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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实践

媒体上传

如何将网络媒体拉取到云点播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2 18:06:41

本文档向开发者介绍如何拉取网络视频（以 URL 的形式提供）到云点播（VOD）。

本文提供的代码是免费开源的，但在使用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以下费用：

云点播提供的 URL 拉取功能具有如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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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管理页，默认进入媒资管理＞音视频管理页面。

3. 单击上传音视频，进入上传页面。

4. 上传方式选择“视频拉取”，然后单击添加一行，填写待拉取视频的 URL（本文以 测试视频 URL 为例，其余项为选填，开发者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填写），

最后单击左下角的拉取视频。

使用须知

内容介绍

费用

购买腾讯云云服务器（CVM）用于执行 API 请求脚本，详见 CVM 计费 。

消耗 VOD 存储用于存储拉取上传的视频，详见 存储计费  和 存储资源包 。

限制

URL 需要直接指向视频文件，不可以是视频网站页面链接（例如 腾讯视频页面 ）。

如果 URL 带有时间戳防盗链，请确保防盗链的限制（有效期、访问次数等）足够宽松，否则可能失败。

不支持启用了 Referer 防盗链的 URL。

不支持 DASH（MPD 文件类型）。

如果拉取的对象是 HLS（M3U8 文件类型），那么 Media Segment（一般是 TS 文件类型）的 URI 要求是相对路径，且不能带参数。

在控制台拉取上传

步骤1：开通云点播

请参考 快速入门 - 步骤1  开通云点播服务。

步骤2：创建拉取任务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218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6#.E5.AA.92.E8.B5.84.E5.AD.98.E5.82.A8.3Cspan-id.3D.22media_storage.22.3E.3C.2Fspan.3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7#1.-.E5.AD.98.E5.82.A8.E8.B5.84.E6.BA.90.E5.8C.85
https://v.qq.com/x/cover/mzc00200jl5tm9a/s0034tt66v7.htm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8757#.E6.AD.A5.E9.AA.A41.EF.BC.9A.E5.BC.80.E9.80.9A.E4.BA.91.E7.82.B9.E6.92.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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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一两分钟后（根据视频文件的大小有所差别），在 应用管理  > 媒资管理＞ 音视频管理页面可以看到已经拉取完成的视频。

购买 CVM 的方法请参见 操作指南 - 创建实例 。重装系统的方法请参见 操作指南 - 重装系统 。

说明：

拉取视频所花费的时间和视频文件的大小成正比。建议开发者选择较小的视频（如几十MB以内）进行测试，避免长时间等待。

步骤3：查看拉取结果

说明：

如果拉取过程中浏览器一直停留在媒资管理页面，那么需要刷新页面才能看到拉取完成的视频。

调用云 API 拉取上传

步骤1：准备腾讯云 CVM

云 API 请求脚本需要运行在一台腾讯云 CVM 上，要求如下：

地域：任意。

机型：官网最低配置（1核1GB）即可。

公网：需要拥有公网 IP，带宽1Mbps或以上。

操作系统：官网公共镜像 Ubuntu Server 16.04.1 LTS 64位 或 Ubuntu Server 18.04.1 LTS 64位 。

注意：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app-manag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485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4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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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命令将从 Github 下载 Demo 源码并自动执行安装脚本。安装过程需几分钟（具体取决于 CVM 网络状况），期间远程终端会打印如下示例的信息：

执行 pull_upload.py 脚本发起转码：

该命令将对指定的 URL 发起 PullUpload  请求，并打印类似如下的应答内容：

等待一两分钟后（具体根据视频文件的大小有所差别），在 应用管理  > 媒资管理＞ 音视频管理页面可以看到已经拉取完成的视频。

如果您没有符合上述条件的腾讯云 CVM，也可以在其它带外网的 Linux（如 CentOS、Debian 等）或 Mac 机器上执行脚本，但需根据操作系统的

区别修改脚本中的个别命令，具体修改方式请开发者自行搜索。

步骤2：获取 API 密钥

请求云 API 需要使用到开发者的 API 密钥（即 SecretId 和 SecretKey）。如果还未创建过密钥，请参见 创建密钥文档  生成新的 API 密钥；如果已创建过

密钥，请参见 查看密钥文档  获取 API 密钥。

步骤3：开通云点播

请参考 快速入门 - 步骤1  开通云点播服务。

步骤4：发起拉取任务

登录 步骤1  中准备好的 CVM（登录方法详见 操作指南 - 登录 Linux ），在远程终端输入以下命令并运行：

ubuntu@VM-69-2-ubuntu:~$ export SECRET_ID=AKxxxxxxxxxxxxxxxxxxxxxxx  export SECRET_KEY=xxxxxxxxxxxxxxxxxxxxx git; ;

说明：

请将命令中的 SECRET_ID 和 SECRET_KEY 赋值为 步骤2  中获取到的内容。

2020-07-15 17:40:13 开始安装 pip3。

2020-07-15 17:40:39 pip3 安装成功。

2020-07-15 17:40:39 开始安装云 API Python SDK 。

2020-07-15 17:40:42 云 API Python SDK 安装完成。

2020-07-15 17:40:42 开始配置 API 参数。

2020-07-15 17:40:42 API 参数配置完成。

[ ]

[ ]

[ ]

[ ]

[ ]

[ ]

ubuntu@VM-69-2-ubuntu:~$ cd ~/vod-server-demo/pull_upload_api/  python3 pull_upload py http://1400329073 vod2 myqcloud c; . . . .

说明：

请将命令中的 URL 替换为实际需要拉取的视频地址。

"TaskId": "1400329073-PullUpload-4ea60158fc6f8e611bbfa750eb1fd0a9t0"  "RequestId": "4e821b4a-9a29-409f-99cb-b703fa184{ ,

步骤5：查看拉取结果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5575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app-manag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40488#.E5.88.9B.E5.BB.BA.E4.B8.BB.E8.B4.A6.E5.8F.B7-api-.E5.AF.86.E9.92.A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40488#.E6.9F.A5.E7.9C.8B.E4.B8.BB.E8.B4.A6.E5.8F.B7-api-.E5.AF.86.E9.92.A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8757#.E6.AD.A5.E9.AA.A41.EF.BC.9A.E5.BC.80.E9.80.9A.E4.BA.91.E7.82.B9.E6.92.A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5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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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如果拉取过程中浏览器一直停留在媒资管理页面，那么需要刷新页面才能看到拉取完成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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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服务端上传视频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2 18:06:41

本文档向开发者介绍如何将服务器本地的视频文件上传到云点播（VOD）。

本文提供的代码是免费开源的，但在使用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以下费用：

购买 CVM 的方法请参见 操作指南 - 创建实例 。重装系统的方法请参见 操作指南 - 重装系统 。

该命令将从 Github 下载 Demo 源码并自动执行安装脚本。安装过程需几分钟（具体取决于 CVM 网络状况），期间远程终端会打印类似如下的信息：

使用须知

内容介绍

费用

购买腾讯云云服务器（CVM）用于执行上传脚本，详见 CVM 计费 。

消耗 VOD 存储用于存储上传的视频，详见 存储计费  和 存储资源包 。

将 CVM 上的视频上传到 VOD

步骤1：准备腾讯云 CVM

上传脚本需要运行在一台腾讯云 CVM 上，要求如下：

地域：任意。

机型：官网最低配置（1核1GB）即可。

公网：需要拥有公网 IP，带宽1Mbps或以上。

操作系统：官网公共镜像 Ubuntu Server 16.04.1 LTS 64位 或 Ubuntu Server 18.04.1 LTS 64位 。

注意：

如果您没有符合上述条件的腾讯云 CVM，也可以在其它带外网的 Linux（如 CentOS、Debian 等）或 Mac 机器上执行脚本，但需根据操作系统的

区别修改脚本中的个别命令，具体修改方式请开发者自行搜索。

步骤2：开通云点播

请参考 快速入门 - 步骤1  开通云点播服务。

步骤3：获取 API 密钥

上传视频需要使用到开发者的 API 密钥（即 SecretId 和 SecretKey）。如果还未创建过密钥，请参见 创建密钥文档  生成新的 API 密钥；如果已创建过密

钥，请参见 查看密钥文档  获取 API 密钥。

步骤4：下载代码并安装 SDK

登录 步骤1  中准备好的 CVM（登录方法详见 操作指南 - 登录 Linux ），在远程终端输入以下命令并运行：

ubuntu@VM-69-2-ubuntu:~$ export SECRET_ID=AKxxxxxxxxxxxxxxxxxxxxxxx  export SECRET_KEY=xxxxxxxxxxxxxxxxxxxxx git; ;

说明：

请将命令中的 SECRET_ID 和 SECRET_KEY 赋值为 步骤3  中获取到的内容。

2020-06-23 19:56:31 开始安装 pip3。

2020-06-23 19:56:34 pip3 安装成功。

2020-06-23 19:56:34 开始安装 VOD Python 上传 SDK。

2020-06-23 19:56:36 VOD Python 上传 SDK 安装完成。

2020-06-23 19:56:36 开始配置 SDK 参数。

2020-06-23 19:56:36 SDK 参数配置完成。

[ ]

[ ]

[ ]

[ ]

[ ]

[ ]

步骤5：上传视频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485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493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218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6#.E5.AA.92.E8.B5.84.E5.AD.98.E5.82.A8.3Cspan-id.3D.22media_storage.22.3E.3C.2Fspan.3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7#1.-.E5.AD.98.E5.82.A8.E8.B5.84.E6.BA.90.E5.8C.8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8757#.E6.AD.A5.E9.AA.A41.EF.BC.9A.E5.BC.80.E9.80.9A.E4.BA.91.E7.82.B9.E6.92.A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40488#.E5.88.9B.E5.BB.BA.E4.B8.BB.E8.B4.A6.E5.8F.B7-api-.E5.AF.86.E9.92.A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40488#.E6.9F.A5.E7.9C.8B.E4.B8.BB.E8.B4.A6.E5.8F.B7-api-.E5.AF.86.E9.92.A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5436


云点播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9 共87页

执行 server_upload.py 脚本发起上传：

该命令将 tencent_cloud.mp4 视频上传到 VOD，同时上传 tencent_cloud.jpg 图片作为其封面。上传完成后远程终端会打印出类似如下信息：

在控制台 应用管理  > 媒资管理 > 音视频管理 页面上可以看到刚上传的视频文件和封面：

1. main() 为脚本入口。

2. 调用 parse_conf_file() ，从 config.json 文件中读取配置信息。配置项说明如下：

3. 从命令行参数中获取待上传视频文件的本地路径，以及封面图片路径（如果有封面），然后调用 upload_media() 发起上传：

发起上传之前，开发者需要在 CVM 上准备好视频文件和封面图片（可选）。如果开发者不方便上传视频到 CVM，可以在远程终端执行以下命令，将测试视频和

测试封面下载到 CVM 上：

ubuntu@VM-69-2-ubuntu:~$ wget http://1400329073 vod2 myqcloud com/d62d88a7vodtranscq1400329073/7a9b2b5652858908. . .

ubuntu@VM-69-2-ubuntu:~$ cd ~/vod-server-demo/server_upload/  python3 server_upload py /tencent_cloud mp4 /tencent_clou; . . . .

说明：

请将命令中的视频路径和封面图片路径替换为实际文件的路径，其中封面图片路径参数是可选的，如果不填则上传后的视频没有封面。

"CoverUrl": "http://1400329073.vod2.myqcloud.com/ff439affvodcq1400329073/8aa658d15285890804459940822/52858908044{

说明：

如果开发者使用自己的视频进行测试，建议使用较小的视频文件（例如几个MB），避免因 CVM 带宽不足而需要耗费很长的上传时间。

步骤6：查看结果

代码解读

字段 数据类型 功能

secret_id String API 密钥

secret_key String API 密钥

procedure String 任务流名称，即视频上传完成后自动触发该任务流。默认为空

subappid String 是否将视频上传到 云点播子应用

说明：

本 Demo 仅支持 procedure 和 subappid 两个上传参数，完整功能请参考 Python 上传 SDK 接口描述 。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app-manag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57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2319#.E6.8E.A5.E5.8F.A3.E6.8F.8F.E8.BF.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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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upload_media() 中，使用 Python SDK 提供的方法构造一个上传实例 client ，然后在 req 中设置上传参数，最后发起上传：

VOD 服务端上传 SDK 还支持其它特性，如设置视频名称、分类、过期时间等，详情请参考各语言 SDK 开发指南：

    if len sys argv  < 2:

        usage

        return

    video_path = sys argv 1

    cover_path = sys argv 2  if len sys argv  > 2 else ""

    # 发起上传

    rsp = upload_media configuration  video_path  cover_path

( . )

()

. [ ]

. [ ] ( . )

( , , )

        client = VodUploadClient conf "secret_id"  conf "secret_key"

        req = VodUploadRequest

        req MediaFilePath = video

        if cover != "":

            req CoverFilePath = cover

        if conf "procedure"  != "":

            req Procedure = conf "procedure"

        req SubAppId = int conf "subappid"

        rsp = client upload "ap-guangzhou"  req

        return rsp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意：

client.upload() 中的第一个参数（ "ap-guangzhou" ）是指上传实例的接入地域，不是指视频上传后的存储地域。该参数固定填为

"ap-guangzhou" 即可，如果需要指定视频上传后的存储地域，请设置 req.StorageRegion 参数。

其它功能

Java

C#

PHP

Python

Node.js

Golang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027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789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972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231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232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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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通过 Web 上传视频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2 18:06:41

本 Demo 向开发者展示如何通过 Web 页面将视频上传到云点播。Demo 基于云函数（SCF）搭建了两个 HTTP 服务：

系统主要涉及四个组成部分：浏览器、API 网关、云函数和云点播，其中 API 网关和云函数即是本 Demo 的部署对象，如下图所示： 

主要业务流程为：

1. 浏览器向 SCF 请求上传页面。

2. 用户在上传页面进行操作，选中本地视频后点击上传，由浏览器向 SCF 请求上传签名。

3. 浏览器使用上传签名向 VOD 发起上传请求，完成后在上传页面上展示上传结果。

本文提供的云点播 Web 上传 Demo 是免费开源的（含 Web 页面代码和业务后台代码），但在搭建和使用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以下费用：

Web 上传 Demo 部署在 SCF 上，并由 API 网关提供服务入口。为了方便开发者搭建服务，我们提供了快捷部署脚本，使用方法如下。

使用须知

Demo 功能介绍

第一个服务用于接收来自浏览器获取 客户端上传签名  的请求，计算上传签名并返回。

第二个服务使用 VOD Web 上传 SDK  实现一个页面，用户可以通过浏览器访问该页面，并上传本地视频到 VOD。

架构和流程

说明：

Demo 中的 SCF 代码使用 Python3.6 进行开发，此外 SCF 还支持 Python2.7、Node.js、Golang、PHP 和 Java 等多种编程语言，开发者可

以根据情况自由选择，具体请参考 SCF 开发指南 。

费用

购买腾讯云云服务器（CVM）用于执行服务部署脚本，详见 CVM 计费 。

使用腾讯云云函数（SCF）提供上传页面和签名派发服务，详见 SCF 计费  和 SCF 免费额度 。

使用腾讯云 API 网关为 SCF 提供外网接口，详见 API 网关计费 。

消耗云点播（VOD）存储用于存储上传的视频，详见 存储计费  和 存储资源包 。

消耗云点播流量用于播放视频，详见 流量计费  和 流量资源包 。

快速部署 Web 上传 Demo

步骤1：准备腾讯云 CVM

部署脚本需要运行在一台腾讯云 CVM 上，要求如下：

地域：任意。

机型：官网最低配置（1核1GB）即可。

公网：需要拥有公网 IP，带宽1Mbps或以上。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922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923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3/1106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218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3/1228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3/1228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3930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6#.E5.AA.92.E8.B5.84.E5.AD.98.E5.82.A8.3Cspan-id.3D.22media_storage.22.3E.3C.2Fspan.3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7#1.-.E5.AD.98.E5.82.A8.E8.B5.84.E6.BA.90.E5.8C.8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6#.E5.8A.A0.E9.80.9F.E6.9C.8D.E5.8A.A1.3Cspan-id.3D.22speed.22.3E.3C.2Fspan.3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7#2.-.E6.B5.81.E9.87.8F.E8.B5.84.E6.BA.90.E5.8C.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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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 CVM 的方法请参见 操作指南 - 创建实例 。重装系统的方法请参见 操作指南 - 重装系统 。

请参考 快速入门 - 步骤1  开通云点播服务。

登录 步骤1准备的 CVM （登录方法详见 操作指南 - 登录 Linux ），在远程终端输入以下命令并运行：

该命令将从 Github 下载 Demo 源码并自动执行安装脚本。安装过程需几分钟（具体取决于 CVM 网络状况），期间远程终端会打印如下示例的信息：

复制输出日志中的 Web 页面地址（示例中的 https://service-xxxxxxxx-125xxxxxxx.gz.apigw.tencentcs.com/release/web_upload_html ）。

操作系统：官网公共镜像 Ubuntu Server 16.04.1 LTS 64位 或 Ubuntu Server 18.04.1 LTS 64位 。

注意：

Web 上传 Demo 本身并不依赖于 CVM，仅使用 CVM 来执行部署脚本。

如果您没有符合上述条件的腾讯云 CVM，也可以在其它带外网的 Linux（如 CentOS、Debian 等）或 Mac 机器上执行部署脚本，但需根据操作

系统的区别修改脚本中的个别命令，具体修改方式请开发者自行搜索。

步骤2：开通云点播

步骤3：获取 API 密钥和 APPID

Web 上传 Demo 服务的部署和运行过程需要使用到开发者的 API 密钥（即 SecretId 和 SecretKey）和 APPID。

如果还未创建过密钥，请参见 创建密钥文档  生成新的 API 密钥；如果已创建过密钥，请参见 查看密钥文档  获取 API 密钥。

在控制台 账号信息  页面可以查看 APPID，如下图所示： 

步骤4：部署业务后台和 Web 页面

ubuntu@VM-69-2-ubuntu:~$ export SECRET_ID=AKxxxxxxxxxxxxxxxxxxxxxxx  export SECRET_KEY=xxxxxxxxxxxxxxxxxxxxx exp; ;

说明：

请将命令中的 SECRET_ID、SECRET_KEY 和 APPID 赋值为 步骤3  中获取到的内容。

2020-04-25 23:03:20 开始检查npm。

2020-04-25 23:03:23 npm 安装成功。

2020-04-25 23:03:23 开始安装 ServerLess。

2020-04-25 23:03:26 serverless 安装成功。

2020-04-25 23:03:28 开始部署云点播客户端上传签名派发服务。

2020-04-25 23:03:40 云点播客户端上传签名派发服务部署完成。

2020-04-25 23:03:44 开始部署云点播 Web 上传页面。

2020-04-25 23:03:53 云点播 Web 上传页面部署完成。

2020-04-25 23:03:53 请在浏览器访问以下地址进行体验：https://service-xxxxxxxx-125xxxxxxx gz apigw tencentcs com/release/web_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意：

