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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与公告

产品动态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7:34:41

2023年05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发布 QUIC 

下行加速功

能

云点播 QUIC 下行加速功能基于腾讯云全球部署的加速

网络，支持使用 QUIC (Quick UDP Internet 

Connections) 协议进行数据传输，有效提高客户端播

放视频时数据传输的效率和在弱网环境中的稳定性。

2023-

05

QUIC 下行加

速

2023年04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发布音画质

重生功能

音画质重生功能是对视频质量提升、老片翻新、4K 生产

等需求，利用先进的音画质修复、增强 AI 算法，提升分

辨率的同时，提供视频降噪、轮廓修复、超分辨率重建、

细节增强、色彩增强、SDR 转 HDR 等功能。

2023-

04
音画质重生

2023年03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月结账号支

持使用资源

包

月结模式下每月进行账单结算时，系统优先从月结周期内

有效的资源包中抵扣用量，超出资源包额度部分将使用按

量计费方式结算。

2023-

03
计费模式

发布标签分

账功能

标签分账功能支持用户按照点播应用或标签的维度出具账

单。功能开启后，日结账单是在次日生效，月结账单是在

次月01日生效，历史账单不变，帮助用户提高业务成本

核算效率。

2023-

03
标签分账

云点播内容

审核功能全

面升级

新内容审核能力更准确、更全面、更及时、更易用。
2023-

03
内容审核

2022年10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372#8a3e6df3-307c-458c-aa32-98641093ce6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8953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2838#.E8.AE.A1.E8.B4.B9.E6.96.B9.E5.BC.8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8888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87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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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智能降

码功能

云点播智能降码功能是基于客户配置的降码策略，自动对

热文件转极速高清，使用转出的低码率文件，替换原有的

普通转码文件，保持播放链接不变。您可以在无任何感知

的情况下，实现对热文件的智能降码，获得更高的净节省

成本。

2022-

10
智能降码

2022年08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发布客户端上

传加速功能

客户端上传加速可为客户提供更高质量的上传服务。该

功能基于腾讯云全球部署的加速网络，根据用户的请

求，智能地选择最佳接入点和最优链路，提高上传的速

度和成功率。同时支持使用 QUIC 协议进行数据传输，

改善数据传输的效率和在弱网环境中的稳定性。

2022-

08

客户端上传加

速

2022年07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发布点播溯源

水印功能

云点播提供了高安全、低成本的防盗录水印方案，可以

有效提取水印中的用户 ID，震慑盗录行为，协助维权。

2022-

07
溯源水印

2022年05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发布点播图片

审核功能

点播图片审核功能上线，基于 AI 智能准确过滤图像中

的令人反感、令人不适应、令人不安全等违规内容。

2022-

05
图片智能识别

2022年01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发布点播播放

质量监控功能

上线

点播播放质量监控功能上线，提供播放数据监控、统计及

分析服务。

2022-

01

点播播放质

量监控

2021年11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发布 V3.8 

版本

云点播功能体验模块上线，支持点播最新功能率先体验。 2021-11 功能体验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8057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7803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7578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7365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6814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63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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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V3.9 

版本

云点播自定义源站回源功能上线，提供多云场景下的媒体

分发方案。
2021-11

自定义源站

回源

2021年08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发布 V3.5 

版本

直播录制联动点播降冷策略，并绑定任务流，实现录制文

件的点播相关功能交互优化。

2021-

07
直播录制

发布 V3.6 

版本

腾讯云播放器 Demo 发布，提供完整的产品级交互界面

和业务源码。

2021-

08

播放器 

Demo 展示

发布 V3.7 

版本
新版价格计算器。

2021-

08
点播定价

2021年06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发布 V3.3 

版本
云点播全面接入云监控。

2021-

05

如何配置

CDN指标监

控和告警

发布 V3.4 

版本
云点播支持媒资降冷能力。

2021-

06
媒资降冷

2021年04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发布 V3.0 

版本
云点播发布任务管理系统，支持查询任务详细。

2021-

03
任务管理

发布 V3.1 版

本 

云点播图片媒资管理系统升级，支持筛选，搜索，自定义

列表等能力。

2021-

03
图片管理

发布 V3.2 

版本

点云点播支持子应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支持对子应用停

用、销毁、启用等管理机制。

2021-

04
应用管理

2021年02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发布 V2.8 开放云点播极速高清配置能力。 2021- 极速高清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6324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7/2038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58693
https://buy.cloud.tencent.com/price/vod/calculato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5652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5526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5306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551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5391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818#.E6.9E.81.E9.80.9F.E9.AB.98.E6.B8.85.E6.A8.A1.E6.9D.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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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01

