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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声明】

©2013-2021 腾讯云版权所有

本文档（含所有文字、数据、图片等内容）完整的著作权归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单独所有，未经腾讯云

事先明确书面许可，任何主体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修改、使用、抄袭、传播本文档全部或部分内容。前述行为构成

对腾讯云著作权的侵犯，腾讯云将依法采取措施追究法律责任。

【商标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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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标，依法由权利人所有。未经腾讯云及有关权利人书面许可，任何主体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前述商标进行使用、复

制、修改、传播、抄录等行为，否则将构成对腾讯云及有关权利人商标权的侵犯，腾讯云将依法采取措施追究法律责

任。

【服务声明】

本文档意在向您介绍腾讯云全部或部分产品、服务的当时的相关概况，部分产品、服务的内容可能不时有所调整。

您所购买的腾讯云产品、服务的种类、服务标准等应由您与腾讯云之间的商业合同约定，除非双方另有约定，否则，

腾讯云对本文档内容不做任何明示或默示的承诺或保证。

【联系我们】

我们致力于为您提供个性化的售前购买咨询服务，及相应的技术售后服务，任何问题请联系 40091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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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点播产品自提供视频加速功能以来，服务了国内外众多用户。为了更好的服务客户且受当前运营商成本浮动影响，

自2021年12月01日，云点播将针对视频加速服务的原有阶梯定价进行调整，本次价格调整涉及中国境内和境外的视

频加速服务。

调整后的价格如下所示：

中国境内详细的阶梯单价：

流量阶梯 单价（元/GB）

0GB - 500GB（含） 0.25

500GB - 2TB（含） 0.24

2TB - 50TB（含） 0.22

50TB - 100TB（含） 0.19

> 100TB 0.16

中国境外详细的阶梯单价：

流量阶梯（人民币，

元/GB）
亚太1区 亚太2区 亚太3区 中东 欧洲 北美 南美 非洲

0-500GB 0.46 0.76 0.7 1.2 0.44 0.44 1.03 1.2

500GB-2TB 0.43 0.7 0.64 1.1 0.39 0.39 0.98 1.1

2TB-50TB 0.36 0.65 0.56 1.03 0.31 0.31 0.9 1.03

50TB-100TB 0.31 0.56 0.5 0.95 0.2 0.2 0.85 0.95

> 100TB 0.28 0.52 0.44 0.85 0.16 0.16 0.8 0.85

本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为2021年12月01日，请您关注新的计费方式及余额变动，并及时做出业务调整。

若您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 联系我们。衷心感谢各位用户对腾讯云云点播（VOD）产品的信赖与支持！

公告

关于云点播视频加速功能计费价格调整公告
近更新时间：2021-11-09 17:23:1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9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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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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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点播产品自从对外提供服务以来，服务了众多用户，随着用户体量增大，降低云服务成本也成为了广大用户的基本

诉求，为了满足用户降低成本需求同时提供更灵活的媒资管理能力，腾讯云点播团队推出了媒体智能降冷能力，用户

可以通过配置降冷策略来变更文件存储类型，从而降低用户存储成本。

目前该能力仍处于开放体验期，腾讯云点播团队将于2021年06月01日，正式计费。

日结客户：截止2021年06月01日，云点播日结客户的低频存储/归档存储/深度归档存储 以及数据取回能力不收取

任何费用。

月结客户：请联系您的商务确认收费策略，免费只面向日结客户。

一、后付费资源

1. 腾讯云点播（VOD）新增其他存储类型计费项

用户使用点播媒体降冷能力改变媒体存储类型后，变更存储类型的文件会按照对应的计费项收费。

存储类型 覆盖地区 价格（人民币）

低频存储

中国境内
0.0024 (元/GB/

日)

中国境外（硅谷、中国香港、法兰克福、莫斯科、首

尔、弗吉尼亚新加坡、孟买、多伦多、曼谷）

0.0036 (元/GB/

日)

归档存储

中国境内
0.0012 (元/GB/

日)

中国境外（硅谷、中国香港、法兰克福、莫斯科、首

尔、弗吉尼亚新加坡、孟买、多伦多、曼谷）

0.0018 (元/GB/

日)