如果输出日志中出现如下所示的警告，一般是由于 CVM 无法立即解析刚部署好的服务域名，可尝试忽略该警告。

2020-04-25 17:18:44 警告：客户端上传签名派发服务测试不通过。[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485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493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8757#.E6.AD.A5.E9.AA.A41.EF.BC.9A.E5.BC.80.E9.80.9A.E4.BA.91.E7.82.B9.E6.92.A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543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40488#.E5.88.9B.E5.BB.BA.E4.B8.BB.E8.B4.A6.E5.8F.B7-api-.E5.AF.86.E9.92.A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40488#.E6.9F.A5.E7.9C.8B.E4.B8.BB.E8.B4.A6.E5.8F.B7-api-.E5.AF.86.E9.92.A5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evelo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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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浏览器打开 步骤4  中复制的地址，即可开始体验 Web 上传 Demo。页面如下图所示：

2. 在该页面进行视频上传操作：

2.1 选择一个本地视频文件（推荐选择 MP4 文件）。

2.2 选择一张本地封面图片（可选，使用 JPG 或者 PNG 格式）。

2.3 填写视频名称（可选）。

2.4 单击开始上传即可上传视频。

3. 上传完成后，页面下方会展示视频和封面的点播媒体 ID（即 fileId）和 URL 等信息。如下图所示： 

4. 您可以在 云点播控制台  上查看刚上传的视频。如下图所示：

上传页面和上传签名派发两个云函数都通过 API 网关对外提供接口，具体接口协议如下：

步骤5：体验 Web 上传 Demo

说明：

您可根据页面提示，对上传页面的其它功能进行体验。

系统设计说明

接口协议及测试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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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访问 SCF 服务列表  来查看上传页面服务的详细信息：

单击函数名，在左侧选择触发管理，右侧“访问路径”即是上传页面的 URL。单击API服务名即可跳转到对应的 API 网关页面。如下图所示： 

测试该服务的方法为：在浏览器上直接访问页面 URL，正常情况下能看到上传页面。

您可以访问 SCF 服务列表  来查看上传签名派发服务的详细信息（查看方法同 上传页面 ）。

服务 云函数名 接口形式 返回内容

上传页面 web_upload_html HTTP GET HTML 页面

上传签名派发 ugc_upload_sign HTTP POST 上传签名

上传页面

说明：

Demo 使用的两个 SCF 部署在广州地域，命名空间为 vod_demo。

控制台上需要选择对应地域和命名空间才能看到部署好的云函数。

上传签名派发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cf/list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cf/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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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函数名，在左侧选择触发管理，右侧“访问路径”即是该服务的 URL。单击API服务名即可跳转到对应的 API 网关页面。如下图所示： 

测试该服务的方法为：选择手动发送 HTTP 请求的方式，在一台有外网的 Linux 或者 Mac 上执行以下命令（请根据实际情况修改服务 URL）：

如果服务正常，则返回上传签名，签名示例如下：

您也可以使用 Postman 等第三方工具来发送 HTTP 请求，具体用法请自行搜索。 

1. main_handler() 为入口函数。

2. 读取 web_upload.html 文件的内容，即上传页面内容。

3. 从 config.json 中读取配置项。配置项是指您在编写 SCF 服务时无法预知，并且需要在部署过程中才能确定的内容。这些内容由部署脚本在部署上传页面服

务之前实时写入到 config.json 中。

4. 调用 render_template ，根据上一步得到的配置信息对上传页面内容进行修改。配置项在 config.json 文件中以 "变量名": "取值" 的形式来表示；在

web_upload.html 文件中以 {变量名} 的形式来表示，修改时请替换为具体取值。详情如下：

curl -d '' https://service-xxxxxxxx-125xxxxxxx gz apigw tencentcs com/release/ugc_upload_sign. . . .

VYapc9EYdoZLzGx0CglRW4N6kuhzZWNyZXRJZD1BS0lEZk5xMzl6dG5tYW1tVzBMOXFvZERia25hUjdZa0xPM1UmY3VycmVudFRpbW

上传页面服务代码解读

     html_file = open HTML_FILE  encoding='utf-8'

     html = html_file read

( , )

. ()

     conf_file = open CONF_FILE  encoding='utf-8'

     conf = conf_file read

     conf_json = json loads conf

( , )

. ()

. ( )

  def render_template html  keys :

   """将 HTML 中的变量（形式为 ${变量名}）替换为具体内容。"""

   for key  value in keys items :

       html = html replace "${" + key + "}"  value

   return html

( , )

, . ()

. ( , )

变量名 含义 取值类型 取值来源

UGC_UPLOAD_SIGN_SER

VER
上传签名派发服务的 URL String

上传签名派发服务部署完成后，由 SCF 命令

行工具 scf  输出。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3/33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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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将修改后的上传页面内容返回。返回的数据格式及含义请参见 云函数集成响应 。

1. main_handler() 为入口函数。

2. 调用 parse_conf_file() ，从 config.json 文件中读取配置信息。配置项说明如下（详细参数请参见 客户端上传签名参数 ）：

3. 调用 parse_source_context() ，从请求 Body 中解析 sourceContext 字段，用于在 上传完成事件通知  中透传给事件通知接收服务（本 Demo 暂未使用

事件通知）。

4. 调用 generate_sign() 函数计算签名，详细算法请参见 客户端上传签名 。

5. 返回签名。返回的数据格式及含义请参见 云函数集成响应 。

 return 

     "isBase64Encoded": False

     "statusCode": 200

     "headers": 'Content-Type': 'text/html'

     "body": html

 

{

,

,

{ },

}

上传签名派发服务代码解读

字段 数据类型 功能

secret_id String API 密钥

secret_key String API 密钥

sign_expire_time Integer 签名有效时间，单位：秒

class_id Integer 视频上传完成后的分类 ID，0表示默认分类

otp Integer 签名是否单次有效

subappid Integer 是否上传到 云点播子应用

说明：

在上传过程中该字段是可选的，如果您无需使用该功能，则可以忽略这部分代码。

 return 

     "isBase64Encoded": False

     "statusCode": 200

     "headers": "Content-Type": "text/plain; charset=utf-8"

                 "Access-Control-Allow-Origin": "*"

                 "Access-Control-Allow-Methods": "POST,OPTIONS"

     "body": str signature  'utf-8'

 

{

,

,

{ ,

,

},

( , )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3/12513#.E9.9B.86.E6.88.90.E5.93.8D.E5.BA.94.E4.B8.8E.E9.80.8F.E4.BC.A0.E5.93.8D.E5.BA.9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9221#.3Ca-id.3D.22p2.22.3E.3C.2Fa.3E.E7.AD.BE.E5.90.8D.E5.8F.82.E6.95.B0.E8.AF.B4.E6.98.8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783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922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3/12513#.E9.9B.86.E6.88.90.E5.93.8D.E5.BA.94.E4.B8.8E.E9.80.8F.E4.BC.A0.E5.93.8D.E5.BA.9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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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升媒体上传速度和成功率
最近更新时间：2021-07-22 19:34:43

无论是客户端上传还是服务端上传，在文件传输过程中都会碰到下面几个常见的质量问题：

1. 文件上传为何这么慢？

2. 如何提高上传速度？

3. 上传成功率偏低如何解决？

4. 移动端经常出现弱网问题导致上传失败，如何处理？

衡量上传质量的指标如下表所述：

本文将基于云点播上传的场景，从原因分析和解决方案两个方面进行着重介绍，您可以根据自己的业务场景进行比对，选择合适的方案提高上传质量。

网络带宽是指在单位时间内能传输的数据量。带宽越大，单位时间内上传的数据量也越大，体现出来就是上传速度越快。上传是端对端的行为，所以两端的带宽对

上传质量都有影响，而云点播后台服务器目前带宽充足，所以上传质量往往取决于用户侧的带宽。

上传的文件最终在云点播都需要进行存储，存储的地方即是存储中心。用户开通云点播后，云点播默认会分配重庆地域作为存储中心。用户与存储中心的距离会影

响网络链路的长度。

例如，相同文件，用户在北京上传到重庆，相比在成都上传到重庆，中间经过的链路会更长，影响的因素也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变多，最终导致上传速度变

慢。因为长链路传输，中间环节出现的网络抖动、丢包等问题，也会影响上传成功率。短链路也不能避免这些问题，只是相比长链路，出现的概率会降低不

少。减少用户与存储中心的距离，是提高上传质量的关键一步。

弱网是指一种网络的状态，出现高延迟、高丢包，表现行为即我们平时所说的“上网很慢”。弱网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也很常见，例如在电梯和地铁里，主要原因是

所处环境的信号传输不佳，导致数据包传输慢或者失败。这种场景在客户端上传尤为居多，特别是目前移动互联网盛行的时代，弱网问题困扰着许多开发者，这个

也是提高成功率指标最难突破的问题。

对于网络带宽不足的场景，直接的办法就是申请更大的带宽。如果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有限的带宽网络，如何充分的利用带宽进行上传，这是需要我们解决的。并发

上传分为两个维度：

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可以通过调整对应的并发数，提高带宽的利用率。

文件并发上传是利用多个进程或者线程，同时发起上传操作。目前云点播没有提供相关的 SDK 包装，用户可以参考具体的语言特性进行实现，下面基于云点播 

Java SDK  提供一个简单的示例：

简介

指标 说明

上传速度
快慢往往影响着用户最直观的感受。例如，用户上传了一个50M的视频，半个小时还没上传完成，随着用户耐心耗尽，便面

临着流失客户的可能性。

上传成功率
高低是服务质量的保证，因为网络问题导致第一次上传失败后，用户再次发起上传的可能性会降低，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用户

投诉，所以保证上传成功率是最基本的要求。

影响上传质量的原因

网络带宽

用户与存储中心的距离

弱网

解决方案

并发上传

文件级别，多个文件同时进行上传。

分片级别，单个文件多个分片同时进行上传。

文件并发上传

import com qcloud vod VodUploadClient

import com qcloud vod model VodUploadRequest

. . . ;

. . . .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0276


云点播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8 共87页

分片并发上传是针对大文件，拆分成多个分片同时进行上传。分片并发上传的优势在于可以快速完成单个文件的上传，云点播提供的 SDK 会根据用户文件的长

度，自动选择普通上传以及分片上传，用户不用关心分片上传的每个步骤，即可实现分片上传。而文件的分片并发数通过 ConcurrentUploadNumber 参数进行

指定，具体的使用示例参考对应 SDK，目前已经支持该参数的 SDK 列表如下：

import com qcloud vod model VodUploadResponse

import java util ArrayList

import java util List

import java util concurrent ExecutorService

import java util concurrent Executors

public class Main 

    public static void main String  args  throws Exception 

        // 并发数

        Integer threadNumber = 20

        // 待上传的文件路径列表

        List<String> filePathList = new ArrayList<String>

        // 添加待上传文件路径

        filePathList add "/data/path1.mp4"

        filePathList add "/data/path2.mp4"

        filePathList add "/data/path3.mp4"

        // 创建线程池

        ExecutorService pool = Executors newFixedThreadPool threadNumber

        // 创建上传Client

        VodUploadClient client = new VodUploadClient "your secretId"  "your secretKey"

        // 并发上传

        for String path : filePathList  

            // 提交上传任务

            pool submit new UploadThread client  path

        

    

// 上传线程

class UploadThread implements Runnable 

    // 上传 Client

    private VodUploadClient uploadClient

    // 文件路径

    private String filePath

    public UploadThread VodUploadClient uploadClient, String filePath  

        this uploadClient = uploadClient

        this filePath = filePath

    

    public void run  

        VodUploadRequest request = new VodUploadRequest

        request setMediaFilePath filePath

        try 

            // 执行上传

            VodUploadResponse response = uploadClient upload "ap-guangzhou"  request

            System out println response getFileId

         catch Exception e  

            e printStackTrace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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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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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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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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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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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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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片并发上传

Java SDK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0276#.E6.8C.87.E5.AE.9A.E5.88.86.E7.89.87.E5.B9.B6.E5.8F.91.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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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近上传是指能够感知上传者所处的位置，分配离上传者最近的存储中心进行上传。例如，成都的用户会分配重庆地域进行上传，而不会分配到上海地域。

就近上传的能力带来最大的收益是减少了上传者到服务器的传输距离，其优点如下：

云点播本身支持就近上传的能力，您只需简单确认下表两点：

如果上传者中间经过了代理或者转发，导致最后云点播通过 IP 识别地区有误，也可以通过强制指定存储地域，上传到目标地域中，具体用法请参见：

预探测上传主要是一种针对各类网络错误场景进行优化的手段，例如网络连接失败、超时、DNS 劫持等，是云点播针对弱网上传提出的一种有效缓解方案，优化

的策略包括下面几点：

预探测上传的能力目前应用在客户端上传中，接入方式简单，具体的用法参考 SDK 中 预上传 的说明：

Python SDK

Go SDK

就近上传

减少了传输距离，提高了上传速度。

提高了稳定性，保证了成功率。

确认点 说明

开通多个存储地域

云点播默认提供的存储地域设置在重庆，如果要充分利用就近上传的能力，就需要开通希望就近存储的区域列表，可以在

控制台上自助添加其他存储地域，详情请参见 上传存储设置 。启用多地存储后，当用户上传时，通过 IP 识别用户所在的

地域，云点播根据已经开通的地域列表，智能分配一个最近地域用于上传。

校验是否正确调度

如果开通了重庆及上海的存储地域，用户在成都发起上传，通过就近调度，理论上应该是上传到重庆。如何确认调度是否

合理，可以获取完成上传返回的 FileId ，通过 获取媒体详细信息接口  返回的基础信息（basicInfo）进行确认，其中就

包含了 StorageRegion 字段，代表媒体文件存储地区。

开通多个存储地域

客户端上传指引

服务端上传指引

预探测上传

使用 HTTPDNS 解析域名获取后端地址，防止 DNS 劫持问题。

探测多个地域的连通性及上传速度，获取最优上传地域。

接入腾讯云加速网络，提供可靠稳定的传输通道。

Android 上传 SDK

iOS 上传 SDK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2319#.E6.8C.87.E5.AE.9A.E5.88.86.E7.89.87.E5.B9.B6.E5.8F.91.E6.95.B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2410#.E6.8C.87.E5.AE.9A.E5.88.86.E7.89.87.E5.B9.B6.E5.8F.91.E6.95.B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05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66/3176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921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975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953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3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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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点播的媒体文件进行智能降冷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2 18:06:41

智能降冷依托于点播的媒资管理能力，为了降低开发者使用云点播服务时的存储成本，我们推出了媒体生命周期管理能力。开发者可以根据自身的业务特点，从而

达到有效降低用户存储成本，将点播文件的存储类型按照一定的策略从标准存储沉降为低频存储、归档存储和深度归档存储，更灵活的管理自己的媒体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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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存储类型为标准存储。部分录像不会（或极少）被回看，仅用于有关部门的审查，媒资智能降冷功能可以有效帮助客户降低存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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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次数来将媒体文件进行降冷，有效降低存储成本的同时，满足低频观看的要求。

对于新闻传媒、广播电视行业，部分媒体文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这类媒体一般会作为历史资料被长期保存，在日后需要的时候再检索出来观看，对观看的实时性

要求不高。这种场景下可以将媒体转为归档存储或深度归档存储，降低用户存储成本。

1. 注册  并 登录  腾讯云账号，并且完成账号实名认证。

2. 已开通腾讯云点播服务。若未开通，请前往开通 云点播服务 。

3. 进行策略创建，详情请参见 媒资降冷 。

为了便于用户理解和使用媒资降冷能力，用户需要了解 存储类型 、 数据取回及取回模式 、 策略管理  的概念。

标准存储是云点播的默认存储类型。不论是直播录制、各种上传方式还是视频处理任务所生成的文件都是标准存储。

云点播支持不同存储类型进行变更，所允许的存储类型变更方式如下：

使用场景

直播电商

低频率访问媒体降冷

媒体归档

前提条件

使用说明

存储类型

用户媒体文件存储至云点播时的存储类型，云点播提供了以下几种存储类型，分别为：标准存储、低频存储、归档存储和深度归档存储。其特性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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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性 由高到低对比

存储成本 标准存储 > 低频存储 > 归档存储 > 深度归档存储

访问性能 标准存储 > 低频存储

说明：

归档存储和深度归档存储不支持直接访问，需要先进行取回操作，云点播仅支持用户取回至 标准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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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gkml.samr.gov.cn/nsjg/fgs/202103/t20210315_326936.html
https://cloud.tencent.com/register?&s_url=https%3A%2F%2Fcloud.tencent.com%2F
https://cloud.tencent.com/login?s_url=https%3A%2F%2Fcloud.tencent.com%2F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overview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55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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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点播支持对归档存储和深度归档存储的媒体进行两种取回操作：永久取回、指定时长取回。

1. 取回之后，云点播会为该媒体生成一份存储类型为标准存储的副本。

2. 取回副本具备有效期，以天为单位。在有效期之内，允许对该媒体进行访问；在有效期结束后，副本被自动清理，之后不允许对媒体进行访问。

3. 副本有效期内，会额外产生相应的标准存储费用。

4. 副本有效期内，不允许再次发起取回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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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点播后台每天执行管理任务，对满足指定策略的媒体进行存储类型变更。

源存储类型 目标存储类型

标准存储 低频存储、归档存储、深度归档存储

低频存储 标准存储、归档存储、深度归档存储

归档存储 标准存储

深度归档存储 标准存储

说明：

若要将归档存储和深度归档存储变更为除标准存储之外的其它存储类型，需要先变更为标准存储，然后再由标准存储变更为最终的目标存储类型。

存储类型的变更以 FileId 为粒度，即原始文件和视频处理文件的存储类型是一致的，不支持对 FileId 下的一部分文件单独指定存储类型。

数据取回及取回模式

数据取回

媒体变更为归档存储或深度归档存储之后不允许被直接访问，包括播放、发起视频处理等。如果需要访问，那么可以使用上文介绍的变更存储类型操作。但有时候

开发者仅需要在短时间内进行访问，访问结束后希望该媒体仍然能保留归档存储或深度归档存储状态，那么上述的方式就不适用。因此点播提供了数据取回能力。

对归档存储/深度归档存储的操作 变更存储类型 取回

实时性 异步 异步

模式 极速/标准/批量 极速/标准/批量

有效期 永久 指定时长

产生副本 否 是

取回模式

取回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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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原始文件、转码文件和截图文件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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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略管理