发布 V2.9 

版本
升级和开放点播的 CDN 配置能力，支持仅海外加速。

2021-

02
域名管理

2020年12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发布 V2.7 

版本

点播 VOD 小程序插件试用版本发布，支持申请免费试用

14天。

2020-

12

短视频播放

器小程序插

件

发布 V2.6 

版本
点播 VOD 小程序插件增加 Key 防盗链。

2020-

11

如何使用防

盗链

发布 V2.6 

版本
点播控制台的境外区计费和数据统计正式发布。

2020-

11
用量统计

2020年10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发布 V2.5 

版本
点播控制台增加新手指引。 2020-10 快速入门

发布 V2.4 

版本
支持拉取点播图片制作视频封面。 2020-09 视频管理

发布 V2.3 

版本
点播媒资管理新版上线。 2020-09 视频管理

2020年08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发布 V2.2 版

本
图片媒资可直接用于设置视频封面。

2020-

08
视频管理

发布 V2.1 版

本

小程序播放器插件不再收取播放次数费用，降低用户接入成

本。

小程序端视频发布功能接入人工智能识别策略，降低视频误

审率。

2020-

08

短视频播

放器小程

序插件

2020年06月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37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684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535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9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875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6452#.E6.88.AA.E5.9B.BE.E4.BF.A1.E6.81.A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550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6452#.E5.9F.BA.E6.9C.AC.E4.BF.A1.E6.81.AF.E7.BC.96.E8.BE.9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6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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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发布 V2.0 

版本
控制台上线图片管理功能。

2020-

06
图片管理

发布 V1.9 版

本

控制台上线播放器配置功能。

控制台上线播放器预览功能。

2020-

06

播放器

配置

播放器

预览

2020年03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发布视频制作

专项版本

上线视频剪辑制作，为您提供音视频剪辑、拼接、转场及导

出功能。

2020-

03-02
视频制作

2020年02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发布 V1.8 版

本

控制台支持资源包自主退费。

资源包新套餐包上线。

短视频 License 和资源包绑定逻辑在控制台上线。

2020-

02-12

退费

说明

资源

包

其他

增值

服务

2019年10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发布 V1.7 版

本

上线视频剪辑数据统计功能。

上线极速高清模板功能。

修复错误码映射。

修复未备案域名无法删除。

修复存储地域名称展示。 

2019-

10-23
模板设置

发布 V1.6 版

本

支持子应用在控制台自助开通。

更新默认分发域名禁用提醒。

修复控制台无法分类上传。

云点播控制台接入 CAM。

云点播接入智能客服。

2019-

10-12

访问管理

综述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552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289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645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292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578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14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818#.E6.9E.81.E9.80.9F.E9.AB.98.E6.B8.85.E6.A8.A1.E6.9D.B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9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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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9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发布视频智能

识别专项版本

视频智能识别支持在控制台通过自定义模板使用。

支持对涉黄的内容审核。

通过视频智能识别墙可以查阅内容审核出现违规的时间点和

违规信息。

2019-

09-15

视频智能

识别

2019年08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发布 V1.5 版

本

修复控制台重新上传逻辑。

修复 CSV 文件按筛选导出。

2019-

08-01
-

2019年06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发布 V1.4 版

本

更新完善子应用体系功能。

更新子应用体系下管理员的数据统计和数据概览功能。

云点播新版上线。

2019-

06-27

子应用体

系

2019年05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

间
相关文档

发布 V1.3 版

本
云点播重构 Web 播放器、短视频 License。

2019-

05-15

Web 播放

器管理

2019年03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

档

发布 V1.2 版

本

云点播重构控制台视频处理设置、任务流以及数据统计功

能。

2019-

03-04
-

2019年02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670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57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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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V1.1 版