深度归档存储

中国境内
0.0004 (元/GB/

日)

中国境外（硅谷、中国香港、法兰克福、莫斯科、首

尔、弗吉尼亚新加坡、孟买、多伦多、曼谷）

0.0006 (元/GB/

日)

2. 腾讯云点播（VOD）新增数据取回计费项

用户将媒体文件降冷为归档存储和深度归档存储时，云点播提供数据取回能力，数据取回按照不同的取回速度会按照

对应的计费项收费。

数据取回类型 数据取回模式 覆盖地区 价格（人民币）

关于云点播媒体降冷功能正式上线和计费公告
近更新时间：2021-04-30 10:3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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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档存储

批量取回模式

中国境内 0.016元/GB/日

中国境外（硅谷、中国香港、法兰克福、莫斯科、首

尔、弗吉尼亚新加坡、孟买、多伦多、曼谷）
0.02元/GB/日

快速取回模式

中国境内 0.2元/GB/日

中国境外（硅谷、中国香港、法兰克福、莫斯科、首

尔、弗吉尼亚新加坡、孟买、多伦多、曼谷）
0.245元/GB/日

标准取回模式

中国境内 0.06元/GB/日

中国境外（硅谷、中国香港、法兰克福、莫斯科、首

尔、弗吉尼亚新加坡、孟买、多伦多、曼谷）
0.082元/GB/日

深度归档存储

批量取回模式

中国境内 0.018元/GB/日

中国境外（硅谷、中国香港、法兰克福、莫斯科、首

尔、弗吉尼亚新加坡、孟买、多伦多、曼谷）
0.0225元/GB/日

标准取回模式

中国境内 0.14元/GB/日

中国境外（硅谷、中国香港、法兰克福、莫斯科、首

尔、弗吉尼亚新加坡、孟买、多伦多、曼谷）
0.175元/GB/日

二、预付费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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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储类型 抵扣比例

标准存储 1：1

低频存储 1：0.5

归档存储 1：0.25

深度归档存储 1：0.125

对于海外存储资源，仍旧按照中国大陆存储用量1:1的比例进行抵扣，境外存储用量1:1.2的比例进行抵扣，优先抵扣

中国大陆的用量，不做变更，用户需要按照相应的抵扣比例进行折算。

请您关注新的计费方式及余额变动，并及时做出业务调整。

若您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 联系我们。衷心感谢各位用户对腾讯云点播产品的信赖与支持！

2021-04-3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9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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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点播产品自从对外提供服务以来，服务了众多用户，随着点播产品能力日益丰富，为进一步提高用户体验，云点播

团队优化了部分云 API 2.0 接口，详情如下：

云点播 VOD 计划于2021年5月1日对点播服务进行全面升级，全新的 API 3.0接口文档 更加规范和全面，统一的参

数风格和公共错误码，统一的 SDK/CLI 版本与 API 文档严格一致，给您带来简单快捷的使用体验。支持全地域就

近接入让您更快连接腾讯云产品。升级后原云点播 VOD 的 API 2.0 接口服务将不再进行技术支持，但 API2.0 功

能不会受到影响。如果您的业务还在使用云点播 VOD 的 API 2.0 相关接口，建议尽快将服务升级至云点播 API

3.0 接口。

相关升级接口如下：

API 2.0接口 对应 API 3.0接口 功能是否兼容 用户升级方法

PullEvent PullEvents 是

直接替换，推荐任务

发起方式也可以升级

为3.0

ConfirmEvent ConfirmEvents 是

直接替换，推荐任务

发起方式也可以升级

为3.0

DeleteVodFile DeleteMedia 是 直接替换

GetVideoInfo DescribeMediaInfos

否，AI 处理结果、

DRM、播放器 ID

basicInfo.playerId

aiAnalysisInfo

classificationInfo

tagInfo

contentReviewInfo

pornInfo

drm

取决于用户是否用到

了不兼容字段

DescribeVodPlayInfo SearchMedia 是 直接替换

DescribeVodPlayUrls DescribeMediaInfos 是 直接替换

关于云点播部分 API 2.0升级至3.0版本的公

告
近更新时间：2021-04-25 11:30:3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175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78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43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781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43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783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176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858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176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782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181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782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1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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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2.0接口 对应 API 3.0接口 功能是否兼容 用户升级方法