为了方便开发者对大量媒体的生命周期进行统一管理，云点播结合媒资信息和媒体文件播放统计数据，开发了基于策略的智能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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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允许开发者指定一系列条件，对同时符合所有条件的媒体进行存储类型变更。具体筛选条件如下：

策略创建完成后自动启用，开发者可以根据需要停用策略。已停用的策略在次日之后的管理任务中被忽略，直到该策略被再次启用。

最多配置10条策略。 

不允许指定策略优先级。如果一个媒体同时命中多条策略，自动按照目标存储类型来确定优先级。优先级从高到低为：深度归档存储 > 归档存储 > 低频存储。

在 云点播控制台  （非管理员）左侧导航栏，选择应用管理＞媒资管理 > 媒资降冷，单击创建智能降冷策略。

策略能力

组合筛选

以媒体的类型作为筛选条件，包括视频媒体、音频媒体和图片媒体。

以媒体的创建日期作为筛选条件，有以下几种形式：

指定日期之前创建的文件。

指定日期之后创建的文件。

指定的两个日期之间创建的文件。

指定天数之前创建的文件（根据当前日期动态变化）。

创建时间不限（即所有媒体均满足该条件）。

以媒体的分类 ID 作为筛选条件，可以同时指定多个分类 ID，也可以不做限制（即所有媒体均满足该条件）。

以媒体的来源类型作为筛选条件，包括直播录制、上传、视频编辑、其它等几类。可以同时指定多种来源类型，也可以不做限制（即所有媒体均满足该条

件）。

以媒体的近期播放次数作为筛选条件，筛选出最近若干天内播放次数少于若干次的媒体。也可以不做限制（即所有媒体均满足该条件）。

停用策略

说明：

停用策略后，该策略在当天的管理任务中有可能生效，也有可能不生效。

限制

云点播配置智能降冷策略

步骤1：创建降冷策略

步骤2：配置降冷策略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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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用户的需求进行降冷策略的配置。如上图所示则为：若媒体在30日内，视频播放次数低于300次，则触发低频降冷策略。云点播会选取满足所有规则的媒体

进行降冷。

配置完成后页面右上角会有成功的提示。

步骤3：确认配置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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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处理

如何对视频进行转码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2 16:37:31

本文档向开发者介绍如何对云点播（VOD）中的视频进行转码，以及如何获取转码后的输出结果。

本文提供的代码是免费开源的，但在使用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以下费用：

腾讯云点播视频转码目前支持以下视频格式：

转码的目标规格包含了编码格式、分辨率和码率等参数。云点播使用转码模板表示转码参数集合，通过转码模板，可以指定以下转码相关参数，请参见 视频处理

综述 。

使用须知

内容介绍

费用

购买腾讯云云服务器（CVM）用于执行云 API 请求脚本，详见 CVM 计费 。

消耗 VOD 存储用于存储上传的视频，详见 存储计费  和 存储资源包 。

消耗 VOD 转码时长用于对视频进行转码，详见 转码计费  和 转码资源包 。

消耗 VOD 流量用于播放视频，详见 流量计费  和 流量资源包 。

参数介绍

参数      类型      详细说明   

输入格式

封装格式
WMV、RM、MOV、MPEG、MP4、3GP、FLV、AVI、RMVB、TS、ASF、MPG、WEBM、MKV 、

M3U8、WM、ASX、RAM、MPE、VOB、DAT、MP4V、M4V、F4V、MXF、QT、OGG。

视频编码格式
AV1、AVS2、H.264/AVC、H.263、 H.263+、H.265、MPEG-1、MPEG-2、MPEG-4、MJPEG、

VP8、VP9、Quicktime、RealVideo、Windows Media Video。

输出格式
封装格式

视频：FLV、MP4、HLS（m3u8+ts）。

音频：MP3、MP4、OGG、FLAC、m4a。

图片：GIF、WEBP。

视频编码格式 H.264/AVC、 H.265/HEVC、AV1。

分类      参数      说明   

视频编码

编码方式（Codec） 支持 H.264 、H.265以及 AV1 编码格式。

码率（Bitrate） 支持的视频码率范围：10kbps - 35Mbps。

帧率（Frame Rate） 支持的帧率范围：1fps - 60fps，常见的有24fps、25fps和30fps。

分辨率（Resolution）
支持宽度范围：128px - 4096px。

支持高度范围：128px - 4096px。

GOP 长度 支持 GOP 长度范围：1秒 - 10秒。

编码档次（Profile）
当视频编码方式为 H.264 时，支持 Baseline、Main 和 High 的编码档次。

当视频编码方式为 H.265 时，仅支持 Main 编码档次。

颜色空间（Color Space） 支持 YUV420P。

说明：

编码方式：指通过特定的压缩技术，将某个视频格式的文件转换成另一种视频格式文件的方式。H.265 相比 H.264 则采用更先进的编码方式转码，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47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218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6#.E5.AA.92.E8.B5.84.E5.AD.98.E5.82.A8.3Cspan-id.3D.22media_storage.22.3E.3C.2Fspan.3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7#1.-.E5.AD.98.E5.82.A8.E8.B5.84.E6.BA.90.E5.8C.8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6#.E5.AA.92.E8.B5.84.E5.A4.84.E7.90.86.3Cspan-id.3D.22media_edit.22.3E.3C.2Fspan.3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7#3.-.E6.99.AE.E9.80.9A.E8.BD.AC.E7.A0.81.E5.8C.8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6#.E5.8A.A0.E9.80.9F.E6.9C.8D.E5.8A.A1.3Cspan-id.3D.22speed.22.3E.3C.2Fspan.3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7#2.-.E6.B5.81.E9.87.8F.E8.B5.84.E6.BA.90.E5.8C.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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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普通转码，不同清晰度，推荐使用的码率、分辨率及设置区间如下表所示：

腾讯云点播特有的极速高清集成了画质修复与增强、内容自适应参数选择、V265编码器等一整套视频处理解决方案。提供让视频更小更清晰的转码方式，能够保

证网络资源低消耗，同时带给用户更佳的视觉体验。点播也预置了各种清晰度，具体参数如下：

参考 快速入门 - 步骤2  上传一个测试视频。单击 此处  查看本 Demo 使用的测试视频，对应的 FileId 是 243791581135666182，如下图所示：

在不损失原始画质的情况下显著降低码率，节省播放带宽。

码率：编码器每秒编出的数据大小，单位是kbps，例800kbps代表编码器每秒产生800kb的数据。

帧率（FPS）：指每秒钟要多少帧画面。

分辨率：单位英寸中所包含的像素点数。

GOP：通常指两个I帧的间隔。

清晰度 推荐码率 推荐分辨率 分辨率区间

标清 600 640x480 标清 SD（短边 ≤ 480px）

高清 2000 1280x720 高清 HD（短边 ≤ 720px）

全高清 4000 1920x1080 全高清 FHD（短边 ≤ 1080px）

2K 6000 2560x1440 2K（短边 ≤ 1440px）

4K 8000 3840x2160 4K（短边 ≤ 2160px）

清晰度 推荐码率 推荐分辨率 分辨率区间

标清 350或不设 640x480 标清 SD（短边 ≤ 480px）

高清 1350或不设 1280x720 高清 HD（短边 ≤ 720px）

全高清 2700或不设 1920x1080 全高清 FHD（短边 ≤ 1080px）

2K 3500或不设 2560x1440 2K（短边 ≤ 1440px）

4K 7500或不设 3840x2160 4K（短边 ≤ 2160px）

说明：

若不设，极速高清会根据视频源智能分析，智能设置视频最低码率。

在控制台发起转码

步骤1：开通云点播

请参考 快速入门 - 步骤1  开通云点播服务。

步骤2：上传视频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8757#.E6.AD.A5.E9.AA.A42.EF.BC.9A.E4.B8.8A.E4.BC.A0.E8.A7.86.E9.A2.91
http://1500006873.vod2.myqcloud.com/6c9ade00vodcq1500006873/7bfc3fd3243791581135666182/CZGr08g77HMA.mp4?download_name=%E8%85%BE%E8%AE%AF%E4%BA%91%E7%82%B9%E6%92%AD%E6%B5%8B%E8%AF%95.mp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8757#.E6.AD.A5.E9.AA.A41.EF.BC.9A.E5.BC.80.E9.80.9A.E4.BA.91.E7.82.B9.E6.92.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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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控制台 音视频管理  页面勾选新上传的测试视频，然后单击转码。

2. 在弹框中，处理类型选择“转码”，然后单击转码模板。

3. 选择所需的转码模板，然后单击确定。本 Demo 以系统预置模板 STD-H264-MP4-360P（模板 ID 100010）和 STD-H264-MP4-540P（模板 ID 

说明：

建议使用较短的视频文件进行测试（例如时长为几十秒的视频），避免转码过程耗时太长。

步骤3：发起转码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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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20）为例，如果开发者需要使用自定义的转码模板，请参考 模板设置文档 。

4. 单击确定，发起转码。

5. 在“任务中心”页面看到测试视频的状态为“已完成”，则表示音视频转码成功。

1. 在控制台 应用管理  > 媒资管理 > 音视频管理 页面等待测试视频的状态变为“正常”，此时表示转码已完成。单击测试视频右侧的管理，进入视频管理页面。

步骤4：查看转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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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app-man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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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基本信息”标签页下的“标准转码列表”中，转出了 STD-H264-MP4-360P 和 STD-H264-MP4-540P 两个规格。开发者可以单击右侧的预览

直接观看视频，还可以单击复制地址复制转码视频的 URL，然后通过其它渠道发布给观众。

购买 CVM 的方法请参见 操作指南 - 创建实例 。重装系统的方法请参见 操作指南 - 重装系统 。

调用云 API 发起转码

步骤1：准备腾讯云 CVM

云 API 请求脚本需要运行在一台腾讯云 CVM 上，要求如下：

地域：任意。

机型：官网最低配置（1核1GB）即可。

公网：需要拥有公网 IP，带宽1Mbps或以上。

操作系统：官网公共镜像 Ubuntu Server 16.04.1 LTS 64位 或 Ubuntu Server 18.04.1 LTS 64位 。

注意：

如果您没有符合上述条件的腾讯云 CVM，也可以在其它带外网的 Linux（如 CentOS、Debian 等）或 Mac 机器上执行脚本，但需根据操作系统的

区别修改脚本中的个别命令，具体修改方式请开发者自行搜索。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485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4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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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快速入门 - 步骤2  上传一个测试视频。单击 此处  查看本 Demo 使用的测试视频，对应的 FileId 为 243791581340253754，如下图所示：

1. 登录 步骤1  中准备好的 CVM（登录方法详见 操作指南 - 登录 Linux ），在远程终端输入以下命令并运行：

2. 该命令将从 Github 下载 Demo 源码并自动执行安装脚本。安装过程需几分钟（具体取决于 CVM 网络状况），期间远程终端会打印如下示例的信息：

3. 执行 process_media.py 脚本发起转码：

步骤2：获取 API 密钥

请求云 API 需要使用到开发者的 API 密钥（即 SecretId 和 SecretKey）。如果还未创建过密钥，请参见 创建密钥文档  生成新的 API 密钥；如果已创建过

密钥，请参见 查看密钥文档  获取 API 密钥。

步骤3：开通云点播

请参考 快速入门 - 步骤1  开通云点播服务。

步骤4：上传视频

说明：

建议使用较短的视频文件进行测试（例如时长为几十秒的视频），避免转码过程耗时太长。

步骤5：发起转码

ubuntu@VM-69-2-ubuntu:~$ export SECRET_ID=AKxxxxxxxxxxxxxxxxxxxxxxx  export SECRET_KEY=xxxxxxxxxxxxxxxxxxxxx; ;

说明：

请将命令中的 SECRET_ID 和 SECRET_KEY 赋值为 步骤2  中获取到的内容。

  2020-06-15 20:39:56 开始安装 pip3。

  2020-06-15 20:40:06 pip3 安装成功。

  2020-06-15 20:40:06 开始安装云 API Python SDK 。

  2020-06-15 20:40:07 云 API Python SDK 安装完成。

  2020-06-15 20:40:07 开始配置 API 参数。

  2020-06-15 20:40:07 API 参数配置完成。

[ ]

[ ]

[ ]

[ ]

[ ]

[ ]

ubuntu@VM-69-2-ubuntu:~$ cd ~/vod-server-demo/transcode_api/  python3 process_media py 243791581340253754; .

说明：

请将命令中的243791581340253754替换为 步骤4  中得到的实际 FileI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8757#.E6.AD.A5.E9.AA.A42.EF.BC.9A.E4.B8.8A.E4.BC.A0.E8.A7.86.E9.A2.91
http://1500006873.vod2.myqcloud.com/6c9ade00vodcq1500006873/7bfc3fd3243791581135666182/CZGr08g77HMA.mp4?download_name=%E8%85%BE%E8%AE%AF%E4%BA%91%E7%82%B9%E6%92%AD%E6%B5%8B%E8%AF%95.mp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543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40488#.E5.88.9B.E5.BB.BA.E4.B8.BB.E8.B4.A6.E5.8F.B7-api-.E5.AF.86.E9.92.A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40488#.E6.9F.A5.E7.9C.8B.E4.B8.BB.E8.B4.A6.E5.8F.B7-api-.E5.AF.86.E9.92.A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8757#.E6.AD.A5.E9.AA.A41.EF.BC.9A.E5.BC.80.E9.80.9A.E4.BA.91.E7.82.B9.E6.92.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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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该命令将对243791581340253754这个视频发起 ProcessMedia  请求，按 VOD 预置转码模板  100010和100020两个规格进行转码，并打印请求的

应答内容：

1. 在“任务中心”页面看到测试视频的状态为“已完成”，则表示音视频转码成功。

2. 等待测试视频的状态变为“正常”，此时表示转码已完成。单击测试视频右侧的管理，进入视频管理页面。

3. 在“基本信息”标签页下的“标准转码列表”中，转出了对应规格的视频。开发者可以单击右侧的预览直接观看视频，还可以单击复制地址复制转码视频的 

URL，然后通过其它渠道发布给观众。

"TaskId": "1400329073-procedurev2-f6bf6f01612369b6db30f2224792a2aft0"  "RequestId": "809918fb-791c-4937-b684-5027{ ,

步骤6：查看转码结果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42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476#.E9.A2.84.E7.BD.AE.E8.BD.AC.E7.A0.81.E6.A8.A1.E6.9D.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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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D 有多种上传视频的方式，包括控制台上传、服务端上传、客户端上传和 URL 拉取上传等（详见 媒体上传综述 ）。各种上传方式均支持指定一个 任务流 ，

在上传完成后自动触发转码。

VOD 后台在视频上传完成和转码任务完成后均会发起 事件通知  请求。开发者可以利用事件通知机制来对新上传的视频发起转码，也可以通过事件通知来自动获

取转码结果（上文展示的方法是人工在控制台查看转码结果）。事件通知的使用方法在单独的最佳实践文档 接收事件通知  中有详细介绍。

上传视频后自动转码（任务流）

上传视频后自动转码（事件通知）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976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475#.E4.BB.BB.E5.8A.A1.E6.B5.8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77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5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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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对媒体进行内容审核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30 11:21:20

媒体生产业务存在内容不可控性，如有存在不合规的内容，可能带来相关法律风险和品牌伤害。为确保业务健康，保障服务稳定，云点播提供了 音视频审核  以及 

图片审核  能力。

云点播提供的 音视频内容审核  功能，可对音视频内容发起审核，并在识别结果中给出审核建议（建议复核和建议通过）。开发者可根据结果对音视频内容进行处

理。

有两种方式发起音视频内容审核：

1. 通过云点播 控制台  操作。

2. 通过服务端 API 音视频内容审核  调用。

示例，某视频 App 接入云点播音视频审核服务，服务端 API 调用流程如下： 

1. App 后台对内容提供方进行鉴权，鉴权通过后派发视频 客户端上传签名 。

2. 内容提供方执行上传，把分享的内容上传到云点播。

3. 云点播将成功上传的视频 FileId 以及播放 URL 等 相关信息  通知到 App 后台。

4. 云点播执行上传签名时对 procedure  参数配置的音视频审核任务( ReviewAudioVideoTask )。

5. 云点播通过 音视频审核完成  通知 App 后台审核结果。

6. App 后台发布“建议通过”的视频，以及“建议复核”且经人工复核通过的视频。

7. 内容消费方向 App 后台请求已发布视频的播放 URL。

8. 内容消费方通过播放 URL，从云点播加速播放视频。

其中，上述第4步 - 6步的流程可以保证内容消费方在第7步获取到的视频是经审核验证的合规视频。

云点播提供的 图片审核  功能，可以对图片内容发起审核，并在审核结果中给出建议（建议复核和建议通过）。与音视频内容审核不同，图片审核是同步处理过

程，发起任务后将立即获取结果。用户侧可以根据建议来决定是否发布图片：

音视频内容审核

服务端 API 音视频内容审核调用

审核结果为“block”时，嫌疑度很高，建议直接屏蔽。

审核结果为“pass”时，嫌疑度不高，建议直接通过。

审核结果为“review”时，嫌疑度较高，建议人工复核。

注意：

此处介绍的流程属于“先审后发”模式（仅发布审核通过的视频）。如有需要，也可采用“先发后审”模式（视频上传完成后即发布，审核发现不适宜内

容后再撤下视频）。

图片审核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49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7365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49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670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49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922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783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8125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73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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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方式发起图片审核：

1. 通过云点播 控制台  操作。

2. 通过服务端 API 图片审核  调用。

费用的具体单价，请参见 购买指南 。

审核结果为“block”时，嫌疑度很高，建议直接拦截图片。

审核结果为“pass”时，嫌疑度不高，建议直接通过。

审核结果为“review”时，嫌疑度较高，建议人工复核。

费用相关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7365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7321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6#.E5.AA.92.E4.BD.93-ai-.E6.9C.8D.E5.8A.A1.3Ca-id.3D.22media_ai.22.3E.3C.2Fa.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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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对视频添加复杂水印
最近更新时间：2021-11-12 09:45:01

云点播 水印  提供的图片水印和文字水印，可以实现简单水印的需求。但对于复杂水印需求（例如图文混排水印、滤镜等），支持难度大。为此，云点播引入 

SVG(Scalable Vector Graphics) 水印，使用者可以方便、灵活地定制水印内容，即可自由排列图文内容，支持绘图、添加滤镜、渐变等特效。

1. 通过 SVG 调试工具（如简单的 在线 HTML 所见即所得编辑工具 或者操作更丰富的 在线 SVG 编辑器 ），调试满意的图形，操作全程所见即所得。完成后，

