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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实践

图片处理实践

通过 Android 和 iOS 快速接入 AVIF 实践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47:06

AVIF 是一种基于 AV1 视频编码的新一代图像格式，相对于 JPEG、WEBP 这类图片格式来说，它的压缩率更高，并且画面细节更好。AVIF 格式适用于网络

环境不稳定、流量不足等情况下访问图片的场景。AVIF 格式图片在保持图片质量不变的情况，尽可能的减小图片大小，以达到节省图片存储空间、减少图片访问

流量、提升图片访问速度的效果。最关键的是，AV1 由谷歌发起的 AOM（开放媒体联盟）推动，在 VP9 的基础上继续演进，无专利授权费用（而且腾讯也是 

AOM 的创始成员）。

由于 AVIF 目前只在 iOS16、Android12 上得到原生支持，要想覆盖所有主流机型，单靠原生支持肯定是不够的。因此需要客户端开发时集成 AVIF 解码器自

行解码。一般做法是使用下面的解码库，自行编译 Android 和 iOS 解码器产物，以及写一些 JNI 代码，如果您的 App 使用 Glide、SDWebImage 等图片

库，还需再按照图片库的要求进行封装集成。

显然，这种方法有不少的工作量，那么有没有更快的方法？您可以选择接入数据万象 AVIF SDK 提高工作效率。本文将为您介绍如何快速集成 AVIF 解码器，兼

容所有机型。

1. 安装 Glide 和 AVIF SDK

2. 注册解码器 GlideModule

3. 使用 Glide 加载图片 

像普通 jpg、png 图片那样加载图片即可，请参见 Glide 官方文档。

AVIF 简介

App 显示 AVIF 图片

业内开源编解码库：开源编解码库。

腾讯自研编解码库：本文的数据万象 AVIF SDK 基于该编解码库。

数据万象 AVIF 图片 SDK

Android 集成

使用 Glide 图片库

implementation 'com.qcloud.cos:avif:1.1.0'   

implementation 'com.github.bumptech.glide:glide:version'

annotationProcessor 'com.github.bumptech.glide:compiler:version' 

// 注册自定义 GlideModule

// 开发者应该创建此类注册相关解码器

// 类库开发者可以继承 LibraryGlideModule 创建类似的注册类

@GlideModule

public class MyAppGlideModule extends AppGlideModule 

 @Override

 public void registerComponents @NonNull Context context, @NonNull Glide glide, Registry registry  

     /*------------------解码器 开始-------------------------*/

     //注册 AVIF 静态图片解码器

     registry.prepend Registry.BUCKET_BITMAP, InputStream.class, Bitmap.class, new StreamAvifDecoder glide.getBitmapPool

     registry.prepend Registry.BUCKET_BITMAP, ByteBuffer.class, Bitmap.class, new ByteBufferAvifDecoder glide.getBitmapPool

     //注册 AVIF 动图解码器

     registry.prepend InputStream.class, AvifSequenceDrawable.class, new StreamAvifSequenceDecoder glide.getBitmapPool , 

     registry.prepend ByteBuffer.class, AvifSequenceDrawable.class, new ByteBufferAvifSequenceDecoder glide.getBitmapPool

     /*------------------解码器 结束-------------------------*/

 

{

( ) {

( ( ()

( ( (

( ( ()

( ( (

}

}

https://bumptech.github.io/glide/
https://github.com/AOMediaCodec/libav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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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装 Fresco 和 AVIF SDK

2. 配置解码器

3. 使用 Fresco 加载图片 

像普通 jpg png 图片那样加载图片即可，请参见 Fresco 官方文档。

1. 安装 SDWebImage 和 AVIF SDK

在您工程 Podfile 文件中添加模块：

在终端执行安装命令：

Glide.with context .load url .into imageView( ) ( ) ( );

使用 Fresco 图片库

implementation 'com.qcloud.cos:avif:1.1.0'   

implementation 'com.facebook.fresco:fresco:version'

// 如果需要支持 avif 动图解码器 则需要加上 fresco:animated-base 依赖

implementation 'com.facebook.fresco:animated-base:version'

// 解码器配置

ImageDecoderConfig imageDecoderConfig = new ImageDecoderConfig.Builder

      // 配置 AVIF 静态解码器

     .addDecodingCapability

             AvifFormatChecker.AVIF,

             new AvifFormatChecker ,

             new FrescoAvifDecoder

     // 配置 AVIF 动图解码器

     .addDecodingCapability

             AvisFormatChecker.AVIS,

             new AvisFormatChecker ,

             new FrescoAvisDecoder

     .build

// 配置 Image Pipeline

ImagePipelineConfig config = ImagePipelineConfig.newBuilder context

     .setImageDecoderConfig imageDecoderConfig

     .build

// 初始化 Fresco

Fresco.initialize context, config

()

(

()

())

(

()

())

();

( )

( )

();

( );

<com.facebook.drawee.view.SimpleDraweeView

    android:id="@+id/my_image_view"

    android:layout_width="130dp"

    android:layout_height="130dp"

    fresco:placeholderImage="@drawable/my_drawable"

  />

Uri uri = Uri.parse "https://xxx.com/test.avif"

SimpleDraweeView draweeView = SimpleDraweeView  findViewById R.id.my_image_view

draweeView.setImageURI uri

( );

( ) ( );

( );

iOS 集成

pod 'CloudInfinite/SDWebImage-CloudInfinite'

pod 'CloudInfinite/AVIF'

pod install

https://frescolib.org/doc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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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 SDWebImage 直接加载 AVIF 图片

SDWebImage-CloudInfinite 模块在 App 启动时已自动将 AVIF 解码器加入到 SDWebImage 解码器队列中，在加载解码器时自动找到 AVIF 解码器

来解码图片。支持动图，无需额外操作。使用时与 SDWebImage 使用没有任何区别。

Objective-C：

Swift：

用于直接将 AVIF 数据解码为 bitmap、UIImage，以及判断图片数据是否为 AVIF 格式。

Android：

iOS：

imageView sd_setImageWithURL: NSURL URLWithString:@"AVIF 图片链接"[ [ ]];

UIImageView  .sd_setImage with: NSURL.init string: "AVIF 图片链接"() ( ( ))

数据万象 AVIF SDK 其他功能

基础解码器

import com.tencent.qcloud.image.avif.Avif

// 图片的字节数组

byte  buffer = new byte XXX

// 是否是 AVIF 格式

boolean isAvif = Avif.isAvif buffer

// 是否是 AVIF 动图 

boolean isAvis = Avif.isAvis buffer

// 原图解码

Bitmap bitmap = Avif.decode buffer

// 宽度等比解码

// 目标宽度

int dstWidth = 500  

Bitmap bitmap = Avif.decode buffer, dstWidth

// 区域缩放解码

// 区域左上角x坐标

int x = 0

// 区域左上角y坐标

int y = 0

// 区域宽度

int width = 100

// 区域高度

int height = 100

// 缩放比, 大于1的时候才生效，小于等于1的情况下不作缩放

int inSampleSize = 2

Bitmap bitmap = Avif.decode buffer, x, y, width, height, inSampleSize

;

[] [ ];

( );

( );

( );

;

( );

;

;

;

;

;

( );

#import "AVIFDecoderHelper.h"

#import "UIImage+AVIFDecode.h"

//判断是否是 AVIF 格式以及动图格式

// data为图片NSData类型数据

BOOL isAVIF = AVIFDecoderHelper isAVIFImage:data

//解码 AVIF 图片

// data为图片NSData类型数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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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装 subsampling-scale-image-view 和 AVIF SDK

2. 获取 SubsamplingScaleImageView 控件并注册解码器

3. 使用 subsampling-scale-image-view 加载图片像普通 jpg、png 图片那样加载图片即可，请参见 subsampling-scale-image-view 官方文

档 。

数据万象 AVIF SDK 封装了 AVIF 解码器、Android iOS 常用的图片库生态，直接使用数据万象 AVIF SDK 即可帮您轻松实现将 AVIF 图片显示到 App 

中。更加详细的使用说明，请参考 数据万象 Android SDK、数据万象 iOS SDK。

UIImage * image = UIImage AVIFImageWithContentsOfData:data

/ data为图片NSData类型数据

// 缩小两倍 并指定解码的范围  rect 以原图为基准

UIImage * image = UIImage AVIFImageWithContentsOfData:imageData scale:2 rect:CGRectMake x, y, width, height

[ ];

( )

[ ( )];

Android 超大图采样图片库

implementation 'com.qcloud.cos:avif:1.1.0'   

implementation 'com.davemorrissey.labs:subsampling-scale-image-view:3.10.0'

// AndroidX 请使用

// implementation 'com.davemorrissey.labs:subsampling-scale-image-view-androidx:3.10.0'

SubsamplingScaleImageView subsamplingScaleImageView = findViewById R.id.subsampling_scale_image_view

// 设置 AVIF 图片解码器

subsamplingScaleImageView.setBitmapDecoderClass AvifSubsamplingImageDecoder.class

subsamplingScaleImageView.setRegionDecoderClass AvifSubsamplingImageRegionDecoder.class

( );

( );

( );

// 加载 uri 图片

subsamplingScaleImageView.setImage ImageSource.uri uri

// 加载 assets 图片

subsamplingScaleImageView.setImage ImageSource.asset "test.avif"

// 加载 resource 图片

subsamplingScaleImageView.setImage ImageSource.resource R.raw.avif

( ( ));

( ( ));

( ( ));

总结

https://github.com/davemorrissey/subsampling-scale-image-view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8790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88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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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数据万象优化图片空间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22 17:02:10

业务量的不断扩大，导致 对象存储（Cloud Object Storage，COS）  的存储空间以及流量迅速增大。尤其是 Web 中最关键的部分（图片业务），由于 

HTML 的同步加载特性，通常是一张加载完才会加载下一张。而在本地降低分辨率则会丢失图片大部分细节。腾讯云 数据万象（Cloud Infinite，CI）  提供了

极致性价比的 图片压缩  功能，实现大幅度减小图片体积。本文以使用 HEIF 为例。

关于图片压缩费用，请参见 图片高级压缩费用 。

各个图片的兼容性如下：

1. 创建一个模板，详情请参见 图片处理 。 

其主要配置参数如下：

2. 创建一个任务，详情请参见 创建图片处理任务 。

1. 创建一个模板，详情请参见 图片处理 。 

其主要配置参数如下：

2. 创建一个图片处理相关的工作流，详情请参见 创建工作流 。 

其主要配置参数如下：

操作场景

HEIF 压缩功能可将图片转换为 heif 格式，在图片质量相同的情况下，图片大小比 jpg 格式图片减小80%以上，且在速度上，HEIF 加载也是最快的。

AVIF 压缩功能是基于 av1 的一种全新图片格式，只有在较新的浏览器才可以浏览。

格式 Android 12 iOS15.4 Windows11 压缩

PNG ✓ ✓ ✓ 无

JPG ✓ ✓ ✓ 无

AVIF × × 需要扩展 ↓50+%

HEIF ✓ ✓ 需要扩展 ↓30+%

TPG 仅 QQ 浏览器 仅 QQ 浏览器 仅 QQ 浏览器 ↓50+%

WebP ✓ ✓ ✓ ↓20+%

前提条件

已登录 数据万象控制台 ，并开通数据万象服务。

已创建和绑定存储桶，详情请参见 存储桶操作 。

已 开通图片高级压缩  功能。

操作步骤

处理存量数据

通过任务处理

缩略方式：选择不缩略。

输出格式：选择 AVIF 或者 HEIF。

说明

  当您需要批量处理数据时，此操作比较繁琐，建议您 通过工作流处理 。

通过工作流处理

缩略方式：选择不缩略。

输出格式：选择 AVIF 或者 HEI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5350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58117#.E5.9B.BE.E7.89.87.E9.AB.98.E7.BA.A7.E5.8E.8B.E7.BC.A9.E8.B4.B9.E7.94.A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46490#.E5.9B.BE.E7.89.87.E5.A4.84.E7.90.8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46489#.E5.88.9B.E5.BB.BA.E5.9B.BE.E7.89.87.E5.A4.84.E7.90.86.E4.BB.BB.E5.8A.A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46490#.E5.9B.BE.E7.89.87.E5.A4.84.E7.90.8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46488#.E5.88.9B.E5.BB.BA.E5.B7.A5.E4.BD.9C.E6.B5.81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i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4648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46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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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工作流管理页面，找到刚创建的工作流，单击执行工作流。

4. 扫描模式选择为多个文件执行工作流，其他参数按需配置，单击执行工作流。更多操作详情请参见 触发工作流 。 

在工作流管理页面，找到刚创建的工作流，将“上传触发执行”设置为启动。

由于 API 只能进行实时处理，无法直接保存到文件。因此我们需要通过持久化将图片在上传时加入参数，让图片自动保存。详情请参见 图片持久化处理 。 

其中， rules  参数需要自定义，可以在工作流详情的图像处理中查看。 

输入存储桶：选择绑定的存储桶。

格式匹配：选择图片文件。

配置工作流：选择图片处理。

处理上传数据

数据工作流（推荐）

API 方式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46488#.E8.A7.A6.E5.8F.91.E5.B7.A5.E4.BD.9C.E6.B5.8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18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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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如下图片大小为例：

可以明显地看出，相比原图 JPG 或 PNG 格式，HEIF 与 AVIF 大幅度压缩了不少。如果一个文件夹有100000张10M的图片，AVIF 则省下了300+G。换算

到腾讯云的标准存储容量包价格，每个月存储则省下了24元，流量省下了102元（中国大陆）。

鉴于原生 iOS 就是 HEIF 的优势，在 iOS 平台上建议使用 HEIF 方式，Windows 平台建议使用 Webp 和 AVIF 方式。

体积限制：

总结

图片大小对比

原图（MB） HEIF（MB） AVIF（MB）

7.91 3.2 1.8

18 13 3.2

30 14 6.9

优缺点对比

类型 高级压缩 传统压缩

速度 云端处理，速度快 本地处理，根据处理设备决定

画质 近乎无损 有损压缩

压缩率 极高 一般

成本 低 根据处理设备决定

兼容性 中等 极强

相关问题

图像过大导致处理失败？

处理图片原图大小不超过32MB、宽高不超过30000像素且总像素不超过2.5亿像素。



数据万象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1 共95页

如果超出限制则会导致失败，建议使用 Photoshop 或者其他软件将图片缩小到范围之内再进行处理。

请确认是否开通数据万象服务和图片高级压缩功能，同时确认账号是否留有足够的余额。

一般处理一张图片为10分钟左右。如果太长，请关闭任务重新开始。如果时间仍旧过长，请确认图片内容是否过于复杂，建议优化图片内容。 

如果仍无法解决，请 提交工单  联系我们。

处理结果图宽高设置不超过9999像素。

针对动图，原图宽 x 高 x 帧数不超过2.5亿像素。

无法开始处理？

处理时间过长？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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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混合水印实战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47:06

数据万象基础图片处理的水印功能支持在图片上添加 图片水印  或 文字水印 。但在现实的业务场景中，经常出现一张图片上既有固定的 Logo 水印，也有动态变

化的文字水印（例如用户名）的情况。针对上述场景，我们提供了如下方案供您参考，您可结合实际业务场景，选择合适的接入方案。 

数据万象的基础图片处理功能支持使用 管道操作符  "|"实现一次请求、多次处理，且只计算一次处理和流量费用。使用这种方式可大幅减少重复请求带来的时延和

额外费用。

1. 参见 图片水印  API 文档，定义图片水印的参数。 

如您不熟悉 API 参数，可参考 样式管理  文档，通过控制台新增样式，生成参数。 

如上图红框所示，处理参数如下：

操作场景

方案优势对比

方案 优点 缺点

方案一 接入简单，实现方便。 水印尺寸无法跟随图片大小进行动态变换，无法进行平铺操作。

方案二
在图片尺寸多变的场景下，会达到比方案一更好的自适

应效果。
接入流程更为繁琐，且会收取两次处理费用。

操作方案

方案一：使用管道操作符实现一条 URL 同时打上两种水印

操作步骤

watermark/1/image/aHR0cDovL2V4YW1wbGVzLTEyNTgxMjU2MzguY29zLmFwLWd1YW5nemhvdS5teXFjbG91ZC5jb20vbG9nby5

说明

 此处的编码 aHR0cDovL2V4YW1wbGVzLTEyNTgxMjU2MzguY29zLmFwLWd1YW5nemhvdS5teXFjbG91ZC5jb20vbG9nby5wbmc 为水

印图片链接（即存储在对象存储 bucket 上的图片链接）经过 URL 安全的 base64 编码后生成。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693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695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1529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693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46823#.E6.A0.B7.E5.BC.8F.E7.AE.A1.E7.9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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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 文字水印  API 文档，定义文字水印的参数。 

如您不熟悉 API 参数，可参考 样式管理  通过控制台新增样式，生成参数。 

3. 使用管道操作符拼接图片水印和文字水印的两段参数：

4. 将拼接的参数拼接至图片的下载链接后方：

即可获得混合水印的图片：

watermark/2/text/VUlOOiAxMjM0NTY3OA/font/SGVsdmV0aWNhLmRmb250/fontsize/36/fill/IzAwMDAwMA/dissolve/50/gravity/so

说明

 此处编码 VUlOOiAxMjM0NTY3OA 为文字信息 UIN: 12345678 经过 URL 安全的 base64 编码后生成。

watermark/2/text/VUlOOiAxMjM0NTY3OA/font/SGVsdmV0aWNhLmRmb250/fontsize/36/fill/IzAwMDAwMA/dissolve/50/gravity/so

https://examples-1258125638.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preview.png?watermark/2/text/VUlOOiAxMjM0NTY3OA/font/SG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695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46823#.E6.A0.B7.E5.BC.8F.E7.AE.A1.E7.9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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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缩短 URL 长度，我们可参见 样式管理  文档，在控制台将图片水印（保持不变）的部分新增为样式 watermark1 ：

这样，链接即可缩短为：

之后需要更改文字内容时，您只需将链接中 VUlOOiAxMjM0NTY3OA 部分替换为更新后的 base64 编码即可实现。例如 UIN: 88888888 的编码为

VUlOOiA4ODg4ODg4OA ，此时只需将链接更改为如下内容，即可实现文字内容的替换。

1. 准备一张400px * 400px尺寸的透明 PNG 图片，上传至存储桶中。详情可参见 上传文件  文档。 

例如： https://examples-1258125638.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transparent.png