本

云点播重构控制台服务概览页以及媒资管理。 2019-

02-13

服务

概览

媒资

管理

2018年11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

文档

发布 V1.0 版

本
云点播集成视频加速及其全功能覆盖。

2018-11-

29
-

2017年08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

档

发布音视频加

速播放功能

音视频加速播放基于腾讯云遍布全球的 CDN 内容分发网

络，针对音视频播放业务场景进行深度优化，配合腾讯云专

业的播放器 SDK，为您的用户提供稳定、流畅、清晰的播放

体验。

2017-

08

默认分

发配置

发布音视频存

储管理功能

音视频存储管理基于腾讯云强大的云存储平台，为您提供音

视频上传、存储、媒资管理等聚焦于音视频领域的安全可靠

的云存储服务。

2017-

08

上传存

储设置

2017年04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

档

发布 UGC 视

频上传功能

UGC 视频上传功能，支持终端用户将一段短小的视频快速

地上传到云端，并支持 iOS、Android、Web 三种上传方

式。

2017-

04

媒体上

传综述

2017年03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

档

发布视频冷备

存储功能

实现视频文件冷备存储功能，点播文件冷热分离。

录制文件根据配置存储到点播后台，热存储作为点播文件进 

CDN 分发，冷文件落归档存储。

2017-

03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74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284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37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05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9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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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关于云点播 QUIC 下行加速功能正式上线公

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08 15:49:48

为改善客户端播放视频时数据传输的效率和在弱网环境中的稳定性，腾讯云点播团队正式推出 QUIC 下行加速  功

能。云点播 QUIC 下行加速功能基于腾讯云全球部署的加速网络，支持使用 QUIC (Quick UDP Internet 

Connections) 协议进行数据传输。

云点播（VOD）服务将于2023年06月01日新增 QUIC 下行加速请求  计费项，并对用户发起的 QUIC 下行加速

请求 任务进行正式计费。

 QUIC 下行加速计费详情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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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5-08

腾讯云

计费项 价格（元/万次请求） 计费说明

QUIC 下行加速请求 0.05 按 QUIC 下线加速请求次数计费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372#8a3e6df3-307c-458c-aa32-98641093ce6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149#bd053ec1-ce94-452c-9898-c7cbad9ae78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9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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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云点播音画质重生功能正式上线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07 16:16:31

为了满足用户对视频质量提升、老片翻新、4K 生产等需求，腾讯云点播团队于2023年04月07日正式推出 音画质

重生  功能。利用先进的音画质修复、增强 AI 算法，提升分辨率的同时，提供视频降噪、轮廓修复、超分辨率重

建、细节增强、色彩增强、SDR 转 HDR 等功能。

音画质重生  具体计费详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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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4-07

腾讯云

计费项 分辨率 单价（元/分钟）

音画质重生

音频 0.1

标清 SD（短边 ≤ 480px） 1.625

高清 HD（短边 ≤ 720px） 3.25

全高清 FHD（短边 ≤ 1080px） 6.5

2K（短边 ≤ 1440px） 13

4K（短边 ≤ 2160px） 2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8953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6#1abe5e2f-4725-4c18-8301-ea78b8cf6ea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9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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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云点播月结账号支持使用资源包的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2 11:34:21

云点播产品团队经过长期回访用户了解到，大部分月结账号用户有使用点播各类型资源包的诉求，为了满足用户月

结账号点播使用资源包的诉求，腾讯云点播团队于2023年03月21日，正式全面开放资源包功能，支持所有云点播

用户购买和使用资源包抵扣用量。

月结模式下每月进行账单结算时，系统优先从 月结周期内有效  的资源包中抵扣用量，超出资源包额度部分将使用按

量计费方式结算。资源包更多内容，请参见  资源包（预付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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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3-21

腾讯云

资源包抵扣时间

日结模式：云点播每日12:00 - 18:00对前一日产生的费用进行结算，用户在当日 费用结算前 购买的资源包，

可以用于抵扣前一日 00:00~24:00 这段时间的用量，如果是在 费用结算后 购买的资源包，则无法抵扣当日结

算的（前一日产生的用量）费用。

月结模式：云点播每月01号 - 03号对上一个月费用进行结算，用户在当月 费用结算前 购买的资源包，可以用于

抵扣上一个月结周期的用量，如果是在 费用结算后 购买的资源包，则无法抵扣当月结算的（上一个月产生的用

量）费用。

资源包数据更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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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则 15:00 前，01月02日的用量还未进行抵扣结算，此处显示的余量为01月02日结算01月01日的用量

后的数据，在01月03日 15:00后展示用量为01月02日结算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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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则 15:00 前，02月份的用量还未进行抵扣结算，此处显示的余量为01月份结算用量后的数据，03月

