处理文件（原始文件、如转码视频、雪碧图、截图等）也将一并被删除。

步骤3：在媒资页面查看审核结果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66/33431#1.-.E6.8E.A5.E5.8F.A3.E6.8F.8F.E8.BF.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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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图中单击视频名称，进入音视频详情页。

基本信息卡片里展示了审核记录，包括该文件最近一次审核任务的整体审核结果建议（这里显示为「违规」）、查看详情、重新审核。此外，在这里也可对

审核视频执行禁播、删除等操作。

3. 上图中单击 查看详情，弹出的页面展示了该文件最近一次审核任务结果的摘要信息。

注意：

删除视频将删除该文件对应的其他视频处理文件（原始文件、如转码视频、雪碧图、截图等）也将一并被删除。

审核时间：发起审核的时间。

模板/ID：使用的审核模板名称/ID。

审核结果：阴影文字部分为整体审核结果建议，下方为违规摘要信息列表，这里显示音视频和封面均出现违规内容。

处理建议：对于该审核结果给出的后续处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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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处理设置

模板设置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2 18:06:39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管理任务的应用，点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

3. 默认进入媒资管理 > 音视频管理，“已上传”页面。

4. 选择左侧导航栏的媒体处理设置 > 模板设置。模板设置内置的模板分别为视频转码模板、极速高清模板、音频转码模板、转封装模板、转自适应码流模板、

水印模板、截图模板、转动图模板及内容审核模板，每种模板都可以添加至任务流设置中，用于视频处理设置。

您可根据业务需要创建新的视频转码模板，并进行自定义设置。选择视频转码模板，然后单击创建转码模板进入模板自定义设置。

创建好的模板可在模板列表里展示，可以设置为常用模板，并能对模板进行查看、编辑和删除等管理操作。

详细的参数请参见 预置参数模板列表 - 预置转码模板 。

您可根据业务需要创建新的极速高清模板，并进行自定义设置。选择极速高清模板，单击创建转码模板进入模板自定义设置。

视频转码模板

模板名称：仅支持中文、英文、数字、空格、下划线(_)、短横线(-)和句点(.)七种格式，长度不能超过64个字符。

封装格式：MP4、FLV、HLS。

配置项：视频参数、音频参数。

视频参数：

编码方式：H.264、H265、AV1。

视频码率：128kbps - 35000kbps

分辨率：视频长边（视频宽度）和视频短边（视频高度）为128px - 4096px。

帧率：1fps - 100fps

音频参数：

编码标准：AAC、MP3。

采样率：32000Hz、44100Hz和48000Hz三种默认采样率。

音频码率：26kbps - 256kbps

声道：单声道、双声道。

常用模板：自定义是否设置为常用模板。

预置参数模板列表

极速高清模板

模板名称：仅支持中文、英文、数字、空格、下划线(_)、短横线(-)和句点(.)七种格式，长度不能超过64个字符。

封装格式：MP4、FLV、HLS。

配置项：视频参数、音频参数。

视频参数：

编码标准：H.264、H265、AV1。

平均码率上限：不填或填0表示不设视频码率上限。

分辨率：视频长边（视频宽度）和视频短边（视频高度）为0或128px - 4096px。

帧率：0fps - 60fps

音频参数：

编码标准：AAC、MP3。

采样率：32000Hz、44100Hz和48000Hz三种默认采样率。

音频码率：0或26kbps - 256kbps。

声道：单声道、双声道。

常用模板：自定义是否设置为常用模板。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476#transcoding


云点播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97 共142页

创建好的模板可在模板列表里展示，可以设置为常用模板，并能对模板进行查看、编辑和删除等管理操作。

创建好的模板可在模板列表里展示，可以设置为常用模板，并能对模板进行查看、编辑和删除等管理操作。

详细的参数请参见 预置参数模板列表 - 音频转码模板 。

您可以根据业务需要，直接使用系统预设的自适应码流模板或创建自定义模板。

创建好的模板可在模板列表里展示，并能对模板进行查看、编辑和删除等管理操作。

您可根据业务需要通过上传图片的方式来创建水印模板，并进行自定义的水印配置以及水印在视频中的位置设置。

说明：

您可参见 预置参数模板列表 - 极速高清转码 。

音频转码模板

您可根据业务需要创建新的音频转码模板，并进行自定义设置。选择音频转码模板，然后单击创建音频模板进入模板自定义设置。

模板名称：仅支持中文、英文、数字、空格、下划线(_)、短横线(-)和句点(.)七种格式，长度不能超过64个字符。

封装格式：MP3、FLAC、OGG、M4A。

音频参数：

编码标准：封装格式为 MP3 时，对应的编码标准为 MP3；封装格式为 FLAC、OGG 时，对应的编码标准为 FLAC；封装格式为 M4A 时，对应的

编码标准为 MP3、AAC、AC3。

采样率：32000Hz、44100Hz和48000Hz三种默认采样率。

音频码率：0或26kbps - 256kbps。

声道：单声道、双声道。

常用模板：自定义是否设置为常用模板。

预置参数模板列表

自适应码流模板

基本信息

模板名称：仅支持中文、英文、数字、空格、下划线(_)、短横线(-)和句点(.)七种格式，长度不能超过64个字符。

打包格式：HLS

加密类型：不使用加密方案、使用 SimpleAES 加密、使用 Widevine 加密、使用 FairPlay 加密。

开启低分辨率转高分辨率：启用或禁用

子流信息

视频编码标准：H.264、H.265

视频码率：0或128kbps - 35000kbps。

视频分辨率：视频长短边限制在0或128px - 4096px。

视频帧率：视频帧率限制在0fps - 60fps。

音频编码标准：AAC、MP3。

音频采样率：32000Hz、44100Hz和48000Hz。

音频码率：0或26kbps - 256kbps。

声道：单声道、双声道。

说明：

创建模板时，至少需要添加1条子流信息。

您可参见 预置参数模板列表 - 自适应码流模板 。

水印模板

模板名称：仅支持中文、英文、数字、空格、下划线(_)、短横线(-)和句点(.)七种格式，长度不能超过64个字符。

水印类型：图片水印、文字水印、SVG 水印。

水印图片：支持 PNG 和 APNG 格式的图片，为了最佳视觉效果，推荐透明图片 PNG 格式；图片大小不能大于200KB，尺寸在200px * 200px范围以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476#music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476#.E9.A2.84.E7.BD.AE.E6.9E.81.E9.80.9F.E9.AB.98.E6.B8.85.E6.A8.A1.E6.9D.B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476#.E9.A2.84.E7.BD.AE.E8.BD.AC.E8.87.AA.E9.80.82.E5.BA.94.E7.A0.81.E6.B5.81.E6.A8.A1.E6.9D.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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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建完成的水印模板管理列表中可以查看水印模板的名称、预览水印文件、格式、类型、水印位置和尺寸等信息，还可以对该水印模板进行查看、编辑、删除