2. 参见方案一的步骤1 - 步骤3，生成图片水印和文字水印两段参数，并将其拼接。

3. 将拼接的参数拼接至透明 PNG 图片的下载链接后方：

https://examples-1258125638.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preview.png/watermark1?watermark/2/text/VUlOOiAxMjM0NT

https://examples-1258125638.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preview.png/watermark1?watermark/2/text/VUlOOiA4ODg4OD

方案二：将文字和图片水印打印到透明图片上，再将其作为图片水印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46823#.E6.A0.B7.E5.BC.8F.E7.AE.A1.E7.90.8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46485#.E4.B8.8A.E4.BC.A0.E6.96.87.E4.BB.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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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效果如下：

4. 将这张透明图片作为水印图片，对原图进行打水印操作即可：

其效果如下：

您还可以通过 scatype 参数使水印图尺寸根据图片大小等比例缩放，并通过 batch 参数设置平铺。

https://examples-1258125638.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transparent.png?watermark/2/text/VUlOOiAxMjM0NTY/font/SG

https://examples-1258125638.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preview.png?watermark/1/image/aHR0cDovL2V0ZXJuYXV4LTE

https://examples-1258125638.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preview.png?watermark/1/image/aHR0cDovL2V0ZXJuYXV4L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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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效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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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数据万象快速制作商品海报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47:06

本文将介绍如何结合 腾讯云数据万象（CI） 的 商品抠图 和 海报合成 能力，快速制作精美的商品海报。制作商品海报首先需要从图片中获取商品主体（商品抠

图）、然后用获取到的商品主体进行海报合成。

使用数据万象智能商品抠图功能，搭配丰富的海报模板，10 秒钟就可以产出一张精美海报，适用于电商活动海报、线上直播邀请函、团购营销等各类需批量海报

制作的场景。

1. 获取图片对象地址，格式为： https://test-12XXXXXXX.cos.ap-chongqing.myqcloud.com/test.jpg 。

2. 对图片进行抠图，从而获取商品主体，可参考 商品抠图 API，在图片地址后拼接 ci-process=GoodsMatting ，即：

https://test-12XXXXXXX.cos.ap-chongqing.myqcloud.com/test.jpg?ci-process=GoodsMatting  。

3. 将抠图结果存储在存储桶中，例如： https://test-12XXXXXXX.cos.ap-chongqing.myqcloud.com/product.jpg

商品抠图效果示例：

简介

业务场景

准备工作

已创建和绑定存储桶，详情请参见 存储桶操作。

已 开通图片服务 和 媒体服务 功能。

上传图片

步骤一：商品抠图

注意：

图片地址需要携带签名，详情请参见 请求签名。

说明：

商品抠图的计费说明请参见 商品抠图费用。

若存在跨域问题，则需要进行存储桶跨域访问 CORS 设置，详情请参见 设置跨域访问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696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8090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8239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7973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4648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8588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4898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1332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777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58118#.E5.85.B6.E4.BB.96.E8.B4.B9.E7.94.A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13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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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海报合成任务，返回任务 ID。参见 提交任务接口。接口请求参数格式为：

步骤二：海报合成

<Request>

 <Tag>PosterProduction</Tag>

 <Operation>

     <Output>

         <Region>ap-chongqing</Region>

         <Bucket>test-12XXXXXXX</Bucket>

         <Object>output/out.jpg</Object>

     </Output>

     <PosterProduction>

         <TemplateId>t10461fe2bd5a649db9022452ec71exxxx</TemplateId>

         <Info>

             <main>https://test-12XXXXXXX.cos.ap-chongqing.myqcloud.com/product.jpg</main>

             <text_main>demo<text_main>

         </Info>

     </PosterProduction>

 </Operation>

 <QueueId>p2911917386e148639319e13c285cxxxx</QueueId>

 <CallBack>http://callback.demo.com</CallBack>

 <CallBackFormat>JSON<CallBackFormat>

</Request>

说明：

PosterProduction.TemplateId 为海报合成模板 ID，推荐使用默认 海报模板。如需使用自定义海报模板，可参见 设计中心文档。

PosterProduction.Info 为模板的可替换信息，将上一步提取出来的商品图片（

https://test-12XXXXXXX.cos.ap-chongqing.myqcloud.com/product.jpg ）替换到模板中，生成对应的商品海报。

海报合成的费用参见 智能海报生成费用。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8239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8238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8239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58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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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任务会返回 JobId 作为任务唯一标识，通过 JobId 查询海报合成任务，参见 查询任务接口。

返回的 State为Success 代表已经合成成功，读取到合成的海报地址为：

https://${Operation.Output.Bucket}.cos.${Operation.Output.Region}.myqcloud.com/${Operation.Output.Object} 。

最终制作的海报效果示例如图：

步骤三：获取海报合成结果

推荐使用 API Explorer调试。

Demo体验

具体代码可参考 cos-demo 商品海报合成。

您可使用腾讯云对象存储控制台，在 智能工具箱  栏目中使用示例文件或自行上传文件，体验商品抠图及海报合成的实际效果。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82391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api/explorer?Product=cos&Version=2018-11-26&Action=CreateAnimationTemplate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cos-demo/tree/main/goodsMatting-posterProduction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os/toolbox/Poster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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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内容识别实践

自动翻译文件内容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47:06

数据万象翻译功能，支持对 pdf/docx/pptx/xlsx/txt 等多种格式文档进行多语言类型翻译，最大程度上保留文档的样式与排版，适用于跨境电商、教育培训、

跨文化交流等场景。

本文将介绍如何使用 腾讯云数据万象（CI） 提供的翻译能力，快速翻译您的文档文件，支持多种语言类型和文档类型。

提交翻译任务，参数详情参见 提交任务接口。接口请求参数格式为1：

简介

说明：

本文介绍的翻译场景适用于文件翻译，如您有短文本的翻译需求，请参见 实时文字翻译。

前提条件

已创建和绑定数据万象存储桶，详情请参见 存储桶操作。

进入存储桶详情，开启 数据处理 > 内容识别 > 机器翻译 功能。

上传待翻译的文件。

操作步骤

步骤一：初始化 COS SDK 并配置相关信息

// 密钥请在访问管理控制台获取。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capi

const cos = new COS({

  SecretId: 'AKID*******',

  SecretKey: '**********',

});

说明：

注意：该初始化方式仅供联调测试使用，为了安全起见，请勿在生产环境直接暴露密钥。

生产环境请参考各语言 SDK 签名实现，详情请参见 SDK 签名实现。

步骤二：创建翻译任务

// 存储桶配置请在 cos 控制台获取。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os/bucket

// 格式参考：Bucket: 'abc-1250000000', Region: 'ap-shanghai'

// 源文档相关配置

const InputConf = 

   Bucket: 'test-125********',

   Region: 'ap-shanghai',

   FileName: 'input.pdf',

// 翻译结果文档相关配置

const OutputConf = 

   Bucket: 'test-125********',

   Region: 'ap-shanghai',   /* 注意：需与源文档所在存储桶为同地域 */

   FileName: 'output.pdf',

const host = InputConf.Bucket + '.ci.' + InputConf.Region + '.myqcloud.com'

// 创建翻译任务请求及参数格式

const body = COS.util.json2xml

  "Request": 

{

};

{

};

;

({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8423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8479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8354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4648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1332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7778#sdk-.E7.AD.BE.E5.90.8D.E5.AE.9E.E7.8E.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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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中提交任务后返回的 JobId 作为任务唯一标识，通过 JobId 查询翻译任务，详情请参见 查询任务接口。 

可定时查询任务的状态，当返回的 State 为 Success 时代表文件翻译成功，翻译后的文件地址为：

https://${Operation.Output.Bucket}.cos.${Operation.Output.Region}.myqcloud.com/${Operation.Output.Object} 。

    "Tag": "Translation", /* 创建任务的 Tag：Translation ,必须*/

    "Input": 

      "Object": InputConf.FileName, /* 需要翻译的文档文件，存储桶里的路径，必须 */

      "Lang": "zh", /* 源文档语言类型，支持简（繁）体中文、英语、德语、法语、日语、俄语、韩语、阿拉伯语等多种语言，必须 */

      "Type": "docx", /* 源文档类型，支持 pdf、docx、pptx、xlsx、txt、xml、html、markdown、jpg、png 等多种文档格式，必须 */

    ,

    "Operation": 

      "Output": 

        "Region": OutputConf.Region, /* 存储桶的地域，必须 */

        "Bucket": OutputConf.Bucket, /* 存储结果的存储桶，必须 */

        "Object": OutputConf.FileName /* 输出结果的文件名，必须 */

      ,

      "Translation": 

        "Lang": "en", /* 目标文档语言类型，支持多种语言，必须 */

        "Type": "pdf" /* 目标文档类型，必须 */

      ,

    

  

// 创建翻译任务

cos.request

  Bucket: InputConf.Bucket,

  Region: InputConf.Region,

  Method: 'POST',

  Url: 'https://' + host + '/jobs',

  Key: '/jobs', /** 固定值，必须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ml', /** 固定值，必须 */

  Body: body

, err, data  => 

  console.log err || data

  

{

}

{

{

}

{

}

}

}

});

({

} ( ) {

( );

}

})

说明：

翻译计费规则参见 内容识别费用 - 文字翻译。

通过子账号使用时，需要授予相关的权限，详情请参见 授权粒度详情 文档。

接口返回参数请参见响应参数，JobsDetail 节点下为翻译任务接口响应信息。其中 JobId 为关键信息，步骤三中查询翻译任务时会用到。

步骤三：获取翻译结果

const getResult = jobId  => 

  // 查询任务状态及参数格式

  cos.request

    Bucket: InputConf.Bucket,

    Region: InputConf.Region,

    Method: 'GET',

    Url: 'https://' + host + `/jobs/${jobId}`,

    Key: `/jobs/${jobId}` /** 固定值，必须 */

  , err, data  => 

    if err  

      console.log JSON.stringify err

      return

    

    if data?.Response?.JobsDetail?.State === 'Success'  

      console.log "success"

     else if data?.Response?.JobsDetail?.State === 'Fail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8476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58118#69f23fb5-0110-4768-b3e5-3473703c098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4174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84799#.E5.93.8D.E5.BA.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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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pdf 文档为例，翻译前后的效果对比如图：

      console.log "Failed"

    

  

( );

}

})

}

说明：

推荐使用 API Explorer调试。

费用相关

翻译费用

对象存储相关费用

示例代码

具体代码可参见 cos-demo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api/explorer?Product=cos&Version=2018-11-26&Action=DescribeMediaJob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58118#69f23fb5-0110-4768-b3e5-3473703c098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53482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cos-demo/blob/main/translate-fil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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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瑕疵修复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47:06

图片修复功能支持指定图片中需要修复的区域，并对其中的主体进行识别，通过 AI 算法智能填充与周围区域相似的图片纹理，从而快速、准确地修复图片中的瑕

疵，提高工作效率、降低成本。本文将介绍如何使用 腾讯云数据万象（CI）的 图像修复 能力，快速涂抹修复图片瑕疵。

根据原图大小来初始化 Canvas 画布，原图为存储在存储桶中的图片：

概览

业务场景

摄影后期制作时，修复图片瑕疵及背景杂物，帮助摄影师节省时间和精力。

修复老照片中的划痕、污渍等瑕疵。

电商平台中的商品图片修复，提升商品图片的质量和美观度，吸引更多的消费者。

前提条件

创建数据万象存储桶，详情请参见 存储桶操作。

上传待处理的图片  到存储桶中。

步骤一：初始化 Canvas 画布

// 原图存储在Bucket中，原图地址为：

const imgSrc = `https://${config.Bucket}.cos.${config.Region}.myqcloud.com/${config.FileName}`

const img = new Image

img crossOrigin = 'anonymous'  // 跨域设置，必须

img onload =  => 

    // 获取图片尺寸初始化画布

    const context = canvas getContext '2d'

    originWidth = img width

    originHeight = img height

    canvas width = originWidth

    canvas height = originHeight

    context clearRect 0  0  originWidth  originHeight

img src = imgSr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说明：

若存储桶为私有读，则对象地址需要携带签名，详情请参见 请求签名。

若存在跨域问题，则需要进行存储桶跨域访问 CORS 设置，详情请参见 设置跨域访问。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8090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4648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1332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777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13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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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图效果示例：

下面以鼠标标记涂抹区域为例，介绍制作遮罩图的方法。

步骤二：制作包含涂抹修复区域的遮罩图

// 使用鼠标标记涂抹区域

function setCanvasDraw context  

    const context = canvas getContext '2d'

    let isDrawing = false

    let y = 0

    // 画线条标记涂抹区域

    const drawLine = context, x0, y0, x1, y1  => 

      context beginPath

      context strokeStyle = 'white'     // 涂抹区域为白色

      context lineWidth = 30

      context moveTo x0  y0

      context lineTo x1  y1

      context lineJoin = 'round'

      context lineCap = 'round'

      context stroke

    

    // 鼠标按下：开始涂抹

    canvas addEventListener 'mousedown'  event => 

      x = event layerX

      y = event layerY

      isDrawing = true

    

    // 鼠标移动：持续涂抹

    canvas addEventListener 'mousemove'  event => 

      if isDrawing  

        drawLine context  x  y  event layerX  event layerY

        x = event layerX

        y = event layer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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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罩图示例（白色为涂抹区域）：

最后将 Canvas 遮罩图上传到存储桶中，详情请参见 上传图片 。

获取原始图片地址，格式为：

获取遮罩图地址，格式为：

获取修复后的图片，有三种方法：

    // 鼠标抬起：结束涂抹

    canvas addEventListener 'mouseup'  event => 

      if isDrawing  

        drawLine context  x  y  event layerX  event layerY

        x = 0

        y = 0

        isDrawing = fa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意：

遮罩图需与原图相同尺寸，背景为黑色，需要涂抹的区域为白色。

步骤三：修复图片并展示

https://$ config Bucket cos $ config Region myqcloud com/source jpg{ . }. . { . }. . .

https://$ config Bucket cos $ config Region myqcloud com/mask jpg{ . }. . { . }. . .

下载时处理，适用于直接下载并展示修复后图片的场景。使用方法可参见 图像修复 API，在图片地址后拼接 ci-process=ImageRepair 、访问签名q-

sign-algorithm=<signature> 和 MaskPic=遮罩图地址 URL 安全的 Base64 编码，即：

https://${config.Bucket}.cos.${config.Region}.myqcloud.com/source.jpg?q-sign-algorithm=<signature>&ci-process=ImageRe

上传时处理，适用于将修复图持久化存储的场景。使用方法可参见 上传时处理 ，在上传原图的时候在请求头中加入处理参数，即：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1332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7904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18147#.E4.B8.8A.E4.BC.A0.E6.97.B6.E5.A4.84.E7.9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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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修复后效果如下：

PUT /source.jpg HTTP/1.1

Host: ${config.Bucket}.cos.${config.Region}.myqcloud.com

Date: Wed, 28 Oct 2022 20:32:00 GMT

Authorization:XXXXXXXXXXXX

Pic-Operations: {"is_pic_info":1,"rules":[{"fileid":"result.jpg","rule":"ci-process=ImageRepair&MaskPic=aHR0cDovL2V4xxxxxxx

Content-Length: XXX

[Image Object]

云上数据处理，适用于原图已存储在存储桶中，并且需要将修复后的图片存入到存储桶中的场景。使用方法可参见 云上数据处理 ：

POST /source.jpg?image_process HTTP/1.1

Host: ${config.Bucket}.cos.${config.Region}.myqcloud.com

Date: Wed, 28 Oct 2022 20:32:00 GMT

Authorization: XXXXXXXXXX

Pic-Operations: {"is_pic_info":1,"rules":[{"fileid":"result.jpg","rule":"ci-process=ImageRepair&MaskPic=aHR0cDovL2V4xxxxxxx

Content-Length: XXX

说明：

 图片修复计费规则参见 图像修复费用  。

图片存储在存储桶中，涉及到 对象存储相关费用  。

Demo 体验

具体代码可参见 cos-demo 图片瑕疵涂抹修复 。

您可使用腾讯云对象存储控制台，在 智能工具箱  栏目中使用示例图片或自行上传图片，体验图片修复的实际效果。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18147#.E4.BA.91.E4.B8.8A.E6.95.B0.E6.8D.AE.E5.A4.84.E7.90.8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58118#69f23fb5-0110-4768-b3e5-3473703c098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53482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cos-demo/tree/main/Image-Inpainting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os/toolbox/Rep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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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处理实践

音视频处理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47:07

音视频转码提供音频、视频等媒体类文件的转码能力，是文件码流转换成另一个码流的过程。通过转码，可以改变原始码流的编码格式、分辨率和码率等参数，从

而适应不同终端和网络环境的播放。

本文将介绍如何使用音视频转码及媒体智能处理服务，将您存储在COS上的音视频文件，通过高效、智能的方式，转换成适合在移动端、PC、TV上播放的格

式，实现多端流畅高清播放体验。

针对不同用户不同终端需要提供不同格式的媒体文件，将视频转换成流畅、标清、高清及超清等，用户可以根据当前网络环境选择合适码率的视频播放。同时提供

多样的压缩功能以提高压缩效率、减小文件体积，从而减少卡顿并节省存储空间和流量费用。

支持视频添加片头片尾、精彩片段剪辑、自动化抠图、人声和背景声分离等二次创作场景；也可以采用超分辨率、色彩和细节增强、SDR to HDR变换、音频降

噪等技术对老旧片源进行修复和美化。

可在转码时为视频添加特定图文LOGO来说明视频版权归属，也可以添加数字水印，以作版权追溯使用。

提供了基础处理、智能编辑、画质优化和版权保等方面的处理能力：

简介

适用场景

多终端适配

智能编辑

版权保护

功能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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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功能说明如下：

功能 说明

格式转换
音频、视频等媒体类文件的转码能力，支持常见的音视频封装格式：avi、mp4、mkv、flv、hls、ts、mp3、aac、flac，支持 

H.264、H.265、AV1、VP8、VP9 等多种编码格式。

倍速转码
适用于时长较长、文件较大、对转码时效性要求高的传媒场景和数据量大的超高清视频生产，倍速转码最高可以达到30倍速的转码性

能。

极速高清 提供让视频更小更清晰的转码能力，保证低带宽的同时带给用户视觉上更佳体验。

广电格式转码 支持 XAVC 、ProRes 等特殊格式转码。

自适应码率 将单个源视频一步生成多码率自适应文件的能力，让视频适配不同播放终端与网络情况，支持hls和dash打包格式。

HDR转SDR  使转换后视频的画面细节最大程度贴近原视频，适配不同类型的终端设备，避免画面出现失真、灰暗的情况。

截帧 对视频某一时间节点的截图功能，支持同步和异步截帧，支持将多个截帧拼成雪碧图。

转动图 将视频格式文件转为动图格式文件，支持gif和webp格式。

视频拼接 可将指定的音视频片段拼接在音视频文件的开头或结尾，生成一个新的文件。

视频分段 可将指定的音视频文件切分成若干个片段。

智能封面 智能分析视频帧的质量、精彩程度、内容相关度，提取最优帧生成截图作为封面。

精彩集锦
精准地提取视频中的精彩片段，对视频的内容、动作姿态、场景进行多维度识别与聚合，以匹配专业编辑的水准迅速剪辑生成视频中精彩

集锦。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4750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4750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5843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8473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5843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8473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4750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4750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4916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6269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4750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58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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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音视频普通转码功能为例，根据场景需要提供以下三种使用方式，这三种方式也可以组合使用：