01日 15:00 后展示用量为02月份结算的数据。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2838#.E8.AE.A1.E8.B4.B9.E6.A8.A1.E5.BC.8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9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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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云点播标签分账功能正式上线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2 11:34:21

云点播产品自从对外提供服务以来，服务了众多用户，随着用户自身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大，支持按业务类目计费出

账的能力也成为了用户的基本诉求，为了满足用户提升业务成本核算效率的诉求，腾讯云点播团队于2023年03月

21日，正式上线标签分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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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月01日生效，历史账单不变，帮助用户提高业务成本核算效率。使用方式请参看 标签分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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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3-21

腾讯云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8888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9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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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云点播内容审核功能升级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09 09:46:11

云点播内容审核功能全面升级，新内容审核具备如下优势：

新内容审核计费价格与原音视频审核、图片审核保持一致，使用方式请参看 内容审核 。

原音视频审核模板与图片审核模板仅支持 API 接口调用，不再支持基于控制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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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3-08

腾讯云

更准确，识别引擎持续快速迭代，识别准确率不断完善。

更全面，支持更全面的审核标签，同时可覆盖封面图片的安全审核。

更及时，违规样本库及时更新，适应最新违规热点事件及相关人物。

更易用，音视频与图片审核可共用审核模板，无须重复配置。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7830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9905


云点播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7 共44页

关于点播播放质量监控服务体验期延长的公告

（新）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16 16:25:01

点播播放质量监控服务为云点播与腾讯云视立方·播放器 SDK 团队联合推出的数据服务，该服务目前处于体验

期，暂不收取费用，体验期截止时间预计延长至2023年06月30日。若未来计费方式有所变更，我们将提前在官网

发布新的计费说明，并通过站内信、短信、邮件等方式提前通知您，敬请关注。

企业可以通过点播播放质量监控服务实现云点播资源播放数据的监控、统计及分析。了解播放体量和用户规模、分

析用户行为特征及单个视频文件播放情况，同时提供数据对比、高级筛选等多种能力，用于分析地域、网络环境等

特殊因素对播放质量的影响，有效指导运营决策、驱动业务增长。

点播播放质量监控服务分为基础版和高级版，不同版本区别如下：

更多内容可参见 点播播放质量监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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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12-16

腾讯云

版本 数据存储时间 费用

基础版 3天 免费

高级版 1年 体验期免费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6814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9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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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点播播放器签名升级的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31 12:09:20

点播提供的覆盖 Web、iOS、Android 等平台的功能丰富、播放质量高的多端播放器，满足了广大用户多层次的

播放需求。

为了进一步提升播放器服务体验，点播对播放器签名进行了升级，降低签名计算的难度，便于新播放能力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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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赖与支持！

2022-10-26 

腾讯云

详情请参见 播放器签名 ，原文档参见 播放器签名（原） 。

本次升级兼容原有的播放器签名，如您不进行升级则无需做任何改动，仍可正常使用。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990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4555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81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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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直播剪辑正式商业计费的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28 15:54:05

为了满足用户在直播过程中（即直播尚未结束时）对直播内容实时剪辑生成精彩片段，用于宣发吸引更多用户观

看。腾讯云点播推出了 直播剪辑  功能，用户可以在直播过程中选择一个片段，实时剪辑生成一个新的视频（HLS 

格式），同时可以将其视频内容立即分享出去，或者长久保存起来。

腾讯云点播（VOD）服务于2022年12月01日新增 直播剪辑 计费项，并对用户发起的 直播剪辑 任务进行正式计

费。

具体计费详情如下：

其他注意事项请参见 官网定价  和 其他增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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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10-20

腾讯云

计费项 价格（元/分钟） 计费方式

直播即时剪辑 0.007 按照剪辑输出的视频时长收费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78311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vo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14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9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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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播放器 SDK “startPlay”接口名变更

的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19 11:16:10

播放器 SDK 预计在2022年09月19日发布移动端10.7版本，在该版本中接口 startPlay  的名称将做出变更。

startPlay  接口在配置 SDK 播放功能时使用，代表开始播放。具体变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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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立方产品的信赖与支持！