DescribeVodInfo DescribeMediaInfos 是 直接替换

ModifyVodInfo ModifyMediaInfo 是 直接替换

DescribeDrmDataKey DescribeDrmDataKey 是 直接替换

GetTaskInfo DescribeTaskDetail 是

直接替换，推荐任务

发起方式也可以升级

为3.0

感谢您对腾讯云的信赖与支持！

2021-04-21

腾讯云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782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176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782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176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964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5417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172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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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点播产品自从对外提供服务以来，服务了众多用户，随着境外市场的扩大，支持境外能力也成为了广大用户的基本

诉求，为了满足用户出海的诉求，腾讯云点播团队将于2020年11月01日，正式开放境外地区相关功能。

一、腾讯云点播（VOD）新增境外分区和相应计费规则

1. 存储地域

VOD 控制台支持自助开启境外存储地域，境外地域分区和价格如下：

覆盖地区 价格（人民币）

中国境内
0.0048元/GB/

日

中国境外（硅谷、中国香港、法兰克福、莫斯科、首尔、弗吉尼亚新加坡、孟买、多伦

多、曼谷）

0.0058元/GB/

日

2. 视频加速

VOD 将开放境外 CDN 加速能力，目前支持如下大区，境外 CDN 分区和价格如下：

境外可支持的 CDN 分区

大区 覆盖地区

亚太1区 中国香港、中国澳门、越南、新加坡、泰国

亚太2区 中国台湾、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亚太3区 菲律宾、印度、澳大利亚、其他亚太国家和地区

中东 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土耳其

欧洲 英国、俄罗斯、德国、意大利、爱尔兰、法国、荷兰、西班牙

北美 美国、加拿大

南美 巴西

非洲 南非

CDN 境外分地区计费

关于云点播境外功能正式上线和计费变更公告
近更新时间：2021-01-06 11: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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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阶梯

（人民币

，

元/GB）

中国境内 亚太1区 亚太2区 亚太3区 中东 欧洲 北美 南美 非洲

0 -

500GB
0.24 0.69 0.76 0.76 0.99 0.43 0.43 1.03 1.03

500GB

- 2TB
0.23 0.64 0.64 0.64 0.97 0.39 0.39 0.980 0.98

2TB -

50TB
0.22 0.59 0.60 0.60 0.94 0.31 0.31 0.95 0.95

50TB -

100TB
0.20 0.51 0.56 0.56 0.88 0.20 0.20 0.91 0.91

>

100TB
0.15 0.43 0.52 0.52 0.82 0.16 0.16 0.85 0.85

3. 其他功能

VOD 将在境外同时开放转码、转自适应码流、视频编辑、视频审核、视频 AI 的功能，境外价格与国内现价格现保

持一致。

二、腾讯云点播（VOD）资源包抵扣逻辑

1. 2021年01月01日（包含当日）之后购买的存储资源包抵扣需要参考相应分区，中国大陆存储用量按照1:1的比例

进行抵扣，境外存储用量按照1:1.2的比例进行抵扣，优先抵扣中国大陆的用量。

2. 2021年01月01日（包含当日）之后购买的流量资源包抵扣需要参考相应分区，中国大陆流量用量按照1:1的比例

进行抵扣，境外各区的流量统一按照1:1.8的比例进行抵扣，优先抵扣中国大陆的用量。

3. 其他类型资源包，中国大陆与境外各区仍旧按照1:1的比例进行抵扣。

三、腾讯云点播（VOD）境外计费生效时间

1. 月结用户境外计费逻辑将于11月当月生效。

2. 日结用户境外功能将于2020年11月14日进行灰度，用户使用境外资源则会产生相应的费用。

3. 用户可以在 控制台 - 服务概览页 查询当前计费方式来判别自己的用户类型。

请您关注新的计费方式及余额变动，并及时做出业务调整。

若您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 联系我们。衷心感谢各位用户对腾讯云点播产品的信赖与支持！