适用于对单个媒体文件进行转码处理的场景，步骤如下：

1. 选择待处理的COS媒体文件，并创建 音视频转码 任务。

视频标签 对视频中视觉、场景、行为、物体等信息进行分析，输出视频的多维度内容标签。

人声分离 将指定的音视频文件中人声与背景声进行分离生成独立音频素材，便于后期实现其他风格艺术加工。

音频降噪 语音智能降噪，听到想听的声音。

语音合成 通过深度学习技术，将文本转换成自然流畅的语音。目前有多种音色可供选择。

语音识别 对音视频中的音频进行识别，支持中文普通话、英语和粤语。

质量评分 采用无参考评价方式对视频清晰度、信噪比、色彩、亮度等进行综合分析输出视频质量分值。

画质增强

超分辨率：通过识别视频的内容与轮廓高清重建视频的细节与局部特征，通过一系列低分辨率的图像来得到一幅高分辨率的图像

细节和色彩增强：色彩智能美化、饱和度调节；细节智能优化，曲线增强

SDR to HDR：伽马曲线智能变换，亮度增强

水印LOGO  将静态或动态图片、文字水印添加至视频中，支持水印漂浮效果。

数字水印 将图片、字符串隐藏在视频、图文中，水印不易被探知和再次修改，同时也不会破坏视频载体的完整性与可观赏性。

视频加密 通过 HLS 标准加密和 DASH 加密方式对视频数据进行加密，保障视频安全。

视频元信息 获取视频、音频、字幕类等媒体文件的元信息。

使用方式

方式一：创建单个处理任务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7282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5843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8005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7587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4749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8005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6033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8472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6632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5929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47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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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处理参数，具体参数参考 创建音视频转码任务 。

适用于对于存储在cos中的存量媒体文件，进行统一转码处理的场景。步骤如下：

1. 选择一个文件夹，创建批量数据处理任务，可参考 批量数据处理 。

2. 在控制台上查看批量任务的执行情况。

说明：

您也可以使用 提交音视频转码任务接口  来创建单个任务。

转码任务的计费说明请参见 媒体处理费用 。

方式二：创建批量处理任务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53968#.E5.88.9B.E5.BB.BA.E9.9F.B3.E8.A7.86.E9.A2.91.E8.BD.AC.E7.A0.81.E4.BB.BB.E5.8A.A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78919#.E5.88.9B.E5.BB.BA.E6.89.B9.E9.87.8F.E6.95.B0.E6.8D.AE.E5.A4.84.E7.90.86.E4.BB.BB.E5.8A.A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7693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58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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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持续有新的媒体文件上传到COS的场景，将转码处理配置到工作流中，设置文件上传触发工作流执行，确保新上传的视频都会经过转码处理。步骤如下：

1. 选择一个文件路径创建工作流

2. 配置工作流参数，详情可参见 配置工作流 。

3. 查看执行结果

4. 可以在控制台上查看执行结果，可参见 查看执行实例  

5. 工作流支持自定义设置回调 URL，在工作流开启状态下，每上传一个文件会触发工作流执行一个实例，实例执行完成后系统会向该 URL 发送 HTTP 

POST 请求，请求体中包含 回调通知内容 ，以便及时了解工作流实例处理的进展和状态。

说明：

您也可以使用 批量任务接口  来创建批量处理任务。

转码任务的计费说明请参见 媒体处理费用 。

方式三：上传文件触发任务执行

说明：

您也可以使用 创建工作流接口  来创建一个工作流。

转码任务的计费说明请参见 媒体处理费用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5396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53967#.E6.9F.A5.E7.9C.8B.E6.89.A7.E8.A1.8C.E5.AE.9E.E4.BE.8B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8004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8015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5896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7685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58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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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HLS 加密防止视频泄露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47:07

视频加密是指对视频中的内容进行加密，可有效防止视频泄露和盗链问题，广泛用于在线教育及财经等领域。本文介绍数据万象HLS标准加密的原理和接入流

程。

COS服务采用信封数据加密的方式加密视频。业务方调用腾讯云密钥管理服务（KMS）生成数据密钥（DK）和信封数据密钥（EDK），然后利用数据密钥

（DK）加密视频，并将加密后的文件和信封数据密钥（EDK）存储。播放器终端通过解密服务获取数据密钥（DK）请求解密播放视频。 

数据万象视频加密流程如下：

1. 用户业务侧将视频上传到对象存储后，请求 HLS 加密。

2. 数据万象收到加密请求后，向 KMS 请求加密密钥。

3. 数据万象通过转码功能对视频进行 HLS 加密。

4. 加密后，对象存储通过 CDN 分发加密后的 HLS 视频文件。

1. 终端用户登录播放器终端，用户业务侧会对终端用户进行身份校验，校验通过后，会为播放终端分配一个 Token，并将带 Token 的播放地址返回给播放器

端。

2. 用户播放终端解析返回的 m3u8 文件，得到 “URI” 内容，向 URI 请求密钥。

3. 用户业务侧的风控管理服务收到请求后，先根据用户逻辑自行判断合法性，再通过调用 KMS 服务的 API 查询密钥。

4. 密钥管理服务将返回的密钥返回给播放终端。播放终端通过获取的密钥对 m3u8 文件进行解密并播放。

1. 开通腾讯云相关服务

2. 授权数据万象媒体处理访问 KMS

3. 调用 KMS 服务的解密接口搭建解密服务，并将调用 KMS 接口获得的明文密钥 Base64 Decode 之后返回播放终端

1. 登录 数据万象控制台。

HLS标准加密

工作原理

说明：

业务方需开通腾讯云数据万象服务（CI）、存储服务（COS）、访问控制（CAM）、密钥管理服务（KMS）以及内容分发网络（CDN）。

加密流程

解密流程

业务方实现概览

接入准备

加密视频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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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存储桶管理，进入存储桶列表。

3. 找到您需要存储视频的存储桶，并单击右侧操作栏的管理，进入相应存储桶管理页面。

4. 单击左侧的媒体处理，选择模板页签，进入模板配置页面。

5. 选择音视频转码，单击创建转码模板，弹出创建转码模板窗口。

6. 在创建转码模板窗口中，配置如下信息：

7. 单击确定，完成加密模板配置，后续选用此模板 配置工作流 或 配置任务 即可实现加密视频。

请按以下指引完成视频解密播放：

1. 搭建 token 服务。

2. 搭建解密服务。

搭建一个本地 HTTP 服务，用于解密视频和获取解密密钥。

以下为 PHP 示例代码：

模板名称：长度不超过64字符，仅支持中文、英文、数字、下划线 _ 、中划线 - 和 * 。

封装格式：选择 HLS。

转码时长：可选为源视频时长、自定义配置时长。

视频加密：开启视频加密。

UriKey：用户搭建的密钥管理服务的地址。

说明：

可根据您使用的开发语言选择查看对应代码示例。

播放HLS加密视频

注意：

token 服务需要根据您的加密逻辑自行搭建，以达到更高的视频安全等级。

<?php

/**

 * 需要用到 腾讯云开发者工具套件（SDK）3.0 获取地址 https://github 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php

 * 万象控制台配置转码文件的 UriKey 之后，该接口的处理逻辑参考以下 demo

 * 1  获取到密文 $_GET 'Ciphertext'

 * 2  请求 KMS Decrypt 接口，拿到响应后 进行 base64解码

 * 3  接口返回 解码后的字符串

 */

.

) [ ]

)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4648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46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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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 示例代码如下： 

完整示例

require_once ' /tencentcloud-sdk-php/vendor/autoload php'

use TencentCloud\Common\Credential

use TencentCloud\Kms\V20190118\KmsClient

use TencentCloud\Kms\V20190118\Models\DecryptRequest

use TencentCloud\Common\Exception\TencentCloudSDKException

$secretId = ""

$secretKey = ""

$ciphertext = $_GET 'Ciphertext'

$kmsRegion = $_GET 'KMSRegion'

try 

    $cred = new Credential $secretId  $secretKey

    $kmsClient = new KmsClient $cred  $kmsRegion

    $decryptRequest = new DecryptRequest

    $decryptRequest->setCiphertextBlob $ciphertext

    $resp = $kmsClient->Decrypt $decryptRequest

    $plaintext = $resp->getPlaintext

    $decodeStr = base64_decode $plaintext

    echo $decodeStr

catch TencentCloudSDKException $e  

    echo $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tController

@CrossOrigin "*"

public class KMSDecryptController 

    @RequestMapping "decrypt"

    public void decrypt @RequestParam "Ciphertext"  String ciphertext @RequestParam "KMSRegion"  String region  HttpServletR

        try 

            // 实例化一个认证对象，入参需要传入腾讯云账户 secretId，secretKey,此处还需注意密钥对的保密

            // 密钥可前往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capi 网站进行获取

            Credential cred = new Credential ""  ""

            // 实例化 http

            HttpProfile httpProfile = new HttpProfile

            httpProfile setEndpoint "kms.tencentcloudapi.com"

            // 实例化一个 client 选项，可选的，没有特殊需求可以跳过

            ClientProfile clientProfile = new ClientProfile

            clientProfile setHttpProfile httpProfile

            // 实例化要请求产品的 client 对象,clientProfile 是可选的

            KmsClient client = new KmsClient cred  region  clientProfile

            // 实例化一个请求对象,每个接口都会对应一个 request 对象

            DecryptRequest req = new DecryptRequest

            //写入待解密数据

            req setCiphertextBlob ciphertext

            // 返回的 resp 是一个 DecryptResponse 的实例，与请求对象对应

            DecryptResponse resp = client.Decrypt req

            String plaintext = resp getPlaintext

            //对秘钥进行 base64解密

            byte  decode = Base64 getDecoder decode plaintext

            //返回流

            ServletOutputStream outputStream = response getOutputStream

            outputStream write decod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github.com/563750789/HLS-video-demo/blob/master/src/main/java/com/qcloud/cos/hlsvideodemo/demo/example.m3u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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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播放加密视频。

您可以使用自己的播放器或腾讯云播放器播放加密视频。

            outputStream close

         catch TencentCloudSDKException | IOException e  

            System out println e toString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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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自动添加字幕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47:07

本文将介绍如何使用 COS SDK 调用数据万象的 语音识别 能力生成视频字幕文件，并使用 腾讯云点播超级播放器（TCPlayer） 播放挂载了字幕的视频。

适用于短视频制作时，原始视频无字幕，需要自动识别视频语音内容并生成字幕的场景。可应用于 PGC/UGC 平台、视频网站、短视频应用、资讯平台等对媒体

内容制作有较高智能化和时效性需求的行业。

构造提交语音识别任务接口并发起请求 请求参数：

概览

业务场景

准备工作

已创建和绑定存储桶，详情请参见 存储桶操作。

已 开通语音识别 功能。

上传视频文件

在页面中引入 COS SDK 与 TCPlayer 相关脚本文件：

<!--播放器样式文件-->

<link href="https://web.sdk.qcloud.com/player/tcplayer/release/v4.6.0/tcplayer.min.css" rel="stylesheet" />

<!--播放器脚本文件-->

<script src="https://web.sdk.qcloud.com/player/tcplayer/release/v4.6.0/tcplayer.v4.6.0.min.js"></script>

<!--COS SDK-->

<script src="https://cdn.jsdelivr.net/npm/cos-js-sdk-v5/dist/cos-js-sdk-v5.min.js"></script>

设置播放器容器节点: 

在需要展示播放器的页面位置加入播放器容器。例如，在 index.html 中加入如下代码（容器 ID 以及宽高都可以自定义）。

<video id="player-container" width="414" height="270" preload="auto" playsinline webkit-playsinline></video>

生成字幕文件

步骤 1：初始化 COS SDK 并配置相关信息

// 密钥请在访问管理控制台获取。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capi

const cos = new COS

  SecretId: 'AKID*******'

  SecretKey: '**********'

({

,

,

});

步骤 2：创建语音识别任务

// 存储桶配置请在 cos 控制台获取。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os/bucket

// 格式参考：Bucket: 'abc-1250000000', Region: 'ap-shanghai'

const config = 

  // 需要替换成您自己的存储桶信息

  Bucket: '***-125********' /* 存储桶，必须 */

{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1145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4749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308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84798#.E8.AF.B7.E6.B1.8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4648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4622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1332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1145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3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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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语音识别任务执行是否完成，获取字幕文件

  Region: '**-*****' /* 存储桶所在地域，必须字段 */

  FileName: 'demo.mp4' /* 文件名 */

//需在地址前拼接/asr_jobs，即：`https://<BucketName-APPID>.ci.<Region>.myqcloud.com/

const host = config Bucket + '.ci.' + config Region + '.myqcloud.com'

const url = 'https://' + host + '/asr_jobs'

//使用 cos sdk 发起语音识别任务请求

const body = COS util json2xml

  Request: 

    Tag: 'SpeechRecognition' /* 创建任务的 Tag：SpeechRecognition ,必须*/

    Input: 

      Object:config FileName /* 需要语音识别的视频文件，存储桶里的路径 */

    

    Operation: 

      SpeechRecognition: 

        EngineModelType: '16k_zh_video' /* 引擎模型类型:16k 音视频领域 ,必须 */

        ChannelNum: 1 /* 语音声道数，必须 */

        ResTextFormat: 1 /* 识别结果返回形式，必须 */

        OutputFileType: 'srt'

      

      Output: 

        Bucket: config Bucket /*     存储结果的存储桶 ,必须 */

        Region: config Region /*     存储结果存储桶地域 ,必须 */

        Object: `demo.srt` /* 结果文件的名称 ,必须 */

      

    

  

cos request

  

    Bucket: config Bucket

    Region: config Region

    Method: 'POST'

    Url: url

    Key: '/asr_jobs' /** 固定值，必须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ml' /** 固定值，必须 */

    Body: body

  

  err, data  => 

    console log err || dat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请求方式为 POST，Content-Type 为 application/xml，Tag 为 SpeechRecognition 语音识别，Input.Object 为 准备工作中上传的 视频文

件,Operation.Output 为结果输出地址可以填准备工作中创建的存储桶，需要注意 Output.Object 文件名称后缀名应为 .srt 格式，

Operation.SpeechRecognition 为语音识别配置参数。

接口响应参数，JobsDetail 节点下为下面 获取提语音识别任务接口接口响应 任务信息。其中 JobId 为关键信息，下面 构造查询语音识别任务链接 会用

到。

步骤 3：获取字幕文件

// 存储桶配置请在 cos 控制台获取。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os/bucket

// 格式参考：Bucket: 'abc-1250000000', Region: 'ap-shanghai'

const config = 

  // 需要替换成您自己的存储桶信息

  Bucket: '***-125********' /* 存储桶，必须 */

  Region: '**-*****' /* 存储桶所在地域，必须字段 */

  FileName: 'demo.srt' /* 文件名 */

{

,

,

,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84765#.E8.AF.B7.E6.B1.8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84798#.E5.93.8D.E5.BA.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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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获取上面 准备工作 创建的视频文件地址： 

https://&lt;BucketName-APPID&gt;.cos.&lt;Region&gt;.myqcloud.com/xxx.mp4

2. 获取上面 生成字幕文件 创建的字幕文件地址： 

https://&lt;BucketName-APPID&gt;.cos.&lt;Region&gt;.myqcloud.com/xxx.srt

3. 初始化播放器，并设置视频地址和字幕文件：

// 需在对象地址前面拼接 ai_jobs/<jobId>，即：`https://<BucketName-APPID>.ci.<Region>.myqcloud.com/ai_jobs/<jobId>`

// jobId 即为刚刚创建的任务 ID

const host = config Bucket + '.ci.' + config Region + '.myqcloud.com'

const url = 'https://' + host + '/asr_jobs/' + JobId

cos request

  

    Bucket: config Bucket

    Region: config Region

    Method: 'GET'

    Url: url

    Key: '/asr_jobs/' + JobId /** 固定值，必须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ml' /** 固定值，必须 */

  

  err, data  => 

    if err  

      // 语音识别任务查询失败，请在 console 查看报错信息;

      console log JSON stringify err

      return

    

    const resp = data Response || 

    //判断语音识别任务是否执行中

    if resp JobsDetail State !== 'Success'  

      console log '...语音识别任务执行中'

      return

    

    //任务执行完成 字幕文件地址为

    const srtUrl = `https://${config.Bucket}.cos.${config.Region}.myqcloud.com/${config.FileNam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返回体 Content-Type 为 application/xml，其中 State 为 Success 代表已经完成语音识别，读取到通过语音识别的字幕文件地址为 

https://${Operation.Output.Bucket}.cos.${Operation.Output.Region}.myqcloud.com/${Operation.Output.Object}。

使用 TCPlayer 播放

// TODO: 使用 Web 播放器时，为获取更佳的兼容性，可将普通 srt 格式字幕文件转换为 webvtt 格式

const getWebvvtUrl = url => 

  return fetch url

    then response => response text

    then text => 

      const arr = text split '\n'

      text = arr slice 0  arr length - 4 join '\n'

      const vvtText = 'WEBVTT\n' + '\n' + text replace /,/g  '.'  + '\n'

      console log vvtText

      return URL createObjectURL new Blob vvtText

    

// srt 文件格式转 webvvt 格式，非必须，TCPlayer 播放器字幕文件暂只支持 webvvt 格式

const webvvtUrl = await getWebvvtUrl `https://<BucketName-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xxx.srt`

// 初始化播放并设置播放地址及字幕文件

const Player = TCPlayer 'player-container'  

Player src `https://<BucketName-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xxx.mp4`

Player on 'ready'  function  

  // 添加语音识别任务生成的字幕文件

  const subTrack = Player addRemoteTextTrac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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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rc: webvvtUrl  // 字幕文件

      kind: 'subtitles'

      srclang: 'zh-cn'

      label: '中文'

      default: 'true'

