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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指南

价格总览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4 16:05:51

腾讯云视立方·播放器 SDK 的费用包含以下几个部分：

购买资源包免费赠送  和 直接购买  两种方式获得的正式版 License 区别略有区别，具体可参考 正式版 License 

两种获取方式的区别 。

费用类型 说明

SDK 授权费

用

播放器 SDK 移动端（ iOS & Android & Flutter）的使用授权费用（Web 免费公测

中，暂时无需 License）。

其他相关云服

务费用
配合 腾讯云直播 、 腾讯云点播  等云端服务使用播放器 SDK 时，产生对应的费用。

注意

播放器 SDK 移动端（ iOS & Android & Flutter）于10.1版本起全新升级，自该版本起，需获取 

License 后方可正常使用。10.1之前的版本仍可免费使用不受影响。

若您需要使用 终端极速高清  功能，可在获得播放器 SDK 授权后，免费申请 终端极速高清测试版 

License 。

SDK 授权费用

播放器 SDK 移动端（ iOS & Android & Flutter）可通过购买视频播放 License、短视频 License、直播 

License 中的 任意一款 License 获得使用授权。

License 

类型
有效期 获取方式 推荐购买场景

测试版 

License
28天 免费申请

若您需要提前测试或需要快速获得 License，建议您选

择该方式。

正式版 

License

1年（自购买资

源包起）

购买资源

包免费赠

送

若您配合 腾讯云直播 、 腾讯云点播 一起使用播放器 

SDK，并且使用云直播或云点播预付费流量资源包，建

议您选择该方式。

1年（自绑定包

名起）

直接购

买

若您仅需单独使用播放器 SDK ，无需使用云资源，或

不通过预付费资源包的方式使用云资源，建议您选择该

方式。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css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vo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7082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7242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79169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css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v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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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下表中任意一款资源包赠送的 License 均可获得播放器 SDK 的使用授权，因此建议您直接根据您需要的资源

包类型和规格进行选择。若您的账户已有下表规格的资源包，也将默认赠送对应 License ，可以直接用于获得播放

器 SDK 的使用授权，无需重新购买。

方式一：购买资源包免费赠送 License

我们推荐您配合 腾讯云直播 、 腾讯云点播  一起使用播放器 SDK ，可获得更好的功能体验和服务质量，同时您仅

需购买云服务资源包即可免费获赠 SDK 的使用授权。

资源包类型 资源包规格
获赠 License 类型

（正式版）
有效期 价格（元/年）

云点播流量资

源包

5TB 及其以下规格：

100GB  / 500GB  / 

1TB  / 5TB  

视频播放 License

1年（自

购买资

源包

起）

19 / 88 / 175 / 869

10TB
短视频 License 精

简版
1,699

50TB 及其以上规格：

50TB  / 200TB  / 

1PB  

短视频 License 基

础版

8,399 / 21,999 / 

109,999

云直播流量资

源包

5TB 及其以下规格：

100GB  / 500GB  / 

1TB  / 5TB  

视频播放 License
26 / 128 / 248 / 

1200

10TB 及其以上规格：

10TB  / 50TB  / 

200TB  / 1PB  

直播 License
2,350 / 9,889 / 

35,500 / 165,000

云直播流量

资源包（快直

播特惠）

5TB 及其以下规格：

50GB / 2.5TB / 5TB
视频播放 License 19 / 878 / 1,720

7TB 及其以上规格：

7TB / 100TB
直播 License 2,310 / 25,939

注意

 云直播流量资源包（快直播特惠）对应的资源包规格为快直播国内流量可抵扣的用量，更多详情参见 快直

播计费说明 。

方式二：直接购买 License

若您仅需单独使用播放器 SDK ，无需使用云资源，或不通过预付费资源包的方式使用云资源，您也可以直接购买

视频播放 License。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css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vod
https://buy.cloud.tencent.com/vcube?type=video&pkg-type=100GB
https://buy.cloud.tencent.com/vcube?type=video&pkg-type=500GB
https://buy.cloud.tencent.com/vcube?type=video&pkg-type=1TB
https://buy.cloud.tencent.com/vcube?type=video&pkg-type=5TB
https://buy.cloud.tencent.com/vcube?type=video&pkg-type=10TB
https://buy.cloud.tencent.com/vcube?type=video&pkg-type=50TB
https://buy.cloud.tencent.com/vcube?type=video&pkg-type=200TB
https://buy.cloud.tencent.com/vcube?type=video&pkg-type=1PB
https://buy.cloud.tencent.com/vcube?type=live&pkg-type=100GB
https://buy.cloud.tencent.com/vcube?type=live&pkg-type=500GB
https://buy.cloud.tencent.com/vcube?type=live&pkg-type=1TB
https://buy.cloud.tencent.com/vcube?type=live&pkg-type=5TB
https://buy.cloud.tencent.com/vcube?type=live&pkg-type=10TB
https://buy.cloud.tencent.com/vcube?type=live&pkg-type=50TB
https://buy.cloud.tencent.com/vcube?type=live&pkg-type=200TB
https://buy.cloud.tencent.com/vcube?type=live&pkg-type=1PB
https://buy.cloud.tencent.com/leb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7/7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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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已经购买了以下三种 License，您也可以获得播放器 SDK 的授权，无需再购买视频播放 License。