2020-09-24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overview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9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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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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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的服务广大用户，进一步减少用户成本、提高用户体验，云点播对增值服务计费项中的短视频播放器小程序

插件费用进行变更，详情如下：

云点播团队预计于2020年08月01日起，不再收取短视频播放器小程序插件计费项中的小程序端视频播放次数的费

用，其余费用仍保持不变。

感谢您对腾讯云的信赖与支持，若您对本次计费方式变更有任何问题，可以 提交工单 反馈给我们，我们将尽快为您

核实处理！

2020-07-21

腾讯云

关于云点播调整短视频播放器小程序插件计费

方式的公告
近更新时间：2021-03-01 12:15:52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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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点播/视频处理产品自从发布以来，服务了众多用户，为了更好的服务广大用户，云点播/视频处理团队对转码计费

规则进行了调整，降低计费规则复杂度，便于用户更容易核算转码费用。具体调整如下：

自2020年05月01日起，云点播/视频处理所有转码类计费项（普通转码、极速高清、视频编辑、自适应码流、转封

装）将会按照输出视频的短边处于的分辨率区间及时长收费。

例如，您在2020年06月01日使用云点播/视频处理普通转码服务，使用 H.264 编码方式，转出1280 × 640分辨

率视频，时长100分钟，则06月02日您需要支付的转码费用如下：

06月01日转码费用 = 0.0325（元/分钟）× 100（分钟）= 3.25（元）

请您关注新的计费方式及余额变动，并及时做出业务调整。

若您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 联系我们。衷心感谢各位用户对腾讯云云点播（VOD）/视频处理（MPS）产品的信赖

与支持！

2020-04-29

腾讯云

关于云点播/视频处理变更转码计费规则的公

告
近更新时间：2020-12-21 17:45:47

说明：

由于您选择转出的视频为普通转码，分辨率为1280 × 640，其短边640在高清HD（1280 × 720）与标

清 SD（640 × 480）的短边之间，故属于高清 HD（1280 × 720）档，其单价为0.0325元/分钟。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9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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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点播产品自发布以来，服务众多用户，并满足用户对于视频处理的差异化需求，为进一步提高用户体验，云点播团

队优化了点播转码预置模板。

云点播团队预计于2020年03月01日，新增点播预置转码模板，同时预计将于2020年04月01日下线历史预置转码

模板，届时旧预置模板将不再可见，但仍可以继续使用。为保证您的用户体验，请尽快迁移和使用新版预置模板，预

置模板参数请参见 预置参数模板列表。

感谢您对腾讯云的信赖与支持，若您对本次模板变更有任何问题，可以 提交工单 反馈给我们，我们将尽快为您核实

处理！

2020-02-26

腾讯云

关于云点播历史预置转码模板下线的公告
近更新时间：2020-12-22 09:31:5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476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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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了用户对于视频处理的差异化需求，进一步提高用户体验，帮助用户更好地使用云点播产品，腾讯云云点播

（VOD）服务已于2020年02月12日优化了点播资源包抵扣逻辑，并上线不同额度的新版资源包，请您务必关注。

具体调整如下：

1. 原点播资源包不再售卖，仍在使用原点播资源包的用户，在资源包到期之前，仍享受资源包中的资源。

2. 新版点播转码资源包可以按比例抵扣所有分辨率的视频。

3. 若用户同时存在新版和旧版资源包，则按照购买的时间优先抵扣旧版资源包。

4. 当用户购买了新版转码资源包，而旧版无法抵扣1080P及以上的视频时，会直接抵扣新版转码资源包内的资源。

更多详情请参见 资源包（预付费）。

感谢您对腾讯云的信赖与支持，若您对本次产品套餐包变更有任何问题，可以 提交工单 反馈给我们，我们将尽快为

您核实处理！

2020-02-12

腾讯云

关于腾讯云云点播资源包变更通知
近更新时间：2020-12-22 09:42:2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7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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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云点播服务上线后，为便于用户接入我们的服务，降低使用成本，云点播对服务进行了成本优化，并对服务的