及设为默认模板等操作。

您可根据业务需要创建新的截图模板，并对上传的视频进行多种方式的截图，目前控制台支持时间点截图、采样截图和雪碧图截图三种截图方式。

在截图模板里面会展示模板的名称、截图类型、图片尺寸。在操作栏可以对该截图模板进行查看、编辑和删除操作。

在截图类型中选择时间点截图，采样的时间点需在截图任务配置中指定，模板设置中仅进行截图类型的配置，时间点的截图任务配置请参见 任务配置说明 。

详细的参数请参见 预置参数模板列表 - 时间点截图模板 。

在截图类型中选择采样截图。

详细的参数请参见 预置参数模板列表 - 采样截图模板 。

在截图类型中选择雪碧图截图。

详细的参数请参见 预置参数模板列表 - 雪碧图模板 。

内。

水印位置：默认为左上，可选左下、右上、右下。

水平偏移：水平偏移百分比代表水印与左上角的水平距离与水平宽度的比率，通过调整水平偏移百分比进行水印水平位置配置。

垂直偏移：垂直偏移百分比代表水印与左上角的垂直距离与垂直高度的比率，通过调整垂直偏移百分比进行水印垂直位置配置。

水印尺寸：可选择按百分比 % 或像素 px 调整大小，若单位选择 % 时，按原有的尺寸来进行百分百比例缩放；若单位选择 px 时，则根据指定大小缩放水

印。

说明：

例如，如果水平偏移：0% ，垂直偏移：0%，水印位于视频画面左上角处。如果水平偏移：99%，垂直偏移：99%，则水印位于视频文件右下角

处。

截图模板

时间点截图

模板名称：仅支持中文、英文、数字、空格、下划线(_)、短横线(-)和句点(.)七种格式，长度不能超过64个字符。

图片格式：JPG

图片尺寸：0或128px – 4096px。

预置参数模板列表

采样截图

模板名称：仅支持中文、英文、数字、空格、下划线(_)、短横线(-)和句点(.)七种格式，长度不能超过64个字符。

图片格式：JPG

图片尺寸：0或128px – 4096px。

采样间隔：百分比（最大不超过100%）、时间（s）。

预置参数模板列表

雪碧图截图

模板名称：仅支持中文、英文、数字、空格、下划线(_)、短横线(-)和句点(.)七种格式，长度不能超过64个字符。

图片格式：JPG

图片尺寸：0或128px – 4096px。

采样间隔：百分比（最大不超过100%）、时间（s）。

小图行数：正整数，小图行数乘以小图列数不超过100。

小图列数：正整数，小图行数乘以小图列数不超过100。

预置参数模板列表

转动图模板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819#p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476#screenshot0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476#screenshot0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476#screenshot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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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根据业务需要创建转动图模板，按照指定时间段截取所需要的转动图。转动图的时间段需在任务流的转动图任务配置中指定，模板设置中仅进行转动图类型

设置，转动图任务配置请参见 任务配置说明 。

详细的参数请参见 预置参数模板列表 - 转动图模板 。

您可根据业务需要创建新的内容审核模板，并进行自定义设置。单击创建内容审核模板进入模板自定义设置。

创建好的模板可在模板列表里展示，并能对模板进行查看、编辑和删除等管理操作。

图片类型：支持 WebP 和 GIF。

帧率：1fps - 30fps

图片质量：1 – 100

图片尺寸：0 – 1920px

预置参数模板列表

内容审核模板

模板名称：仅支持中文、英文、数字、空格、下划线(_)、短横线(-)和句点(.)，长度不能超过64个字符。

模板内容：

审核项：需要审核的违规标签，包括色情、暴力、不适宜的信息、广告、违法、谩骂和娇喘等。

标签值：违规标签的取值，对应 ReviewAudioVideoTaskOutput - Label 字段 。

适用审核对象：该标签适用于哪些审核对象，云点播对音视频支持的审核对象包括

图像画面（对应 ReviewAudioVideoTaskOutput - Form 字段  取值为 Image）；

画面文字（对应 ReviewAudioVideoTaskOutput - Form 字段  取值为 OCR）；

语音文字（对应 ReviewAudioVideoTaskOutput - Form 字段  取值为 ASR）；

声音（对应 ReviewAudioVideoTaskOutput - Form 字段  取值为 Voice）。

审核项 标签值 适用审核对象

色情 Porn 图像画面、画面文字、语音文字。

暴力 Terror 图像画面、画面文字、语音文字。

不适宜的信息 Polity 图像画面、画面文字、语音文字。

广告 Ad 图像画面、画面文字、语音文字。

违法 Illegal 图像画面、画面文字、语音文字。

谩骂 Abuse 画面文字、语音文字。

娇喘 Moan 声音。

说明：

图片审核的审核对象没有语音文字、声音，详见 图片处理设置 - 模板设置 - 内容审核模板 。

内容审核模板适用于 音视频审核  与 图片审核 。

您可参见 预置参数模板列表 - 预置音视频审核模板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819#p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476#cinemagraph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66/31773#ReviewAudioVideoTaskOutpu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66/31773#ReviewAudioVideoTaskOutpu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66/31773#ReviewAudioVideoTaskOutpu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66/31773#ReviewAudioVideoTaskOutpu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66/31773#ReviewAudioVideoTaskOutpu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7365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49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7365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476#.E9.A2.84.E7.BD.AE.E9.9F.B3.E8.A7.86.E9.A2.91.E5.AE.A1.E6.A0.B8.E6.A8.A1.E6.9D.BF.5B.5D(id.3Aver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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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流设置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2 18:06:39

任务流设置可以通过创建的模板，流程化地对视频进行转码、添加水印、截图及内容审核等操作。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处理媒体文件的应用，单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默认进入左侧导航栏的媒资管理 > 音视频管理。

3. 选择左侧导航栏的媒体处理设置 > 任务流设置 。可见任务流列表，展示任务流的名称、类型、创建时间、最后修改时间和操作信息。

云点播服务为用户提供5条预置的任务流，该任务流包含了自适应码流任务、截图任务（雪碧图任务）、截取封面图任务，其中详细参数如下：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列表上方的创建任务流，进入“创建任务流”页面，进行任务流模板的配置：

任务流名称：用户指定所建任务流的名称。

任务流类型：系统预置、自定义。

创建时间：任务流创建时间。

最后修改时间：任务流最后一次修改时间。

操作：包含任务流内所添加的任务。

预置任务流

任务流名称        任务类型        任务模板/ID    

LongVideoPreset

转自适应码流 Adpative-HLS(10)

截图 SpriteScreenshot(10)

截取封面 TimepointScreenshot(10)

SimpleAesEncryptPreset

转自适应码流 Adpative-HLS-Encrypt(12)

截图 SpriteScreenshot(10)

截取封面 TimepointScreenshot(10)

WidevineFairPlayPrese

转自适应码流
Adpative-HLS-FairPlay(11)

Adpative-HLS-Widevine(13)

截图 SpriteScreenshot(10)

截取封面 TimepointScreenshot(10)

SDMC-

WidevineFairPlayPreset

转自适应码流
SDMC-Adpative-HLS-FairPlay(31)

SDMC-Adpative-DASH-Widevine(41)

截图 SpriteScreenshot(10)

截取封面 TimepointScreenshot(10)

MultiDRMPreset

转自适应码流

Adpative-HLS-EncryptBase(14)

Adpative-HLS-Widevine(13)

Adpative-HLS-FairPlay(11)

截图 SpriteScreenshot(10)

截取封面 TimepointScreenshot(10)

自定义任务流

任务流名称：您可自定义任务流名称，仅支持中文、英文、数字、短横线（-）和下划线（_），长度不能超过20字符。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video-process/taskflow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video-process/task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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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任务配置项完成后，单击提交，则创建任务流成功。