    

    true

  

{

,

,

,

,

,

},

);

});

若存在跨域问题，则需要进行存储桶跨域访问 CORS 设置，详情请参见 设置跨域访问 。

若存储桶为私有读写，则对象地址需要携带签名，详情请参见 请求签名 。

费用相关

语音识别费用

对象存储相关费用

Demo 体验

具体代码可参考cos-demo 视频自动添加字幕 

使用 TCPlayer 播放 COS 视频文件。

通过数据万象 语音识别 并生成字幕文件能力，使用 COS 音视频播放器体验馆 体验给视频设置字幕实际效果。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133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777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81777#.E8.AF.AD.E9.9F.B3.E8.AF.86.E5.88.AB.E8.B4.B9.E7.94.A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53482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cos-demo/tree/main/video-subtitle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65863
https://cloud.tencent.com/act/pro/cos-video?player=tcplayer&mode=sub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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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 音视频播放器实践

COS 音视频播放器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47:07

本文主要介绍 COS 音视频云端处理与端侧播放如何进行实际应用，文中的实践案例涵盖音视频处理所支持的协议、功能以及如何播放 COS 音视频文件的操作

指引，并结合 腾讯云数据万象（CI）  丰富的音视频处理能力，为您提供更多的产品功能使用思路并获得更好的播放性能体验。

协议支持

音视频协议 URL 地址格式 PC 浏览器 移动端浏览器

MP3 https://<BucketName-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xxx.mp3 支持 支持

MP4 https://<BucketName-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xxx.mp4 支持 支持

HLS

(M3U8)
https://<BucketName-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xxx.m3u8 支持 支持

FLV https://<BucketName-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xxx.flv 支持 支持

DASH https://<BucketName-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xxx.mpd 支持 支持

注意

HLS、FLV、DASH 视频在部分浏览器环境中播放需要依赖 Media Source Extensions 。

功能支持

功能 TCPlayer 播放器 DPlayer 播放器 Videojs 播放器

播放 MP4 格式视频 查看详情 查看详情 查看详情

播放 HLS 格式视频 查看详情 查看详情 查看详情

播放 FLV 格式视频 查看详情 查看详情 查看详情

播放 DASH 格式视频 查看详情 查看详情 查看详情

播放 PM3U8（私有 M3U8）视频 查看详情 查看详情 查看详情

设置封面图 查看详情 查看详情 查看详情

设置 HLS 标准加密 查看详情 查看详情 查看详情

切换清晰度 查看详情 查看详情 -

设置动态水印 查看详情 - -

设置左上角 LOGO - 查看详情 -

设置进度预览图 查看详情 - -

设置字幕 查看详情 - -

设置多语言 查看详情 - -

设置贴片广告 查看详情 - -

说明

 播放器兼容常见的浏览器，播放器内部会自动区分平台，并使用最优的播放方案。例如在 Chrome 等现代浏览器中优先使用 HTML5 技术实现视频播

放，而手机浏览器上会使用 HTML5 技术或者浏览器内核能力实现视频播放。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47503
https://caniuse.com/?search=Media%20Source%20Extension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65863#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80408#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80409#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65863#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80408#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80409#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65863#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80408#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80409#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65863#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80408#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80409#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65863#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80408#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80409#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65863#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80408#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80409#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65863#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80408#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80409#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65863#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80408#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65863#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80408#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65863#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65863#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65863#1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658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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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在线体验 COS 音视频功能，单击前往 COS 音视频体验馆 。

使用指引

使用 TCPlayer 播放 COS 视频文件

使用 DPlayer 播放 COS 视频文件

使用 VideojsPlayer 播放 COS 视频文件

Demo 体验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7775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6586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8040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80409


数据万象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42 共95页

COS 音视频播放器体验馆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47:07

您可直接在电脑端浏览器访问 COS 音视频体验馆 ，体验 COS 的音视频处理功能。

前往 Github 获取示例代码 。

Web 端体验

移动端体验

示例代码

https://cloud.tencent.com/act/pro/cos-video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cos-demo/tree/main/cos-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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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TCPlayer 播放 COS 视频文件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47:07

本文将介绍如何使用音视频终端 SDK（腾讯云视立方）集成的  TCPlayer  并结合 腾讯云数据万象(CI)  所提供的丰富的音视频能力，实现在 Web 浏览器播放 

COS 视频文件。

在需要展示播放器的页面位置加入播放器容器。例如，在 index.html 中加入如下代码（容器 ID 以及宽高都可以自定义）。

1. 创建一个存储桶 。

2. 上传视频文件 。

3. 获取视频文件对象地址，格式为： https://<BucketName-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xxx.<视频格式> 。

简介

集成指引

步骤1：在页面中引入播放器样式文件及脚本文件

<!--播放器样式文件-->

<link href="https://web.sdk.qcloud.com/player/tcplayer/release/v4.2.1/tcplayer.min.css" rel="stylesheet">

<!--播放器脚本文件-->

<script src="https://web.sdk.qcloud.com/player/tcplayer/release/v4.5.0/tcplayer.v4.5.0.min.js"></script>

说明

建议在正式使用播放器 SDK 时，自行部署以上相关静态资源， 单击下载播放器资源 。

部署解压后的文件夹，不能调整文件夹里面的目录，避免资源互相引用异常。

步骤2：设置播放器容器节点

<video id="player-container-id" width="414" height="270" preload="auto" playsinline webkit-playsinline>

</video>

说明

播放器容器必须为 <video>  标签。

示例中的 player-container-id  为播放器容器的 ID，可自行设置。

播放器容器区域的尺寸，建议通过 CSS 进行设置，通过 CSS 设置比属性设置更灵活，可以实现例如铺满全屏、容器自适应等效果。

示例中的 preload  属性规定是否在页面加载后载入视频，通常为了更快的播放视频，会设置为 auto ，其他可选值： meta （当页面加载后只载

入元数据）， none （当页面加载后不载入视频），移动端由于系统限制不会自动加载视频。

playsinline  和 webkit-playsinline  这几个属性是为了在标准移动端浏览器不劫持视频播放的情况下实现行内播放，此处仅作示例，请按需使

用。

设置 x5-playsinline  属性在 TBS 内核会使用 X5 UI 的播放器。

步骤3：获取视频文件对象地址

说明

若存在跨域问题，则需要进行存储桶跨域访问 CORS 设置，详情请参见 设置跨域访问 。

若存储桶为私有读写，则对象地址需要携带签名，详情请参见 请求签名 。

步骤4：初始化播放器，并传入 COS 视频文件对象地址 URL

var player = TCPlayer "player-container-id",  // player-container-id 为播放器容器 ID，必须与 html 中一致

player.src "https://<BucketName-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xxx.mp4"  // COS 视频对象地址

( {});

(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308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4750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1330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13321
https://web.sdk.qcloud.com/player/tcplayer/release/v4.2.2/release.zip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133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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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针对不同的视频格式，为了保证多浏览器的兼容性，需要引入对应的依赖。

3. 初始化播放器并传入对象地址。

获取示例代码：

获取示例代码：

2. 设置封面图。

功能指引

播放不同格式的视频文件

1. 获取 COS 存储桶上的视频文件对象地址。

说明

 未经转码的源视频在播放时有可能出现不兼容的情况，建议您使用转码后的视频进行播放，通过数据万象 音视频转码处理 ，获取不同格式视频文

件。

MP4：无需引入其他依赖。

HLS：如果需要在 Chrome 和 Firefox 等现代浏览器中通过 H5 播放 HLS 格式的视频，需要在 tcplayer.min.js 之前引入 hls.min.js。

  <script src="https://web.sdk.qcloud.com/player/tcplayer/release/v4.2.1/libs/hls.min.0.13.2m.js"></script>

FLV：如果需要在 Chrome 和 Firefox 等现代浏览器中通过 H5 播放 FLV 格式的视频，需要在 tcplayer.min.js 之前引入 flv.min.js。

  <script src="https://web.sdk.qcloud.com/player/tcplayer/release/v4.5.2/libs/flv.min.1.6.2.js"></script>

DASH：DASH 视频需要加载 dash.all.min.js 文件。

  <script src="https://cos-video-1258344699.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lib/dash.all.min.js"></script>

var player = TCPlayer "player-container-id",  // player-container-id 为播放器容器 ID，必须与 html 中一致

player.src "https://<BucketName-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xxx.mp4"  // COS 视频地址

( {});

( );

播放 MP4 示例代码

播放 FLV 示例代码

播放 HLS 示例代码

播放 DASH 示例代码

播放 PM3U8 视频

PM3U8 是指私有的 M3U8 视频文件，COS 提供用于获取私有 M3U8 TS 资源的下载授权API，可参见 私有 M3U8 接口 。

var player = TCPlayer "player-container-id", 

    poster: "https://<BucketName-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xxx.m3u8?ci-process=pm3u8&expires=3600" // 私有 ts 资

( {

});

播放 PM3U8 示例代码

设置封面图

1. 获取 COS 存储桶上的封面图对象地址。

注意

通过数据万象 智能封面  能力，提取最优帧生成截图作为封面，可提升内容吸引力。

var player = TCPlayer "player-container-id", (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47509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cos-demo/blob/main/cos-video/examples/web/tcplayer/mp4.html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cos-demo/blob/main/cos-video/examples/web/tcplayer/flv.html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cos-demo/blob/main/cos-video/examples/web/tcplayer/m3u8.html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cos-demo/blob/main/cos-video/examples/web/tcplayer/dash.htm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73189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cos-demo/blob/main/cos-video/examples/web/tcplayer/pm3u8.htm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47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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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示例代码：

操作步骤如下：

1. 参见 播放 HLS 加密视频  和 COS 音视频实践 | 给你的视频加把锁  流程，生成加密视频。

2. 初始化播放器并传入视频对象地址。

获取示例代码：

1. 通过 数据万象 自适应码流  功能，生成多码率自适应的 HLS 或 DASH 目标文件。

2. 初始化播放器并传入视频对象地址。

获取示例代码：

获取示例代码：

1. 准备视频广告封面图以及广告链接。

2. 初始化播放器，设置广告封面图和链接，并设置广告节点。

 poster: "https://<BucketName-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xxx.png"

});

设置封面图示例代码

播放 HLS 加密视频

为了保障视频内容安全，防止视频被非法下载和传播，数据万象提供了对 HLS 视频内容进行加密的功能，拥有相比于私有读文件更高的安全级别。加密后的视

频，无法分发给无访问权限的用户观看。即使视频被下载到本地，视频本身也是被加密的，无法恶意二次分发，从而保障您的视频版权不受到非法侵犯。

var player = TCPlayer "player-container-id",  // player-container-id 为播放器容器 ID，必须与 html 中一致

player.src "https://<BucketName-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xxx.m3u8"  // hls 加密视频地址

( {});

( );

播放 HLS 加密视频示例代码

切换清晰度

数据万象 自适应码流  功能，可以将视频文件转码并打包生成自适应码流输出文件，帮助用户在不同网络情况下快速分发视频内容，播放器能够根据当前带宽，动

态选择最合适的码率播放，详情可参见 COS 音视频实践 ｜ 数据工作流助你播放多清晰度视频 。 

操作步骤如下：

var player = TCPlayer "player-container-id",  // player-container-id 为播放器容器 ID，必须与 html 中一致

player.src "https://<BucketName-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xxx.m3u8"  // 多码率视频地址

( {});

( );

切换清晰度示例代码

设置动态水印

播放器支持为视频添加位置与速度产生变换的水印。在使用动态水印功能时，播放器对象的引用不能暴露到全局环境，否则动态水印可以轻易去除，数据万象也支

持在云端对视频进行添加动态水印等操作，详情可参见 水印模板接口 。

var player = TCPlayer "player-container-id", 

    plugins:

      DynamicWatermark: 

        speed: 0.2, // 速度

        content: "腾讯云数据万象 CI", // 文案

        opacity: 0.7 // 透明度

      

    

  

( {

{

{

}

}

});

设置动态水印

设置贴片广告

操作步骤如下：

var PosterImage = TCPlayer.getComponent 'PosterImage'(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63989
https://mp.weixin.qq.com/s/4f-GKyAG0S-FcZ2BZCn7jA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cos-demo/blob/main/cos-video/examples/web/tcplayer/poster.html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cos-demo/blob/main/cos-video/examples/web/tcplayer/m3u8.htm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58430
https://mp.weixin.qq.com/s/THUhur1FV_55T9zzqT2MFQ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cos-demo/blob/main/cos-video/examples/web/tcplayer/multiDefinition.htm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77715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cos-demo/blob/main/cos-video/examples/web/tcplayer/dynamicWatermar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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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示例代码：

1. 通过数据万象 视频截帧  并生成雪碧图。

2. 获取步骤1生成的雪碧图和 VTT（雪碧图位置描述文件） 对象地址。

3. 初始化播放器，并设置视频地址和 VTT 文件。

获取示例代码：

1. 通过数据万象 语音识别  并生成字幕文件。

2. 获取步骤1生成的字幕 SRT 文件对象地址。

3. 初始化播放器，并设置视频地址和字幕 SRT 文件。

PosterImage.prototype.handleClick = function  

 window.open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ci'  // 设置广告链接

var player = TCPlayer 'player-container-id', 

 poster: 'https://<BucketName-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xxx..png', // 广告封面图

player.src 'https://<BucketName-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xxx.mp4'

var adTextNode = document.createElement 'span'

adTextNode.className = 'ad-text-node'

adTextNode.innerHTML = '广告'

var adCloseIconNode = document.createElement 'i'

adCloseIconNode.className = 'ad-close-icon-node'

adCloseIconNode.onclick = function e  

  e.stopPropagation

  player.posterImage.hide

player.posterImage.el_.appendChild adTextNode

player.posterImage.el_.appendChild adCloseIconNod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设置贴片广告示例代码

设置视频进度图

操作步骤如下：

var player = TCPlayer 'player-container-id', 

  plugins: 

 VttThumbnail: 

   vttUrl: 'https://<BucketName-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xxx.vtt' // 进度图 VTT 文件

 ,

  ,

player.src 'https://<BucketName-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xxx.mp4'

( {

{

{

}

}

});

( );

设置视频进度图示例代码

设置视频字幕

操作步骤如下：

var player = TCPlayer 'player-container-id', 

player.src 'https://<BucketName-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xxx.mp4'

player.on 'ready', function  

  // 添加字幕文件

  var subTrack = player.addRemoteTextTrack

 src: 'https://<BucketName-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xxx.srt', // 字幕文件

 kind: 'subtitles',

 srclang: 'zh-cn',

 label: '中文',

( {});

( );

( () {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4750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47492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cos-demo/blob/main/cos-video/examples/web/tcplayer/advertise.html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cos-demo/blob/main/cos-video/examples/web/tcplayer/previe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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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示例代码：

1. 通过数据万象 语音识别  生成字幕文件，并同时翻译成多种语言。

2. 获取步骤1生成的多语言字幕 SRT 文件对象地址。

3. 初始化播放器，并设置视频地址和多语言字幕 SRT 文件。

获取示例代码：

您可在线体验 COS 音视频功能，单击前往 COS 音视频体验馆 。

 default: 'true',

  , true} );

});

设置视频字幕示例代码

设置视频多语言字幕

操作步骤如下：

var player = TCPlayer('player-container-id', {});

player.src('https://<BucketName-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xxx.mp4');

player.on('ready', function () {

  // 设置中文字幕

  var subTrack = player.addRemoteTextTrack({

 src: 'https://<BucketName-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zh.srt', // 字幕文件

 kind: 'subtitles',

 srclang: 'zh-cn',

 label: '中文',

 default: 'true',

  }, true);

  // 设置英文字幕

  var subTrack = player.addRemoteTextTrack({

 src: 'https://<BucketName-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en.srt', // 字幕文件

 kind: 'subtitles',

 srclang: 'en',

 label: '英文',

 default: 'false',

  }, true);

});

设置视频多语言字幕示例代码

Demo 体验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4749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77751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cos-demo/blob/main/cos-video/examples/web/tcplayer/subtitle.html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cos-demo/blob/main/cos-video/examples/web/tcplayer/multiLanguag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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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DPlayer 播放 COS 视频文件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8 14:36:12

本文将介绍如何使用 DPlayer  并结合 腾讯云数据万象（CI）  所提供的丰富的音视频能力，实现在 Web 浏览器播放 COS 视频文件。

在需要展示播放器的页面位置加入播放器容器。例如，在 index.html 中加入如下代码（容器 ID 以及宽高都可以自定义）。

1. 创建一个存储桶

2. 上传视频文件

3. 获取视频文件对象地址，格式为： https://<BucketName-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xxx.<视频格式> 。

2. 针对不同的视频格式，为了保证多浏览器的兼容性，需要引入对应的依赖。

简介

集成指引

步骤1：在页面中引入播放器脚本文件以及按需引入部分依赖文件

<!-- 播放器脚本文件 -->

<script src="https://cdn.jsdelivr.net/npm/dplayer@1.26.0/dist/DPlayer.min.js"></script>

说明

建议在正式使用播放器时，自行部署以上相关静态资源。

步骤2：设置播放器容器节点

<div id="dplayer" style="width: 100%; height: 100%"></div>

步骤3：获取视频文件对象地址

说明

若存在跨域问题，则需要进行存储桶跨域访问 CORS 设置，详情请参见 设置跨域访问 。

若存储桶为私有读写，则对象地址需要携带签名，详情请参见 请求签名 。

步骤4：初始化播放器，并传入 COS 视频文件对象地址 URL

const dp = new DPlayer

  container: document.getElementById 'dplayer' ,

  video: 

      url: 'https://<BucketName-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xxx.mp4', // COS 视频对象地址

  ,

({

( )

{

}

});

功能指引

播放不同格式的视频文件

1. 获取 COS 存储桶上的视频文件对象地址。

说明

 未经转码的源视频在播放时有可能出现不兼容的情况，建议您使用转码后的视频进行播放，通过数据万象 音视频转码处理 ，获取不同格式视频文

件。

MP4：无需引入其他依赖。

HLS：如果需要在 Chrome 和 Firefox 等现代浏览器中通过 H5 播放 HLS 格式的视频，需要在 tcplayer.min.js 之前引入 hls.min.js。

https://dplayer.js.org/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4750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1330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1332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133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777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47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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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初始化播放器并传入对象地址。

获取示例代码：

获取示例代码：

2. 初始化播放器并设置封面图。

  <script src="https://web.sdk.qcloud.com/player/tcplayer/release/v4.2.1/libs/hls.min.0.13.2m.js"></script>