计费方式和价格进行了调整，有效帮助用户降低业务成本，调整如下：

1. 原点播套餐不再进行售卖，套餐到期后统一转为日结计费方式，即原点播套餐的存储或流量超出后，价格调整至日

结价格，套餐超出后的存储价格由0.03（元/GB/天）调整至0.0048（元/GB/天），套餐超出后的流量价格由

0.59（元/GB）调整至0.24（元/GB）及以下，详情请参见 日结（后付费）文档。

2. 云点播日结计费方式下，转码服务独立计费。仍在使用原点播套餐的用户，在套餐到期之前，仍享受套餐中免费的

转码服务，原点播套餐到期后则切换为日结计费，转码服务独立计费。

若您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 联系我们。衷心感谢各位用户对本产品的信赖与支持！

2019-11-08

腾讯云

关于云点播日结计费代替原点播套餐的公告
近更新时间：2020-12-22 09:32:42

说明：

原点播套餐模式下，只取源文件存储量进行存储空间计费，转码后文件的存储空间不计费，故存储空间单

价较高，这对不使用转码服务的用户较为不公。日结计费方式下，本着按使用量计费的原则，取源文件存

储量和转码后文件存储量之和作为点播存储空间的计费量，不使用转码功能的用户无需支付转码文件的存

储费用。

原套餐用户如果使用了转码服务，切换为日结计费模式后，可能会发现存储量有较为明显增长，这是因为

转码后的文件存储空间也计入了计费存储空间。但您不用担心，由于我们进行了成本优化，存储单价优惠

力度较大，即使计算转码后文件的存储空间，价格依然会优于您目前套餐超出的价格。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9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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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用户对音频信息处理的需求，腾讯云云点播推出了音频转码/转封装功能，在移动电视/音视频通话等场景

下，部分厂商输出能力部分受制于带宽、分辨率。音频转码/转封装可以提供优质音频转码功能，对音视频内容进行

多种格式的转码和封装，帮助客户降低适配成本、人力成本和机器成本，为音视频行业提供更加有效和可靠的输出，

能够在 大程度上做到适配自己的业务。

腾讯云云点播（VOD）服务于2019年10月23日新增音频转码计费项和转封装计费项，即日起您发起的音频转码任

务和转封装任务将进行正式计费。

具体计费详情如下：

计费项 计费方式 价格

音频转码 按照云点播转码输出文件的时长收费 0.0056元/分钟

转封装 按照云点播转码输出文件的时长收费 0.007元/分钟

其他注意事项请参见 官网定价 和 云点播日结计费 方式。

若您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 联系我们。衷心感谢各位用户对本产品的信赖与支持！

2019-10-23

腾讯云

关于音频转码/转封装正式商业计费的公告
近更新时间：2021-04-13 14:53:42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vod/pricing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9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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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用户对视频内容审核的需求，腾讯云云点播推出了视频内容审核功能，可以对视频内容内容进行智能识别，

同时按照客户需求对结果进行输出，任务的执行结果中，包括智能识别评分、智能识别建议和嫌疑视频片段。根

据“智能识别建议”，视频管理者可以决定视频是否允许公开，协助用户建设绿色健康的社交网络环境。

腾讯云云点播（VOD）服务于2019年06月06日新增内容审核计费项，即日起您通过 视频内容审核接口 发起的智

能识别任务将进行正式计费。

对于2019年06月05之前使用该智能识别接口的免费公测用户，我们仍将继续给予一定时间的免费使用期限，预计将

于2019年08月01日起正式收费。请您关注您的余额变动，并及时做出业务调整。

具体计费详情如下：

计费项 计费方式 价格

视频智能识别 按所智能识别视频原始时长计费 0.08元/分钟

其他注意事项请参见 官网定价 和 云点播视频智能识别计费方式。

若您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 联系我们。衷心感谢各位用户对本产品的信赖与支持！

2019-06-06

腾讯云

关于视频审核正式商业计费的公告
近更新时间：2021-10-14 10:44:5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498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vod/pricing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6#.E5.86.85.E5.AE.B9.E5.AE.A1.E6.A0.B8.3Cspan-id.3D.22media_ai.22.3E.3C.2Fspan.3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99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