2022-09-19

腾讯云

点播播放接口 TXVodPlayer  的开始播放接口名由 startPlay  变更为 startVodPlay ，详情参见 API-

iOS-点播播放 ， API-Android-点播播放 ， API-Flutter-点播播放 。

直播播放接口 TXLivePlayer  的开始播放接口名由 startPlay  变更为 startLivePlay ，详情参见 API-

iOS-直播播放 ， API-Android-直播播放 。

说明

若您在移动端10.7以下版本的 SDK 中使用该接口，将不受本次变更影响。

若您在移动端10.7及其更高版本的 SDK 中使用该接口，则需关注此次变更。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449/5694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67109#.E6.92.AD.E6.94.BE.E5.9F.BA.E7.A1.80.E6.8E.A5.E5.8F.A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67113#.E6.92.AD.E6.94.BE.E5.9F.BA.E7.A1.80.E6.8E.A5.E5.8F.A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60729#.E7.82.B9.E6.92.AD.E6.92.AD.E6.94.BE.E5.99.A8.E4.BD.BF.E7.94.A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67108#.E6.92.AD.E6.94.BE.E5.9F.BA.E7.A1.80.E6.8E.A5.E5.8F.A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67111#.E6.92.AD.E6.94.BE.E5.9F.BA.E7.A1.80.E6.8E.A5.E5.8F.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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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腾讯云视立方·播放器 SDK 视频播放功

能授权校验说明的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14 10:03:49

腾讯云视立方·播放器 SDK 移动端（Android & iOS & Flutter）10.1 版本后的 SDK 视频播放能力获得全面优

化升级，同时新增了对视频播放功能的授权校验。

播放器 SDK 移动端10.1及更高版本的视频播放功能，需购买直播 License、短视频 License 和视频播放 

License中任意一款 License 获得授权后方可正常使用，否则将无法正常使用 SDK 视频播放功能。

相关内容已在10.1版本发布上线时做出公告说明，详情参见2022年5月31日发布的公告： 关于腾讯云视立方·播放

器 SDK 升级及新增授权校验的公告 。

若您正在使用本产品，请务必关注相关内容。若您因未取得 License 授权导致 SDK 无法正常使用及其他后果，腾

讯云不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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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立方产品的信赖与支持！

2022-09-14

腾讯云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7419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449/56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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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点播播放质量监控服务体验期延长的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27 17:02:55

点播播放质量监控服务为云点播与腾讯云视立方·播放器 SDK 团队联合推出的数据服务，该服务目前处于体验

期，暂不收取费用，体验期截止时间预计延长至2022年12月31日。若未来计费方式有所变更，我们将在提前在官

网发布新的计费说明，并通过站内信、短信、邮件等方式提前通知您，敬请关注。

企业可以通过点播播放质量监控服务实现云点播资源播放数据的监控、统计及分析。了解播放体量和用户规模、分

析用户行为特征及单个视频文件播放情况，同时提供数据对比、高级筛选等多种能力，用于分析地域、网络环境等

特殊因素对播放质量的影响，有效指导运营决策、驱动业务增长。

点播播放质量监控服务分为基础版和高级版，不同版本区别如下：

更多内容可参见 点播播放质量监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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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6-27

腾讯云

版本 数据存储时间 费用

基础版 3天 免费

高级版 1年 体验期免费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6814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9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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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D 低频存储调价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21 15:07:04

云点播产品自提供低频存储功能以来，服务了国内外众多用户。为提供更好的服务，腾讯云点播将从2022年07月

25日零时起，针对低频存储刊例定价进行调整。

调整后的价格将于2022年07月25日零时起生效，2022年07月25日出账的2022年07月24日日结计费账单按调

整前的价格出账。请您关注新的计费价格及余额变动，并及时做出业务调整。您也可以通过订购存储资源包锁定价

格锁定优惠。

如您与腾讯云之间就产品价格有特别约定，您可通过商务同学或者 提交工单  联系我们，确定后续价格执行相关的具

体策略。衷心感谢各位用户对腾讯云云点播（VOD）产品的信赖与支持！ 

2022-06-16 

腾讯云团队

中国内地（大陆）存储计费

调整前（元/GB/日） 调整后（元/GB/日）

低频存储国内站 0.0024 0.0038

国际/港澳台存储计费

调整前（元/GB/日） 调整后（元/GB/日）

低频存储国内站 0.0036 0.0048

说明事项

https://cloud.tencent.com/act/event/service-protection#servic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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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音视频内容识别正式商业计费的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07 17:50:40