任务配置说明

任务类型配置：包括普通转码、极速高清转码、自适应码流、截图、截取封面、转动图及内容审核，至少需要选择一项才可以进行任务流模板的配置，

详细请参见 任务配置说明 。

任务类型 是否支持预置或自定义模板 支持配置的模板

普通转码

转码模板：

支持预置模板

支持自定义模板

转码模板：在已创建好的模板列表中进行选择，每个任务配置支持添加一到多个转码模板。

如果已有模板不符合使用要求，则可以在 模板设置 - 转码模板  中重新创建新的模板。

水印模板：每个转码模板支持添加水印。如果已有水印不符合使用要求，则可以在 模板设

置 - 水印模板  中重新创建新的模板。

极速高清转码

转码模板：

支持预置模板

支持自定义模板

转码模板：在已创建好的模板列表中进行选择，每个任务配置支持添加一到多个转码模板。

如果已有模板不符合使用要求，则可以在 模板设置 - 转码模板  中重新创建新的模板。

水印模板：每个转码模板支持添加水印。如果已有水印不符合使用要求，则可以在 模板设

置 - 水印模板  中重新创建新的模板。

自适应码流

自适应码流模板：

支持预置模板

支持自定义模板

自适应码流模板：在已创建好的模板列表中进行选择，每个任务配置支持添加一到多个自适

应码流模板。

水印模板：每个自适应码流模板支持添加水印。如果已有水印不符合使用要求，则可以在 模

板设置 - 水印模板  中重新创建新的模板。

转封装
转码模板：

支持预置模板
转码模板：在已创建好的模板列表中进行选择，每个任务配置支持添加一到多个转封装模板。

截图

截图模板：

支持预置模板

支持自定义模板

截图模板：包含时间点截图、采样截图和雪碧图截图的截图方式，每种截图方式只能选择对

应方式下已配置好的模板，时间点截图需要进行时间点的配置。如果已有模板不符合使用要

求，则可以在 模板设置 - 截图模板  中重新创建新的模板。

水印模板：仅时间点截图和采样截图模板支持添加水印模板。如果已有水印不符合使用要

求，则可以在 模板设置 - 水印模板  中重新创建新的模板。

截取封面

截图模板：

支持预置模板

支持自定义模板

截图模板：仅支持时间点截图方式的截图模板，采样时间点可选择时间偏移量或百分比设

置。如果已有模板不符合使用要求，则可以在 模板设置 - 截图模板  中重新创建新的模板。

水印模板：每个截图模板均可以支持水印。如果已有水印不符合使用要求，则可以在 模板设

置 - 水印模板  中重新创建新的模板。

转动图

转动图模板：

支持预置模板

支持自定义模板

转动图模板：支持添加多个转动图模板及转动图时间段的配置。如果已有模板不符合使用要求，

则可以在 模板设置 - 转动图模板  中重新创建新的模板。

内容审核

内容审核模板：

支持预置模板

支持自定义模板

内容审核模板：仅支持添加 1 个内容审核模板。如果已有模板不符合使用要求，则可以在 模板

设置 - 内容审核模板  中重新创建新的模板。

说明：

任务流仅支持选择配置好的模板。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818#.E8.A7.86.E9.A2.91.E8.BD.AC.E7.A0.81.E6.A8.A1.E6.9D.B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818#.E6.B0.B4.E5.8D.B0.E6.A8.A1.E6.9D.B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818#.E6.9E.81.E9.80.9F.E9.AB.98.E6.B8.85.E6.A8.A1.E6.9D.B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818#.E6.B0.B4.E5.8D.B0.E6.A8.A1.E6.9D.B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818#.E6.B0.B4.E5.8D.B0.E6.A8.A1.E6.9D.B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818#.E6.88.AA.E5.9B.BE.E6.A8.A1.E6.9D.B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818#.E6.B0.B4.E5.8D.B0.E6.A8.A1.E6.9D.B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818#.E6.97.B6.E9.97.B4.E7.82.B9.E6.88.AA.E5.9B.B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818#.E6.B0.B4.E5.8D.B0.E6.A8.A1.E6.9D.B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818#.E8.BD.AC.E5.8A.A8.E5.9B.BE.E6.A8.A1.E6.9D.B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818#.E9.9F.B3.E8.A7.86.E9.A2.91.E5.AE.A1.E6.A0.B8.E6.A8.A1.E6.9D.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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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处理设置

模板设置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08 14:47:18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1. 找到需要管理任务的应用，点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

2. 选择左侧导航栏的媒体处理设置＞模板设置。图片处理相关的模板包括：图片即时处理模板、内容审核模板。

您可根据业务需要创建新的图片即时处理模板，并进行自定义设置。选择图片即时处理模板，然后单击创建图片即时处理模板进入模板自定义设置。

详细的参数请参见 预置参数模板列表 - 预置图片即时处理模板 。

您可根据业务需要创建新的内容审核模板，并进行自定义设置。单击创建内容审核模板进入模板自定义设置。

创建好的模板可在模板列表里展示，并能对模板进行查看、编辑和删除等管理操作。

图片即时处理模板

模板名称：仅支持中文、英文、数字、空格、下划线(_)、短横线(-)和句点(.)七种格式，长度不能超过64个字符。

处理方式：缩放、裁剪。

缩放：

限宽：输出图片的宽度（像素），有效取值范围： 1~9999。若要指定宽度为等比缩放，则取消勾选此配置。

限高：输出图片的高度（像素），有效取值范围 ：1~9999。若要指定高度为等比缩放，则取消勾选此配置。

裁剪：

圆形裁剪

圆片半径：输出圆形图片的半径，有效取值范围：大于0。

矩形裁剪

矩形尺寸：宽度（px）x高度（px），宽度、高度有效取值范围均为： 1~9999。

预置参数模板列表

内容审核模板

模板名称：仅支持中文、英文、数字、空格、下划线(_)、短横线(-)和句点(.)，长度不能超过64个字符。

模板内容：

审核项：需要审核的违规标签，包括色情、暴力、不适宜的信息、广告、违法、谩骂等。

标签值：违规标签的取值，对应 ReviewImageResult - Label 字段 。

适用审核对象：该标签适用于哪些审核对象，云点播对图片支持的审核对象包括

图像画面（对应 ReviewImageResult - Form 字段  取值为 Image）；

画面文字（对应 ReviewImageResult - Form 字段  取值为 OCR）。

审核项 标签值 适用审核对象

色情 Porn 图像画面、画面文字。

暴力 Terror 图像画面、画面文字。

不适宜的信息 Polity 图像画面、画面文字。

广告 Ad 图像画面、画面文字。

违法 Illegal 图像画面、画面文字。

谩骂 Abuse 画面文字。

说明：

内容审核模板适用于 图片审核  与 音视频审核 。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7366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66/31773#ReviewImageResul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66/31773#ReviewImageResul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66/31773#ReviewImageResul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7365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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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视频审核的审核对象多了语音文字、声音，详见 视频处理设置 - 模板设置 - 内容审核模板 。

您可参见 预置参数模板列表 - 预置图片审核模板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818#.E9.9F.B3.E8.A7.86.E9.A2.91.E5.AE.A1.E6.A0.B8.E6.A8.A1.E6.9D.B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73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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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播放设置

域名管理

自定义域名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2 18:06:39

开通云点播后，系统将为您分配一个默认域名 xxx.vod2.myqcloud.com ，您在云点播中的所有资源将默认使用该域名。您也可以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自定义

添加并解析域名。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设置的应用，点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

3. 默认进入媒资管理 > 音视频管理，“已上传”页面。

4. 选择左侧导航栏的分发播放设置 > 域名管理。单击添加域名，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已成功 备案  的域名，单击确定。

新增域名后，您需要在该域名指定的 DNS 服务商配置 CNAME，用户才能通过域名访问到您的视频信息，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登录 域名管理  控制台，在我的域名列表中，找到需要添加 CNAME 记录的域名，单击操作列中的解析。

2. 进入该域名的记录管理页面，单击添加记录。

3. 在弹出框中，将记录类型设置为 CNAME，主机记录填写为域名前缀（如：www），记录值填写为 CNAME 域名，单击确定。

操作场景

前提条件

已成功申请云点播服务，详细请参见 购买指引 。

待添加的域名已成功备案，详细请参见 备案流程 。

添加域名

说明：

添加域名预计需要5分钟 ~ 10分钟的时间，域名添加完成后，在域名列表中，您可以查看该域名的状态、CNAME 和域名类型信息。

单个腾讯云账号最多可以添加20个域名。

解析域名

说明：

下面以使用腾讯云解析作为 DNS 服务商为例，添加 CNAME 记录，不同的 DNS 服务商操作略有不同，更多操作请参见 配置 CNAME  。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overview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8909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omain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283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890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59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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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若用户添加了自定义域名未添加视频，却产生了少量流量，是由于访问域名产生了少量回包，属于正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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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源站加速域名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8 17:59:39

云点播开放 CDN 托管能力帮助用户分发自有源站的媒体资源，支持自有源站和第三方对象存储源站的回源能力。用户通过创建自定义域名并配置源站类型、

回源请求协议和源站地址等信息，便可实现自定义源站功能（仅支持自定义域名配置自定义回源能力）。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设置的应用，点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

3. 默认进入媒资管理 > 音视频管理，“已上传”页面。

4. 选择左侧导航栏分发播放设置 > 域名管理 ，进入“域名管理”页面。

5. 单击顶部自定义源站加速域名，进入”自定义源站加速域名“列表页。

6. 单击添加域名，根据实际需求完成域名配置和源站配置：

操作场景

说明：

如需应用自定义源站功能，请先前往 云点播控制台  > 功能体验  启用自定义源站功能，启用后您便可进行使用配置。

配置指南

域名配置

填写域名名称和选择域名加速区域，相关内容请参见 添加域名 。 

源站配置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distribute-play/domain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overview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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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站类型