FLV：如果需要在 Chrome 和 Firefox 等现代浏览器中通过 H5 播放 FLV 格式的视频，需要在 tcplayer.min.js 之前引入 flv.min.js。

  <script src="https://web.sdk.qcloud.com/player/tcplayer/release/v4.5.2/libs/flv.min.1.6.2.js"></script>

DASH：DASH 视频需要加载 dash.all.min.js 文件。

  <script src="https://cos-video-1258344699.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lib/dash.all.min.js"></script>

const dp = new DPlayer

  container: document.getElementById 'dplayer' ,

  video: 

   url: 'https://<BucketName-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xxx.mp4', // COS 视频对象地址

  ,

({

( )

{

}

});

播放 MP4 示例代码

播放 FLV 示例代码

播放 HLS 示例代码

播放 DASH 示例代码

播放 PM3U8 视频

PM3U8 是指私有的 M3U8 视频文件，COS 提供用于获取私有 M3U8 TS 资源的下载授权 API，可参见 私有 M3U8 接口 。

 const dp = new DPlayer

   container: document.getElementById 'dplayer' ,

   // 关于 pm3u8 详情请查看相关文档：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73189

   video: 

     url: 'https://<BucketName-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xxx.m3u8?ci-process=pm3u8&expires=3600' // 私有 ts 资源 u

   

 

({

( )

{

}

});

播放 PM3U8 示例代码

设置封面图

1. 获取 COS 存储桶上的封面图对象地址。

注意

通过数据万象 智能封面  能力，提取最优帧生成截图作为封面，可提升内容吸引力。

const dp = new DPlayer

  container: document.getElementById 'dplayer' ,

  video: 

 url: 'https://<BucketName-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xxx.mp4',

 pic: 'https://<BucketName-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xxx.png',

  ,

({

( )

{

}

});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cos-demo/blob/main/cos-video/examples/web/dplayer/mp4.html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cos-demo/blob/main/cos-video/examples/web/dplayer/flv.html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cos-demo/blob/main/cos-video/examples/web/dplayer/m3u8.html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cos-demo/blob/main/cos-video/examples/web/dplayer/dash.htm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73189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cos-demo/blob/main/cos-video/examples/web/dplayer/pm3u8.htm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47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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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示例代码：

1. 参见 播放 HLS 加密视频  和 COS 音视频实践 | 给您的视频加把锁  流程，生成加密视频。

2. 初始化播放器并传入视频对象地址。

获取示例代码：

数据万象 自适应码流  功能，可以将视频文件转码并打包生成自适应码流输出文件，帮助用户在不同网络情况下快速分发视频内容，播放器能够根据当前带宽，动

态选择最合适的码率播放，详情可参见 COS 音视频实践 ｜ 数据工作流助您播放多清晰度视频 。

操作步骤如下：

1. 通过 数据万象 自适应码流  功能，生成多码率自适应的 HLS 或 DASH 目标文件。

2. 初始化播放器并传入视频对象地址。

获取示例代码：

1. 获取 COS 存储桶上的 LOGO 图标对象地址。

2. 初始化播放器并设置 LOGO 图标。

获取示例代码：

您可在线体验 COS 音视频功能，单击前往 COS 音视频体验馆 。

设置封面图示例代码

播放 HLS 加密视频

为了保障视频内容安全，防止视频被非法下载和传播，数据万象提供了对 HLS 视频内容进行加密的功能，拥有相比于私有读文件更高的安全级别。加密后的视

频，无法分发给无访问权限的用户观看。即使视频被下载到本地，视频本身也是被加密的，无法恶意二次分发，从而保障您的视频版权不受到非法侵犯。

操作步骤如下：

 const dp = new DPlayer

container: document.getElementById 'dplayer' ,

video: 

  url: 'https://<BucketName-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xxx.m3u8' // 加密视频地址

 

({

( )

{

}

});

播放 HLS 加密视频示例代码

切换多清晰度

const dp = new DPlayer

  container: document.getElementById 'dplayer' ,

  video: 

   url: 'https://<BucketName-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xxx.m3u8', //  多码率的HLS/DASH视频

  ,

({

( )

{

}

});

切换清晰度示例代码

设置左上角 LOGO

播放器支持在左上角设置 LOGO。 

操作步骤如下：

const dp = new DPlayer

 container: document.getElementById 'dplayer' ,

  video: 

   url: 'https://<BucketName-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xxx.mp4',

  ,

 logo: 'https://<BucketName-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xxx.svg'

({

( )

{

}

});

设置左上角 LOGO 示例代码

Demo 体验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63989
https://mp.weixin.qq.com/s/4f-GKyAG0S-FcZ2BZCn7jA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58430
https://mp.weixin.qq.com/s/THUhur1FV_55T9zzqT2MFQ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5843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77751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cos-demo/blob/main/cos-video/examples/web/dplayer/poster.html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cos-demo/blob/main/cos-video/examples/web/dplayer/m3u8.html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cos-demo/blob/main/cos-video/examples/web/dplayer/multiDefinition.html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cos-demo/blob/main/cos-video/examples/web/dplayer/log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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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ideojsPlayer 播放 COS 视频文件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8 14:36:12

本文将介绍如何使用 VideojsPlayer  并结合 腾讯云数据万象(CI)  所提供的丰富的音视频能力，实现在 Web 浏览器播放 COS 视频文件。

在需要展示播放器的页面位置加入播放器容器。例如，在 index.html 中加入如下代码（容器 ID 以及宽高都可以自定义）。

1. 创建一个存储桶 。

2. 上传视频文件 。

3. 获取视频文件对象地址，格式为 https://<BucketName-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xxx.<视频格式> 。

简介

集成指引

步骤1：在页面中引入播放器样式文件及脚本文件

<!-- 播放器样式文件 -->

<link href="https://vjs.zencdn.net/7.19.2/video-js.css" rel="stylesheet" />

<!-- 播放器脚本文件 -->

<script src="https://vjs.zencdn.net/7.19.2/video.min.js"></script>

说明

建议在正式使用播放器时，自行部署以上相关静态资源。

步骤2：设置播放器容器节点

<video

  id="my-video"

  class="video-js"

  controls

  preload="auto"

  width="100%"

  height="100%"

  data-setup="{}"

></video>

步骤3：获取视频文件对象地址

说明

若存在跨域问题，则需要进行存储桶跨域访问 CORS 设置，详情请参见 设置跨域访问 。

若存储桶为私有读写，则对象地址需要携带签名，详情请参见 请求签名 。

步骤4：在播放器容器内设置视频地址，传入 COS 视频文件对象地址 URL

<video

  id="my-video"

  class="video-js"

  controls

  preload="auto"

  width="100%"

  height="100%"

  data-setup="{}"

>

  <source

    src="https://<BucketName-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xxx.mp4"

    type="video/mp4"

https://videojs.co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4750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1330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1332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133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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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针对不同的视频格式，为了保证多浏览器的兼容性，需要引入对应的依赖。

3. 初始化播放器并传入对象地址。

获取示例代码：

  />

</video>

功能指引

播放不同格式的视频文件

1. 获取 COS 存储桶上的视频文件对象地址。

说明

 未经转码的源视频在播放时有可能出现不兼容的情况，建议您使用转码后的视频进行播放，通过数据万象 音视频转码处理 ，获取不同格式视频文

件。

MP4：无需引入其他依赖。

HLS：如果需要在 Chrome 和 Firefox 等现代浏览器中通过 H5 播放 HLS 格式的视频，需要在 tcplayer.min.js 之前引入 hls.min.js。

  <script src="https://web.sdk.qcloud.com/player/tcplayer/release/v4.2.1/libs/hls.min.0.13.2m.js"></script>

FLV：如果需要在 Chrome 和 Firefox 等现代浏览器中通过 H5 播放 FLV 格式的视频，需要在 tcplayer.min.js 之前引入 flv.min.js。

  <script src="https://web.sdk.qcloud.com/player/tcplayer/release/v4.5.2/libs/flv.min.1.6.2.js"></script>

DASH：DASH 视频需要加载 dash.all.min.js 文件。

  <script src="https://cos-video-1258344699.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lib/dash.all.min.js"></script>

<!-- MP4 -->

<source

  src="https://<BucketName-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xxx.mp4"

  type="video/mp4"

/>

<!-- HLS -->

<source

  src="https://<BucketName-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xxx.m3u8"

  type="application/x-mpegURL"

/>

<!-- FLV -->

<source

  src="https://<BucketName-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xxx.flv"

  type="video/x-flv"

/>

<!-- DASH -->

<source

  src="https://<BucketName-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xxx.mpd"

  type="application/dash+xml"

/>

播放 MP4 示例代码

播放 FLV 示例代码

播放 HLS 示例代码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47509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cos-demo/blob/main/cos-video/examples/web/videojs/mp4.html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cos-demo/blob/main/cos-video/examples/web/videojs/flv.html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cos-demo/blob/main/cos-video/examples/web/videojs/m3u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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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示例代码：

2. 初始化播放器并设置封面图。

获取示例代码：

1. 参见 播放 HLS 加密视频  和 COS 音视频实践 | 给您的视频加把锁  流程，生成加密视频。

2. 初始化播放器并传入视频对象地址。

获取示例代码：

播放 DASH 示例代码

播放 PM3U8 视频

PM3U8 是指私有的 M3U8 视频文件，COS 提供用于获取私有 M3U8 TS 资源的下载授权API，可参见 私有 M3U8 接口 。

<source

  src="https://<BucketName-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xxx.m3u8?ci-process=pm3u8&expires=3600"

  type="application/x-mpegURL"

/>

播放 PM3U8 示例代码

设置封面图

1. 获取 COS 存储桶上的封面图对象地址。

注意

通过数据万象 智能封面  能力，提取最优帧生成截图作为封面，可提升内容吸引力。

<video

  id="my-video"

  class="video-js"

  controls

  preload="auto"

  width="100%"

  height="100%"

  data-setup="{}"

  poster="https://<BucketName-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poster.png"

>

  <source

 src="https://<BucketName-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xxx.mp4"

 type="video/mp4"

  />

</video>

设置封面图示例代码

播放 HLS 加密视频

为了保障视频内容安全，防止视频被非法下载和传播，数据万象提供了对 HLS 视频内容进行加密的功能，拥有相比于私有读文件更高的安全级别。加密后的视

频，无法分发给无访问权限的用户观看。即使视频被下载到本地，视频本身也是被加密的，无法恶意二次分发，从而保障您的视频版权不受到非法侵犯。

操作步骤如下：

<source

  src="https://<BucketName-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xxx.m3u8"

  type="application/x-mpegURL"

/>

播放 HLS 加密视频示例代码

Demo 体验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63989
https://mp.weixin.qq.com/s/4f-GKyAG0S-FcZ2BZCn7jA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cos-demo/blob/main/cos-video/examples/web/videojs/dash.htm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73189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cos-demo/blob/main/cos-video/examples/web/videojs/pm3u8.htm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47508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cos-demo/blob/main/cos-video/examples/web/videojs/poster.html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cos-demo/blob/main/cos-video/examples/web/videojs/m3u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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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在线体验 COS 音视频功能，单击前往 COS 音视频体验馆 。

播放 HLS 加密视频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47:0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77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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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障视频内容安全，防止视频被非法下载和传播，对象存储（Cloud Object Storage，COS）数据处理提供了对 HLS 视频内容进行加密的功能，拥有相

比于私有读文件更高的安全级别。加密后的视频，无法分发给无访问权限的用户观看。即使视频被下载到本地，视频本身也是被加密的，无法恶意二次分发，从而

保障您的视频版权不受非法侵犯。

本方案基于 HLS 加密  流程，搭建一套基础的密钥管理服务，同时结合 腾讯云点播超级播放器 ，一步步教您如何播放已被 COS HLS 转码加密的视频文件。

参考 通过 HLS 加密防止视频泄露  流程，对 COS 存储桶下的视频文件进行加密。

1. 进入 密钥相关接口 ，根据自己的开发语言生成对应的 KMS API 调用示例代码。 

2. 下面以 Node.js 为例，基于示例代码，结合 Koa 搭建一个密钥服务，调用 KMS API 获取解密密钥。

背景

实践步骤

步骤1：加密视频

步骤2：搭建密钥服务

const Koa = require 'koa'

const cors = require 'koa2-cors'

const app = new Koa

const tencentcloud = require "tencentcloud-sdk-nodejs"

app.use cors  // 跨域配置

app.use async ctx  => 

  // 生成的m3u8文件中的URI请求会默认带上参数

  const  Ciphertext, KMSRegion  = ctx.query

  const KmsClient = tencentcloud.kms.v20190118.Client

  const clientConfig = 

 credential: 

   // 账号API密钥，可前往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capi获取

   secretId: "SecretId",

   secretKey: "SecretKey",

 ,

 region: KMSRegion, // 所在园区，eg："ap-guangzhou"

 profile: 

   httpProfile: 

       endpoint: "kms.tencentcloudapi.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5928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5877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59289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api/explorer?Product=kms&Version=2019-01-18&Action=Decrypt&Sign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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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页面中引入播放器样式文件与脚本文件：

建议在正式使用播放器 SDK 时，自行部署以上相关静态资源， 单击下载播放器资源 。 

部署解压后的文件夹，不能调整文件夹里面的目录，避免资源互相引用异常。

2. 设置播放器容器节点

在需要展示播放器的页面位置加入播放器容器。例如，在 index.html 中加入如下代码（容器 ID 以及宽高都可以自定义）。

3. 在存储桶列表页面，获取步骤1加密视频的 m3u8 文件对象地址。 

  // 创建KMS对象实例

  const client = new KmsClient clientConfig

  const params = 

   "CiphertextBlob": Ciphertext,

  

 try 

 // 发起请求，获取解密密钥

 const res = await client.Decrypt params

 // 取出密钥，base64解密后返回其二进制数据

 const plaintext = res.Plaintext

 const plainBuff = Buffer.from plaintext, 'base64'

 ctx.body = plainBuff

   catch error  

 console.log error

  

// 监听8080端口

app.listen '8080',  => 

  console.log '127.0.0.1:808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步骤3：实现 Web 端播放加密视频

<!--播放器样式文件-->

<link href="https://web.sdk.qcloud.com/player/tcplayer/release/v4.2.2/tcplayer.min.css" rel="stylesheet"/>

<!--如果需要在 Chrome 和 Firefox 等现代浏览器中通过 H5 播放 HLS 格式的视频，需要在 tcplayer.v4.2.2.min.js 之前引入 hls.min.0.13.

<script src="https://web.sdk.qcloud.com/player/tcplayer/release/v4.2.2/libs/hls.min.0.13.2m.js"></script>

<!--播放器脚本文件-->

<script src="https://web.sdk.qcloud.com/player/tcplayer/release/v4.2.2/tcplayer.v4.2.2.min.js"></script>

<video id="player-container-id" width="414" height="270" preload="auto" playsinline webkit-playsinline>

</video>

说明

播放器容器必须为 <video>  标签。

示例中的 player-container-id  为播放器容器的 ID，可自行设置。

播放器容器区域的尺寸，建议通过 CSS 进行设置，通过 CSS 设置比属性设置更灵活，可以实现例如铺满全屏、容器自适应等效果。

示例中的 preload  属性规定是否在页面加载后载入视频，通常为了更快的播放视频，会设置为 auto ，其他可选值： meta （当页面加载后只

载入元数据）， none （当页面加载后不载入视频），移动端由于系统限制不会自动加载视频。

playsinline  和 webkit-playsinline  这几个属性是为了在标准移动端浏览器不劫持视频播放的情况下实现行内播放，此处仅作示例，请按需使

用。

设置 x5-playsinline  属性在 TBS 内核会使用 X5 UI 的播放器。

https://web.sdk.qcloud.com/player/tcplayer/release/v4.2.2/release.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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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初始化播放器，并传入 m3u8 对象地址。

1. 成功获取到 m3u8 文件和解密密钥。 

2. 成功解密并播放视频。

var player = TCPlayer 'player-container-id',  // player-container-id 为播放器容器 ID，必须与 html 中一致

player.src https://examplebucket-1250000000.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path/example.m3u8  // m3u8对象地址

( {});

( );

步骤4：查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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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实践，我们准备了一个 线上体验 demo ，欢迎体验。

体验

https://ci-exhibition.cloud.tencent.com/tools/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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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审核实践

内容违规（合规）场景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47:08

如果您存储在对象存储（Cloud Object Storage，COS）中的数据为公有读权限，那么当您在公网中访问、传播这些数据时，需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若传播的内容存在违规，腾讯云会依法进行处置，严重者可能会被永久封禁账号！

本篇实践将为您介绍几种数据管理的方法，希望能帮助您解决数据合规性问题，提前处理违规数据。

通常情况下，存储桶和对象的访问权限都为私有读，但有部分用户为了方便使用，会将存储桶改为公有读权限。在公有读权限下，虽然使用方便，例如可通过对象

链接直接访问对象，但这种行为存在很大风险：

1. 对象可以被任何人访问，数据被肆意传播的风险大大增加

2. 可能会被一些黑产盗刷流量

因此我们建议用户将存储桶和对象改为私有读权限，然后通过预授签名的方式，供第三方在有效期内进行下载访问。相关文档请参见 预签名授权下载。

如果您的业务模式必须采用公有读的使用方式，那么建议您开启 对象存储内容审核服务。

您可以通过配置数据增量审核，对上传至 COS 的数据进行自动审核，并设置自动冻结，对审核结果为敏感的数据进行冻结处理，避免违规数据肆意传播。您可以

参考以下步骤进行配置（以图片审核为例）：

1. 登录 对象存储控制台，并在存储桶列表页面选择需操作的存储桶，进入存储桶管理页面。

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内容审核 > 自动审核配置，单击图片审核。

3. 单击添加图片审核配置，进入图片审核配置页面，并按照如下配置项说明进行配置：

审核后缀：建议您勾选智能后缀。

4. 配置完成后，单击保存即可启用该功能，后续将对您新上传的图片进行审核。

5. 您可以在内容审核 > 审核详情中查看审核结果，进入审核详情页面。根据您的实际需求，选择相应的查看条件：

概述

安全管理实践一：使用私有读方式访问（推荐）

安全管理实践二：使用自动化的内容审核服务

审核范围：可选择审核的范围为整个存储桶或指定范围。

指定路径：当选择指定范围，则填写您希望审核图片所在的路径。<br>示例1：如您需要审核指定目录 test 内的文件，则需要填写指定前缀为 test/。<br>

示例2：如您需要审核指定前缀为123的文件，则需要填写指定前缀为123。

说明：

您可以添加多条审核配置，但审核路径不能重复或存在包含关系。例如您已经配置了审核整个存储桶，则不能再添加针对存储桶内某个路径的审核。

说明：

智能判断后缀：选中后会根据文件的后缀和内容，智能判断是否为图片。

选择审核策略：建议您选择默认策略，默认策略为算法专家经过多行业模型沉淀的策略配置，适用于大部分的内容安全需求。您也可以通过自定义策略定制个

性化场景审核。支持审核涉黄、违法违规、广告审核场景，可勾选一种或多种检测场景。您可以前往 公共策略 查看如何配置审核策略。

已关联风险库：与审核策略相关联的风险库名称，下方审核场部分景会展示出已关联风险库中包含的样本标签，例如风险库中有色情样本，则审核场景中可勾

选色情内容。

审核场景：建议您勾选色情内容等。

每日审核上限：选择默认的无上限。

文件冻结设置：开启敏感文件冻结服务。

冻结方式：推荐使用将文件权限变为私有读方式，授权 COS 对相应类型文件进行自动机审冻结，从而禁止违规数据被任意访问。

冻结类型：勾选涉黄、违法违规，并设置分值大于或等于90时进行冻结。

回调设置：可选择开启回调，我们将把相应图片的审核结果反馈给您。您需选择回调的审核类型、回调内容、回调 URL、回调图片域名。若您选择自定义回

调阈值，则需设定回调图片分值区间。设置回调地址后，数据万象会发送一份默认回调信息至您设置的回调地址，以检测回调地址是否能够正常接收回调信

息。回调详情请查看 回调内容。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1411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45435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o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5520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454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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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已使用增量内容审核服务，对新上传的数据进行自动化的审核，仍然收到了腾讯云合规封禁的通知，那可能是我们的内容审核存在漏审的情况。