为了满足用户对音视频处理的需求，腾讯云点播推出了 音视频内容识别  功能，借助 AI 能力对音视频内容进行智能

识别，可以识别出视频画面中的人脸、文字、片头片尾以及语音中的文字。根据音视频内容识别的结果，用户可以

准确高效地管理视频媒资。

腾讯云点播（VOD）服务于2022年08月01日新增音视频内容识别计费项并对用户发起的音视频内容识别任务将进

行正式计费。

具体计费详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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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6-10

腾讯云

计费项 计费方式 价格

音视频内容识别 按照内容识别的音视频时长收费 0.28元/分钟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4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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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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腾讯云视立方·播放器 SDK 视频播放能

力升级及新增授权校验的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07 17:32:32

腾讯云视立方·播放器 SDK 移动端（Android & iOS & Flutter）即将发布10.1版本，新版本 SDK 采用“腾讯

视频”同款播放内核打造，视频播放能力获得全面优化升级，详见 视频播放能力升级特性 。

同时从该版本开始将增加对视频播放功能模块的授权校验，具体如下：

如果您的 App 已经拥有直播 License （原直播推流 License）或短视频 License 授权，当您升级至 

10.1 版本后仍可继续正常使用，不受到此次变更影响。您可以登录 腾讯云点播控制台  查看您当前的 

License 信息。

若未升级至10.1及更高版本的播放器 SDK，将不受到此次变更的影响。

如果您此前未获得过直播 License （原直播推流 License）或短视频 License 授权，且需使用新版本 

SDK 中的直播播放或点播播放功能，则需购买指定 License 获得授权，详情请参见 授权说明 。

注意：

10.1版本 SDK 预计在2022年05月底发布，您可在 License 购买页  内购买包含视频播放功能的 

License，并参考 License 操作指引  进行 License 的新增与续期操作。

授权说明

10.1 版本后，直播 License（原直播推流 License）、短视频 License 和视频播放 License 均可授权解锁新

版本 SDK 的视频播放功能模块，您只需购买其中的任意一种 License，即可正常使用新版 SDK 中的直播和点播

播放功能，相关 License 的购买及计费信息如下：

购买直播 License  授权解锁直播推流 + 视频播放功能模块，相关计费详情请参见 直播 SDK 价格总览 ，操作

指引参见 直播 License 新增与续期 。

购买短视频 License  授权解锁短视频制作 + 视频播放功能模块，相关计费详情请参见 短视频 SDK 价格总

览 ，操作指引参见 短视频 License 新增与续期 。

购买视频播放 License  授权解锁视频播放功能模块，相关计费详情请参见 视频播放 License 计费说明 ，操

作指引参见 视频播放 License 新增与续期 。

License 

类型

解锁的功能模块授权

License 获取方式
直播

推流

短视频

制作

视频

播放

直播 

License
✓ - ✓ 

购买  10TB、50TB、200TB、1PB 云直播流量资

源包赠送直播 License 一年使用授权。

购买  独立直播 License 一年使用授权。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overview
https://buy.cloud.tencent.com/vcub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449/56981
https://buy.cloud.tencent.com/vcube?type=live&pkg-type=10tb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8008#.E7.9B.B4.E6.92.AD-license.EF.BC.88.E5.8E.9F.E7.A7.BB.E5.8A.A8.E7.9B.B4.E6.92.AD.E5.9F.BA.E7.A1.80.E7.89.88-license.EF.BC.8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50
https://buy.cloud.tencent.com/vcube?type=video&pkg-type=10tb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936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54333
https://buy.cloud.tencent.com/vcub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74588
https://buy.cloud.tencent.com/vcube?type=live&pkg-type=10TB
https://buy.cloud.tencent.com/vcube?type=live&pkg-type=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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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 