也可将 SVG 保存为后缀 .html  文件后使用浏览器打开查看效果。

调用 创建水印模板  接口，指定水印位置、宽高等信息。创建完成得到水印模板 ID。

关于如何发起视频处理任务并获取任务结果，请参见 视频处理任务体系 。 

以 视频处理  接口进行说明。在 示例2 发起带水印的转码任务 ， WatermarkSet.N.Definition  使用步骤2得到的模板 ID，另外，由于我们使用 SVG 水印，所

以需要传入步骤1得到的 XML 至参数 WatermarkSet.N.SvgContent 。

介绍 SVG

SVG (Scalable Vector Graphics) 是一种基于 XML 的标记语言，用来描述二维矢量图像的开放网络标准，已经广泛应用于各种网络标准，例如 CSS、

DOM、JavaScript 等。

云点播不仅对 SVG 宽高没有限制，而且会自动计算出能包含完整元素的最小矩形，并以此作为 SVG 水印原始大小（宽高）。例如，计算最小矩形得出下图

虚线包围的部分：

说明：

线上有许多基于 Web 且免费的 SVG 在线调试工具，您可通过此类工具绘制满意的图形，完成后即可导出 XML。

对于精细化设置（例如元素对齐属性、字体大小等），可手工修改 XML。确认最终效果，得到 XML 代码。

使用 SVG 水印流程

步骤1：调试 SVG 水印效果

说明：

若不同元素间有对齐需求，建议灵活运用各元素的对齐类属性，通过改变元素内容验证是否有效（例如图文混排，增减文本长度，查看图片和文字是

否始终满足对齐的需求）。完整教程参考 SVG 教程 。具体案例可参见本文下面的 示例 。

步骤2：创建 SVG 水印模板

步骤3：添加 SVG 视频水印

示例

下文将通过具体的案例为您介绍如何添加复杂水印，实现文本可变的图文混排的水印。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479
https://www.w3schools.com/graphics/tryit.asp?filename=trysvg_myfirst
https://c.runoob.com/more/svgedito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77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47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42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427#.E7.A4.BA.E4.BE.8B2-.E5.8F.91.E8.B5.B7.E5.B8.A6.E6.B0.B4.E5.8D.B0.E7.9A.84.E8.BD.AC.E7.A0.81.E4.BB.BB.E5.8A.A1
https://developer.mozilla.org/zh-CN/docs/Web/SVG
https://www.runoob.com/svg/svg-tutoria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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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客户需要对视频添加水印，要求如下：

SVG 的 XML 源码如下：

验证效果：

需求描述

水印由品牌 Logo 和登录用户的帐号 ID（文本）组成。

水印置于视频右上角， 水印原点  距离视频右边框偏移大小为视频宽度的 2%，距离视频上边框偏移大小为视频高度的 5%。

水印宽度为视频短边的 30%，高度按原图等比例缩放。

文字向上和向右对齐品牌 Logo。

文字字体为黑体，背景颜色为白色，带有高斯模糊阴影，阴影颜色为黑色。品牌 Logo 不缩放时文字大小为 50 像素。

步骤1：调试 SVG 水印效果

<svg xmlns="http://www.w3.org/2000/svg" xmlns:xlink="http://www.w3.org/1999/xlink" version="1.1" width="1000px" height="

    <defs>

        <filter id="filter" x="0" y="0">

            <feGaussianBlur stdDeviation="2"/>

            <feOffset dx="0" dy="3"/>

        </filter>

    </defs>

    <image id="img_watermark"  xlink:href="data:image/png;base64,iVBORw0KGgoAAAANSUhEUgAAAQAAAAC5CAYAAADHwOFvA

        x="74.4%" y="0px" height="185px" width="256px"/>

    <text id="text_watermark_shadow" text-anchor="end" font-family="SimHei" font-style="Regular" font-size="50px"

        x="100%" y="245px" style="opacity:1;" fill="black" filter="url(#filter)">@张三</text>

    <text id="text_watermark" text-anchor="end" font-family="SimHei" font-style="Regular" font-size="50px"

        x="100%" y="245px" fill="white">@张三</text>

</svg>

方式1：将上面这段代码复制到 在线 HTML 所见即所得编辑工具  页面左侧的文本输入框，然后单击页面上的 Run 按钮，效果在页面右侧生成。如下图：

方式2：将上面这段代码保存至后缀为 .html  的文件，在浏览器打开可看到水印效果为图2：白色背景。

图1：透明背景 图2：白色背景 图3：黑色背景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772
https://www.w3schools.com/graphics/tryit.asp?filename=trysvg_my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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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G 说明

参数 说明 属性

<svg> 定义 SVG 画布
width="1000px" height="1000px" ：宽高均为 1000px，这里只要能够包含 

SVG 里完整元素即可。

<filter id="filter"> 定义要用到的滤镜 -

<feGaussianBlur> 高斯模糊滤镜 stdDeviation="2"

<feOffset> 滤镜元素偏移 dx="0" dy="3" ：设置滤镜元素「向下」偏移 3 个像素。

<image id="img_watermark"> 品牌 Logo 图片

xlink:href="data:image/png;base64,{图片数据的 base64}" ：引用本地

图片。

height="185px" width="256px" ：原始图片的宽高。

x="74.4%" y="0px" ：根据需求，图片在上面，所以 y 轴偏移设置为 

0px，通过不断 调整 x 值确认效果，最终确定 x="74.4%" 符合预期。

<text 

id="text_watermark_shadow">
实现文字阴影效果

font-family="SimHei" font-style="Regular" font-size="50px" ：设置

字符的字体及大小。

text-anchor="end" ：设置字符的对齐方式，文本字符串的末尾即当前文本

的初始位置。

x="100%" ：设置元素沿 x 轴偏移至「最右侧」。通过设置 text-anchor 、

x  属性，我们将文字的最后一个字符「固定」在 SVG 画布的「最右侧」，方

便调整品牌 Logo 的位置（标签 <image id="img_watermark"> 的 x  属

性）。

style="opacity:1;" ：设置透明度为不透明。

fill="black" ：设置填充颜色为黑色。

filter="url(#filter) ：使用 id  为 filter 的滤镜。

y="245px" ：设置元素 y 轴偏移大小，由于品牌 Logo 的高度为 185 像

素，文字大小为 50 像素（文字大小近似为高度），所以 y 设置为不小于 

185+50=235 ，通过 调整 ，我们认为245效果合适。

<text id="text_watermark"> 文字
属性与 <text id="text_watermark_shadow">  相比，大部分属性一样。区别

在于没有使用滤镜（无 filter  属性），且文字为白色（属性 fill="white" ）。

在最终验证效果时，建议通过增减文本长度（ SVG <text>  标签的内容）如将 @张三 替换成 @张三是个善良的人 ，确认效果是否仍然满足要求。

使用时，对于不同的用户 ID，只需替换 SVG <text>  标签的内容即可。

步骤2：创建 SVG 水印模板

https://vod.tencentcloudapi.com/?Action=CreateWatermarkTemplate

&Type=svg

&Name=测试

&CoordinateOrigin=Top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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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假设创建后得到 SVG 水印模板 ID 为 12345。

发起视频处理：

如有其他字体需求，请联系 技术支持 。

&XPos=2%

&YPos=5%

&SvgTemplate Width=30S%

&SvgTemplate Height=0px

&<公共请求参数>

.

.

参数 说明

Type=svg 创建水印模板类型为 SVG。

Name=测试 模板名称，非必填参数。

CoordinateOrigin=TopRight 水印置于视频右上角。

XPos=2% 水印原点  距离视频右边框偏移大小为视频宽度的 2%。

YPos=5% 水印原点  距离视频上边框偏移大小为视频高度的 5%。

SvgTemplate.Width=30S% 水印宽度为视频短边的 30%。

SvgTemplate.Height=0px 水印高度按原图等比例缩放。

步骤3：添加 SVG 视频水印

https://vod.tencentcloudapi.com/?Action=ProcessMedia

&FileId=5285485487985271487

&MediaProcessTask TranscodeTaskSet 0.Definition=30

&MediaProcessTask TranscodeTaskSet 0.WatermarkSet 0.Definition=12345

&MediaProcessTask TranscodeTaskSet 0.WatermarkSet 0.SvgContent= 步骤1 的 XML

&<公共请求参数>

. .

. . .

. . . { }

视频加水印效果

附录

支持的字体列表

SimHei,黑体:style=Regular

Roboto:style=Bol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9905#.E6.8A.80.E6.9C.AF.E4.BA.A4.E6.B5.8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77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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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播放

如何使用 Key 防盗链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8 14:50:11

本 Demo 向开发者展示云点播（VOD） Key 防盗链   机制的使用方法，包括在控制台启用 Key 防盗链、搭建一个防盗链签名派发服务、以及使用防盗链签名播

放视频。

Demo 基于云函数（SCF）搭建了一个 HTTP 服务，用于接收来自客户端的获取防盗链签名请求。服务从请求 Body 中获取 VOD 的视频原始 URL，计算防

盗链签名，并返回带防盗链签名的 URL 给客户端。

系统主要涉及四个组成部分：开发者、API 网关、云函数和云点播，其中 API 网关和云函数即是本 Demo 的部署对象，如下图所示： 

具体业务流程为：

1. 开发者在 VOD 控制台上获取到视频的原始 URL（实际生产环境中，应当是由播放器向业务后台请求视频的 URL，本文为了简化流程由开发者模拟该业务行

为）。

2. 开发者使用视频原始 URL 向 SCF 请求防盗链签名。

3. 开发者使用带防盗链签名的视频 URL 请求 VOD CDN，播放视频。

本文提供的云点播 Key 防盗链签名派发服务 Demo 是免费开源的，但在搭建和使用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以下费用：

使用须知

Demo 功能介绍

架构和流程

说明：

Demo 中的 SCF 代码使用 Python3.6 进行开发，此外 SCF 还支持 Python2.7、Node.js、Golang、PHP 和 Java 等多种编程语言，开发者可

以根据情况自由选择，具体请参考 SCF 开发指南 。

费用

购买腾讯云云服务器（CVM）用于执行服务部署脚本，详见 CVM 计费 。

使用腾讯云云函数（SCF）提供签名派发服务，详见 SCF 计费  和 SCF 免费额度 。

使用腾讯云 API 网关为 SCF 提供外网接口，详见 API 网关计费 。

消耗云点播（VOD）存储用于存储上传的视频，详见 存储计费  和 存储资源包 。

消耗云点播流量用于播放视频，详见 流量计费  和 流量资源包 。

快速部署 Key 防盗链签名派发服务

步骤1：准备腾讯云 CVM

部署脚本需要运行在一台腾讯云 CVM 上，要求如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04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3/1106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218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3/1228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3/1228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3930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6#.E5.AA.92.E8.B5.84.E5.AD.98.E5.82.A8.3Cspan-id.3D.22media_storage.22.3E.3C.2Fspan.3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7#1.-.E5.AD.98.E5.82.A8.E8.B5.84.E6.BA.90.E5.8C.8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6#.E5.8A.A0.E9.80.9F.E6.9C.8D.E5.8A.A1.3Cspan-id.3D.22speed.22.3E.3C.2Fspan.3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7#2.-.E6.B5.81.E9.87.8F.E8.B5.84.E6.BA.90.E5.8C.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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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 CVM 的方法请参见 操作指南 - 创建实例 。重装系统的方法请参见 操作指南 - 重装系统 。

2. 开通完成后，参考 设置防盗链  文档启用 Key 防盗链，并记录下防盗链 Key： 

登录 步骤1. 准备的 CVM （登录方法详见 操作指南 - 登录 Linux ），在远程终端输入以下命令并运行：

地域：任意。

机型：官网最低配置（1核1GB）即可。

公网：需要拥有公网 IP，带宽1Mbps或以上。

操作系统：官网公共镜像 Ubuntu Server 16.04.1 LTS 64位 或 Ubuntu Server 18.04.1 LTS 64位 。

注意：

Key 防盗链签名派发服务 Demo 本身并不依赖于 CVM，仅使用 CVM 来执行部署脚本。

如果您没有符合上述条件的腾讯云 CVM，也可以在其它带外网的 Linux（如 CentOS、Debian 等）或 Mac 机器上执行部署脚本，但需根据操作

系统的区别修改脚本中的个别命令，具体修改方式请开发者自行搜索。

步骤2：开通云点播并配置 Key 防盗链

1. 参考 快速入门 - 步骤1  开通云点播服务。

注意：

此处是开通 Key 防盗链，而非开通 Referer 防盗链。如果您同步开通了 Referer 防盗链，那么下文的测试方法有可能因为不符合 Referer 防盗链的

要求而导致请求失败。

步骤3：获取 API 密钥和 APPID

Key 防盗链签名派发服务 Demo 的部署和运行过程需要使用到开发者的 API 密钥（即 SecretId 和 SecretKey）和 APPID。

如果还未创建过密钥，请参见 创建密钥文档  生成新的 API 密钥；如果已创建过密钥，请参见 查看密钥文档  获取 API 密钥。

在控制台 账号信息  页面可以查看 APPID，如下图所示： 

步骤4：部署防盗链签名派发服务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485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493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46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543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8757#.E6.AD.A5.E9.AA.A41.EF.BC.9A.E5.BC.80.E9.80.9A.E4.BA.91.E7.82.B9.E6.92.A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40488#.E5.88.9B.E5.BB.BA.E4.B8.BB.E8.B4.A6.E5.8F.B7-api-.E5.AF.86.E9.92.A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40488#.E6.9F.A5.E7.9C.8B.E4.B8.BB.E8.B4.A6.E5.8F.B7-api-.E5.AF.86.E9.92.A5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evelo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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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命令将从 Github 下载 Demo 源码并自动执行安装脚本。安装过程需几分钟（具体取决于 CVM 网络状况），期间远程终端会打印如下示例的信息：

复制输出日志中的签名派发服务地址（示例中的 https://service-xxxxxxxx-125xxxxxxx.gz.apigw.tencentcs.com/release/anti_leech_sign ）。

按照 上传视频 - 本地上传步骤  的说明，上传一个测试视频到云点播。上传完成后，单击快捷查看，然后单击右侧复制地址复制该视频的 URL。 

在 CVM 命令行执行 curl 命令尝试直接访问该 URL，结果会因不符合 Key 防盗链规则而被服务器拒绝访问，HTTP 返回码为403（测试时，请将命令中的 

URL 替换为实际 URL，下同）：

在 CVM 命令行执行 curl 命令来请求步骤4中部署的服务，获取带防盗链签名的 URL（ -d 表示使用 POST 方式发起请求，所带的参数为视频 URL）：

再次使用 curl 命令访问上一步得到的带防盗链签名的 URL，能够正常访问（HTTP 返回码为200）：

ubuntu@VM-69-2-ubuntu:~$ export SECRET_ID=AKxxxxxxxxxxxxxxxxxxxxxxx  export SECRET_KEY=xxxxxxxxxxxxxxxxxxxxx exp; ;

说明：

请将命令中的 SECRET_ID、SECRET_KEY 和 APPID 赋值为 步骤3  中获取到的内容；将 ANTI_LEECH_KEY 赋值为 步骤2  中获取到的防盗

链 Key。

2020-06-04 15:57:10 开始检查npm。

2020-06-04 15:57:18 npm 安装成功。

2020-06-04 15:57:18 开始安装 ServerLess。

2020-06-04 15:57:19 serverless 安装成功。

2020-06-04 15:57:20 开始部署云点播 Key 防盗链签名派发服务。

2020-06-04 15:57:30 云点播 Key 防盗链签名派发服务部署完成。

2020-06-04 15:57:32 服务地址：https://service-xxxxxxxx-125xxxxxxx gz apigw tencentcs com/release/anti_leech_sign

[ ]

[ ]

[ ]

[ ]

[ ]

[ ]

[ ] . . . .

注意：

如果输出日志中出现如下所示的警告，一般是由于 CVM 无法立即解析刚部署好的服务域名，可尝试忽略该警告。

2020-04-25 17:18:44 警告：Key 防盗链签名派发服务测试不通过。[ ]

步骤5：测试 Key 防盗链

ubuntu@VM-69-2-ubuntu:~$ curl -I "http://125xxxxxxx.vod2.myqcloud.com/f888c998vodcq125xxxxxxx/c849148f528xxxxxxxxxx

HTTP/1.1 403 Forbidden

Server: NWS_VP

Connection: keep-alive

Date: Thu  04 Jun 2020 08:27:54 GMT

Content-Type: text/plain

Content-Length: 14

,

ubuntu@VM-69-2-ubuntu:~$ curl -d 'http://125xxxxxxx.vod2.myqcloud.com/f888c998vodcq125xxxxxxx/c849148f528xxxxxxxxxx

http://125xxxxxxx vod2 myqcloud com/f888c998vodcq125xxxxxxx/c849148f528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mp4?t=5ed8b8d. . . .

ubuntu@VM-69-2-ubuntu:~$ curl -I "http://125xxxxxxx.vod2.myqcloud.com/f888c998vodcq125xxxxxxx/c849148f528xxxxxxxxxx

HTTP/1.1 200 OK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2841#.E6.9C.AC.E5.9C.B0.E4.B8.8A.E4.BC.A0.E6.AD.A5.E9.AA.A4


云点播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41 共87页

Key 防盗链签名派发云函数通过 API 网关对外提供接口，具体接口协议如下：

1. main_handler() 为入口函数。

2. 调用 parse_conf_file() ，从 config.json 文件中读取配置信息。配置项说明如下（详细参数请参见 Key 防盗链签名参数 ）：

3. 从请求 Body 中解析出 Dir 参数，本地生成 t 和 us 参数，从配置文件中读取 exper 和 rlimit 参数：

Server: tencent-cos

Connection: keep-alive

Date: Thu  04 Jun 2020 08:37:17 GMT

Last-Modified: Fri  22 May 2020 15:06:15 GMT

Content-Type: video/mp4

Content-Length: 232952632

Accept-Ranges: bytes

ETag: "1da6be3a0d1da5edae4ff0b1feff02cf-223"

x-cos-hash-crc64ecma: 16209801220610226954

x-cos-request-id: NWVkOGIyYmVfZDUyMzYyNjRfYWMwMF85YjkyNzA=

X-Daa-Tunnel: hop_count=4

X-NWS-LOG-UUID: b404f43e-3c86-4c54-8a78-fb78e4e85cf2 add71e19fb08c6d9dbe1b21a2fb157bf

Access-Control-Allow-Credentials: true

Access-Control-Allow-Headers: Origin No-Cache X-Requested-With If-Modified-Since Pragma Last-Modified Cache-Control Expires C