由于内容审核服务是基于深度学习的机器审核，虽然已经有了很高的识别准确率，但在一些场景复杂的情况下，可能存在无法识别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建

议您按以下步骤开启人工审核，确保审核的准确率（以图片审核为例）：

1. 登录 对象存储控制台，并在存储桶列表页面选择需操作的存储桶，进入存储桶管理页面。

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内容审核 > 自动审核配置，单击图片审核。

3. 选择正在生效中的图片审核配置，单击右侧操作栏中的编辑，进入图片审核配置编辑页面，并按照如下配置项说明进行修改：

找到文件冻结设置项：勾选右侧的人工审核冻结，并设置分值大于或等于30分时，进行人工审核。

4. 编辑完成后，单击保存即可启用人工审核功能。

部分用户可能已开启自动审核服务，但历史上的旧数据仍然在外传播而导致被封禁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建议您使用存量审核服务，对 COS 上的历史数据进

行一次全面的清洗，将违规数据进行冻结和删除处置。

您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历史数据清洗：

1. 登录 对象存储控制台，并在存储桶列表页面选择需操作的存储桶，进入存储桶配置页面。

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内容审核 > 历史数据审核，进入存量数据审核页面。

3. 单击创建审核任务。

4. 在“扫描范围”界面，您可以通过不同的扫描方式，按需审核您的文件：

扫描方式：包含存储桶文件列表、COS 清单报告、URL 列表文件三种：

5. 在“审核策略”界面，设置审核策略，配置相应的审核文件类型、审核场景类型，以图片审核为例：

审核图片：

6. 在“冻结策略”界面，开启敏感文件冻结服务，授权 COS 对相应类型文件进行自动机审冻结，从而禁止违规数据被任意访问。 

敏感图片冻结：勾选涉黄、违法违规，并设置分值大于或等于90时进行冻结。

7. 在“审核结果”界面，设置审核结果回调，单击下一步。

开启回调设置后，我们会将审核结果发送至您指定的回调地址中，您需选择回调类型、回调内容，同时设置回调 URL。

8. 确认任务整体配置无误，单击创建即可完成任务创建。

9. 在存量数据审核页面查看审核任务结果，您可以根据任务状态进行不同的操作。

安全管理实践三：使用人工审核服务

安全管理实践四：使用存量审核服务进行历史数据清洗

存储桶文件列表：您可以选择当前存储桶内的文件进行审核，扫描范围支持按文件上传时间扫描或按前缀扫描。

COS 清单报告：您可以选择扫描由 COS 清单功能 生成的清单列表，并将清单列表文件存放到当前存储桶内。

URL 列表文件：您可以选择扫描指定的 URL 列表文件，目前支持 txt 格式，每行一条 url。使用该方式暂不支持进行视频审核和文本审核。

审核后缀：建议您勾选智能后缀。

大图审核：如果您有大于5MB的图片需要审核，则开启此开关。

审核策略：建议您选择默认策略，默认策略为算法专家经过多行业模型沉淀的策略配置，适用于大部分的内容安全需求。 

审核场景：建议您勾选色情内容等内容。

回调类型：根据您设置的审核策略，可选涉黄、违法违规、广告审核、谩骂。

回调内容：可选仅回调违规文件、仅回调冻结文件、回调全部文件，支持对审核失败的文件再次审核。

回调 URL：回调 URL 地址须默认返回200正确码方可使用。

回调 URL 协议：可选择强制 HTTP 或 HTTPS。

当任务状态为执行中，您可以查看任务配置或终止任务。

当任务状态为执行成功，您可以查看审核详情或查看结果统计。

查看审核详情：仅支持查看近1个月的审核详情，单击后会跳转到审核页面，您可以进行审核结果导出、手动审核等操作，具体操作指引请参见 审核详情。

查看结果统计：该页面展示了该审核任务的统计结果，如对审核结果有疑问，可前往控制台审核详情页面查看具体的审核内容。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os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os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3370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54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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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通讯（IM）场景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47:08

即时通讯是目前最流行的网上通讯方式之一，云上的即时通讯服务也是层出不穷，很多用户会使用即时通讯产品开发实现自己的聊天业务。

对象存储推出的内容安全管理能力，可以帮助用户实现识别即时通讯业务中的安全问题，当发送出来的消息属于违规内容时，则不允许发送。

整体流程如下图所示：

安全管理主要在步骤3、4、5。

实际聊天效果如下图：

概述

步骤3表示发送请求对消息内容进行识别。

步骤4表示返回处理结果。

步骤5表示根据结果判断是否发送消息或是否撤回、删除消息。

发送端

接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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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以下文档说明完成登录、获取 SDKAppID 及密钥信息、创建应用、下载 DEMO 源码、 配置密钥、编译运行（部分平台需要）操作。

本文例子使用 Web&H5，修改 GenerateTestUserSig.js 文件配置密钥后，无需编译，可直接访问 dist/index.html ，例如

http://127.0.0.1/timSdkH5Demo/dist/index.html 替换为服务器地址后可以直接访问， timSdkH5Demo 为代码目录，可按需修改。

登录账号后即可实现聊天功能。以下为发起会话页面：

（1）每款即时通讯产品都有回调内容的配置，这里需要先进行回调的配置，具体回调参数及说明可以参考 第三方回调简介 。 

（2）回调事件以“单聊消息”为例，选中“发单聊消息之前回调”，会在发送消息前请求回调 URL，一系列判断后返回回调结果。

目前准备工作已经做好了，接下来需要考虑的有以下几点：

1. 消息发送时回调接口接收请求参数，确认参数的准确性。

2. 根据不同参数获取到不同消息内容，例如：聊天文本、图片地址等。

准备工作

1. 入门一款常用的即时通讯产品

通用 Demo 入门教程，请参见 一分钟跑通 Demo 。

通用即时通讯 SDK 和 Demo 源码，请参见 SDK 下载 。

2. 具体配置

说明

 这一步需要保证的就是，即时通讯产品可实现消息发送，且在发送消息时触发回调URL的请求，回调接口能够接收到请求数据。

图文消息具体配置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152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3683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36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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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消息内容进行识别，不同的消息类型会调用不同的识别接口，接下来的内容会对不同的消息类型（文本和图片）进行举例说明。

4. 根据安全识别结果给出不同的返回结果，达到消息是否允许发送的效果。

下面举例说明部分会以 Step n 来对应上面各点。

举例说明：

相关文档如下：

发送消息后会请求回调 URL，本例中对 SdkAppid 参数做了简单身份验证，如需要其他复杂验证可自行判断。

开发工具：SCF 云函数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cf 不一定非要云函数，服务公网可见即可，否则回调请求失败

语言：PHP/7.2.2

SDK以及Demo源码（公有云即时通讯产品都可以）：

地址: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36887 

本文档例子使用Web&H5: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TIMSDK/tree/master/H5

对象存储SDK文档：

PHP SDK地址: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12266 其他语言可见页面左侧栏对应标签

即时通讯配置项：

单聊消息 >> 发单聊消息之前回调

举例消息类型：

文本、图片

( )

( )

步骤1：回调请求参数

第三方回调简介

回调参数列表

消息格式描述

<?php

include_once 'commonFunc.php'  // 自定义公用函数，如发送POST、GET请求或做出Response响应等函数的封装

include_once 'imMsg.php'  // 自定义消息审核类，对文本和图片做出审核请求并对审核结果做出是否违规判断

include_once 'cos-php-sdk-v5-master/vendor/autoload.php'  // COS内容审核SDK引入，本例使用PHP的SDK

$content = file_get_contents 'php://input'  // 获取POST JSON数据 字符串

$post  = json_decode $content  true  // POST JSON数据 数组

// 对SdkAppid做出简单身份验证

if !isset $_GET 'SdkAppid'  || $_GET 'SdkAppid'  != ImMsg::SDK_APPID  

    imcallback_return false  // 接口返回结果数据

;

;

;

( );

( , );

( ( [ ]) [ ] ) {

( );

}

/**

 * 函数内列出两种回调结果

 * $send true 允许消息发送；false 禁止消息发送

 */

function imcallback_return $send = true  

    $retSuccess = array

        'ErrorCode' => 0  // 0 为允许发言

        'ErrorInfo' => ''

        'ActionStatus' => 'OK'

    

    $retErr = array

        'ErrorCode' => 1  // 1 为拒绝发言

        'ErrorInfo' => 'err'

        'ActionStatus' => 'FAIL'

    

    $ret = $send === true ? $retSuccess  $retErr

( ) {

(

,

,

);;

(

,

,

);

: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152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152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2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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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调请求示例：

    ob_clean

    echo json_encode $ret

();

( );

}

POST /?SdkAppid=123456&CallbackCommand=C2C.CallbackBeforeSendMsg&contenttype=json&ClientIP&OptPlatform HTTP/1.1

Host: www.example.com

文本类型：

    "MsgBody": 

        

            "MsgType": "TIMTextElem"  // TIMTextElem 表示消息类型为文本

            "MsgContent": 

                "Text": "asdad" // 文本内容

            

        

    

    "CallbackCommand": "C2C.CallbackBeforeSendMsg"  // C2C.CallbackBeforeSendMsg 发单聊消息之前回调

    "From_Account": "user1"

    "To_Account": "user0"

    "MsgRandom": 123

    "MsgSeq": 1234567

    "MsgTime": 1629439393

    "MsgKey": "1234567_123456_123456789"

    "OnlineOnlyFlag": 0

图片类型：

    "MsgBody": 

        

            "MsgType": "TIMImageElem"  // TIMImageElem 表示消息类型为图片

            "MsgContent": 

                "UUID": "123456-user1-abcdefghd"  

                "ImageFormat": 3  

                "ImageInfoArray": 

                    

                        "Type": 1  //原图

                        "Size": 43599  

                        "Width": 1156  

                        "Height": 582  

                        "URL": "https://cos.ap-shanghai.myqcloud.com/6244-shanghai-007-shared-01-1256635546/2690-1400560394/e07

                     

                    

                        "Type": 2  //大图

                        "Size": 0  

                        "Width": 0  

                        "Height": 0  

                        "URL": "https://cos.ap-shanghai.myqcloud.com/6244-shanghai-007-shared-01-1256635546/2690-1400560394/e07

                     

                    

                        "Type": 3  //缩量图

                        "Size": 0  

                        "Width": 394  

                        "Height": 198  

                        "URL": "https://cos.ap-shanghai.myqcloud.com/6244-shanghai-007-shared-01-1256635546/2690-1400560394/e07

                    

                

            

        

     

    "CallbackCommand": "C2C.CallbackBeforeSendMs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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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调应答示例：

回调 App 后台的超时时间为2秒，且没有重试。如果回调超时，后续处理逻辑与没有配置回调时相同（例如，假设“发送群消息之前回调”超时，消息会正常下

发）。

为确保回调成功率，第三方 App 应当尽可能加快回调处理速度，例如先发送回调应答，然后再处理具体业务逻辑。

其他回调命令及相关参数见 回调命令列表 。

其他消息类别 MsgType 描述及相关参数见 消息格式描述 。

本例中简单获取了文本内容及图片地址 URL。

    "From_Account": "user1"  

    "To_Account": "user0"  

    "MsgRandom": 123  

    "MsgSeq": 1234567  

    "MsgTime": 1629357746  

    "MsgKey": "1234567_123456_123456789"  

    "OnlineOnlyFlag": 0

,

,

,

,

,

,

}

HTTP/1.1 200 OK

Server: nginx/1.7.10

Date: Fri, 09 Oct 2015 02:59:55 GMT

Content-Length: 75

{

  "ActionStatus": "OK", 

  "ErrorInfo": "", 

  "ErrorCode": 0 // 1 为拒绝发言；0 为允许发言

}

步骤2：获取消息内容

回调类型 回调命令字

发单聊消息之前回调 C2C.CallbackBeforeSendMsg

发单聊消息之后回调 C2C.CallbackAfterSendMsg

MsgType的值 类型

TIMTextElem 文本消息

TIMImageElem 图像消息

$flag = false

switch $_GET 'CallbackCommand'  

    case 'C2C.CallbackBeforeSendMsg'   // 对发单聊消息之前回调进行封装

        $flag = ImMsg::cmdC2cMsgBefore $post

        break

    

    default  

        break

    

imcallback_return $flag

;

( [ ]) {

: {

( );

;

}

: {

;

}

}

( );

// ImMsg::cmdC2cMsgBefore

public static function cmdC2cMsgBefore $allData  

    $data = $allData 'MsgBody'

    $flag = true

    foreach $data as $msgItem  

( ) {

[ ];

;

( )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152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272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163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2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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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到这一步，已经获取到了消息内容，即：

接下来对消息内容发送识别请求并获取识别结果。

相关文档如下：:

关于安全，为了开发者更方便、更快速地使用数据万象的基础图片处理和媒体处理功能，以及 CDN 的云闪图片分发功能，我们提供了 SDK，开发者可根据具体

需求进行选择，详情请参见对应的快速入门文档。对象存储的 SDK 也集成了数据万象的数据处理功能，若您需要使用其他语言的 SDK，例如 C++ 、

JavaScript 等，请参见 COS SDK 概览 。

(1) 图片安全识别

以下为 COS PHP SDK 请求示例（sample/getObjectSensitiveContentRecognition.php）：

        if $msgItem 'MsgType'  == 'TIMTextElem'   // 文本类型审核

            // $msgItem['MsgContent']['Text'] 文本内容

            $flag = self::textDetect $msgItem 'MsgContent' 'Text'  

         else if $msgItem 'MsgType'  == 'TIMImageElem'   // 图片类型审核

            // $msgItem['MsgContent']['ImageInfoArray'][0]['URL'] 图片URL地址，原图、大图、缩略图三选一

            $flag = self::imgDetect $msgItem 'MsgContent' 'ImageInfoArray' 0 'URL'

        

    

    return $fla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本内容： $msgItem['MsgContent']['Text']

图片地址： $msgItem['MsgContent']['ImageInfoArray'][0]['URL']

步骤3：对消息内容进行安全识别，获取识别结果

图片安全识别

提交文本安全识别任务

说明

 关于图片安全识别的图片限制说明，请参见 规则与限制 。

<?php

require dirname __FILE__  . '/../vendor/autoload.php'

$secretId = "SECRETID"  //"云 API 密钥 SecretId";

$secretKey = "SECRETKEY"  //"云 API 密钥 SecretKey";

$region = "ap-beijing"  //设置一个默认的存储桶地域

$cosClient = new Qcloud\Cos\Client

    array

        'region' => $region

        'schema' => 'https'  //协议头部，默认为http

        'credentials' => array

            'secretId' => $secretId

            'secretKey' => $secretKey

try 

    //图片链接审核

    $imgUrl = 'https://test.jpg'

    $result = $cosClient->getObjectSensitiveContentRecognition array

        'Bucket' => 'examplebucket-1250000000'  //格式：BucketName-APPID

        'Key' => '/'  // 链接图片资源路径写 / 即可

        'DetectType' => 'porn,ads' //可选参数：porn,ads，可使用多种规则，注意规则间不要加空格

        'DetectUrl' => $imgUrl

//      'Interval' => 5, // 审核gif时使用 截帧的间隔

//      'MaxFrames' => 5, // 针对 GIF 动图审核的最大截帧数量，需大于0。

//      'BizType' => '', // 审核策略

    

    // 请求成功

    print_r $result

 catch \Exception $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647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4543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5628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36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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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结果：

(2) 文本安全识别

以下为 COS PHP SDK 请求示例 （sample/detectText.php）：

    // 请求失败

    echo $e( );

}

GuzzleHttp Command Result Object

    RequestId  => asdjahsfkjshfkjsdhfkjshfksjhfj=

    PornInfo  => Array

        

            0  => Array

                

                    Code  => 0

                    Msg  => OK

                    HitFlag  => 0

                    Score  => 0

                    Label  => 

                

        

    AdsInfo  => Array

        

            0  => Array

                

                    Code  => 0

                    Msg  => OK

                    HitFlag  => 0

                    Score  => 0

                    Label  => 

                

        

    Key  => /

    Bucket  => examplebucket-125000000

    Location  => examplebucket-125000000.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hp

  require dirname __FILE__  . '/../vendor/autoload.php'

  $secretId = "SECRETID"  //"云 API 密钥 SecretId";

  $secretKey = "SECRETKEY"  //"云 API 密钥 SecretKey";

  $region = "ap-beijing"  //设置一个默认的存储桶地域

  $cosClient = new Qcloud\Cos\Client

      array

          'region' => $region

          'schema' => 'https'  //协议头部，默认为http

          'credentials'=> array

              'secretId'  => $secretId 

              'secretKey' => $secretKey

  try 

      // start --------------- 文本内容审核 ----------------- //

      $content = '敏感信息'

      $result = $cosClient->detectText array

          'Bucket' => 'examplebucket-1250000000'  //格式：BucketName-APPID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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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结果：

          'Input' => array

              'Content' => base64_encode $content  // 文本需base64_encode

          