License

- ✓ ✓ 购买  10TB、50TB、200TB、1PB 云点播流量资

源包赠送短视频精简版/基础版 License 一年使用授

权。

购买  独立短视频 License 一年使用授权。

视频播放 

License
- - ✓ 

购买  100GB、500GB、1TB、5TB 直播/点播流

量资源包赠送视频播放 License 一年使用授权。

购买  独立视频播放 License 一年使用授权。

视频播放能力升级特性

升级后的音视频终端 SDK（腾讯云视立方）视频播放内核由腾讯内部完全自研，且经过长期优化和海量服务验证，

对比系统播放器，性能提升 30% ~ 50%。 同时针对控制带宽成本、辅助运营增长、降低接入门槛等方面为企业用

户进行了专门的优化升级，新增终端极速高清、版权保护、全链路数据洞察和场景化低代码等多种方案，打造业界

独家、行业领先的企业级视频播放解决方案，全面满足企业级需求。  

特性 说明

“腾讯视

频”同款

首次将“腾讯视频”播放能力以 SDK 的形式开放给广大开发者，在具备“臻彩视听”、精

准 Seek、清晰度切换、小窗播放、离线缓存等多项“腾讯视频”同款播放功能的同时，具

备同等水平的视频播放稳定性和机型适配性。

新增点播能

力支持

点播播放场景下新增支持 QUIC 协议，支持 AV1、H.266编码格式，相比 H.264/H.265

节省带宽 20%～55%，满足多样化的业务场景同时降低客户成本。

版权保护升

级

在支持私有协议加密、本地加密、防盗链等方案前提下，新增支持商业 DRM 加密方案，具

备完整视频安全方案矩阵，全方位保护视频版权。

画质提升解

决方案

新增支持“腾讯视频-臻彩视听” HDR 10 视频播放能力；并提供终端极速高清方案，能够

在几乎不降低视频主观画质的情况下，为企业节省传输带宽成本。

全链路数据

洞察

提供播放数据统计、质量监控及可视化分析服务。针对点播、直播等各种不同场景，提供了

细致到单个文件的近百项不同维度数据指标及数据对比、多维筛选、定向追查等能力，方便

开发者进行运营决策，驱动业务快速增长。

场景化低代

码

提供类似腾讯视频号（沉浸式短视频）、腾讯新闻（Feed 流视频）的场景化方案，可以快

速搭建相关场景 App；并新增视频封面、动态水印、列表轮播等多种功能组件，适配多样业

务场景，降低开发成本。

视频播放 License 计费说明

2022年05月底起，新上线可用于解锁 10.1 版本腾讯云视立方·播放器 SDK 视频播放能力的视频播放 

License，该 License 提供两种购买解锁方式：购买指定资源包赠送 License 或购买独立 License，计费说明

见下表：

https://buy.cloud.tencent.com/vcube?type=video&pkg-type=10TB
https://buy.cloud.tencent.com/vcube?type=video&pkg-type=lic-lite
https://buy.cloud.tencent.com/vcube?type=live&pkg-type=100GB
https://buy.cloud.tencent.com/vcube?type=player&pkg-type=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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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播放 

License 类型

有

效

期

对应云服务资源包 解锁

的功

能模

块

价格（元/

年）

获取方式

测试版
28

天
-

视频

播放

0 免费申请

正式版 1年

购买独立视频播放 License 一

年使用授权（无资源包）。
12 直接购买

购买 100GB 直播流量资源包

赠送视频播放 License 一年使

用授权。

26

购买资源包免

费赠送

购买 500GB 直播流量资源包

赠送视频播放 License 一年使

用授权。

128

购买 1TB 直播流量资源包赠送

视频播放 License 一年使用授

权。

248

购买 5TB 直播流量资源包赠送

视频播放 License 一年使用授

权。

1,200

购买 100GB 点播流量资源包

赠送视频播放 License 一年使

用授权。

19

购买 500GB 点播流量资源包

赠送视频播放 License 一年使

用授权。

88

购买 1TB 点播流量资源包赠送

视频播放 License 一年使用授

权。

175

购买 5TB 点播流量资源包赠送

视频播放 License 一年使用授

权。

869

https://buy.cloud.tencent.com/vcube?type=player&pkg-type=lic
https://buy.cloud.tencent.com/vcube?type=live&pkg-type=100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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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云点播微信公众号视频链接发布功能下线

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18 16:48:16

云点播产品自发布以来，服务众多用户，为进一步提高用户体验，保证功能交付质量，云点播团队已下线微信公众

号视频链接发布能力。

云点播团队于2022年04月01日下线《微信公众号视频链接发布能力》，届时控制台和 API 接口无法发起调用。为

不影响您的业务服务，云点播建议您将视频直接上传至 腾讯视频创作平台  完成视频链接发布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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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3-31

腾讯云

https://mp.v.qq.com/homepag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9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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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点播播放质量监控服务开启体验期的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2-01-24 16:43:54