Access-Control-Allow-Methods: GET POST OPTIONS

Access-Control-Allow-Origin: *

,

,

, , , , , , , ,

, ,

说明：

您可以在浏览器中访问带防盗链签名的 URL，通过播放视频的方式来验证防盗链签名。但这种方式对视频格式有要求，一般来说使用 H.264 编码的 

MP4 文件具有较好的兼容性，建议选用这类视频；您也可以使用 Postman 等第三方工具来发送 HTTP 请求，具体用法请自行搜索。 

系统设计说明

接口协议

服务 云函数名 接口形式 请求内容 返回内容

Key 防盗链签名派发 anti_leech_sign HTTP POST 视频原始 URL 带防盗链签名 URL

签名派发服务代码解读

字段 数据类型 功能

key String Key 防盗链密钥

t Integer
签名有效时间，单位：秒。在处理请求时，该参数与 SCF 服务器的当前时间相加后，

才是防盗链参数中的 t

exper Integer 试看时长

rlimit Integer 签名最多允许被多少个客户端 IP 访问

    original_url = event "body"

    parse_result = urlparse original_url

    directory = path split parse_result path 0  + '/'

    # 签名参数

    timestamp = int time time

    rand = random randint 0  999999

    sign_para = 

        "t": hex timestamp + configuration 't' 2:

        "exper": configuration 'exper'

        "rlimit": configuration 'rlimit'

        "us": ran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047#.E9.98.B2.E7.9B.97.E9.93.BE-url-.E7.94.9F.E6.88.90.E6.96.B9.E5.BC.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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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调用 generate_sign() 计算防盗链签名，详细算法请参见 Key 防盗链签名 。

5. 生成 QueryString，拼接在原始 URL 后组成带防盗链签名的 URL：

6. 返回签名。返回的数据格式及含义请参见 云函数集成响应 。

    sign_para "sign"  = signature

    query_string = urlencode sign_para

    new_parse_result = parse_result _replace query=query_string

    signed_url = urlunparse new_parse_result

[ ]

( )

. ( )

( )

    return 

        "isBase64Encoded": False

        "statusCode": 200

        "headers": "Content-Type": "text/plain; charset=utf-8"

                    "Access-Control-Allow-Origin": "*"

                    "Access-Control-Allow-Methods": "POST,OPTIONS"

        "body": signed_url

    

{

,

,

{ ,

,

},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047#.E9.98.B2.E7.9B.97.E9.93.BE-url-.E7.94.9F.E6.88.90.E6.96.B9.E5.BC.8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3/12513#.E9.9B.86.E6.88.90.E5.93.8D.E5.BA.94.E4.B8.8E.E9.80.8F.E4.BC.A0.E5.93.8D.E5.BA.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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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播放器小程序插件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3 17:15:51

基于腾讯云点播短视频播放器小程序插件，能快速将短视频发布到您的原生小程序中，并在小程序端进行视频播放。短视频播放器小程序插件依托于云点播成熟的

一站式服务平台，在云点播完成视频上传、视频处理和视频 AI 等操作后，可直接将视频发布至小程序端，有效提高视频服务质量。

1. 注册腾讯云  账号，并完成 企业实名认证 。

2. 访问 云点播控制台 ，获取 云点播 APPID ，用于接入短视频播放器小程序插件。

3. 购买 短视频播放器小程序插件 。

在 微信公众平台  注册并登录小程序，小程序类目请根据您的实际场景选择。

在使用插件前，首先要在小程序管理后台中添加插件，有以下添加方式：

添加插件完毕后，用户可在小程序中使用相应插件。

1. 将视频上传至云点播控制台，详细步骤请参见 视频上传 。

2. 将视频转码为可在小程序端播放的视频，目前小程序视频播放仅支持 MP4、3GP 及 M3U8 格式的视频发布，详细步骤请参见 视频处理 。

3. 视频转码成功后，会在 视频发布  列表中展示。

准备工作

注册腾讯云

注册小程序

说明：

短视频播放器小程序插件仅限非个人主体小程序使用。

用户微信小程序主体资质应根据业务需求，自行提供 微信公众号平台运营中心  要求的相关资质证明。

在使用短视频播放器小程序插件过程中，用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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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根据用户的业务需求自行提供相关资质证明。

添加插件

在小程序管理后台的设置 > 第三方服务中选择“添加插件”，弹出页面中搜索“云点播短视频播放器”，选中插件并添加。

搜索云点播短视频播放器的 APPID： wx116d0dd5e6a39ac7 ，选中插件并添加。

安装小程序开发工具

下载并安装最新版本的 微信开发者工具 。

使用小程序前，请先阅读微信小程序提供的插件 使用文档 ，了解插件的使用范围和限制。

使用插件

上传视频至控制台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1798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10496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eveloper
https://buy.cloud.tencent.com/vod?type=plugin
https://mp.weixin.qq.co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284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644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6452#.E8.A7.86.E9.A2.91.E5.8F.91.E5.B8.83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product/material/#%E9%9D%9E%E4%B8%AA%E4%BA%BA%E4%B8%BB%E4%BD%93%E5%B0%8F%E7%A8%8B%E5%BA%8F%E5%BC%80%E6%94%BE%E7%9A%84%E6%9C%8D%E5%8A%A1%E7%B1%BB%E7%9B%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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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dev/devtools/download.html
https://mp.weixin.qq.com/debug/wxadoc/dev/framework/plugin/us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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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程序中引入插件代码，请参见插件 使用文档 。使用插件前需要插入如下代码：

小程序视频发布

用户需要在媒资管理 > 视频管理> 微信小程序视频发布  内对视频进行发布。

由于微信小程序的视频上传要求，用户只能选择 MP4、3GP 及 M3U8 格式的视频进行发布，云点播平台会对该视频进行智能识别，确认是否授予播放资

质。

在小程序视频发布入口可以查询发布状态

云点播会对智能识别后的视频显示发布状态，用来标识该视频是否可以发布：

如果发布状态为发布通过，则表示该视频已经获取了云点播播放资质认证，该 fileId 下的视频已经可以在小程序播放器进行播放。

如果发布状态为发布失败，则表示该视频可能有不适宜内容，需用户人工确认是否有不适宜内容，若认为该视频内容未涉及不适宜内容，请 提交工单  反

馈。

添加插件代码

// 在 wxml 里插入

<my-player appid="xxxxx" fileid="xxxxxxxx" playerid="myPlayerId"></my-player>

// 在 app.json 里声明使用的插件及版本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dev/framework/plugin/using.htm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6452#.E8.A7.86.E9.A2.91.E5.8F.91.E5.B8.83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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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播放器小程序插件提供的详细功能清单如下，同时请关注小程序官方 video 文档 ，及时了解功能更新。

"plugins": 

    "myPlugin": 

      "version": "0.1.2"

      "provider": "wx116d0dd5e6a39ac7"

    

  

// 在页面的 xxxx.json 里声明

"usingComponents": 

    "my-player": "plugin://myPlugin/player"

  

{

{

,

}

}

{

}

appid：必填参数。在控制台的 账号信息  中查看。

fileid：必填参数。表示视频文件的唯一 ID，视频上传后，通过 媒资管理  可以查看 fileid。

playerid：必填参数。表示视频容器的唯一 ID，在小程序里需要通过该 ID 获取具体的 video context 来控制视频。

功能列表

参数名称 类型                默认值 是否必填 说明

appid string - 是 请到腾讯云账号信息中查看。

fileid string - 是
即视频文件 ID，在云点播控制台上传视频后，媒资管理信息中查

看。

playerid string - 是 表示视频容器的唯一 ID，开发者自己选填。

controls boolean true 否 是否显示默认播放控件（播放/暂停按钮、播放进度、时间）。

danmu-list
Array.

<object>
- 否 弹幕列表。

danmu-btn boolean false 否 是否显示弹幕按钮，只在初始化时有效，不能动态变更。

enable-danmu boolean false 否 是否展示弹幕，只在初始化时有效，不能动态变更。

autoplay boolean false 否 是否自动播放。

loop boolean false 否 是否循环播放。

muted boolean false 否 是否静音播放。

initial-time number 0 否 指定视频初始播放位置。

direction number - 否 设置全屏时视频的方向，不指定则根据宽高比自动判断。

show-progress boolean true 否 若不设置，宽度大于240时才会显示。

show-fullscreen-btn boolean true 否 是否显示全屏按钮。

show-play-btn boolean true 否 是否显示视频底部控制栏的播放按钮。

show-center-play-

btn
boolean true 否 是否显示视频中间的播放按钮。

enable-progress-

gesture
boolean true 否 是否开启控制进度的手势。

object-fit string contain 否 当视频大小与 video 容器大小不一致时，视频的表现形式。

poster string - 否
视频封面的图片网络资源地址或云文件 ID（2.3.0）。如果 

controls 属性值为 false，则设置 poster 无效。

show-mute-btn boolean false 否 是否显示静音按钮。

title string - 否 视频的标题，全屏时在顶部展示。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dev/component/video.html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evelope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6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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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插件中，同样可以通过 VideoContext 调用方法来控制播放行为，可调用的方法参考 VideoContext 文档 。

VideoContext 实例，可通过 requirePlugin 获取。 

VideoContext 通过 id 跟一个 video 组件绑定，操作对应的 video 组件。

play-btn-position string bottom 否 播放按钮的位置。

enable-play-gesture boolean false 否 是否开启播放手势，即双击切换播放/暂停。

auto-pause-if-

navigate
boolean true 否 当跳转到其它小程序页面时，是否自动暂停本页面的视频。

auto-pause-if-open-

native
boolean true 否 当跳转到其它微信原生页面时，是否自动暂停本页面的视频.

vslide-gesture boolean false 否
在非全屏模式下，是否开启亮度与音量调节手势（同 page-

gesture）。

vslide-gesture-in-

fullscreen
boolean true 否 在全屏模式下，是否开启亮度与音量调节手势。

bindplay eventhandle - 否 当开始/继续播放时触发 play 事件。

bindpause eventhandle - 否 当暂停播放时触发 pause 事件。

bindended eventhandle - 否 当播放到末尾时触发 ended 事件。

bindtimeupdate eventhandle - 否
播放进度变化时触发，event.detail = {currentTime, 

duration} 。触发频率250ms一次。

bindfullscreenchange eventhandle - 否
视频进入和退出全屏时触发，event.detail = {fullScreen, 

direction}，direction 有效值为 vertical 或 horizontal。

bindwaiting eventhandle - 否 视频出现缓冲时触发。

binderror eventhandle - 否 视频播放出错时触发。

bindprogress eventhandle - 否
加载进度变化时触发，只支持一段加载。event.detail = 

{buffered}，百分比。

const plugin = requirePlugin "custom_plugin_name"

const ctx = plugin getContext "video_id"

ctx playbackRate 1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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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使用时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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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件。

当您在子应用上使用短视频播放器插件功能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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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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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dev/api/media/video/VideoContext.htm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283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6035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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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防止视频流量和存储空间被盗用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1 12:38:58

UGC（用户生产内容）和 PGC（专业生产内容）是视频行业中常见的两类场景，可以由视频分享者自由上传和分享视频内容。

然而，第三方的视频平台，可能会冒充 App 的普通用户，上传自有视频，然后将视频的播放 URL 放在自己的平台上播放。这样，他们就能“寄生”于开发者的

平台，享受“免费”的视频存储和加速播放。因为开发者的视频平台被当做了他人视频的温床，我们称之为“视频床”。

寄生者产生的所有存储和播放带宽流量上的费用，全部需要 App 开发者来承担，是一项严重的经济损失。

UGC（或 PGC）的视频平台，与内容提供方、内容消费方和云点播的交互方式如下（第1步 - 3步，可参考 客户端上传 ）：

1. App 后台对内容提供方进行鉴权，鉴权通过后派发视频上传签名。

2. 内容提供方执行上传，把分享的内容上传到云点播。

3. 云点播将成功上传的视频 fileId 及播放 URL 等相关信息通知到 App 后台。

4. 内容消费方向 App 后台请求视频的播放 URL。

5. 内容消费方通过播放 URL，从云点播加速播放视频。

视频床问题产生的原因

UGC 和 PGC 平台的一般交互方式

说明：

图中箭头方向是指网络请求方向。

恶意用户如何实现视频床

说明：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9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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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的第三方视频平台，会冒充开发者 App 平台的普通用户：

恶意用户寻找猎物作为视频床的根本目的，是盗用他人的 CDN 带宽资源（附带也占用了存储资源）。恶意用户有机可乘的核心原因在于：

面对视频床问题以上的核心原因，关键在于：

下面，将分别介绍如何限制视频 URL 的播放和获取。

云点播的 Key 防盗链  提供了限制 URL 允许播放终端数的能力，防止一个视频 URL 被传播给任意多个客户终端播放。

为了实现对视频播放 URL 的控制，开发者需要在控制台开启防盗链，并且在第4步中，App 后台需要按照 Key 防盗链生成规则（参考“视频播放地址最多可播

放 IP 数”的 示例 ）生成防盗链，限制 URL 的有效时间和允许播放的 IP 数。

若仅限制视频的加速播放，视频床的防范是不完整的：在第4步中，恶意平台能对同一视频请求大量不同的防盗链 URL，然后为自己平台的用户分发各不相同的 

URL，绕开 IP 播放数量的限制。

因此，App 后台需要识别第4步中的用户身份，对同一用户在指定时间内获取某一视频播放 URL 的次数进行频控，防止恶意用户短时间内获取视频的大量播放地

址。

图中箭头方向是指网络请求方向。

首先，以视频提供方的身份，将自有视频上传到云点播中（第1步和第2步）。

然后，再以消费者的身份，从 App 平台获取视频的播放地址（第4步）。

最后，恶意平台自己的用户，可以获取到这些播放地址（第4步），并通过云点播加速播放这些视频（第5步）。

导致问题的核心原因

第4步：恶意平台能无限制地从 App 快速获取视频的播放 URL，存储并分发给自己的消费用户。

第5步：恶意平台的消费用户获取视频的播放 URL 后，能够无限制地加速播放视频。

视频床防范方案

防止第4步中的无限制获取视频播放 URL。

防止第5步中的无限制加速播放视频。

限制视频 URL 的播放

限制视频 URL 的获取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04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047#.E7.A4.BA.E4.BE.8B2.EF.BC.9A.E8.A7.86.E9.A2.91.E6.92.AD.E6.94.BE.E5.9C.B0.E5.9D.80.E6.9C.80.E5.A4.9A.E5.8F.AF.E6.92.AD.E6.94.BE-ip-.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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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测试生成的防盗链
最近更新时间：2021-11-09 11:20:04

云点播提供了 防盗链  功能，开发者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视频播放 URL 使用的域名合理设置防盗链，实现对用户视频播放行为的控制。

然而，不经测试就对使用中的域名设置防盗链有以下风险：

例如，开发者希望对视频播放 URL 的有效期进行控制，就需要启用 KEY 防盗链 ：

因此，开发者为域名设置防盗链前应当先测试，确认符合预期后再执行变更操作。并且，开发者终端测试防盗链的同时，不能影响现网用户（即保证防盗链测试对

现网安全）。

云点播为开发者提供了安全测试防盗链的解决方案。

为了便于说明方案，下面介绍一些会涉及的术语：

通常情况下，现网用户从业务的正式 App 后台获取视频的播放 URL，测试客户端从业务的测试 App 后台获取视频播放 URL，两处获得的 URL 中的域名相同

（都是点播默认域名）。当对防盗链测试时，不能直接变更点播默认域名，否则现网用户将受到影响。

为了避免防盗链测试影响现网用户，云点播提供了一个“预置点播测试域名”，与现网中使用的点播默认域名隔离。开发者测试防盗链时，仅操作测试域名的防盗

链配置。

云点播还提供了一个“测试域名代理”（IP 为 122.152.250.73 ），开发者只需要修改测试客户端的 HOST 表，将点播默认域名解析到这个代理上，测试客户

端的视频播放请求，将经过代理转发到测试域名（下图中的红色路径），而现网用户的播放请求仍然通过正式域名获取视频内容（下图中的黑色路径）。

简介

可能导致现网用户播放失败。

可能未达到播放控制的效果。

如果生成的防盗链中签名参数 sign 计算错误，启用防盗链可能导致现网所有视频播放失败。

如果生成的防盗链中过期时间参数 t 过大，启用防盗链后视频播放 URL 不会在预期的时间失效。

实现安全的防盗链测试

术语说明

点播默认域名：现网环境中，用户播放点播视频使用的正式域名。“预置点播域名”和“自定义域名”都能被设置成“点播默认域名”（设置方法请参见 自定

义域名 ）。

预置点播测试域名：一个用于开发者调试的测试域名（通常为 xxx-test.vod2.myqcloud.com ），不得用于现网环境，不能被设为默认域名。

正式 App 后台：业务的 App 后台服务，现网用户从这里获取视频的播放 URL。

测试 App 后台：业务测试环境中的 App 后台服务，测试客户端从这里获取视频的播放 URL。

方案细节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124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04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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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开发者可以自由修改测试域名的防盗链配置，以及测试 App 后台派发的视频播放 URL，而不必担心影响到现网用户。

开发者使用测试客户端和测试 App 后台，充分验证防盗链并确认无误后，可以依次执行以下步骤：

1. 将正式 App 后台派发视频播放 URL 的规则修改成与测试 App 后台一致。

2. 将点播默认域名的防盗链配置修改成和预置点播测试域名一致。

如此，点播默认域名的防盗链正式生效，经过测试验证的防盗链配置被应用到了现网。

下面，以用户开启 KEY 防盗链为例，介绍防盗链测试的操作步骤：

1. 预置点播测试域名开启防盗链。

2. 获取一个原始播放 URL。

3. 测试客户端仍然能够播放视频原始 URL。

4. 测试客户端修改 HOST 表。

5. 测试客户端不能再播放视频原始 URL。

6. 测试客户端能够播放带防盗链参数的 URL。

7. 正式 App 后台生成带防盗链参数的 URL。

8. 点播默认域名开启防盗链。

用户（例中 appid 为 125xxx655 ）登录云点播控制台，在 域名管理  将看到以下两种域名：

初始状态下，预置点播域名 125xxx655.vod2.myqcloud.com 为点播默认域名，并且没有开启 KEY 防盗链。

操作实例

背景

预置点播域名（ 125xxx655.vod2.myqcloud.com ）。

预置点播测试域名（ 125xxx655-test.vod2.myqcloud.com ）。

1. 预置点播测试域名开启防盗链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distribute-play/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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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预置点播测试域名（ 125xxx655-test.vod2.myqcloud.com ），单击设置，进入Key 防盗链，启用 Key 防盗链，并使用“生成 Key”生成一个防盗链 

Key。单击确定保存，等待配置生效。

视频的原始播放 URL，是指没有带 防盗链参数  的 URL 地址，可以从控制台 媒资管理  中获取。例子中使用的 URL 为：

https://125xxx655.vod2.myqcloud.com/ca7xxx655/cfbxxx349/PkxxxIA.mov 。

此时，测试客户端仍然可以直接通过视频原始播放 URL 播放视频，执行 curl 返回的 HTTP 状态码为200。

修改测试终端的 HOST 表（Windows 系统为 C:\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hosts ，Mac 系统为 /private/etc/hosts ），添加一条记录