云点播提供自有源站和第三方对象存储的两种回源类型，用户可根据实际需求选择配置。

回源协议

云点播加速节点回源到用户源站时使用的协议，HTTP 或 HTTPS。

源站地址

7. 域名解析，针对已添加的自定义加速域名，您需要在该域名指定的 DNS 服务商配置 CNAME，用户才能通过域名访问到您的视频媒体，具体操作请参见 

点播加速域名-域名解析 。

针对已添加的自定义域名，可根据用户实际需求进行调整修改。修改方式如下：

1. 域名管理  > 自定义源站加速域名页面下，选择需要修改自定义域名，单击设置，进入详情页面。

2. 单击修改，可对原配置信息进行修改，修改结果生效需要5分钟。 

自有源站 已经拥有稳定运行的业务服务器（即源站），填充对应的 IP 地址列表、或一个域名作为源站地址。

第三方对象存储 腾讯云以外的第三方对象存储，目前支持的第三方为：七牛云 KODO、百度云 BOS 和阿里云 OSS。

HTTP 回源 访问为 HTTP、HTTPS 时均使用 HTTP 回源。

HTTPS 回源 访问为 HTTP、HTTPS 时均使用 HTTPS 回源。

协议跟随 HTTP 请求使用 HTTP 回源，HTTPS 请求使用 HTTPS 回源。

说明：

存在 HTTPS 回源情况下，请保证源站支持 HTTPS 访问，否则会导致回源失败。

自有源站 支持填充多个 IP 源站或一个域名源站（用逗号分隔）。

第三方对象存储

若资源已存储在第三方对象存储中，请输入有效的存储桶访问地址作为源站（不可包含 `http://` 或 `http://` 协议

头），当前支持的第三方为：七牛云 KODO、百度云 BOS 和阿里云 OSS。 

回源至第三方私有存储桶，需填写有效密钥并开启回源鉴权，即开启私有存储桶访问。请查看 访问密钥获取指

引 。

说明：

自有源站可指定回源 HOST，回源 HOST 用于指定 CDN 节点在回源时，在源站访问的站点域名/IP 的具体站点。若未指定回源 HOST，默

认取当前所创建的加速域名。

修改回源配置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371#.E8.A7.A3.E6.9E.90.E5.9F.9F.E5.90.8D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distribute-play/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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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用户自定义源站切换至云点播源站时，需要先停用自定义源站域名并进行删除后，然后在点播加速域名中添加对应域名。

用户需要使用自定义源站回源时，必须先停用在点播加速域名中配置的域名并删除后，再前往自定义源站加速域名下进行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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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域名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1 10:02:59

您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对已有域名执行 QUIC 下行加速、证书管理和海外 CDN 配置操作。

云点播 QUIC 下行加速功能基于腾讯云全球部署的加速网络，支持使用 QUIC  (Quick UDP Internet Connections) 协议进行数据传输，改善客户端播放

视频时数据传输的效率和在弱网环境中的稳定性。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设置的应用，单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

3. 默认进入媒资管理 > 音视频管理，“已上传”页面。

4. 选择左侧导航栏的分发播放设置 > 域名管理。

5. 单击目标域名所在行的设置，在基础配置页面启用 QUIC 下行加速 功能。

在自定义源站加速域名页针对已开启 QUIC 下行加速功能的域名，可关闭 QUIC 下行加速功能。

QUIC 访问属于增值服务，按 QUIC 下行加速请求数次数计费，计费方式参见  QUIC 下行加速 。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设置的应用，点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

QUIC下行加速

使用方式

开启 QUIC下行加速功能

关闭 QUIC 下行加速

说明：

QUIC 下行加速功能需要结合支持 QUIC 的播放器使用，您可以 联系我们 ，获取支持 QUIC 功能的播放器 SDK 。

仅自定义域名支持开启 QUIC 下行加速功能。

计费详情：

证书管理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149#bd053ec1-ce94-452c-9898-c7cbad9ae788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9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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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默认进入媒资管理 > 音视频管理，“已上传”页面。

4. 选择左侧导航栏的分发播放设置 > 域名管理。

5. 单击目标域名所在行的设置，进入域名相关设置页面。

6. 在访问控制页的证书管理模块，您可以启用或关闭证书，单击确定保存设置。

7. 如果是自有证书，请根据查询样例提供证书内容和私钥内容。

8. 如果您已将证书托管在腾讯云 SSL 证书管理，可直接点击下拉框选择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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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设置的应用，点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

3. 默认进入媒资管理 > 音视频管理，“已上传”页面。

4. 选择左侧导航栏的分发播放设置 > 域名管理。

5. 单击目标域名所在行的设置，进入域名相关设置页面。

6. 在基础配置中，单击加速区域字段后的修改，您可根据实际需求选择中国境外加速，单击确定保存设置（配置生效等待时间约5分钟），中国境内和中国境

外加速服务具体价格请参见 日结（后付费） 或 资源包（预付费） 。 

注意：

只有自定义添加域名才可以设置证书。

海外 CDN 配置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6#.E8.AE.A1.E8.B4.B9.E4.BB.B7.E6.A0.BC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7#.E8.AE.A1.E8.B4.B9.E4.BB.B7.E6.A0.B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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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防盗链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05 15:45:45

为支持视频播放的权限控制，云点播推出了防盗链的解决方案，支持 Referer 防盗链和 Key 防盗链。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设置的应用，点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

3. 选择左侧导航栏的分发播放设置 > 域名管理。

4. 单击目标域名所在行的设置，进入域名相关设置页面。

5. 选择访问控制，单击 Referer 防盗链右侧的开关，启用防盗链后，需要进行以下配置：

6. 单击确定保存设置。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设置的应用，点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

3. 选择左侧导航栏的分发播放设置 > 域名管理。

4. 单击目标域名所在行的设置，进入域名相关设置页面。

5. 选择访问控制，单击 Key 防盗链右侧的开关，启用防盗链后，需要对防盗链 Key 进行配置：

6. 单击确定保存设置。

说明：

设置防盗链后，在所有 CDN 节点生效大约需要5分钟。

Referer 防盗链

是否包含空 Referer：选择勾选或不勾选。当未勾选“包含空 Referer”且输入内容为空时，表示当前未开启 Referer 防盗链功能。

选择添加对象：选择黑名单或白名单后，在下方文本框输入您需要添加的名单。

说明：

更多 Referer 防盗链的相关文档，请参见 Referer 防盗链 。

Key 防盗链

单击随机生成，系统会自动生成防盗链 Key。

单击复制图标，系统会将防盗链 Key 复制到粘贴板。

说明：

更多 Key 防盗链的相关文档，请参见 Key 防盗链 。

目前防盗链 key 的试看功能暂不支持音频格式文件。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04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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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CNAME
最近更新时间：2022-05-18 14:38:00

当您的自定义域名接入云点播后，系统会为您自动分配一个 CNAME 域名（以 .cdn.dnsv1.com 为后缀)，您可在云点播控制台 域名管理  进行查看。自动

分配的CNAME 域名不能直接访问，您需要在域名服务提供商处完成 CNAME 配置，配置生效后，即可正常访问。

若您的 DNS 服务商为腾讯云，您可通过如下步骤添加 CNAME 记录。

1. 登录 域名管理  控制台，在“我的域名”列表中，找到需要添加 CNAME 记录的域名，单击操作类中的解析。 

2. 跳转到指定域名的 记录管理 页面，单击添加记录。 

3. 在弹出框中，将记录类型设置为 CNAME，在主机记录处填写域名前缀（如：www），在记录值处填写 CNAME 域名，单击确定，即可添加 CNAME 

记录。

腾讯云设置方法

主机记录处填子域名。例如，需要添加 www.123.com 的解析，只需要在主机记录处填写 www 即可。如果只是想添加 123.com 的解析，主机记录

直接留空，系统会自动填一个“@”到输入框内，@的 CNAME 会影响到 MX 记录的正常解析，添加时慎重考虑。

记录类型为 CNAME。

线路类型，默认为必填项，否则会导致部分用户无法解析。在上图中，默认的作用为：除了联通用户之外的所有用户，都会指向 1.com。

记录值为 CNAME 指向的域名，只可以填写域名，记录生成后会自动在域名后面补一个“.”，这是正常现象。

MX 优先级不需要填写。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distribute-play/domain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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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的 DNS 服务商为万网，您可通过如下步骤添加 CNAME 记录。