云点播产品与腾讯云视立方播放器 SDK 共同打造了强大的云端一体服务，为进一步提升用户体验，云点播与播放

器 SDK 团队联合推出“点播播放质量监控”服务。

企业可以通过点播播放质量监控服务实现云点播资源播放数据的监控、统计及分析。了解播放体量和用户规模、分

析用户行为特征及单个视频文件播放情况，同时提供数据对比、高级筛选等多种能力，用于分析地域、网络环境等

特殊因素对播放质量的影响，有效指导运营决策、驱动业务增长。

点播播放质量监控服务分为基础版和高级版，不同版本区别如下：

该服务目前处于体验期，暂不收取费用，体验期预计截止时间为2022年06月30日。若未来计费方式有所变更，我

们将在提前在官网发布新的计费说明，并通过站内信、短信、邮件等方式提前通知您，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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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24

腾讯云

版本 数据存储时间 费用

基础版 3天 免费

高级版 1年 体验期免费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9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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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云点播视频加速功能计费价格调整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08 09:4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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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1月01日，云点播将针对中国境外视频加速服务的原有阶梯定价进行调整。

调整后的价格如下所示：

本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为2022年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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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09

腾讯云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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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4

0.4

4

1.0

3
1.2

500GB-2TB 0.43 0.7 0.64 1.1
0.3

9

0.3

9

0.9

8
1.1

2TB-50TB 0.36 0.65 0.56
1.0

3

0.3

1

0.3

1
0.9

1.0

3

50TB-100TB 0.31 0.56 0.5
0.9

5
0.2 0.2

0.8

5

0.9

5

> 100TB 0.28 0.52 0.44
0.8

5

0.1

6

0.1

6
0.8

0.8

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9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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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云点播媒体降冷功能正式上线和计费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1-04-30 10:3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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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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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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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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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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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取回 数据取回 覆盖地区          价格（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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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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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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      模式       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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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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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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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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云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9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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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云点播部分 API 2.0升级至3.0版本的公

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17 15:33:22

云点播 API 于北京时间2021年05月01日全面升级至3.0版本。基于2.0版本接口访问时延较高和使用复杂的考

虑，原云点播 VOD 的 API 2.0 接口服务将不再提供技术支持，并将于 北京时间2022年11月30日 起下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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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对您的业

务造成影响。

使用 API3.0 时，建议使用 云产品SDK中心_云产品 SDK 文档-腾讯云 ，获取到 API3.0 配套的多种编程语言的 

SDK， API Explorer  可以直接生成 SDK 的调用代码，方便您实现代码调用。 

请您从参照下方的 API 2.0 切换 3.0 接口表  找到您需要升级的新接口，完成升级。

感谢您对腾讯云的信赖与支持！

2021-04-21

腾讯云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sdk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api/explorer?Product=monitor&amp;Version=2018-07-24&amp;Action=GetMonitorData&amp;SignVersion=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80469#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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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云点播境外功能正式上线和计费变更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1-01-06 11: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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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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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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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N 境外分地区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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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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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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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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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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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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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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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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6

0.7

6

0.

9

9

0.4

3

0.4

3

1.

0

3

1.

0

3

500GB - 2TB 0.23 0.64
0.6

4

0.6

4

0.

9

7

0.3

9

0.3

9

0.

9

8

0

0.

9

8

2TB - 50TB 0.22 0.59
0.6

0

0.6

0

0.

9

4

0.3

1

0.3

1

0.

9

5

0.

9

5

50TB - 100TB 0.20 0.51
0.5

6

0.5

6

0.

8

8

0.2

0

0.2

0

0.

91

0.

91

> 100TB 0.15 0.43
0.5

2

0.5

2

0.

8

2

0.1

6

0.1

6

0.

8

5

0.

8

5

3. 其他功能

二、腾讯云点播（VOD）资源包抵扣逻辑

三、腾讯云点播（VOD）境外计费生效时间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overview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9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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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24

腾讯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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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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1 12: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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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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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云点播/视频处理变更转码计费规则的公

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0-12-21 17: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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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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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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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476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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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腾讯云云点播资源包变更通知
最近更新时间：2020-12-22 09:4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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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7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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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云点播日结计费代替原点播套餐的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0-12-22 09:3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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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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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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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在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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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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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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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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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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音视频审核正式商业计费的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5 17: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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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视频内容审核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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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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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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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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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