``122.152.250.73 125xxx655.vod2.myqcloud.com`` ，然后保存。

修改后，执行 ``ping 125xxx655.vod2.myqcloud.com`` 检查 HOST 修改是否生效。

修改 HOST 表后，测试客户端使用视频原始播放 URL 将无法播放，检查 HTTP 状态码为 403 Forbidden。因为修改了 HOST 表，测试客户端发起的视频

播放请求，已经被映射到了预置点播测试域名，必须为视频播放 URL 带上正确的防盗链参数才能播放。

按照 Key 防盗链的 生成规则  生成带有防盗链参数的 URL，便能成功播放视频，地址为

https://125xxx655.vod2.myqcloud.com/ca7xxx655/cfbxxx349/PkxxxIA.mov?t=5bd6be00&sign=18cxxx9deb ，执行 ``curl`` 返回的 HTTP 状

态码为 200。

测试 App 后台按照防盗链生成规则，派发带有防盗链参数的 URL，并使用测试客户端进行验证。

测试环境验证后，业务正式 App 后台派发带防盗链参数的 URL，派发规则与测试 App 后台一致。

先在控制台打开点播预置测试域名的“Key 防盗链”，复制测试域名的防盗链 Key。然后打开点播默认域名的“Key 防盗链”，把测试域名的 Key 粘贴在“防

盗链 Key”文本框中，单击确定保存。

域名配置生效后，防盗链配置就会被应用到现网使用的点播默认域名，并正式生效。

2. 获取一个原始播放 URL

3. 测试客户端仍然能够播放视频原始 URL

4. 测试客户端修改 HOST 表

5. 测试客户端不能再播放视频原始 URL

6. 测试客户端能够播放带防盗链参数的 URL

7. 正式 App 后台生成带防盗链参数的 URL

8. 点播默认域名开启防盗链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047#.E9.98.B2.E7.9B.97.E9.93.BE.E5.8F.82.E6.95.B0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media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047#.E9.98.B2.E7.9B.97.E9.93.BE-url-.E7.94.9F.E6.88.90.E6.96.B9.E5.BC.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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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接收事件通知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4 18:14:21

本文以一个视频的上传、转码流程为例，向开发者展示云点播（VOD） 事件通知机制   的使用方法。

Demo 基于云函数（SCF） 搭建了一个 HTTP 服务，用于接收来自 VOD 的事件通知请求。该服务通过对 NewFileUpload（ 视频上传完成事件通知 ）和 

ProcedureStateChanged（ 任务流状态变更 ）的处理，实现发起视频转码和获取转码结果。

系统主要涉及四个组成部分：控制台、API 网关、云函数和云点播，其中 API 网关和云函数即是本 Demo 的部署对象，如下图所示： 

具体业务流程为：

1. 在控制台上传一个视频到 VOD。

2. VOD 后台发起 NewFileUpload 事件通知请求给 Demo。

3. Demo 解析事件通知内容，调用 VOD 的 ProcessMedia  接口对刚上传的视频发起转码，使用的转码模板为 系统预置模板  100010和100020。

4. VOD 完成转码任务后，发起 ProcedureStateChanged 事件通知请求给 Demo。

5. Demo 解析事件通知内容，将转码输出文件的 URL 打印到 SCF 日志中。

本文提供的云点播事件通知接收服务 Demo 是免费开源的，但在搭建和使用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以下费用：

使用须知

Demo 功能介绍

架构和流程

说明：

Demo 中的 SCF 代码使用 Python3.6 进行开发，此外 SCF 还支持 Python2.7、Node.js、Golang、PHP 和 Java 等多种编程语言，开发者可

以根据情况自由选择，具体请参考 SCF 开发指南 。

费用

购买腾讯云云服务器（CVM）用于执行服务部署脚本，详见 CVM 计费 。

使用 SCF 提供签名派发服务，详见 SCF 计费  和 SCF 免费额度 。

使用腾讯云 API 网关为 SCF 提供外网接口，详见 API 网关计费 。

消耗 VOD 存储用于存储上传的视频，详见 存储计费  和 存储资源包 。

消耗 VOD 转码时长用于对视频进行转码，详见 转码计费  和 转码资源包 。

避免影响生产环境

事件通知接收服务 Demo 的业务逻辑使用到 VOD 事件通知机制，因此部署过程中需要开发者配置事件通知地址。如果该账号已有基于 VOD 的生产环境，那么

变更事件通知地址可能造成业务异常。操作前请务必确认不会影响生产环境，如果您无法确定，请更换一个全新账号来部署 Demo。

快速部署事件通知接收服务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77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783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963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42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476#.E9.A2.84.E7.BD.AE.E8.BD.AC.E7.A0.81.E6.A8.A1.E6.9D.B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3/1106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218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3/1228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3/1228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3930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6#.E5.AA.92.E8.B5.84.E5.AD.98.E5.82.A8.3Cspan-id.3D.22media_storage.22.3E.3C.2Fspan.3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7#1.-.E5.AD.98.E5.82.A8.E8.B5.84.E6.BA.90.E5.8C.8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6#.E5.AA.92.E8.B5.84.E5.A4.84.E7.90.86.3Cspan-id.3D.22media_edit.22.3E.3C.2Fspan.3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7#3.-.E6.99.AE.E9.80.9A.E8.BD.AC.E7.A0.81.E5.8C.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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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 CVM 的方法请参见 操作指南 - 创建实例 。重装系统的方法请参见 操作指南 - 重装系统 。

登录 步骤1准备的 CVM （登录方法详见 操作指南 - 登录 Linux ），在远程终端输入以下命令并运行：

该命令将从 Github 下载 Demo 源码并自动执行安装脚本。安装过程需几分钟（具体取决于 CVM 网络状况），期间远程终端会打印如下示例的信息：

复制输出日志中的事件通知接收服务地址（示例中的 https://service-xxxxxxxx-125xxxxxxx.gz.apigw.tencentcs.com/release/callback ）。

步骤1：准备腾讯云 CVM

部署脚本需要运行在一台腾讯云 CVM 上，要求如下：

地域：任意。

机型：官网最低配置（1核1GB）即可。

公网：需要拥有公网 IP，带宽1Mbps或以上。

操作系统：官网公共镜像 Ubuntu Server 16.04.1 LTS 64位 或 Ubuntu Server 18.04.1 LTS 64位 。

注意：

事件通知接收服务 Demo 本身并不依赖于 CVM，仅使用 CVM 来执行部署脚本。

如果您没有符合上述条件的腾讯云 CVM，也可以在其它带外网的 Linux（如 CentOS、Debian 等）或 Mac 机器上执行部署脚本，但需根据操作

系统的区别修改脚本中的个别命令，具体修改方式请开发者自行搜索。

步骤2：开通云点播

请参考 快速入门 - 步骤1  开通云点播服务。

步骤3：获取 API 密钥和 APPID

事件通知接收服务 Demo 的部署和运行过程需要使用到开发者的 API 密钥（即 SecretId 和 SecretKey）和 APPID。

如果还未创建过密钥，请参见 创建密钥文档  生成新的 API 密钥；如果已创建过密钥，请参见 查看密钥文档  获取 API 密钥。

在控制台 账号信息  页面可以查看 APPID，如下图所示： 

步骤4：部署事件通知接收服务

ubuntu@VM-69-2-ubuntu:~$ export SECRET_ID=AKxxxxxxxxxxxxxxxxxxxxxxx  export SECRET_KEY=xxxxxxxxxxxxxxxxxxxxx exp; ;

说明：

请将命令中的 SECRET_ID、SECRET_KEY 和 APPID 赋值为 步骤3  中获取到的内容。

2020-06-05 17:16:08 开始检查npm。

2020-06-05 17:16:12 npm 安装成功。

2020-06-05 17:16:12 开始安装 ServerLess。

2020-06-05 17:16:13 serverless 安装成功。

2020-06-05 17:16:14 开始部署云点播事件通知接收服务。

2020-06-05 17:16:24 云点播事件通知接收服务部署完成。

2020-06-05 17:16:26 服务地址：https://service-xxxxxxxx-125xxxxxxx gz apigw tencentcs com/release/callback

[ ]

[ ]

[ ]

[ ]

[ ]

[ ]

[ ] . . . .

注意：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485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493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543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8757#.E6.AD.A5.E9.AA.A41.EF.BC.9A.E5.BC.80.E9.80.9A.E4.BA.91.E7.82.B9.E6.92.A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40488#.E5.88.9B.E5.BB.BA.E4.B8.BB.E8.B4.A6.E5.8F.B7-api-.E5.AF.86.E9.92.A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40488#.E6.9F.A5.E7.9C.8B.E4.B8.BB.E8.B4.A6.E5.8F.B7-api-.E5.AF.86.E9.92.A5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evelo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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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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回调设置后，再单击设置，回调模式选择“普通回调”，回调 URL 填写 步骤4  中获得的事件通知接收服务地址，回调事件全部勾选，然后

单击确定。如下图所示：

1. 按照 上传视频 - 本地上传步骤  的说明，上传一个测试视频到云点播，注意上传过程选择默认的“只上传，暂不进行视频处理”。上传完成后，在“已上

传”标签页可以看到该视频的状态为“处理中”，说明 Demo 接收到了 NewFileUpload 事件通知并发起了转码请求。

2. 等待视频处理完成（状态变为“正常”）后，单击快捷查看，在页面右侧可以看到该视频有两个转码视频。如下图所示：

如果输出日志中出现如下所示的警告，一般是由于 CVM 无法立即解析刚部署好的服务域名，可尝试忽略该警告。

2020-04-25 17:18:44 警告：事件通知接收服务测试不通过。[ ]

步骤5：配置事件通知地址

注意：

如 避免影响生产环境  一节所述，操作之前请先确认您的线上业务不依赖于 VOD 事件通知。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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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6：测试 Demo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2841#.E6.9C.AC.E5.9C.B0.E4.B8.8A.E4.BC.A0.E6.AD.A5.E9.AA.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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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登录 SCF 控制台  > 函数服务，单击对应函数名进入“函数管理”页，左侧导航栏选择日志查询来查看 SCF 日志记录，在最新的一条日志中，可以看到两个

转码文件的 URL 已经打印出来，在实际应用场景中，开发者可以通过 SCF 将 URL 记录在自己的数据库，或者通过其它渠道发布给观众。

1. main_handler() 为入口函数。

2. 调用 parse_conf_file() ，从 config.json 文件中读取配置信息。配置项说明如下：

说明：

SCF 日志可能会有些许延迟，如果在页面上没有看到日志，请耐心等待一两分钟，然后单击重置刷新。

系统设计说明

接口协议

事件通知接收云函数通过 API 网关对外提供接口，具体接口协议请参考文档 视频上传完成事件通知  和 任务流状态变更 。

事件通知接收服务代码解读

字段 数据类型 功能

secret_id String API 密钥

secret_key String API 密钥

region String 云 API 请求地域，对于 VOD 可随意填写

definitions Array of Integer 转码模板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cf/list-detail?rid=1&ns=vod_demo&id=callback&menu=log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783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9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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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针对 NewFileUpload 类型的事件通知，调用 deal_new_file_event() 解析请求，从中取出新上传视频的 FileId：

4. 调用 trans_media() 发起转码，输出云 API 的回包到 SCF 日志，并回包给 VOD 的事件通知服务：

5. 在 trans_media() 中，调用云 API SDK 发起 ProcessMedia  请求：

6. 针对 ProcedureStateChanged 类型的事件通知，调用 deal_procedure_event() 解析请求，从中取出转码输出视频的 URL 并打印到 SCF 日志：

subappid Integer 事件通知是否来自 云点播子应用

        if event_type == "NewFileUpload":

            fileid = deal_new_file_event body

            if fileid is None:

                return ERR_RETURN

( )

            rsp = trans_media configuration  fileid

            if rsp is None:

                return ERR_RETURN

            print rsp

( , )

( )

     cred = credential Credential conf "secret_id"  conf "secret_key"

     client = vod_client VodClient cred  conf "region"

     method = getattr models  API_NAME + "Request"

     req = method

     req from_json_string json dumps params

     method = getattr client  API_NAME

     rsp = method req

     return rs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if event_type == "ProcedureStateChanged":

            rsp = deal_procedure_event body

            if rsp is None:

                return ERR_RETURN

(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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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行源站迁移
最近更新时间：2021-08-02 18:41:11

VOD Migrate Tool 是一个集成了数据迁移功能的一体化工具。通过编写简单的配置文件，用户可以将源地址媒体文件快速迁移至 VOD 中。

支持 Windows、Linux 和 macOS 系统。

您可以通过 pip 安装方式将 SDK 安装到您的项目中，如果您的项目环境尚未安装 pip，请详细参见 pip 官网安装。

源码下载地址： 单击此处 。

下载最新代码，解压后：

执行命令：

配置文件采用 toml 格式（参考： config_template.toml ，请确保文件为 UTF-8 编码），内容可以分为以下几部分：

简介

支持的数据源

本地文件夹

URL 列表

腾讯云 COS

AWS S3

阿里云 OSS

七牛云 对象存储

使用环境

系统环境

软件依赖

Python 2.7/3.4+。

最新版本的 pip。

安装

通过 Pip 安装（推荐）

pip install vodmigrate

通过源码包安装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vod-migrate.git

cd vod-migrate

python setup py install.

使用示例

vodmigrate config toml.

说明：

迁移完成后，结果将输出到配置项“migrateResultOutputPath”对应的目录，文件名为：vod_migrate_result.txt。

配置文件说明

1. 配置迁移类型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vod-migrate.git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vod-migrate/blob/master/test/config_template.to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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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表示迁移类型，用户根据迁移需求填写对应的标识。例如，需要将本地数据迁移至 VOD，则 migrateType 的配置内容是 type=migrateLocal 。

目前支持的迁移类型如下：

用户根据实际的迁移需求进行相关配置，主要包括迁移至 VOD 信息配置及迁移任务相关配置。

文件类型说明：

migrateType

type="migrateLocal"

[ ]

migrateType 描述

migrateLocal 从本地迁移至 VOD

migrateUrl 下载 URL 迁移到 VOD

migrateCos 从 腾讯云 COS 迁移至 VOD

migrateAws 从 AWS S3 迁移至 VOD

migrateAli 从阿里云 OSS 迁移至 VOD

migrateQiniu 从七牛云存储迁移至 VOD

2. 配置迁移任务

# 迁移工具公共配置

common

secretId = "SECRETID"

secretKey = "SECRETKEY"

region = 'REGION'

subAppId = 0

concurrency = 5

supportMediaClassification =  'video', 'audio', 'image' 

excludeMediaType =   

migrateDbStoragePath = ''

migrateResultOutputPath = ''

[ ]

[ ]

[ ]

名称 描述

secretId
用户密钥 SecretId，请将 SECRETID 替换为您的真实密钥信息。可前往 访问管理控制台  中的云 API 密钥页面查

看获取。

secretKey
用户密钥 SecretKey，请将 SECRETKEY 替换为您的真实密钥信息。可前往 访问管理控制台  中的云 API 密钥页

面查看获取。

region 接入点地域，即请求到哪个地域的云点播服务器，不同于存储地域，具体参考支持的 地域列表 。

subAppId 点播 子应用  ID。如果需要将文件迁移到子应用，则将该字段填写为子应用 ID；否则无需填写该字段。

concurrency 并发迁移文件的数量，最大值50。

supportMediaClassification 支持迁移的媒体类型列表：video（视频），audio（音频），image（图像）。

excludeMediaType 需要排除的文件类型列表。

migrateDbStoragePath 迁移 db 保存路径，为空表示当前目录。

migrateResultOutputPath 迁移结果保存路径（一条迁移记录对应一行 json 格式字符串），为空表示当前目录。

视频：MP4、TS、FLV、WMV、ASF、RM、RMVB、MPG、MPEG、3GP、MOV、WEBM、MKV、AVI，不支持 HLS、DASH。

音频：MP3、M4A、FLAC、OGG、WAV。

图像：JPG、JPEG、PNG、GIF、BMP、TIFF、AI、CDR、EPS。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capi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capi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1756#.E5.9C.B0.E5.9F.9F.E5.88.97.E8.A1.A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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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migrateType 的迁移类型配置相应的分节。例如 migrateType 的配置内容是 type=migrateLocal ，则用户只需配置 migrateLocal 分节即可。

若从本地迁移至 VOD，则进行该部分配置，具体配置项及说明如下：

若从指定 URL 列表迁移至 VOD，则进行该部分配置，具体配置项及说明如下：

若从腾讯云 COS 迁移至 VOD，则进行该部分配置，具体配置项及说明如下：

3. 配置数据源信息

3.1 配置本地数据源 migrateLocal

# 从本地迁移到 VOD 配置分节

migrateLocal

localPath = ''

excludes =  

[ ]

[ ]

配置项 描述

localPath 本地路径，要求格式为绝对路径。

excludes 要排除的目录的绝对路径，表示将 localPath 下面某些目录下文件不进行迁移。

3.2 配置 URL 列表数据源 migrateUrl

# 从 URL 列表下载迁移到 VOD 配置分节

migrateUrl

urllistPath = 'D:\folder\urllist.txt'

[ ]

配置项 描述

urllistPath 存储 URL 列表的文件绝对路径。文件的内容为 URL 文本，一行一条 URL 原始地址。

说明：

如需迁移本地大型文件至云点播，建议使用 pullUpload  接口拉取。

3.3 配置 COS 数据源 migrateCos

# 从腾讯云 COS 迁移至 VOD 配置分节

migrateCos

region = 'ap-shanghai'

bucket = 'examplebucket-1250000000'

secretId = 'COS_SECRETID'

secretKey = 'COS_SECRETKEY'

prefix = ''

[ ]

配置项 描述

region Bucket 的 Region 信息，请参照 可用地域 。

bucket
Bucket 的名称，命名格式为 <BucketName-APPID> ，即 Bucket 名必须包含 APPID，例如 examplebucket-

1250000000。

secretId Bucket 隶属的用户密钥 SecretId，可在 云 API 密钥  查看。

secretKey Bucket 隶属的用户密钥 secret_key，可在 云 API 密钥  查看。

prefix 要迁移路径的前缀，如果是迁移 Bucket 下所有的数据，则 prefix 为空。

3.4 配置 AWS 数据源 migrateAw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557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6224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capi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c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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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从 AWS 迁移至 VOD，则进行该部分配置，具体配置项及说明如下：