1. 登录万网会员中心。

2. 单击会员中心左侧导航栏中的产品管理 > 我的云解析进入万维网云解析列表页。

3. 单击要解析的域名，进入解析记录页。

4. 进入解析记录页后，单击“新增解析”按钮，开始设置解析记录。

5. 若要设置 CNAME 解析记录，将记录类型选择为 CNAME。主机记录即域名前缀，可任意填写（如： www ）。记录值填写为当前域名指向的另一个域

名。解析线路，TTL 默认即可。 

6. 填写完成后，单击保存，完成解析设置。

若您的 DNS 服务商为新网，您可通过如下步骤添加 CNAME 记录。 

设置别名（CNAME 记录） 

即：别名记录。这种记录允许您将多个名字映射到同一台计算机。通常用于同时提供 WWW 和 MAIL 服务的计算机。例如，有一台计算机名为

host.mydomain.com （A记录）。它同时提供 WWW 和 MAIL 服务，为了便于用户访问服务。可以为该计算机设置两个别名（CNAME）：WWW 和 

MAIL 。如下图： 

不同的 DNS 服务商，CNAME 生效的时间略有不同，一般会在半个小时之内生效。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查询 CNAME 是否配置生效。

TTL 不需要填写，添加时系统会自动生成，默认为600秒（TTL 为缓存时间，数值越小，修改记录各地生效时间越快）。

万网设置方法

新网设置方法

验证 CNAME 是否生效

方法一：单击开始 > 运行，输入“cmd”并回车，输入 PING 命令来查询 CNAME 是否生效，如果返回的解析结果与该域名的 CNAME 值一致，则 

CNAME 已配置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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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二：单击开始 > 运行，输入“cmd”并回车，输入 nslookup 命令来查询 CNAME 是否生效，如果返回的解析结果与该域名的 CNAME 值一致，

则 CNAME 已配置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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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分发配置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24 16:45:17

分发播放设置的场景有以下两个：

1. 查询和修改默认分发域名。

添加并解析域名后，您可以通过新域名访问您的视频资源，但使用 API 接口和控制台获取到的视频 URL 中，Host 仍保持为原始域名。因此，您需要登录

控制台，在默认分发配置中更新 URL 的 Host 信息。

2. 查询和修改播放密钥。

播放密钥用于生成 播放器签名 ，播放终端在签名有效期内获取播放内容。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设置的应用，点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

3. 默认进入媒资管理 > 音视频管理，“已上传”页面。

4. 选择左侧导航栏的分发播放设置 > 默认分发配置，进入“默认分发配置”页面。

5. 单击右上角的编辑，设置相应参数：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主分发协议类型：支持 HTTP 和 HTTPS。

默认分发域名：默认使用系统分配的 xxx.vod2.myqcloud.com ，也可以选择自定义 添加  并完成 解析  的域名作为默认分发域名。

播放密钥：帐号注册时系统已随机分配播放密钥，可以修改。

注意：

如果播放密钥已在生产环境使用，修改会导致原密钥派发的播放签名失效。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5554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371#.E6.B7.BB.E5.8A.A0.E5.9F.9F.E5.90.8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371#.E8.A7.A3.E6.9E.90.E5.9F.9F.E5.90.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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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新预热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8 14:49:46

刷新预热是 CDN 节点缓存资源的更新机制，云点播服务通过 FileId 和 URL 进行刷新和预热，本文将为您介绍如何在控制台进行刷新和预热。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设置的应用，点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

3. 默认进入媒资管理 > 音视频管理，“已上传”页面。

4. 选择左侧导航栏的分发播放设置 > 刷新预热，默认进入“缓存刷新”页面。

5. 使用回车换行输入待刷新的资源 FileId 或 URL。使用 FileId 刷新单次提交最多10条记录，使用 URL 刷新单次提交最多20条记录。

6. 单击提交开始刷新，刷新完成的时间预计为10分钟。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设置的应用，点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

3. 默认进入媒资管理 > 音视频管理，“已上传”页面。

4. 选择左侧导航栏的分发播放设置 > 刷新预热，默认进入“缓存刷新”页面。

5. 单击内容预热，进入“内容预热”页面。

6. 使用回车换行输入待预热的资源 FileId 或 URL，使用 FileId 预热单次提交最多10条记录，使用 URL 预热单次提交最多20条记录。

7. 单击提交开始预热，预热完成的时间预计为10分钟。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设置的应用，点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

3. 默认进入媒资管理 > 音视频管理，“已上传”页面。

4. 选择左侧导航栏的分发播放设置 > 刷新预热，默认进入“缓存刷新”页面。

5. 单击操作记录，进入“操作记录”页面。

6. 该页面展示刷新预热的记录，包含操作类型、操作对象、操作时间、状态及进度，支持按时间查询和按内容搜索。

操作场景

说明：

FileId 是云点播的音视频媒体 ID，对某个视频进行转码、截图等操作的输出结果都从属于该视频的 FileId，因此对 FileId 执行刷新和预热操作

时，视频的原始文件、转码及截图等输出文件都会一起生效。

URL 是云点播的音视频 URL，仅针对某一个音视频媒体，因此使用 URL 执行刷新和预热操作时，仅 URL 对应文件会生效。

缓存刷新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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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预热

说明：

执行内容预热后，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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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记录

说明：

 当前控制台仅支持查看 File ID 缓存刷新和内容预热的操作记录。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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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播放器管理（旧版）
最近更新时间：2022-03-30 15:20:00

通过 Web 播放器管理，您可以使用腾讯云提供的视频播放器功能，轻松定义播放器样式，然后在您的网页中引用播放器代码便可展现自定义样式。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管理，进入应用列表页。

2. 找到需要设置的应用，点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

3. 默认进入媒资管理 > 音视频管理，“已上传”页面。

4. 选择左侧导航栏的分发播放设置 > 超级播放器配置，单击 这里 进入旧版 Web 播放器管理页面。

5. 单击左上角的新建播放器，弹出“新增播放器”对话框，按提示进行以下设置：

6. 新建播放器后，您可以对已有播放器进行预览、修改、复制、设为默认播放器及删除操作：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说明：

该页面展示为一个播放器列表，您可以新建并维护最多10个自定义播放器。

基本设置：您可以配置播放器名称、描述及默认画质。

播放器名称：输入格式支持汉字、英文字母、数字及下划线，长度不超过20个字符。

描述：长度不超过50个字。

默认画质：流畅、标清、高清及超高清，默认选择为流畅。

外观：您可以自行上传 LOGO 图片，自定义图片在播放器中的位置，以及单击后的跳转链接。

LOGO 图片：支持 GIF、JPG、PNG 及 BMP 格式，尺寸 ≤ 200 x 200，大小 ≤ 1MB。

跳转链接：单击 LOGO 图片，跳转到相应 URL。您需要输入正确的 URL，并自行添加协议 HTTP(S)。

LOGO 位置：支持左下、左上、右下及右上。

贴片：您可以选择在播放器播放文件前、暂停时和播放结束后，对视频进行自定义贴片，且贴片内容支持跳转。贴片内容支持 GIF、JPG、PNG 及 

BMP 格式（GIF 文件按第一帧处理），后续将支持大小1MB以内的视频贴片。

预览：打开预览视频文件并查看播放器的效果。

修改：在“修改播放器”对话框修改播放器设置。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distribute-play/web-p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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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对所选择的播放器进行复制，以便进一步编辑使用。

设为默认播放器：将所选择的播放器设置为默认播放器。

删除：删除所选择的播放器。

说明：

在播放器列表中，只有一个播放器可以被设置为默认播放器。

如果所选择的播放器与视频文件存在关联，则无法删除播放器，需要在 媒资管理  中修改已关联的播放器解除关联，即可删除，相关文档请参见 

Web 播放器代码生成 。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media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6452#web-.E6.92.AD.E6.94.BE.E5.99.A8.E4.BB.A3.E7.A0.81.E7.94.9F.E6.8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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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包管理