          'Conf' => array

              'DetectType' => 'Porn,Ads'  //Porn,Ads,Illegal,Abuse类型

              'BizType' => ''

          

      

      // 请求成功

      print_r $result

      // end --------------- 文本内容审核 ----------------- //

   catch \Exception $e  

      // 请求失败

      echo $e

  

(

( )

),

(

,

,

),

));

( );

} ( ) {

( );

}

  GuzzleHttp Command Result Object

  

      RequestId  => asdjsajfaslofjsdofjsoifjsf=

      ContentType  => application/xml

      ContentLength  => 1237

      JobsDetail  => Array

          

              Code  => Success

              Message  => Array

                  

                  

              JobId  => asjhdkjahfkjashfkjsdfhkjs

              State  => Success

              CreationTime  => 2021-09-09T20:04:05+08:00

              Content  => 57qm54Ku

              Result  => 1

              SectionCount  => 1

              PornInfo  => Array

                  

                      HitFlag  => 1

                      Count  => 1

                  

              AdsInfo  => Array

                  

                      HitFlag  => 0

                      Count  => 0

                  

              Section  => Array

                  

                      0  => Array

                          

                              StartByte  => 0

                              PornInfo  => Array

                                  

                                      Code  => 0

                                      HitFlag  => 1

                                      Score  => 97

                                      Keywords  => 敏感词

                                  

                              AdsInfo  => Arra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数据万象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69 共95页

进行到这一步，说明已经对消息内容进行了安全识别并作出了是否违规的判断，接下来就是返回是否违规的结果即可。

在 Step 1 回调应答示例中也提到了， ErrorCode=1 拒绝发言， ErrorCode=0 允许发言。

在用户侧效果为：

具体参数及含义或其他应答方式可见 第三方回调简介  或同页面左侧其他文档页。

至此，即时通讯发送消息、消息请求回调、消息安全识别、回调应答、消息发送结果，所有步骤均已完成。

以 Android 端的通信 App 为例，进行语音消息安全识别。

Android 端的文本、图片消息和 Web 端请求过程一致，在此不再累述。可参见以下文档：

                                  

                                      Code  => 0

                                      HitFlag  => 0

                                      Score  => 0

                                      Keywords  => 

                                  

                          

                  

          

      Bucket  => examplebucket-1250000000

      Location  => examplebucket-1250000000.ci.ap-guangzhou.myqcloud.com/text/auditing

  

(

[ ]

[ ]

[ ]

[ ]

)

)

)

)

[ ]

[ ]

)

步骤4：回调请求返回结果

HTTP/1.1 200 OK

Server: nginx/1.7.10

Date: Fri, 09 Oct 2015 02:59:55 GMT

Content-Length: 75

  "ActionStatus": "", 

  "ErrorInfo": "", 

  "ErrorCode": 0 // 1 为拒绝发言；0 为允许发言

{

}

语音消息安全识别具体配置

Android SDK 下载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152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36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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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测试用例的 Android Demo 下载了 SDK 源码之后直接运行没跑起来，删减了一些代码才跑通，且虚拟机运行起来了之后在实体机上安装失败，过程比较曲

折，若 Demo 跑不起来可自行研究文档或咨询 IM 相关技术人员。

语音消息的安全识别流程和文本、图片略有不同，文本、图片是在消息发送前就同步检测，违规不予发送，可以直接给出识别结果，不会存在一定的曝光期，而由

于语音消息的特性，短时间无法做出结果响应，会以异步的形式识别，识别完成后以回调的方式发送识别结果，这样就会使得语音消息存在一定的曝光期，曝光期

长短视识别的时长而定。流程如下：

1. 用户发送语音消息。

2. 请求回调 URL 接口，获取到语音消息对应的音频文件。

3. 回调接口提交音频安全识别任务，识别音频文件是否存在敏感违规信息。

4. 语音消息发送，不做拦截，聊天对象接收到语音消息。

5. 音频安全识别完成后发送回调结果，根据结果判断是否违规。

6. 若违规直接撤回消息，反之不做任何操作。

7. 流程结束。

下面举例说明部分会以 Step n 来对应上面各点。

和文本、图片获取方式一样，只不过换成了语音消息，参数略有不同。

一分钟跑通 Demo

步骤1：用户发送消息

步骤2：请求回调 URL 接口，获取到语音消息对应的音频文件

    "MsgBody": 

        

           "MsgType": "TIMSoundElem"

           "MsgContent": 

               "Url": "https://1234-5678187359-1253735226.cos.ap-shanghai.myqcloud.com/abc123/c9be9d32c05bfb77b3edafa4312c

               "Size": 62351  // 语音数据大小，单位：字节。

               "Second": 1  // 语音时长，单位：秒。

{

[

{

,

{

,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36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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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From_Account 、 To_Account 、 MsgKey 三个字段在消息违规撤回时需要用到。

样例代码是对文本、图片安全识别流程 Step 2 获取消息内容的 ImMsg::cmdC2cMsgBefore 做了补充：

这一步获取到了语音对应的音频文件地址，即 $msgItem['MsgContent']['Url'] 。

和文本、图片安全识别基本一致，只是多了一步回调操作，而不是直接返回结果，在音频识别完成后自动调用回调接口，发送识别结果。相关 API 文档可参见 提

交音频安全识别任务 。

使用 COS PHP SDK 请求示例（sample/detectAudio.php），请求中 Callback 为识别完成后的回调 URL，发送识别结果。

            "Download_Flag": 2

           

        

    

    "CallbackCommand": "C2C.CallbackBeforeSendMsg"

    "From_Account": "user1"

    "To_Account": "user0"

    "MsgRandom": 74363827834904

    "MsgSeq": 9586798211

    "MsgTime": 1629873986

    "MsgKey": "1234567_1234567_1234567"  // 该条消息唯一标识

    "OnlineOnlyFlag": 0

}

}

],

,

,

,

,

,

,

,

}

public static function cmdC2cMsgBefore $allData  

    $data = $allData 'MsgBody'

    $flag = true

    foreach $data as $msgItem  

        if $msgItem 'MsgType'  == 'TIMTextElem'  

            $flag = self::textDetect $msgItem 'MsgContent' 'Text'

         else if $msgItem 'MsgType'  == 'TIMImageElem'  

            $flag = self::imgDetect $msgItem 'MsgContent' 'ImageInfoArray' 0 'URL'

         else if $msgItem 'MsgType'  == 'TIMSoundElem'  

            // $msgItem['MsgContent']['Url'] 音频文件地址

            self::soundDetectSubmit $msgItem 'MsgContent' 'Url'  $allData  // 提交检测，先发后审

            $flag = true

        

    

    return $fla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步骤3：提交音频安全识别任务

<?php

require dirname __FILE__  . '/../vendor/autoload.php'

$secretId = "SECRETID"  //"云 API 密钥 SecretId";

$secretKey = "SECRETKEY"  //"云 API 密钥 SecretKey";

$region = "ap-beijing"  //设置一个默认的存储桶地域

$cosClient = new Qcloud\Cos\Client

    array

        'region' => $region

        'schema' => 'https'  //协议头部，默认为http

        'credentials'=> array

            'secretId'  => $secretId 

            'secretKey' => $secretKey

try 

    $result = $cosClient->detectAudio array

        'Bucket' => 'examplebucket-125000000'  //格式：BucketName-APPID

        'Input' => array

            'Url' => 'http://example.com/sound01.mp3'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54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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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结果：

这里以先发后审的形式，在安全识别结果出来之前，默认所有语音消息都正常，允许发送。

在提交音频安全识别任务后，识别完成会以回调的方式发送识别任务，回调 URL 就是提交检测时 Callback 参数。

结果示例：

        'Conf' => array

            'DetectType' => 'Porn,Ads'

            'Callback' => 'https://example.com/callback'

            'BizType' => ''

        

    

    // 请求成功

    print_r $result

 catch \Exception $e  

    // 请求失败

    echo $e

(

,

,

,

),

));

( );

} ( ) {

( );

}

GuzzleHttp Command Result Object

    RequestId  => asdjhakjsdkajshdksajhdkjasd=

    ContentType  => application/xml

    ContentLength  => 432

    JobsDetail  => Array

        

            Url  => https://example.com/test.mp3

            JobId  => asjhdklasdhkajsdhksajhdksjad

            State  => Submitted

            CreationTime  => 2021-09-09T20:12:12+08:00

        

    Bucket  => examplebucket-125000000

    Location  => examplebucket-125000000.ci.ap-guangzhou.myqcloud.com/audio/audi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步骤4：消息接收方收到消息

步骤5：音频安全识别结果

    "code": 0

    "message": "success"

    "data": 

        "url": "https:\/\/example.com\/test.mp3"

        "result": 0

        "forbidden_status": 0

        "trace_id": "ashdiashdiuahdiahdiahdi"

        "event": "ReviewAudio"

        "porn_info": 

            "hit_flag": 0

            "score": 0

            "label": ""

        

        "ads_info": 

            "hit_flag": 0

            "score": 0

            "label":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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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参数及含义见 查询音频安全识别结果 ，主动请求返回的是 XML 格式，回调发送的是 json，但参数含义一致。

相关文档如下：

请求示例：

响应体：

代码示例：

步骤6：若违规，则撤回消息

撤回单聊消息

生成 UserSig

注意

 使用该接口撤回单聊消息后，被撤回的消息不能恢复，请谨慎调用该接口。

POST https://console.tim.qq.com/v4/openim/admin_msgwithdraw?sdkappid=88888888&identifier=admin&usersig=xxx&rand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

{

    "From_Account": "vinson",

    "To_Account": "dramon",

    "MsgKey": "31906_833502_1572869830"

}

// 正常应答

    "ActionStatus": "OK"

    "ErrorInfo": ""

    "ErrorCode": 0

// 异常应答

    "ActionStatus": "FAIL"

    "ErrorInfo": "Fail to Parse json data of body, Please check it"

    "ErrorCode": 90001 // 其他错误码见文档介绍

{

,

,

}

{

,

,

}

public static function withdrawC2cMsg $fromAccount  $toAccount  $msgKey  

    // 撤回单聊消息

    try 

        $api = new \Tencent\TLSSigAPIv2 self::SDK_APPID  self::SDK_APPID_KEY

        $userSig = $api->genUserSig self::USER_ADMIN

     catch Exception $e  

        return false

    

    $random = rand 1  100000

    $url = 'https://console.tim.qq.com/v4/openim/admin_msgwithdraw?sdkappid='.self::SDK_APPID.'&identifier='.self::USER_ADMI

    $data = array

        'From_Account' => $fromAccount

        'To_Account' => $toAccount

        'MsgKey' => $msgKey

    

    $headers = array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res = requestPost $url  json_encode $data  $result  $headers  // 发送POST请求

    if !$res || ! $resul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5406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3898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32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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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PHP 为例，在生成 UserSig 时引入 TLSSigAPIv2.php 即可。其他语言见 生成 UserSig 。

        return false

    

    $result = json_decode $result  true

    if $result 'ErrorCode'  == 0  

        return true  // 撤回成功

    

    return false

;

}

( , );

( [ ] ) {

;

}

;

}

步骤7：违规消息自动撤回，流程结束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32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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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分发网络（CDN）场景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47:08

内容审核功能提供了自动冻结能力，可以将违规文件自动进行冻结处理。但由于冻结只会处理对象存储（Cloud Object Storage，COS）源站的数据，对于

使用了 CDN 场景的用户，CDN 上的缓存无法在第一时间处理。

本文提供了一种通过云函数和 API 网关处理的方式，帮助用户解决 CDN 缓存无法及时冻结的问题。

1. 登录 腾讯云云函数控制台 ，在函数服务页面，单击新建创建云函数。

2. 选择从头开始，并填写以下基础配置：

3. 函数代码按下述配置：

4. 单击高级配置，配置环境配置，其中除环境变量外，其余配置可自行按需修改。

简介

操作步骤

函数类型：选择“事件函数”。

函数名称：自定义一个函数名称。

地域：选择您使用了审核功能的存储桶所在的地域。

运行环境 选择“Python2.7”。

提交方法：选择“本地上传 zip 包”或者“通过 cos 上传 zip 包”，zip 包可 单击此处  进行下载。

执行方法：填 index.main_handler。

资源类型：CPU

内存：512MB

初始化超时时间：65

执行超时时间：30

环境变量：

CI_AUDITING_CALLBACK：回调地址，这里填原本在内容审核的回调设置中的地址，设置回调地址则会进行回调，不设置不回调。

CDN_URL：CDN 地址，必选，设置 CDN 地址以刷新 CDN 缓存。

REGION：地域，必选，设置为 bucket 所在地域。

BUCKET_ID：存储桶 ID（即存储桶名称），必选，设置为存储桶 ID。存储桶 ID 用于查询图片样式，填写错误会导致样式查询出错。

IMAGE_STYLE_SEPARATORS：图片的样式分隔符，如果需要为图片刷新样式，则需要设置这个变量，多个分割符则连续写，不需要隔开。

CDN_REFRESH_TYPE：图片对象缓存刷新方式，默认为按 url 刷新，仅刷新样式，如设置为“path”，则会刷新按图片处理参数访问的缓存。注

意，path 方式刷新会去除包含此文件名的更长的文件名的文件，请谨慎使用。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cf/list
https://cos5.cloud.tencent.com/cosbrowser/code/scf/cos_audit_cdn_refresh.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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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权限配置勾选“运行角色”，单击新建运行角色，跳转到“新建自定义角色”页面。

6. 角色载体选择“云函数(scf)”，单击下一步。 

7. 配置角色策略，选择 QcloudCDNFullAccess 和 QcloudCIReadOnlyAccess，单击下一步。

8. 为角色命名后，单击完成。

9. 自定义角色创建完毕后，回到云函数创建页面，刷新角色下拉表，选择刚才新建的角色。

10. 上述步骤完成后，单击完成，创建云函数。

11. 再进入 API 网关控制台 ，开通 API 网关服务。

12. 您可以参考 创建后端对接云函数 SCF 的 API  完成创建。

13. 在发布环境选择“发布”，然后单击“发布服务”。

14. 在数据万象“内容审核”页面，为图片或其他目标类型设置回调参数，回调 URL 设置为上一步创建的 API 网关的地址。

15. 回调设置完成后，CDN 上的资源将会自动根据审核回调结果进行缓存刷新。

以上环境变量请确认正确填写，以确保缓存刷新符合预期，示例如下：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apigateway/servic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5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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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音视频（RTC）场景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47:08

随着低延时的实时音视频技术越来越成熟，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用户使用实时音视频产品开发实现自己的音视频业务。在拓展音视频业务的同时，如何更好的管控

音视频内容避免违规尤为重要。

为更好的支持用户在各种业务场景下的内容安全风险，对象存储与数据万象在原有静态音视频审核的基础上，进一步提供了流式音视频的审核，当用户直播内容属

于违规内容时，可以及时发现并进行处理。

以腾讯云实时音视频产品（Tencent Real-Time Communication，TRTC）为例，整体审核流程如下图所示：

流程如下：

1. TRTC 客户端发起直播请求。

2. TRTC 服务端收到请求后进行直播。

3. 通过 实现 CDN 直播观看  可以拿到所需的直播流地址，有 rtmp、flv、hls 三种格式可用。

4. 使用万象直播流审核接口进行直播审核，SDK 封装此接口方便用户下载使用。

5. 客户拿到审核回调进行后续业务处理。

如果您已创建 TRTC 应用，且能够使用 TRTC 相关功能时，可直接跳转到 步骤4. 开启旁路推流 。

1. 登录 TRTC 控制台 ，单击应用管理，可以看到应用列表，单击创建应用，相关说明可参见 创建应用 。 

   

2. 创建应用后，单击右侧的配置管理，可以看到应用概览，其中 SDKAppID 需要在后续流程中用到，可以先记录下来。 

概述

实践步骤

步骤1：创建存储桶

如果您已创建存储桶，可跳过该步骤。

如果您是首次使用 COS 控制台，可参考 创建存储桶  进行操作。

步骤2：创建 TRTC 应用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16826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rtc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5049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13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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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左侧导航栏的快速上手，能够看到签发 UserSig 的密钥信息，复制保存下来，待后续使用。 

   

4. 完成以上步骤，接下来可以开始对 TRTC DEMO 进行搭建了。

本 DEMO 目的是使客户快速了解直播流程，客户业务需求的具体实现可参考 TRTC 官网使用文档 。流程如下：

1. 下载所需平台的 SDK&Demo 源码，直接下载 ZIP 包即可，本次示例使用的是 Android 平台。 

2. 配置 TRTC-API-Example 工程文件。找到并打开 

LiteAVSDK_TRTC_Android 版本号/TRTC-API-Example/Debug/src/main/java/com/tencent/trtc/debug/GenerateTestUserSig.java  文件。设置 

GenerateTestUserSig.java  文件中的相关参数：

步骤3：TRTC DEMO 搭建流程

SDKAPPID：默认为 PLACEHOLDER ，请设置为实际的 SDKAppID。

SECRETKEY：默认为 PLACEHOLDER ，请设置为实际的密钥信息。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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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编译运行。使用 Android Studio（3.5及以上的版本）打开源码工程 TRTC-API-Example，单击运行即可。运行成功后页面如下图所示，TRTC 

DEMO 提供视频通话、录屏直播等多种功能示例。

BIZID：默认为 PLACEHOLDER ，请设置为实际的 bizid。

APPID：默认为 PLACEHOLDER ，请设置为实际的 appid。

步骤4：开启旁路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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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TRTC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应用管理，单击目标应用右侧的功能配置。