若从阿里云 OSS 迁移至 VOD，则进行该部分配置，具体配置项及说明如下：

若从七牛迁移至 VOD，则进行该部分配置，具体配置项及说明如下：

# 从 AWS 迁移到 VOD 配置分节

migrateAws

region = 'ap-northeast-2'

bucket = 'bucket-aws'

accessKeyId = 'AccessKeyId'

accessKeySecret = 'AccessKeySecret'

prefix = ''

[ ]

配置项 描述

region AWS 对象存储 Region

bucket AWS 对象存储 Bucket 名称

accessKeyId 将 AccessKeyId 替换为用户的密钥

accessKeySecret 将 AccessKeySecret 替换为用户的密钥

prefix 要迁移的路径的前缀，如果是迁移 Bucket 下所有的数据，则 prefix 为空

3.5 配置阿里 OSS 数据源 migrateAli

# 从阿里 OSS 迁移到 VOD 配置分节

migrateAli

bucket = 'bucket-aliyun'

accessKeyId = 'yourAccessKeyId'

accessKeySecret = 'yourAccessKeySecret'

endPoint = 'oss-cn-hangzhou.aliyuncs.com'

prefix = ''

[ ]

配置项 描述

bucket 阿里云 OSS Bucket 名称。

accessKeyId 将 yourAccessKeyId 替换为用户的密钥。

accessKeySecret 将 yourAccessKeySecret 替换为用户的密钥。

endPoint 阿里云 endpoint 地址。

prefix 要迁移路径的前缀，如果是迁移 Bucket 下所有的数据, 则 prefix 为空。

3.6 配置七牛数据源 migrateQiniu

# 从七牛迁移到 VOD 配置分节

migrateQiniu

bucket = 'bucket-qiniu'

accessKeyId = 'AccessKey'

accessKeySecret = 'SecretKey'

endPoint = 'www.bkt.clouddn.com'

prefix = ''

[ ]

配置项 描述

bucket 七牛对象存储 Bucket 名称。

accessKeyId 将 AccessKey 替换为用户的密钥。



云点播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61 共87页

1. 读取配置文件，根据迁移 type，读取相应的配置分节，并执行参数的检查。

2. 根据指定的迁移类型，扫描源站，生成迁移任务。

3. 扫描完成后，执行迁移，并打印每个任务的结果及整体进度。

4. 迁移完成后，将详细信息输出到结果文件。

accessKeySecret 将 SecretKey 替换为用户的密钥。

endPoint 七牛下载地址，对应 downloadDomain。

prefix 要迁移路径的前缀，如果是迁移 Bucket 下所有的数据，则 prefix 为空。

限制说明

该工具定位为一次性的迁移工具。迁移分为源站文件扫描、迁移中、迁移完成三个阶段。文件扫描完成后，如果配置需变更，这时候需将 db 文件清空（删除 

migrate.db 或者修改 db 存储路径），以规避配置文件 md5 校验报错。

迁移的文件必须显示的带后缀。

暂不支持 HLS/DASH 迁移。

迁移后无法维持原视频的目录关系、每个视频都是独立的 FileId，相互无关联。

迁移流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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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录制

如何将直播视频录制到云点播并进行处理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0 18:05:41

直播录制方案将直播原始流经过转音视频封装（不修改音频、视频数据以及对应的时间戳等信息）得到的文件存储到腾讯云点播平台，并对录制文件进行二次制

作、分发播放的标准解决方案。更多详情可参见 直播录制解决方案 。

使用录制功能需要先创建录制模板，直播录制功能的配置均保存在录制模板中。通过创建不同配置的录制模板，可以实现不同格式、不同录制文件时长等效果。

1.1 进入 云直播控制台  ，选择功能配置 > 直播录制 。

1.2 单击创建模板，选择需要的录制文件类型（至少选择一种格式）。更多配置项描述请参见 创建模板 。

1.3 单击保存即可成功创建模板。

云直播根据不同的场景，提供了以下几种调用直播录制功能的方案：

通过 云直播控制台  或者调用 API，将直播录制模板绑定到推流域名，只要通过该域名推流就会自动进行录制。

1.1 在创建录制模板成功后，将有弹框提醒您 绑定域名 ，单击去绑定域名并选择推流域名即可。 

产品特性

基于腾讯云直播能力，能快速将直播流内容进行录制并存储至云平台并进行二次制作和分发。

基于腾讯云领先的音视频 AI 技术及全球海量直播加速节点，为您提供专业、稳定的直播推流、转码、分发及播放服务，全面满足超低延迟、超高画质、超大并

发访问量的要求。

基于直播录制服务，能快速将您的直播活动传播到各种应用场景和 App 中。

适用于多种行业场景，如企业直播、电商直播、教育直播等。适用于多种分发方案，如微信小程序、腾讯视频等。

前提条件

注册  并 登录  腾讯云账号，并且完成账号实名认证。

已开通腾讯云直播和云点播服务。若未开通，请前往开通 云直播服务  和 云点播服务 。

实践步骤

步骤1：创建录制模板

通过控制台创建：

通过 API 创建： 

调用 CreateLiveRecordTemplate  接口创建录制模板，模板创建成功后会返回对应的模板 ID。

步骤2：选择录制方案

方案一：指定域名全局录制

适用场景：秀场直播、电商直播、在线课堂、视频监控等全录制场景。

操作流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58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live/config/record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live/config/recor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7/20384#.E5.88.9B.E5.BB.BA.E5.BD.95.E5.88.B6.E6.A8.A1.E6.9D.BF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live/config/record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live/config/record
https://cloud.tencent.com/register?&s_url=https%3A%2F%2Fcloud.tencent.com%2F
https://cloud.tencent.com/login?s_url=https%3A%2F%2Fcloud.tencent.com%2F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live/livestat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overview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7/3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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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 域名管理 中，单击您的 直播推流域名  将会跳转到推流详情页，选择模板配置 > 录制配置，单击编辑即可绑定您的推流域名。详情请参见 关联录制模

板 。

1.3 通过 CreateLiveRecordRule  接口传入录制模板的模板 ID 和推流域名，即可完成录制模板绑定推流域名。

通过 API 将直播录制模板绑定到某个指定的直播流，从而实现录制某个直播流。

您可以通过调用 API 控制录制的开始与结束时间，在指定的时间内触发录制任务进行录制。

1. 最简单的情况，只需填写指定的 StreamName、DomainName、AppName 和 EndTime 参数。 

例如：创建了2020年08月10日早上08点到10点的录制任务，格式为 FLV，视频录制，分片间隔30分钟，永久存储。 

输入示例：

2. 您还可以指定具体录制格式、录制类型以及存储参数等。

例如：创建了2020年08月10日早上08点到10点的录制任务，格式为 MP4，分片间隔1小时，永久存储。

3. 调用 CreateLiveRecordTemplate  ，先创建录制模板。 

 输入示例：

方案二：指定单个流录制

适用场景：活动直播、展会直播、赛事直播、连麦直播等单个活动特殊录制场景。

操作流程：通过 CreateLiveRecordRule  接口创建录制规则，传入录制模板的模板 ID 和需要绑定的域名、路径和流名称 StreamName（需精准匹

配），即可完成录制模板绑定指定直播流。

方案三：按指定时间段录制

适用场景：新闻直播、活动直播等有直播流程比较明确的录制场景。

操作流程：通过 CreateRecordTask  接口创建录制任务，指定录制模板的模板 ID 和需要绑定的域名、路径和流名称 StreamName（需精准匹配），设

置需要进行录制的开始和结束时间，则到达开始时间时即开始录制。

录制示例：

https://live tencentcloudapi com/?Action=CreateRecordTask&AppName=live&DomainName=mytest live push com&StreamNam. . . . .

https://live tencentcloudapi com/?Action=CreateLiveRecordTemplate&TemplateName=templat&Description=test&Mp4Param E. . .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live/domainmanag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live/domainmanag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7/3525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7/3261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7/3261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7/3261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7/45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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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出示例：

4. 调用 CreateRecordTask ，创建录制任务。 

 输入示例：

在直播过程中碰到精彩画面，可以通过调用 API 实时进行直播录制。

若推流为纯音频，您可以配置 AAC 纯音频录制。

根据 步骤2  将录制模板绑定推流域名后，通过该推流域名生成对应的推流地址并进行 直播推流 。

当直播结束后，录制生成的文件会存储到 云点播  平台。

支持通过以下方式可查询、获取录制文件：

"Response": "RequestId": "839d12da-95a9-43b2-a9a0-03366d01b532" "TemplateId": 17016{ { , }}

https://live tencentcloudapi com/?Action=CreateRecordTask&StreamName=livetest&AppName=live&DomainName=mytest liv. . .

方案四：精彩片段录制（支持录制混流直播）

适用场景：赛事直播、游戏直播等只需要录制部分片段的场景（或者通过全局录制后再进行剪辑）。

操作流程：通过 CreateRecordTask  接口创建录制任务，指定录制模板的模板 ID 和需要绑定的域名、路径和流名称 StreamName（需精准匹配），设

置需要进行录制的结束时间，创建成功后即开始录制任务。

录制示例：

https://live tencentcloudapi com/?Action=CreateRecordTask&StreamName=test&AppName=live&DomainName=mytest live pu. . . .

方案五：录制纯音频

适用场景：音频直播、音频连麦等场景。

操作流程：创建录制模板时，选择录制文件类型为 ACC 纯音频录制，并关联对应的推流地址即可。

注意：

创建绑定规则后约5分钟 - 10分钟生效，绑定规则的修改不影响正在推流的直播，只对新推的直播流生效。

步骤3：开始直播推流

说明：

若录制模板中选择录制至子应用，则存储到对应子应用下。

若需要回调录制文件地址信息，需要在推流前创建回调模板，填写录制回调地址后保存，并绑定需要回调的推流域名，详情请参见 录制事件通知 。

步骤4：获取录制文件

通过录制回调获取：在直播推流前配置好回调模板（模板需要 配置录制回调地址 ），生成录制文件时会通过回调将文件发给回调服务器。更多详情请参见 录

制事件通知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7/4598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7/32732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overview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7/4598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7/47026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live/config/callback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7/47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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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直播推流录制前先创建录制模板，单击高级配置进行任务流的配置。

1.2 绑定预先在云点播控制台创建的任务流模板。

通过云点播控制台获取：在 云点播控制台  进行查询，具体请参见 查看视频 。

通过云点播 API 获取：调用 SearchMedia  接口进行文件查询。

步骤5：处理录制文件

方案一：直播录制 + 自动转码 + 视频加速播放

适用场景：直播录制后快速将录制文件自动进行转码和视频加速，供用户进行点播播放，适用于大部分不需要视频二次加工的直播场景。

操作流程：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media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645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1813


云点播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66 共87页

1.3 客户进行直播推流，具体可参见 直播推流 。

1.4 直播录制完成后，获取点播 FileId。 

   

1.5 获取播放地址进行播放。

1.1 客户进行直播推流，具体可参见 直播推流 。

1.2 文件自动录制到点播。

1.3 获取点播 FileId。

1.4 配置转码模板，或者任务流进行手动转码，具体可参见 模板设置 。 

方案二：直播录制 + 手动转码 + 视频加速播放

适用场景：部分用户希望将直播录制的视频仅先存储到点播，且先不进行后续的转码操作，则可在新建录制到点播时，不添加其他操作。如果后续希望对视频

进行转码，则可进行手动触发转码操作。同时，可配合点播云剪辑功能进行使用，效果更佳。

操作流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7/3273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7/3273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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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客户可择需进行视频二次剪辑。

1.6 转码和处理完成后获取视频地址进行后续播放。

1.1 客户进行直播推流，具体可参见 直播推流 。

1.2 文件自动录制到点播。

1.3 获取点播 FileId。

1.4 配置任务流转出自适应码流，具体可参见 任务流设置 。 

1.5 设置播放器配置，选择所创建的用于播放的自适应码流。

1.6 通过 FileId 进行视频的播放。

方案三：直播录制 + 自适应码流 + 视频加速 + 播放器

适用场景：部分用户对视频安全有极高的诉求，普调的 HLS 加密无法满足加密诉求，通过自适应和播放器 SDK 的组合使用，可以有效完成视频安全升级，

对在线教育、企业培训类客户场景适配度很高。

操作流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7/3273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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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直播过程中实现回看功能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1 17:54:11

时移回看依托直播录制能力，结合直播时移和点播的加速分发，实现在直播过程中进行回看的功能，用户可以实时选择从开播后的某个过往时间点开始进行回看，

从而达到播放之前直播内容的效果。常用于赛事直播中的精彩片段回看，用户可以直接拖动进度条，进行回看，而不必等到直播结束，回看过程中直播流保持不

变，用户可以在回看过程中切回直播。

1. 进入 云点播控制台 ，单击立即开通。

2. 勾选开通服务协议，单击确定即可成功开通云点播服务，并访问云点播控制台。

您需要添加用于时移播放的云点播域名，具体操作如下：

1. 在 云点播控制台  > 应用管理，单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列表页后，单击左侧导航栏里分发播放管理 > 域名管理。

2. 单击添加域名并填写已备案的云点播域名，具体操作请参见 分发播放设置 。

3. 完成新增域名 CNAME 配置操作，具体请参见 CNAME 配置 快速添加域名解析 。

1. 进入 云直播控制台 ，单击功能配置 > 直播录制 。

2. 单击创建模板，具体操作请参见 录制模板配置 。

功能特性

允许指定回看的相对时移时长（即回看的时间起点与当前的时间差）。

当直播流使用多码率录制时，允许指定码率的视频流。

前提条件

注册  并 登录  腾讯云账号，并且完成账号实名认证。

已开通腾讯云直播服务，并添加 推流域名 。

注意事项

使用时移回看功能的前提是目标直播流开启了 时移回看  功能。

相对时移时长当前最小为90秒，即回看的内容相较直播内容有90秒以上的延迟。

开启时移功能需要使用直播录制功能，会产生点播 存储费用  和视频播放的 流量费用 。

实践步骤

步骤1：开通云点播服务

步骤2：添加时移播放域名

步骤3：关联录制模板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overview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overview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37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02/3446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live/config/record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live/config/recor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7/20384
https://cloud.tencent.com/register?&s_url=https%3A%2F%2Fcloud.tencent.com%2F
https://cloud.tencent.com/login?s_url=https%3A%2F%2Fcloud.tencent.com%2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7/2038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6#.E5.AA.92.E4.BD.93.E5.AD.98.E5.82.A8.5B.5D(id.3Amedia_storag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6#.E5.8A.A0.E9.80.9F.E6.9C.8D.E5.8A.A1.5B.5D(id.3Aspeed)


云点播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69 共87页

3. 将录制模板关联到所需配置的推流域名，具体操作请参见 录制配置 。

您可 提交工单 ，并选择问题所属产品为“云直播”，提出开通时移服务申请要求，并提供以下参数：

注意：

选择录制文件类型为 HLS 格式，开启 HLS 录制。

自定义文件存储时长，且该时长不得短于 时移时长 。

步骤4：开通时移服务

步骤2  中已添加的云点播 时移播放域名 。

步骤3  中的录制模板 ID。

自定义时移时长 timeshift_dur ，单位：秒。

说明：

时移时长：指时移可以看多长时间的内容（目前最长可配置时移7天内的内容）。

此项并不保证绝对精准，按需求配置的前提下，建议多加一小段时间。

假设配置为7200（2小时）：表示当前可请求2小时前到现在的时移内容（即 delay 相对时移时长可为90s - 2小时）；时移超过2小时前的内容，

即使有直播内容，也会返回 HTTP 404 。

播放请求

请求 URL 格式

http:// Domain /timeshift/ AppName / StreamName /timeshift m3u8?delay=xxx[ ] [ ] [ ] .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Domain] 您注册的时移服务访问域名，即您在云点播控制台上添加的 时移播放域名。

timeshift 固定字段，无须修改。

[AppName] 应用名称，若您的应用名称是 live ，则填 live。

[StreamName] 流名称，填您请求对应的流名称。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7/35251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level1_id=29&level2_id=39&source=0&data_title=%E4%BA%91%E7%9B%B4%E6%92%AD%20%20CSS&ste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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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当前时移域名为 testtimeshift.com  ，时移应用名称为 live  ，流名称为 SLPUrIFzGPE  ，若您需要时移该地址5分钟前的直播内容，则请求 URL 如

下：

http://testtimeshift.com/timeshift/live/SLPUrIFzGPE/timeshift.m3u8?delay=300

timeshift.m3u8 固定字段，无须修改。

delay 表示相对时移时长，单位秒。目前该值小于90，后台可调整成90。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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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录制相关管理规定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10 09:17:41

第十三条：网络表演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内部巡查监督管理制度，对网络表演进行实时监管。网络表演经营单位应当记录全部网络表演视频资料并妥善保存，资料保

存时间不得少于60日，并在有关部门依法查询时予以提供。

网络表演经营单位向公众提供的非实时的网络表演音视频（包括用户上传的），应当严格实行先自审后上线。

相关法律法规详细信息可前往 网络表演经营活动管理办法  查看。

第二十条：通过网络社交、网络直播等网络服务开展网络交易活动的网络交易经营者，应当以显著方式展示商品或者服务及其实际经营主体、售后服务等信息，或

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

网络直播服务提供者对网络交易活动的直播视频保存时间自直播结束之日起不少于三年。

相关法律法规详细信息可前往 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查看。

根据上述办法规定，在使用云直播服务时，建议根据国家规定开通直播录制服务并保存录制内容相应时长。

依据《网络表演经营活动管理办法》规定

依据《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规定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7/content_5213209.htm
https://gkml.samr.gov.cn/nsjg/fgs/202103/t20210315_3269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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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点播视频转为类直播效果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3 18:09:22

伪直播依托于点播的播放控制能力，将点播文件增加“限制观看时间”和“同步观看进度”两种访问控制的功能，使点播文件达成类直播效果，用户可以首先生成

点播文件，在指定的直播时间使用点播文件进行类直播分发，有效的降低直播的风险与成本。

伪直播本质上是点播，因此并不具备标准直播的一些能力，例如：

限制允许观看的时间：视频入口可以提前分发给观众，在伪直播开始之前或结束之后，观众都无法观看；只有在伪直播“进行”过程中才能够观看。

同步观看进度：在伪直播“进行”过程中，所有观众的观看进度都是同步的（存在分钟级别的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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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音视频管理页面，单击上传音视频。 