资源包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1 15:32:29

云点播支持通过控制台查看账号下 存储资源包 、 普通转码包 、 流量资源包 、 极速高清包 、 视频审核包  以及视频新手包的使用情况。

1. 登录云点播控制台，选择左侧导航栏资源包管理，单击 资源包   进入点播资源包页面。

2. 支持查看已购买的点播资源包使用情况、领取/购买时间、到期时间、状态以及自动续购状态等信息。资源包使用情况不支持实时更新，更新时间与账号账单

的结算时间一致，详情请查看 注意事项 。

资源包类型包含：存储资源包、流量资源包、普通转码包、极速高清包和视频审核包。

操作场景

查看已购资源包

说明：

日结用户：当天日结账单未出时，此处展示的用量为前天的用量数据。例如：日结账单出账时间为01月03日 15:00，则 15:00 前，01月02日的

用量还未进行抵扣结算，此处显示的余量为01月02日结算01月01日的用量后的数据，在01月03日 15:00后展示用量为01月02日结算的数据。

月结用户：当月账单未出时，此处展示的用量为上一个月的用量数据。例如：月结账单出账时间为03月01日 15:00，则 15:00 前，02月份的用量

还未进行抵扣结算，此处显示的余量为01月份结算用量后的数据，03月01日 15:00 后展示用量为02月份结算的数据。

类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7#storage_pag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7#ntrans_pag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7#flow_pag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7#strans_pag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7#check_pag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assets/package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7#.E6.B3.A8.E6.84.8F.E4.BA.8B.E9.A1.B9.EF.BC.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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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使用：资源包当前使用情况。

所领取/购买资源包的到期时间，资源包有效期为1年。 

目前控制台资源包展示到期时间距离当前近1年内的资源包记录。

当前状态包含：可用、已用完、已过期。

当前状态包含：用完或到期自动续购、不续购、不支持和续购失败。

设置续购：

使用情况

说明：

新手资源包：根据新手资源包里的流量包进行判断，当流量包用完后，该资源包状态为已用完。

到期时间

状态

可用：资源包未使用完并且还未到过期时间，该资源包状态为可用。

已用完：资源包已使用完，但还未到过期时间，该资源包状态为已用完。

已过期：所购买资源包的到期时间，资源包有效期为1年，时间到期后资源包状态会变为已过期。

自动续购状态

用完或到期自动续购：有效期内，当资源包所属同类型资源所有有效用量耗尽时，次日账单结算前自动续购一个相同规格的新资源包，或资源包到期时，次

日零点自动续购一个相同规格的新资源包。

不续购：当资源包用完或到期时，没有自动续购一个同规格的资源包。

不支持：除了 资源包（预付费）  里的资源包，其余资源包不支持自动续购模式。

续购失败：资源包设置为“用完或到期自动续购”，当用完或到期时，因腾讯云账户余额不足或触发连续续购限制（单日仅允许自动续购20个资源包），导

致无法自动续购同规格资源包。

操作

用户根据需求可选择“用完或到期续购”或“不续购”模式，同一类型资源，仅支持1个资源包设置为“用完或到期续购”。 

如果同类型的资源已有资源包设置为“用完或到期续购”，将这个类型其他的资源包设置为“用完或到期续购”，将会替换原有设置，原资源变更

为“不续购”。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7#.E8.B5.84.E6.BA.90.E5.8C.85.E5.88.86.E7.B1.BB.E8.AF.B4.E6.98.8E


云点播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22 共142页

退款：

对于单个账号而言，未使用的云点播资源包新购之日起5天内（含5天），可支持 5天无理由退款 ，一经使用概不退还。

云点播会在资源包到期的前七天、前三天及前一天向您推送到期预警，预警消息将通过短信的方式通知到腾讯云账户的创建者以及所有协作者。

注意：

新手资源包不支持续购和退款。

到期预警

余量预警

控制台中同类型资源包仅为1个时，会在该资源包剩余余量30%和10%的时候各通知一次，通过短信的方式，告知腾讯云账户的创建者以及所有协作者余量

不足。

控制台中同类型资源包为多个时，按照最后一个待使用完的资源包剩余余量30%和10%的时候各通知一次。

说明：

存储资源包暂无余量预警。

新手资源包：根据新手资源包里的流量包进行判断，当流量包剩余余量达到30%和10%的时候便会触发余量预警。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5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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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包抵扣查询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06 17:29:51

云点播支持通过控制台查看账号下资源包抵扣查询统计，可查看转码资源包的转码类型、存储资源包使用等使用情况。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选择左侧导航栏资源包管理，单击资源包抵扣查询，进入 资源包抵扣查询  页。

支持查看已购买的存储资源包的使用明细，明细内容包括资源包 ID、资源包规格、用量地区、存储抵扣类型、抵扣比例（按照 中国境内-标准存储 折算）、实

际用量和抵扣时间。点播存储资源包抵扣规则请参见 计费价格 。

支持查看已购买的流量资源包的使用明细，明细内容包括资源包 ID、资源包规格、用量地区、抵扣比例（按照 中国境内-加速流量 折算）、实际用量和抵扣时

间。点播流量资源包抵扣规则请参见 计费价格 。

操作场景

资源包抵扣查询

存储资源包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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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量资源包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assets/usag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7#storage_pag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7#.E6.B5.81.E9.87.8F.E8.B5.84.E6.BA.90.E5.8C.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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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查看已购买普通转码包的折算时长明细，统计中包括资源包 ID 、资源包规格、转码抵扣类型、抵扣比例（按 普通转码 H.264 标清 折算）、实际用量（分

钟）和抵扣时间。点播普通转码资源包抵扣规则请参见 计费价格 。

支持查看已购买极速高清转码包的折算时长明细，统计中包括资源包 ID 、资源包规格、转码抵扣类型、抵扣比例（按 极速高清 H.264 标清 折算）、实际用量

（分钟）和抵扣时间。点播极速高清转码资源包抵扣规则请参见 计费价格 。

支持查看已购买音视频审核包的使用明细，统计中包括资源包 ID、资源包规格、审核抵扣类型、实际用量（分钟）和抵扣时间。点播音视频审核资源包抵扣规

则请参见 计费价格 。

普通转码资源包

极速高清转码资源包

音视频审核资源包

注意：

日结用户：当天日结账单未出时，此处展示的用量为前天的用量数据。例如：日结账单出账时间为01月03日 15:00，则 15:00 前，01月02日的用量

还未进行抵扣结算，此处显示的余量为01月02日结算01月01日的用量后的数据，在01月03日 15:00后展示用量为01月02日结算的数据。

月结用户：当月账单未出时，此处展示的用量为上一个月的用量数据，例如：月结账单出账时间为03月01日 15:00，则 15:00 前，02月份的用量还

未进行抵扣结算，此处显示的余量为01月份结算用量后的数据，03月01日 15:00 后展示用量为02月份结算的数据。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7#ntrans_pag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7#.E6.9E.81.E9.80.9F.E9.AB.98.E6.B8.85.E5.8C.8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7#.E8.A7.86.E9.A2.91.E5.AE.A1.E6.A0.B8.E5.8C.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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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ense 管理

License 查询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23 12:07:40

License 查询页展示小程序播放器插件 License、短视频 SDK License 的基本信息，包括测试版或已购 License 都可在此页面查询。

更多相关的插件信息请前往 小程序播放器插件  或 短视频 SDK  进行查询。

类型：展示该账号下用的 License 的种类和数目。

领取/购买时间：表示获取 License 的时间。

到期时间：表示 License 的有效时间。

状态：分为已过期和可用。

注意：

License 如已激活或已绑定将视作已使用，不支持退款。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license/mp-plugin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


云点播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26 共142页

短视频 SDK License

管理测试版 License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2 18:06:40

短视频 SDK License 用于激活短视频 SDK 的使用权限，用户可以在控制台申请测试版短视频 License 或续期、查看等操作。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左侧菜单中选择 License 管理 > SDK License ，单击创建测试 License 。

2. 根据实际需求填写 App Name、Package Name 和 Bundle ID，勾选功能模块短视频，单击确定。

测试版 License

注意事项

首次申请测试版 License，试用期为14天，可免费续期一次，合计28天。试用期内申请测试续期，则续期到期时间以申请测试时刻为准；若试用期结束后

申请测试续期，则续期到期时间以申请测试续期时刻为准。

当申请测试开始时间为 2021-08-12 10:28:41 ，则14天后到期时间为 2021-08-26 10:28:41 。

免费续期一次时，若在试用期14天内申请续期，则到期时间为 2021-09-09 10:28:41 ；若在试用期14天结束后申请续期，申请续期的时间为 

2021-08-30 22:26:20 ，则续期的到期时间为 2021-09-13 22:26:20 。

测试版 License 使用权限对应正式版短视频 SDK License 中的基础版，支持开放短视频基础版 SDK 能力，更多详细的功能说明请参见 SDK 功能及对