3. 在旁路转推配置中，单击开启旁路转推右侧的开关，在弹出的开启旁路转推功能对话框中，单击开启旁路转推功能即可开通。

可以通过 实现 CDN 直播观看  获取到直播流数据，最后生成一条直播流地址，有 rtmp、flv、hls 三种协议可用。若使系统指定 streamId，可以根据文档内 

streamId  定位到房间号、用户 ID 等直播信息。

此时您可以得到直播流地址，三种协议可选：

获取到直播流后，使用万象的直播流审核接口进行直播审核，审核配置目前无法自主配置，您可以根据业务场景提供例如截帧频率、审核场景等信息，由技术人员

在后台配置。

提交审核时可以设置客户业务信息，审核回调时会原样返回，拿到审核回调后可以得到具体房间或具体用户的违规情况。相关参数说明，请参见 UserInfo 节点

说明 。

收到回调后判断是否违规，发现违规后发起解散房间或移出用户等处置操作。API 文档指引如下：

TRTC 相关 API 接口可使用 API 文档页面提供的 SDK。

在本次实践操作过程中涉及到的费用如下：

步骤5：云直播 CDN 拉流

SDKAppID：您可以在 TRTC 控制台  > 应用管理 > 应用信息中获取。

bizid：您可以在 TRTC 控制台  > 应用管理 > 应用信息中获取。

roomId：由您在 enterRoom  函数的参数 TRTCParams  中指定。

userId：由您在 enterRoom  函数的参数 TRTCParams  中指定。

streamType： 摄像头画面为 main，屏幕分享为 aux（WebRTC 由于同时只支持一路上行，因此 WebRTC 上屏幕分享的流类型是 main）。

rtmp 协议的播放地址：rtmp://live.myhost.com/live/streamd1001

flv 协议的播放地址：http://live.myhost.com/live/streamd1001.flv

hls 协议的播放地址：http://live.myhost.com/live/streamd1001.m3u8

步骤6：调用审核接口

直播流审核可使用对应语言的 COS SDK 。

直播审核参数说明，请参见 提交直播审核任务 。

直播审核回调内容，请参见 直播审核回调内容 。

步骤7：违规解散房间或踢用户

移出用户

解散房间

步骤8：费用相关

音视频时长计费说明

CDN 拉流费用

云端混流转码费用

对象存储相关费用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rtc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1682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76260#.E8.AF.B7.E6.B1.82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rtc/app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rtc/app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647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7626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7626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4049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5008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4424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7/3417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4944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53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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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聊社交场景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47:08

国内某移动语音社交平台，自成立至今已有数千万国内年轻人在使用。该平台以电竞游戏为切入点，极大的丰富了社交玩法，让年轻人们上分娱乐两不误。

随着语音工具的稳定成熟，社交聊天已经成为了游戏玩家的一项基本需求。但随着游戏玩家的逐渐增多，玩家的品性参差不齐，打着正常社交但实际做着许多影响

正常聊天环境的事情，例如虚假广告、隐晦色情、辱骂谩骂等。这不但影响正常用户的使用体验，还可能被监管部门通报整改，平台的安全合规性面临着极大的考

验。平台亟需一套精准、便捷的审核服务，在不影响业务的前提下，有效治理用户的社交环境。

客户初始数据不在腾讯云，本次需要将全量数据迁移至腾讯云，担心存在业务中断、审核不全等问题。

对象存储以保障业务连续性为前提，为客户提供了数据迁移 + 安全审核整套解决方案，帮助客户顺利完成了迁移。

客户从第三方厂商将数据迁移至腾讯云 COS，在迁移期间将增量数据直接改存到 COS，未迁移完毕的存量数据依然使用正常运行直至迁移完毕。

在迁移过程中，为 COS 存储桶开启自动审核和自动冻结能力，不管是增量数据进入 COS 还是迁移存量数据进入 COS，都会自动进行审核，并将违规数据进行

自动冻结处理。

迁移完毕后，客户逐步停止了原平台的存储业务，并逐步灰度 COS 上的业务数据，直至全量业务通过 COS 稳定运行，全程保持自动审核能力开启。

对于使用第三方云存储的用户，对象存储 COS 可以帮助用户方便快捷的进行迁移，使用方式请查看 第三方云存储数据迁移至 COS 。

对象存储内容审核服务可审核的数据类型涵盖图片、音视频、文本、文档、网页等多媒体数据，可帮助客户有效识别色情低俗、违法违规、恶心反感等违禁内容，

规避运营风险，了解更多信息可查看 内容审核概述 。

客户的业务场景非常多，不同场景对违规内容的惩罚程度有所区别，内容审核服务提供了数十种审核二级标签供客户进行配置。客户根据自身的业务场景，梳理并

定制了30多种审核策略，包含用户昵称、公屏文本、公会名称、公会评论、好友私聊等。

与通用审核策略相比，定制化的审核策略在不同场景下的审核准确率均有较大的提升，且审核策略的改动全部由后端进行配置，策略切换也不会影响业务正常运

作。

配置审核策略可以参考： 设置审核策略 。

客户的业务中有大量的 UGC 图片、语音、短视频文件需要审核，此前并未整体审核过，近期被有关部门通报整改，需要在短时间内对已有的历史文件进行全面

审核，同时又需要保障新增文件也进行全部审核。

对象存储提供的内容审核服务，支持控制台一键配置，无需开发，所有操作全部由产品后端自动完成，审核服务不影响现有业务流程，保证了客户的业务连续性。

背景

客户痛点

迁移审核解决方案

方案架构

实践步骤

1. 将第三方云存储数据进行迁移

2. 开启内容审核

步骤1：定制化审核策略

步骤2：配置自动审核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3822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4543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5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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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通过在对象存储控制台开启自动审核服务，对新上传的文件进行自动审核，有关自动审核具体配置操作可查看 自动审核 。配置完成后，后端的执行过程如下

图所示：

上述审核配置均完成后，客户通过控制台直接查看审核结果，根据审核时间、类型、名称等进行过滤，对审核结果有异议的文件进行人工冻结或人工放行。

步骤3：人工复核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47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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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优势

官方迁移工具，确保数据完整、稳定、高效的迁移至 COS。

应对合规要求，提前发现违规内容并自动处理。

审核策略完善，高准确率能帮助客户较少人工复核的人力投入。

内容审核服务通过内网拉取数据进行审核，产生的数据流量均为内网，无额外的流量费用，成本可降25%。

后端策略管理，可随时无中断业务调整策略，应对各种突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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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处理实践

小程序快速集成文档预览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47:08

本文将介绍在微信小程序中如何通过 腾讯云数据万象（CI）  提供的文档预览功能，实现文档转 HTML 预览与文档转图片预览，您可根据自身需求接入不同类型

的文档预览服务。

本文采用同步方式接入文档预览服务，如您有更多需求，可以了解两种预览服务的异步接入方式： 文档转 HTML 预览（异步）  和 文档转图片预览（异步） 。

1. 创建一个存储桶

2. 开通文档预览

3. 上传文档文件

4. 获取文档对象地址，格式为： https://<BucketName-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xxx.<文档格式> 。

5. 拼接文档预览链接。需在文档对象地址后拼接 ci-process=doc-preview&dstType=html ，即：

https://<BucketName-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xxx.<文档格式>?ci-process=doc-preview&dstType=html  。您可根据自身需求决

定是否继续拼接其他 请求参数 。

1. 登录 微信公众平台  。

2. 单击 开发 > 开发管理 > 开发设置，找到业务域名部分，单击修改，新增两个业务域名并保存。需新增的两个业务域名如下：

简介

预览服务对比

预览服务 效果 特点 适用场景

文档转 HTML 预览

（同步方式）

转 HTML 预览，支持文档播放/翻

页/全屏等功能。
接入简单，功能丰富，兼容多种文档格式。

高度还原文档样式，适用于文档格

式复杂的场景。

文档转图片预览（同步

方式）

转图片预览，支持图片缩放/裁剪/旋

转/水印等处理。

实时在线预览，支持对生成的图片进行基础图

片处理，使用简单。

比较适用于实时的 word/pdf 文

档预览场景。

说明

关于费用介绍，请参见 文档处理费用 。

文档转 HTML 预览

步骤1：获取文档转 HTML 预览链接

说明

若存储桶为私有读写，则对象地址需要携带签名，详情请参见 请求签名 。

若存在跨域问题，则需要进行存储桶跨域访问 CORS 设置，详情请参见 设置跨域访问 。

步骤2：配置业务域名

https://<BucketName-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  ：您需要进行文档转 HTML 预览的对象存储域名。

https://prvsh.myqcloud.com  ：文档转 HTML 预览底层服务域名。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4749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5940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5408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1330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4590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1332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52518
https://mp.weixin.qq.co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5896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777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13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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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下载校验文件至本地，并将文件放置在域名根目录下。

1. 在 微信开发者工具  中，新建一个微信小程序。

2. 页面中使用 web-view 组件实现内嵌文档预览页面。此处的 url  为文档转 HTML 预览链接。

获取示例代码：

1. 创建一个存储桶

2. 开通文档预览

3. 上传文档文件

4. 获取文档对象地址，格式为： https://<BucketName-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xxx.<文档格式> 。

5. 拼接文档预览链接。需在文档对象地址后拼接 ci-process=doc-preview ，即：

https://<BucketName-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xxx.<文档格式>?ci-process=doc-preview  。您可根据自身需求决定是否继续拼接

其他 请求参数  。文档转图片预览支持 基础图片处理  处理参数，您可拼接 ImageParams 参数在预览时对图片进行处理。

1. 登录 微信公众平台  。

2. 单击 开发 > 开发管理 > 开发设置，找到服务器域名部分，修改 downloadFile 合法域名。

登录控制台，进入相应存储桶根目录下，上传校验文件，设置该校验文件访问权限为公有读。

联系我们  为您在 https://prvsh.myqcloud.com  域名下上传校验文件。

详情请参见 业务域名说明 。

说明

关于是否需要配置业务域名，您可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选择。如果只是个人在本地调试，可以在 微信开发者工具 > 详情 > 本地设置 中勾选 “不校验合法

域名、web-view（业务域名）、TLS 版本以及 HTTPS 证书”，可不必配置业务域名。如果想要发布上线，那么必须有相应企业小程序并且配置业

务域名。

步骤3：使用 webview 实现文档转 HTML 预览

<web-view src="{{url}}"></web-view>

微信小程序 - 文档转 HTML 预览示例代码

文档转图片预览

步骤1：获取文档转图片预览链接

说明

若存储桶为私有读写，则对象地址需要携带签名，详情请参见 请求签名  。

若存在跨域问题，则需要进行存储桶跨域访问 CORS 设置，详情请参见 设置跨域访问 。

步骤2：配置 downloadFile 合法域名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dev/devtools/download.htm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1330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4590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1332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4707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6924
https://mp.weixin.qq.co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37708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dev/framework/ability/domain.html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cos-demo/tree/main/miniprogram/doc-preview-miniprogram/html-doc-preview-miniprogra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777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13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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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downloadFile 合法域名中新增域名 https://<BucketName-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  ，即您需要进行文档转图片预览的对象存储域

名。保存配置。详情请参见 服务器域名配置 。

1. 在 微信开发者工具  中，新建一个微信小程序。

2. 使用 wx.downloadFile 下载文档图片资源到本地。可从请求结果中获取文档总页数与临时图片地址。此处的 url  为文档转图片预览链接，例如 

https://<BucketName-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xxx.<文档格式>?ci-process=doc-preview&page=1&dstType=png  。

3. 页面加载文档图片，实现文档转图片预览。imageUrl 即下载的临时图片地址。

4. 您可自定义文档转图片预览页面结构与效果，例如一次性请求或者以懒加载的方式请求文档的预览图片，使用 swiper 组件实现文档转图片预览的滑动翻页效

果。

获取示例代码：

您可使用微信扫描下方的小程序码，在文档预览栏目中使用示例文件或自行上传文件，可分别体验小程序中文档转 HTML 预览与文档转图片预览的实际效果。

步骤3：实现文档转图片预览

wx.downloadFile

    url,

    method: "GET",

    success res  

        const totalPage = Number res?.header "X-Total-Page"  || 0

        const imageUrl = res?.tempFilePath || ''

    ,

    fail err  

        console.log err

    

({

( ) {

( [ ]) ;

;

}

( ) {

( );

}

});

<image src="{{imageUrl}}"></image>

微信小程序 - 文档转图片预览示例代码

Demo 体验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dev/framework/ability/network.html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dev/devtools/download.html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cos-demo/tree/main/miniprogram/doc-preview-miniprogram/image-doc-preview-mini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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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实践

使用自定义函数管理 COS 文件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47:09

对象存储（Cloud Object Storage，COS）工作流提供了一系列针对音视频、图片等媒体文件的处理能力，用户可以按照自身需求，灵活快速地搭建媒体处

理流水线。随着越来越多用户接入 COS 工作流，一些定制化需求也被提上议程。为了保障灵活性，COS 工作流推出了自定义云函数功能，支持用户在工作流中

配置云函数节点，在云函数中实现定制化逻辑。

为了进一步降低用户的使用门槛，COS 工作流整理了常用的云函数功能模板，并将其创建流程集成至节点的配置步骤中，方便用户对处理前的源文件、处理后的

产物文件进行后续加工。现已支持修改对象属性、移动对象，删除对象等基本操作。

1. 登录 对象存储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存储桶列表，进入存储桶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操作的存储桶，进入存储桶详情页面。

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工作流 > 工作流管理，单击创建工作流。

5. 在创建工作流页面，配置业务需要的媒体处理节点，例如“音视频转码”节点，详情可参阅 工作流 。 

6. 在创建工作流页面，添加自定义函数节点，选择您需要的常用功能函数。

概述

应用场景

在媒体处理后，对源文件进行移动、沉降等处理，降低存储成本。

在媒体处理后，对产物文件进行标签设置，修改头部等处理，方便业务使用。

方案优势

开箱即用：无需开发函数逻辑，无需关注复杂的部署流程，简易配置即可使用。

配置灵活：可以按需配置常用功能节点，分别针对源文件和产物文件进行不同的业务操作。

拓展方便：支持用户修改云函数逻辑，以满足更多定制化需求。

操作步骤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os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46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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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尚未创建此类函数，则单击创建函数。

创建常用功能函数的步 如下：

1. 填写函数基础配置。输入函数名称前缀，勾选授权SCF服务，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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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填写属性配置。按业务需求设置存储类型，自定义头部等，单击下一步。

  

3. 勾选处理对象，可以只针对工作流源文件执行该操作。

  

4. 单击确认。

5. COS 工作流封装了函数创建，版本发布，别名切流等过程，请等待其创建完成。 



数据万象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91 共95页

  

6. 创建完成后，选中刚刚创建的函数实例，单击确定。

  

7. 单击保存当前工作流即可。

1. 登录 对象存储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存储桶列表，进入存储桶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操作的存储桶，进入存储桶详情页面。

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工作流 > 工作流，进入工作流管理页面。

5. 找到刚创建的工作流，单击启用，并前往指定存储桶路径上传媒体文件，等待工作流执行。

操作验证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o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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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待工作流运行结束后，即：

可以看到媒体处理成功，产物已生成。

源文件已成功设置了存储类型和自定义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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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保护解决方案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47:09

随着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当今各大平台的图片、视频内容正迎来爆发式增长。创作者、平台在享受媒体内容带来的流量红利的同时，也面临着内容被盗用、知识

产权受到侵犯的风险。

针对以上痛点，数据万象提供了文档水印、图片和视频的明水印、盲水印，以及视频 DNA 等高级功能，为各种业务场景提供接入方便、高性价比的一站式版权保

护解决方案。

图片明水印在各类社交平台、UGC 内容创作平台已经得到广泛应用，下文将主要介绍数据万象图片明水印功能的特性与优势：

您可通过以下示例，并结合产品文档，在对象存储 COS 的图片下载链接后拼接相关参数，即可实现下载时处理。示例如下：

处理后效果如下图所示：

明水印适用于商品图等品牌明显、强警示图片归属场景，该方案具有价格低廉、配置方便、处理时延短等优点。但当明水印被涂抹、遮盖后，图片失去保护，并且

可见的水印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用户查看图片时的视觉体验。因此，如果您对水印的抗攻击能力和图片质量有较高的要求，可以选择下文中的盲水印方案。

盲水印功能是一种更安全的水印模式，您可将水印图以不可见的形式添加到原图信息中，同时不会对原图质量产生太大影响。在图片被盗取后，您可对疑似被盗取

的资源进行盲水印提取，以此验证图片归属。盲水印的抗攻击能力极强，即使图片经过旋转、裁剪、涂抹、压缩等处理，解码算法在多数情况下仍然能够提取出水

背景

图片版权保护方案介绍

图片明水印

支持文字水印与图片水印。

支持平铺水印。

接入方便，控制台可视化页面操作，实时预览水印效果。

支持配置样式，一次调用进行多种图片处理操作。

水印明显，警示程度高。

https://examples-1251000004.cos.ap-shanghai.myqcloud.com/sample.jpeg?watermark/2/text/6IW-6K6v5LqRLeaVsOaNruS4h-ixoQ

图片盲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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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信息。盲水印添加及提取过程如下图所示：

数据万象支持将图片、字符串隐藏在视频中，不易被探知和再次修改。通过隐藏在内容载体中的水印，可确认内容的创作人、版权所有人、传播者，判断视频内容

是否被篡改，水印不易被探知和再次修改，同时也不会破坏视频载体的完整性与可观赏性。

数字水印具备透明性、鲁棒性、安全性及标识性特点，创作者可充分利用这些特点及相关功能。目前数据万象数字水印服务已助力腾讯视频、视频号等进行版权保

护，并已获取 ChinaDRM 权威认证。

您还可自定义数字水印内容，添加数字水印前后效果对比图如下：

数据万象为文档版权保护提供了以下两种方案，您可根据业务场景选择使用：

数据万象文档转码功能支持将文档转码为图片格式，在 COS 文件下载链接后方拼接参数就能实现转码，添加水印参数即可实现自定义水印。该功能可实现文档的

轻量化分发，同时保护文档内容不被盗用。示例如下：

转换后效果如下图所示：

视频版权保护方案介绍

说明

数据万象不仅支持视频数字水印，也可提供视频 DNA、视频加密等版权保护方案。如您需要相关服务，请通过 联系我们  获取测试名额。

文档版权保护方案介绍

结合图片处理将文档转码为带水印图片

https://ci-h5-demo-1258125638.cos.ap-chengdu.myqcloud.com/defaults/defaultSlides.pptx?ci-process=doc-preview&page=9&I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59612


数据万象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95 共95页

文档转 HTML 功能可让您直接在网页中查看文档内容，同时保留页面的可交互性。例如 PPT 的动画、翻页效果，以及 EXCEL 文件的 sheet 切换等功能。该

功能同样支持在链接中拼接参数的方式进行接入，同时支持以参数的方式配置水印、防复制功能。示例如下：

转换后效果如下图所示：

您可将 PDF 文件上传至存储桶，再调用 PDF 水印接口为文档添加水印。另外，您可设置存储桶为私有访问，并对包含参数的链接生成签名，防止不带水印的原

始文件被读取。

使用文档转 HTML 功能直接在网页上添加水印

https://ci-h5-demo-1258125638.cos.ap-chengdu.myqcloud.com/defaults/defaultSlides.pptx?ci-process=doc-preview&dsttype=htm

为文档文件直接添加水印（当前仅限 PDF 格式）

说明

该接口正在内测中，如需使用，请通过 联系我们  获取内测资格后进行测试。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596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