功能特性

特性 说明

开发成本低
如果选择将点播视频转为标准的直播进行分发，那么用户需要将视频经由 OBS 软件推流到直播平台，并对接整套直播系

统，开发成本高。相比之下，伪直播都在云点播内部实现，用户只需要启用转码和防盗链功能即可。

违规风险低
使用伪直播能力，用户可以提前对自己的点播文件进行审核和编辑，有效规避直播过程中可能涉及的违规风险，规避不合

规内容，提升直播质量。

创建简单灵活
没有直播房间的概念，任何视频都可以随时生成伪直播。

没有并发数限制，可以指定好开播时间并预先分发观看链接。

应用场景

主要应用于视频需要提前录制完毕，按照预定的时间安排让用户同步观看。用户可以提前获取到观看入口，但在预定时间点开始之前无法观看到视频。

伪直播进行过程中无法快进，常见于在线教学视频、直播晚会和广电等行业。

使用说明

使用限制

不支持对“一场”伪直播进行数据统计。

无法感知“一场”伪直播的开始和结束。

不支持对正在进行的伪直播做暂停/终止等操作。

不支持对已分发出去的伪直播链接进行禁用。

不支持动态改变视频内容（例如实时转码、打水印等）。

名词解释

前提条件

注册  并 登录  腾讯云账号，并且完成账号实名认证。

已开通腾讯云直播和云点播服务。若未开通，请前往开通 云直播服务  和 云点播服务 。

进行直播录制，详情请参见 直播录制转点播 。

实践步骤

步骤1：上传视频到云点播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https://cloud.tencent.com/register?&s_url=https%3A%2F%2Fcloud.tencent.com%2F
https://cloud.tencent.com/login?s_url=https%3A%2F%2Fcloud.tencent.com%2F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live/livestat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overview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5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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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根据业务情况选择合适的方法将视频文件上传到云点播，更多上传方式可参见 媒体上传综述  和 直播录制转点播 。

1. 使用伪直播必须基于 HLS 格式，您可以按照 转码任务发起  的说明将已上传的视频转码为 HLS（具体的 转码模板  请根据业务进行选择）。

2. 转码完成后，在控制台音视频管理页面 查看  HLS 的 URL，或者通过接收 事件通知  的方式获取 HLS 的 URL。

1. 使用伪直播必须开启防盗链，请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的应用管理内单击目标应用名称，选择分发播放设置 > 域名管理，单击目标域名所在行的

设置，进入域名相关设置页面。

2. 在“访问控制”页面可开启 Referer 防盗链、Key 防盗链。

步骤2：将视频转码为 HLS

步骤3：开启 Key 防盗链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976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5070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478#.E4.BB.BB.E5.8A.A1.E5.8F.91.E8.B5.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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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3645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478#.E7.BB.93.E6.9E.9C.E8.8E.B7.E5.8F.96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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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开启后如下图所示。更多选项说明，请参见 设置防盗链 。完成设置后，请保存防盗链 KEY 的内容用于以下的防盗链签名计算。

步骤4：计算防盗链签名

签名计算公式

sign = md5 KEY + Dir + t + plive + exper + rlimit + us( )

注意：

伪直播的防盗链参数比 标准的 Key 防盗链  多一个参数： plive 。在计算防盗链签名时， plive  需要参与计算。

参数名 取值 说明

KEY 11111111 开发者开通 Key 防盗链时选择的密钥。

Dir /dir1/dir2/ 原始播放 URL 的 PATH 中除去 myVideo.mp4 的剩余部分。

t 5a71afc0 过期时间戳1517400000的十六进制表示结果。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469#key-.E9.98.B2.E7.9B.97.E9.93.B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047#.E9.98.B2.E7.9B.97.E9.93.BE-url-.E7.94.9F.E6.88.90.E6.96.B9.E5.BC.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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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某个开发者在云点播有个视频，其 HLS URL （而非原始视频的 URL）播放地址：

http://1250000000.vod2.myqcloud.com/vodtranscq125000000/12345678/v.f240.m3u8； 现有如下需求：

1. 根据 签名计算公式  来计算签名：

2. 将计算后的签名拼接到 HLS URL 的 QueryString 中，最终生成的防盗链链接：

在支持 HLS 播放的播放器中（例如 Safari 浏览器、VLC、PotPlayer 等。）访问上述防盗链链接，即可直接体验。

plive 5e344f00 表示该场伪直播的开始时间（北京时间），以 UNIX 时间戳的形式表示。例如1577808000表示2020-01-01 

00:00:00这个时间点。

exper 0 试看时长，0 表示不限制。

rlimit 0 观看 IP 数限制，0 表示不限制。

us test 生成的随机字符串。

HLS URL 防盗链 KEY 为 11111111 。

有效截止时间 t 为 5e5a8a80 （即2020-03-01 00:00:00）。

伪直播开始时间 plive 为 5e344f00 （即2020-02-01 00:00:00）。

试看时长 exper 为 0 （即不限制）。

观看 IP 数限制 rlimit 为 0 （即不限制）。

随机字符串 us 为 test 。

sign = md5 11111111/vodtranscq125000000/12345678/5e5a8a805e344f0000test  = 0af5018df88c00e6629e0fb8939277dd( )

http://1250000000.vod2.myqcloud.com/vodtranscq125000000/12345678/v.f240.m3u8?t=5e5a8a80&plive=5e344f00&exper=

说明：

防盗链链接 QueryString 中参数顺序需要和计算 sign  时一样，即： t-plive-exper-rlimit-us-sign 。

为了方便开发者调试，我们提供了 防盗链签名生成工具页面 。按页面内容填写参数后即可查看签名计算的中间结果和最终防盗链链接。

体验伪直播

注意：

Chrome 浏览器默认不支持 HLS，需要安装插件。

https://vods.cloud.tencent.com/referer/gen_video_ur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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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配置 CDN 指标监控和告警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3 16:11:21

本文介绍如何在腾讯云控制台上配置云点播 CDN 指标的监控和告警。

确认您的腾讯云账号已经开通云点播服务。如果尚未开通，请参见 快速入门 - 步骤1  进行操作。

访问腾讯云可观测平台控制台  Dashboard 列表  页面，单击新建 Dashboard 页面，如下所示：

1. 在新 Dashboard 的空白页面中，单击新建图表，如下所示：

2. 在“指标”左侧下拉菜单中选择“云点播-CDN-域名”，右侧下拉框使用默认值“核心指标-带宽(Mbps)”，单击“筛选”该项右侧下拉框：

配置云点播 CDN 指标监控

步骤1：开通云点播

步骤2：创建腾讯云可观测平台 Dashboard

步骤3：新建并配置图表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8757#.E6.AD.A5.E9.AA.A41.EF.BC.9A.E5.BC.80.E9.80.9A.E4.BA.91.E7.82.B9.E6.92.AD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dashboard2/dashbo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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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下拉菜单中，选择将被监控的域名，勾选想要进行监控的计费分区。示例：假设选中了一个域名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数据作为监控对象，右侧可以看到已勾选的

监控对象列表，确认无误后单击确认按钮：

4. 编辑界面展示被选中的监控对象的指标数据，其表的右侧“图表名”输入框是该图表的名称，可按自己的需要填写，这里我们使用默认值。单击左上角的“回

退箭头”返回到 Dashboard 页面，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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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Dashboard 页面单击新建按钮，根据自身的需求重复 步骤3  的操作添加需要监控的其它指标。这里的例子中我们为相同监控对象添加了流量、HTTP 状

态码4xx等监控。最后单击保存按钮保存 Dashboard：

2.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按需要填写 Dashboard 的名字。示例：假设我们的 Dashboard 专用于存放云点播相关的监控，所以取名为 VOD，单击确认保存，如

下所示：

步骤4：添加其它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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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可以在腾讯云可观测平台控制台  Dashboard 列表  页面看到 VOD 这个 Dashboard 的入口，可以将其设为默认 Dashboard，方便后续通过顶部的 默

认进入 Dashboard  页面入口来查看监控，如下所示：

1. 访问 告警策略  页面，单击新建按钮创建新的告警策略。在配置页面中，“策略类型”一项选择云点播-CDN-域名，“告警对象”一项在右侧下拉框中选择想

要进行告警的对象（同上文配置指标监控 步骤3  中的描述），如下所示：

步骤5：完成操作

配置云点播 CDN 指标告警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dashboard2/dashboards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dashboard2/default/d/0d6ygvlym66edjx6/yun-fu-wu-qi-cvm?fromPage=default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alarm2/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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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除了“策略类型”和“告警对象”之外，其它方面的配置与腾讯云可观测平台通用的告警策略配置方式完全相同，具体请参见腾讯云可观测平台 新建告警策

略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50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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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行自定义源站回源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03 17:52:32

自定义源站回源依托于云点播 CDN 能力，通过创建自定义域名并配置回源信息，用户可将存储在第三方源站媒体文件借助云点播进行加速分发，提供给用户在多

云场景下的媒体分发方案。本文将介绍如何配置和使用云点播自定义源站回源能力。

1. 注册  并 登录  腾讯云账号，并且完成账号实名认证。

2. 已开通腾讯云点播服务。若未开通，请前往开通 云点播服务 。

3. 前往控制台下 功能体验  模块，开启自定义源站回源功能。

自定义源站回源功能为云点播提供的体验功能，用户需前往云点播控制台常用工具下的 高级功能  模块，选择自定义源站回源功能进行开启体验。 

1. 自定义源站回源功能开启后，登录云点播控制台，选择左侧导航栏中分发播放设置 > 域名管理 ，进入域名管理页面。

2. 单击顶部自定义源站加速域名，进入“自定义源站加速域名”页面。

3. 单击添加域名，填写已备案的域名并选择加速区域，具体操作请参见 点播加速域名 。 

简介

使用场景

源站迁移成本高：用户的媒体存储在其他第三方云上，其源站内容与第三方平台高度耦合难以做源站的迁移，通过自定义回源可以不迁移源站使用点播 CDN 

进行内容加速分发。

播放质量要求高：用户的内容对网络时延和卡顿有较高的要求，使用其他第三方平台难以满足用户需求，通过自定义回源可以保证客户的音视频播放更加流

畅，保证业务服务质量。

多云共存降低风险：用户的内容和业务需要多个内容加速渠道来保障业务的可靠性，提高业务容灾能力，可以选择腾讯云点播 CDN 进行音视频加速分发。

前提条件

支持回源源站类型

自有源站

第三方存储对象

实践步骤

步骤1：自定义源站回源功能开启

说明：

功能体验模块提供了云点播最新功能，用户可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并开启对应体验功能后，开启后便可前往控制台进行使用。

步骤2：创建自定义域名并配置回源信息

https://cloud.tencent.com/register?&s_url=https%3A%2F%2Fcloud.tencent.com%2F
https://cloud.tencent.com/login?s_url=https%3A%2F%2Fcloud.tencent.com%2F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overview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experienc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distribute-play/domain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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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据用户实际回源需求填写源站配置，目前支持自有源和第三方对象存储回源方式，具体配置说明如下：

自有源站

若用户希望将稳定运行的业务服务器作为回源源站，借助云点播 CDN 对其上的媒体文件进行加速分发，则请按照以下方式进行源站配置：

第三方对象存储

若用户希望将存储在第三方对象存储的媒体文件借助云点播 CDN 能力进行加速分发，则请按照以下方式进行源站配置：              

配置项   描述

源站类型 选择自有源。

回源协议 根据源站支持情况，选择回源请求协议，支持 HTTP、HTTPS 以及协议跟随。

源站地址 支持填入多个 IP 源站（逗号分隔）或一个域名源站。

回源 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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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源站地址不支持使用云点播默认域名。

协议跟随可实现 HTTP 访问使用 HTTP 回源，HTTPS 访问使用 HTTPS 回源（源站需要支持 HTTPS 访问）。

支持选择域名作为回源地址，此域名不可与业务加速域名一致。

配置项      描述   

源站类型 选择第三方对象存储。

第三方对象存储 目前支持的第三方对象存储有七牛云 KODO、百度云 BOS 和阿里云 OSS。

回源协议 支持 HTTP、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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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选择私有访问的第三方对象存储桶作为源站，需填写有效访问 ID 和 key 进行回源鉴权，鉴权通过后即开启私有存储桶访问。请查看 访问密钥获取指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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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才能通过加速域名访问到您的媒体文件，具体操作请参见 点播加速域

名-域名解析 。

1. 前往域名管理，进入自定义源站加速域名下，选择已创建域名单击设置。

源站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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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3：自定义域名解析

步骤4：自定义源站回源配置结果查看与修改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59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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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基础配置，可查看当前自定义域名的回源配置信息并进行修改。

通过以上步骤操作，用户便可完成基于自有源站或者第三方对象存储的回源配置，能够通过云点播 CDN 对自定义源站上的媒体文件进行分发。具体分发流程说明

如下：

1. 若用户添加自定义域名（例如： test.com ）并完成域名解析和配置回源后，当通过浏览器访问该域名下的媒体文件时（例如：

http://www.test.com/test.mp4 ），首先会向 Local DNS 发起域名解析请求。

2. 当 Local DNS 解析域名 test.com  时，发现已经配置有 CNAME： www.test.com.cdn.dnsv1.com ，将会解析请求到腾讯 GSLB（Global Server 

Load Balance，即腾讯自主研发的全局负载均衡系统）。

3. GSLB 会返回最佳的接入节点 IP 列表，Local DNS 获取相应的解析 IP。

4. 用户获取到最佳接入 IP 节点。

5. 用户向最佳接入 IP 节点发起对 http://www.test.com/test.mp4  的访问请求。

6. 如果该 CDN 节点上缓存有 test.mp4，用户将获取数据，结束该请求。如果该 CDN 节点没有缓存该资源，此时该节点会向您配置的业务源站发起对 

test.mp4 的请求，获取资源后，默认会缓存到当前节点中，并将资源返回给用户，此时便结束请求。

说明：

用户使用自定义源站回源功能进行加速分发播放媒体文件时会产生下行流量费用和回源源站流量费用，其中下行流量费用由云点播收取，具体规则请参见 

流量计费  和 流量资源包 ，回源源站的流量费用由源站收取。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6#.E5.8A.A0.E9.80.9F.E6.9C.8D.E5.8A.A1.3Cspan-id.3D.22speed.22.3E.3C.2Fspan.3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7#2.-.E6.B5.81.E9.87.8F.E8.B5.84.E6.BA.90.E5.8C.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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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云点播和 WordPress 搭建网站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1 17:54:12

WordPress 是一款著名的开源博客框架和内容管理系统，使用它可以极大的降低开发者建站的难度，提高建站效率。使用 WordPress 提供的默认方案可以让

一个小型的网站在几分钟的时间就运行起来，但随着网站的持续运营，图片和音视频等媒体文件的访问速度以及它们给服务器带来的带宽和存储量的增涨就会让您

的站点开始表现得难堪重负。如何妥善地安置这些网站中举足轻重的媒体文件，是一个站点想要长期运营无法绕开的问题。

使用 WordPress 默认方案搭建的网站之所以不利于长期运营，主要原因在于媒体文件是直接存放在站点的服务器上，它将带来以下问题：

云点播是一款为音视频和图片等媒体提供存储、转码和加速分发播放等能力的云服务，它可为您建站提供以下帮助：

除此之外，点播还提供访问控制、媒体处理和智能审核等能力，详情请参见云点播的 功能概述 。

云点播提供了 WordPress 插件 ，您只需安装该插件，并通过简单的配置关联您的 云点播子应用 ，即可将 WordPress 上的媒体文件托管到云点播上，并在您

的网站中通过点播提供的 CDN 地址访问您的文件。该插件目前具有以下功能：

点播子应用可帮助您实现资源隔离，例如您可将不同站点的媒体文件划分到不同的子应用下，单独管理。创建方法详见 开通子应用 。

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一种方案来搭建 WordPress 网站：

使用腾讯云轻量应用服务器或云服务器的 WordPress 应用镜像快速建站，详情见 轻量应用服务器文档  或 云服务器文档 。

简介

建站为何要使用云点播

通过网页直接访问服务器上的媒体文件，容易出现视频卡顿和图片加载缓慢的现象。

通过网站访问媒体文件会占服务器的带宽，且很容易把带宽占满。

媒体文件的体积一般都比较大，随着网站内容不断丰富，很容易把服务器的存储空间占满。

站点服务器迁移时，媒体文件迁移困难。

能力 说明

上传和存储
您可以使用我们提供的插件或 SDK 将文件上传到云点播，不再占用服务器的存储空间，且避免了服务器迁移、文件误删

等问题。

加速访问 云点播会为您提供文件的 CDN 地址，访问音视频和图像时不再出现卡顿现象，且不占用服务器带宽。

云点播的 WordPress 插件

绑定云点播子应用。

在 WordPress 的管理端上传视频文件，可自动上传至云点播的子应用下。

在文章或页面上插入视频时，将自动使用云点播上的视频地址。

准备工作

1. 创建点播子应用

2. 搭建 WordPress 网站

方案一（推荐） 方案二 方案三

操作步骤

步骤1：安装插件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78037
https://wordpress.org/plugins/tencentcloud-vo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57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574#.E5.BC.80.E9.80.9A.E5.AD.90.E5.BA.94.E7.94.A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07/4511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9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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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单击 下载链接  获取最新版插件的压缩包，然后在 WordPress 管理台的左侧边栏单击 安装插件 > 上传插件 > 选择文件 > 立即安装 > 启用插件。

如下图所示，单击 WordPress 左侧导航栏腾讯云设置 > 云点播 ，可对点播插件进行配置。 

配置说明见下表：

配置完成后，单击保存设置即可。

1. 开启并配置好点播插件后，在媒资库和编辑文章或页面时上传的视频文件，就会自动上传到云点播。

2. 以编辑文章时上传为例，如下图所示，在文章中插入“视频区块”，然后单击上传，选择视频文件并上传。接着单击文章右上角的预览查看文章的预览页面，

通过检查视频的网址可以发现，此时使用的已经是云点播上的视频了。

步骤2：配置插件

配置项 说明

自定义密钥
不开启该选项时，插件会使用腾讯云设置中配置的密钥，即与其它腾讯云插件共用同一个密钥。开启该选项时，则会使用下方

指定的密钥。

SecretId、

SecretKey
访问密钥信息，可前往 云 API 密钥  中创建和获取。

SubAppID 云点播的子应用 ID，填上准备工作中创建的子应用 ID 即可，也可在点播 应用管理 中查询到。

是否开启转自适应码流 开启后，会在上传时对视频进行转自适应码流。详情见点播 自适应码流 。

步骤3：上传并使用点播视频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Plugins/tencentcloud-wordpress-plugin-vod/releases/latest/download/tencentcloud-wordpress-plugin-vod.zip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6702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capi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app-manag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78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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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下图所示，左侧使用的是服务器上的视频，而右侧使用了云点播。播放服务器上的本地视频会因为带宽限制和没有 CDN 加速服务而频繁卡顿，使用云点播

则可以轻松地解决这些问题。

云点播默认使用 HTTP 协议，若需使用 HTTPS 可在云点播控制台选择该子应用，然后打开系统设置 > 分发播放设置 > 默认分发配置，即可将默认分发协议类

型修改为 HTTPS。

扩展

使用 HTT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