应的 License 版本 。

申请测试版 Licens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licens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license/video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9368#sdk-.E5.8A.9F.E8.83.BD.E5.8F.8A.E5.AF.B9.E5.BA.94.E7.9A.84-license-.E7.89.88.E6.9C.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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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测试版 License 成功创建后，页面会显示生成的 License 信息。在 SDK 初始化配置时需要传入 Key 和 License URL 两个参数，请妥善保存以下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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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 云点播控制台  查看测试版 License 的有效期。测试版 License 初次申请默认有效期默认为14天，期满后您可续期1次。单击功能模块短视频右侧

的续期按钮，选择确定续期即可续期该功能模块14天。

1. 进入云点播控制台，选择 License 管理 > SDK License 。

2. 选择测试版 License，单击短视频模块中的升级。

3. 进入升级功能模块界面，选择需要绑定的云点播流量资源包，单击确定即可升级到短视频（精简版/基础版）的正式版 License。 

说明：

测试版 License 有效期内可单击右侧的编辑，进入修改 Bundle ID 和 Package Name 信息，单击确定即可保存。

若无 Package Name 或 Bundle Id，可填写“-”。

续期测试版 License

注意：

测试版 License 有效期共28天，只能续期一次。若您需继续使用，请 购买  正式版 License。

测试版 License 升级

若您需要将短视频测试版 License 升级成为短视频正式版 License，获得一年的有效的使用期。具体操作如下：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license/video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license/video
https://buy.cloud.tencent.com/vc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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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若无已购买资源包，请单击资源包购买页前往选购流量资源包10TB、流量资源包50TB、流量资源包200TB中的任意一种。具体请参见 价格

总览 。

短视频测试版 License 升级为短视频精简版的正式版 License 仅支持选择10TB规格的云点播流量资源包。

短视频测试版 License 升级为短视频基础版的正式版 License 可选择50TB、200TB、1PB规格的云点播流量资源包。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9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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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正式版 License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2 18:06:40

短视频 SDK License 用于激活短视频 SDK 的使用权限，用户可以在控制台申请测试版短视频 License 或续期、查看等操作。

1. 进入云点播控制台 > License 管理 > SDK License ，单击新建正式 License 按钮。填写 App Name、Package Name 和 Bundle ID并勾选功能

模块短视频，根据实际需求选择精简版或基础版，完成后单击下一步。

正式版 License

注意事项

正式版 License 不支持信息修改，若您需要修改 License 信息，购买资源包后请勿用于续期 License，请单击创建应用并绑定License重新新增 

License 绑定新的包名信息。

短视频 SDK License 需要通过 云点播控制台  与 流量资源包  进行绑定。绑定成功后该资源包视为已使用，不支持5天内无理由退款。

购买正式版 License

购买指定规格的 云点播流量资源包 ，获得赠送1年有效期的正式短视频 License 使用权限（有效期至到期次日的00:00:00止），具体 SDK 版本 License 

与您需要购买的点播套餐包关系对应如下表：

SDK License 版本 套餐包

精简版 SDK（UGC_Smart） 点播流量资源包 10TB

基础版 SDK（UGC） 点播流量资源包 50TB、200TB 或 1PB

操作步骤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license/video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license/video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7#flow_pag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449/56973#video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9366#sdk
https://buy.cloud.tencent.com/vod?t=ugsv&from=console-license-bottom-ugsv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9366#sdk
https://buy.cloud.tencent.com/vod?t=ugsv&from=console-license-bottom-ug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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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入选择套餐包并绑定 License 界面，选择未绑定的云点播流量资源包，单击确定即可生成短视频（精简版/基础版）正式版 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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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正式版 License 成功创建后，页面会显示生成的 正式版 License 信息。在 SDK 初始化配置时需要传入 Key 和 License URL 两个参数，请妥善保存

以下信息。

您可以登录云点播控制台 > License 管理 > SDK License  页面查看短视频正式版 License 的有效期，正式版本的 License 有效期为一年。若您对指定 

License 进行续期，请保证已购买流量资源包的情况下，可进行如下操作进行续期：

1. 选择您需要更新有效期的短视频 License，单击对应视频模块中的更新有效期。

注意：

单击确定前需要再次确认 Bundle ID 和 Package Name，如与提交到商店的不一致请提前进行修改，一旦提交成功将无法再修改 

License 信息。

若无已购买资源包，请单击购买页前往选购流量资源包10TB、流量资源包50TB、流量资源包200TB中的任意一种。

各规格资源包均有对应的 SDK License 版本，具体请参见 价格总览 。

更新正式版 Licens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license/video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9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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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未绑定过的云点播流量资源包（如没有可更新有效期的资源包，可前往 资源包购买页  购买），单击确定即可。

3. 查看更新后的有效期情况。

1. 选择需要升级的正式版 License，单击短视频模块内的升级。

2. 进入升级功能模块界面，选择需要绑定的云点播流量资源包（规格需可选择为50TB或200TB），单击确定即可升级到短视频基础版的正式版 License。

注意：

短视频正式版 License 不支持信息修改，若您需要修改 License 信息，购买资源包后请勿用于 License 有效期的更新，请单击新增 License重新

新增 License 绑定新的包名信息。

升级正式版 License

若您已经具备短视频精简版的正式版 License，且需要变速录制、背景音乐、滤镜特效等更强大的能力，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升级为短视频基础版的正式版 

License，解锁更多功能：

https://buy.cloud.tencent.com/vc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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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短视频精简版正式版 License 成功升级为短视频基础版正式版 License 后，原有绑定短视频精简版的套餐包（规格为10TB的云点播流量资源包）

会进行释放，即结束绑定关系，此套餐包可重新绑定其他应用内的短视频 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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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ense 常见问题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2 18:06:40

短视频 SDK 分精简版和基础版。

测试 License 支持更改，在 云点播控制台  选择测试 License 信息右上角，单击编辑即可进行修改。

当前版本，正式 License 不能更改 PackageName 和 BundleID，后续版本会加以支持。

一个 License 只能对应一个 PackageName 和 BundleID，不支持多个 App。

在填写时用户需要确认绑定正式上架 App Store 的 iOS 所对应的 Bundle ID 和正式上架应用市场 Android 的 Package Name。

您可登录云点播控制台 > License 管理 > SDK License  ，确认是否在 SDK License 页面进行 License 绑定续期。

关于 License 版本问题？

从4.5版本开始需要 License，基础版需要短视频的 License（TXUgcSDK.licence），把 License 放到工程目录，并修改

为“TXUgcSDK.licence”即可。

从4.9版本开始 License 使用方式有改变，可以选择是否把 License 打包到项目中。使用时需要调用 setLicenceURL：  和 key：  接口设置 

License 的 URL 和 key。

注意：

4.5 - 4.7版本的 SDK 不支持 License 自动续期，4.9版本开始才支持自动续期。4.9的 SDK 可以兼容之前的 Licence（url 和 key 不能传 

null，可以随便传个字符串），但是新的 License 无法在4.9之前的 SDK 上使用。

测试 License 到期后是否可以延期？

您可以免费申请测试版 License（免费测试有效期为14天，可续期1次，共28天）体验测试。到期后请尽快 购买正式 License 。

注意：

试用期内申请测试续期，则续期到期时间以申请测试时刻为准；若试用期结束后申请测试续期，则续期到期时间以申请测试续期时刻为准。

当申请测试开始时间为 2021-08-12 10:28:41 ，则14天后到期时间为 2021-08-26 10:28:41 。

免费续期一次时，若在试用期14天内申请续期，则到期时间为 2021-09-09 10:28:41 ；若在试用期14天结束后申请续期，申请续期的时间为 

2021-08-30 22:26:20 ，则续期的到期时间为 2021-09-13 22:26:20 。

测试 License 能否更改 Android 的 PackageName 和 iOS 的 BundleID?

正式 License 能否更改 Android 的 PackageName 和 iOS 的 BundleID?

License 可以同时支持多个 App 吗？

License 应该如何确认绑定关系（Android 的 PackageName 和 iOS 的 BundleID）?

续期 License 时出现“license not exist”问题，如何解决？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license/video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license/video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50290#.E8.B4.AD.E4.B9.B0.E6.AD.A3.E5.BC.8F.E7.89.88-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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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ndleid 类似于 Android 端的 package name，若您不集成 iOS 端，可随意填写，不使用即可。

购买点播流量资源包 50TB、200TB 或1PB获取基础版 License 使用权。

短视频 SDK 暂仅支持购买所在账号进行使用，暂无个人实名认证以及企业实名认证的限制。

License 无法添加/新增，如何解决？

确认是否有可绑定的资源包。进入云点播控制台 > 资源包 ，确认您的账号下是否有可绑定的点播流量 10TB、50TB、200TB或1PB资源包中的一种。

查看绑定页面是否为管理员页面，请选择管理员页面进行绑定。

License 校验失败，如何排查？

建议您可以参考以下几点进行排查：

确认您的 License 是否在有效期内。

确认 License 信息里的 Package Name 是否与项目里面的包名一致。

确认 License 中的 LicenseUrl 协议是否为 HTTPS。

说明：

 若上述方法无法解决您的问题，建议卸载应用重新安装或 提工单  解决。 

没有 bundleid，Android 端是不是无法使用 License？

精简版的短视频 SDK，想升级成基础版 License，要怎么操作？

说明：

目前只支持短视频 License 由精简版升级至基础版，升级的 License 为对应的资源包赠送的 License 规格。

个人购买的短视频 SDK License 可以用于企业吗？

为什么我的子账户已经授权了直播和点播所有权限，但是还是无法访问 License 控制台相关界面？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assets/packages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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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用户/用户组关联策略以授权相关操作权限的关联指引请参见 策略授权管理 。

新版 SDK License 本次升级更新了接口（详情请参见 新旧 License 说明 ），需要主账号为子账号独立进行重新授权策略后方可访问 License 控制台页

面。

若您仅需要提供子账号查询 License 的权限，请授权 QcloudVCUBEReadOnlyAccess 策略。

若您需要提供子账号所有 License 操作权限，请授权 QcloudVCUBEFullAccess 策略。

说明：

License 界面所有功能操作已独立于云直播、云点播策略外，即原 QcloudVODFullAccess、QcloudLIVEFullAccess 策略已不包含 

License 相关接口，需按照上述说明单独授权。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1060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449/56980#.E6.96.B0.E6.97.A7-license-.E5.8C.BA.E5.88.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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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程序播放器插件 License

申请测试版 License
最近更新时间：2021-09-17 16:34:22

小程序播放器插件推荐配合腾讯云点播服务使用，点播用户首次申请小程序播放器插件即可免费体验14天。申请步骤如下：

请前往 小程序播放器插件 License ，点击激活即可获取小程序播放器插件试用版，全程有效期为14天。 

激活后，您可通过 小程序播放器插件 License  获取试用版证书、插件ID以及到期时间等信息。 

步骤1：创建测试 License

步骤2：完成激活 License

使用说明

插件服务购买后即时生效，短视频播放器小程序插件除收取购买费用外，实际使用时则按照点播使用情况收费，详细请参见 购买指南 。

一个腾讯云账户仅提供一个 APPID，即一个腾讯云账号仅支持购买一个小程序播放器插件。

小程序插件暂不支持 Key 防盗链功能，加入 Key 防盗链参数会导致发布失败。

当您在子应用上使用短视频播放器小程序插件功能时，您需要注意：

视频发布：若您想调用 API 接口，对子应用进行微信小程序视频发布，请参见 微信小程序视频发布  接口文档。

接入播放器：若您在子应用上使用该插件，在传入参数时需使用子应用的 appid（Subappid）来代替主应用的 appid（子应用的 Subappid 请到 

云点播控制台  查看）。

说明：

更多接入流程，请查看 短视频播放器小程序插件 。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license/mp-plugin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license/mp-plugin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283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6035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overview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6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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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正式版 License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23 12:07:40

小程序播放器插件推荐配合腾讯云点播服务使用，用户购买小程序播放器插件正式版 License 可以体验更多功能。

当您的小程序播放器插件试用版14天到期后，请前往 购买页  选购正式版 License，选择小程序视频插件进行购买即可。

购买后您可通过 小程序播放器插件 License  查询证书信息。 

步骤1：选购小程序插件

步骤2：查询小程序插件

说明：

小程序播放器插件的有效期为1年，购买后即刻生效。

当您在 小程序播放器插件 License  能够查询到小程序播放器插件 License，表明该账号已经拥有对应的权限。

在使用短视频播放器小程序插件过程中，您需遵守微信公众号平台运营中心的 视频类插件  规范，腾讯云点播小程序插件服务类目仅包含“其他视

频”， 其他服务类目 应根据您的业务需求自行提供相关资质证明。

使用说明

插件服务购买后即时生效，短视频播放器小程序插件除收取购买费用外，实际使用时则按照点播使用情况收费，详细请参见 购买指南 。

一个腾讯云账户仅提供一个 APPID，即一个腾讯云账号仅支持购买一个小程序播放器插件。

小程序插件暂不支持 Key 防盗链功能，加入 Key 防盗链参数会导致发布失败。

当您在子应用上使用短视频播放器小程序插件功能时，您需要注意：

https://buy.cloud.tencent.com/vod?type=plugin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license/mp-plugin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license/mp-plugin
https://mp.weixin.qq.com/s/_t1ZZ_MHeic8VjyzSxOa6w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introduction/plugin.html#%E5%BC%80%E5%8F%91%E6%8F%92%E4%BB%B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2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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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发布：若您想调用 API 接口，对子应用进行微信小程序视频发布，请参见 微信小程序视频发布  接口文档。

接入播放器：若您在子应用上使用该插件，在传入参数时需使用子应用的 appid（Subappid）来代替主应用的 appid（子应用的 Subappid 请到 

云点播控制台  查看）。

说明：

更多接入流程，请查看 短视频播放器小程序插件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6035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overview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6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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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微剪 License
最近更新时间：2021-09-17 16:35:20

微剪是微信小程序端的视频编辑插件。腾讯云基于微信小程序的视频合成 API，以及 AME 正版曲库直通车提供的音乐版权支持，开发出“轻量级所见即所得

短视频生成器插件”，供小程序开发者集成，从而实现在小程序端进行视频编辑的能力。微剪的主要功能有：视频剪辑、特效、文字、音乐和滤镜等。更多功能

介绍请参见 腾讯云剪-微剪插件 。

在开始使用微剪服务之前，您需要拥有腾讯云账号，若未注册，请前往 腾讯云注册账号  并完成 实名认证 。

登录 微信公众平台 ，选择帐号分类> 小程序 ，按接入流程注册小程序，并记录小程序的 appid信息。

1. 在小程序管理后台的设置 > 第三方设置中选择添加插件。

2. 在弹出的面板中搜索： 微剪 ，选中插件并添加。

1. 登录云点播控制台，选择 微剪插件 。

2. 根据页面提示填入小程序的 appid 等信息即可。

准备工作

步骤1：注册腾讯云账号

步骤2：注册小程序账号

步骤3：申请插件权限

步骤4：购买插件使用权限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56/4564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1798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3629
https://mp.weixin.qq.com/
https://mp.weixin.qq.com/cgi-bin/wx?token=&lang=zh_CN
https://mp.weixin.qq.com/wxopen/pluginbasicprofile?action=intro&appid=wx76f1d77827f78beb&token=&lang=zh_CN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we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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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功能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2 18:06:41

云点播提供定期开放最新的功能供用户了解体验，您通过控制台中的功能体验模块下查看云点播提供的体验功能列表，了解具体功能后，根据您的实际需求选择

开启功能并体验。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 高级功能 ，进入“高级功能“页面，可查看当前云点播对外提供的体验功能。

功能列表基本信息：

操作场景

体验功能列表

字段 说明

功能名称 体验功能的名称

功能说明 体验功能的解释说明

体验开放日期 体验功能的开放日期

启用状态
未启用

启用（开启后暂不支持停用）

说明:

您通过了解功能说明，根据您的需求选择是否体验对应功能，启用后，暂不支持停用体验功能。

启用对应体验功能后，您可前往 云点播控制台  进行对应功能的体验使用。

目前开放的体验功能您可持续体验使用，暂无体验到期时间。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overview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overvie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