两种方式获取的 License 区别如下：

正式版 License 类型 有效期 价格（元/年）

视频播放 License 1年（自绑定包名起） 12

正式版 License 类型 有效期 价格（元/年）

短视频 License 精简版 1年（自绑定包名起） 3,299

短视频 License 基础版 1年（自绑定包名起） 16,699

直播 License 1年（自绑定包名起） 4,299

计费说明

正式版 License 两种获取方式的区别

短视频 License、直播 License 和视频播放 License 正式版提供两种获取方式：

方式一：购买资源包免费赠送 License。

方式二：直接购买 License。

License 获

取方式

License 

初始状态

有效期开始

时间
推荐购买场景

购买资源包免

费赠送
已激活

购买资源包

的时间

若您配合 腾讯云直播 、 腾讯云点播  一起使用 

SDK，并且使用云直播或云点播预付费流量资源包，

建议您选择该方式。

直接购买 未激活
绑定应用包

名的时间

若您仅需单独使用 SDK ，无需使用云资源，或不通

过预付费资源包的方式使用云资源，建议您选择该方

式。

说明

License 激活后开始生效，有效期开始时间即激活时间。License 激活后，将生成有效期开始时间和

有效期结束时间，且固定不变。

续期时，未激活 License 将在原有基础上直接延长有效期；已激活 License 将替换原有 License，

详见 续期示例 。

除退款外，购买资源包免费赠送 License 有效期不变，不会受资源包使用情况的影响，即使资源包用

量已经使用完毕，只要 License 处于有效期，SDK 仍可正常使用。

计费规则

https://buy.cloud.tencent.com/vcube?type=player&amp;pkg-type=lic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css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v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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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在 2022年07月01日11:36:59  购买 500GB 云直播流量资源包，获赠视频播放 License A，在 2022年07

月01日12:00:00 绑定了 iOS 应用 A1 和 Android 应用 A2。随后，客户在 2022年07月02日11:36:59 直接购

买了一个视频播放 License ，获得视频播放 License B，并在 2022年07月02日12:00:00 绑定了 iOS 应用 

B1 和 Android 应用 B2。则：

License 有效期结束时间，从有效期开始时间起，至1年后次日的 00:00:00 止。2种方式获取的 License 有

效期开始时间可参见 区别 。

每个账号可通过 腾讯云视立方控制台  免费申请1次视频播放 License 进行测试体验产品功能，首次申请会先提

供14天有效期，可在控制台中再续期14天，共计28天。

一个 License 可以绑定一个 iOS 应用包名（Bundle ID）和一个 Android 应用包名（Package 

Name），绑定 License 的应用即可获得相应授权，不区分业务环境。若有多款应用需要接入，需要购买对应

数量的 License 进行绑定。

License 支持更换绑定的应用包名，更换后 License 的有效期不变；应用的授权有效期为实际绑定的 

License 的有效期。

除了资源包已申请退款外，资源包的使用状态不会影响获赠 License 的有效期，即使资源包用量已经使用完

毕，只要 License 处于有效期，SDK 仍可正常使用。云直播流量包的抵扣规则请参见 云直播-预付费资源

包 ，云点播流量包的抵扣规则请参见 云点播-预付费资源包 。

退费相关内容参见 退费说明 。

新增License有效期示例

播放器 License A 是通过购买资源包免费赠送的，购买成功即激活生效，有效期为：2022年07月01日

11:36:59 到 2023年07月02日00:00:00。

视频播放 License B 是直接购买方式获得的，默认为未激活状态，有效期自绑定包名起计算，有效期为：

2022年07月02日12:00:00 到 2023年07月03日 00:00:00。 

应用 A1、A2、B1、B2 均获得播放器 SDK 的使用授权，同时应用 A1、A2 的授权有效期为 License A 的有

效期，应用 B1、B2 的授权有效期为 License B 的有效期。

该 500GB 的云直播流量资源包在2022年08月01日就全部使用完毕，此时 License A 的有效期不受任何影

响，应用 A1、A2 仍然可以正常使用播放器 SDK。

续期示例

在上一示例基础上，同一客户于 2022年12月01日15:48:12 购买了 1TB 云点播流量资源包 ，将获赠视频播放 

License C，并使用 License C 为应用 A1、A2 续期；后于 2022年12月02日15:48:12 直接购买了一个视频

播放 License D，并使用 License D 为应用 B1、B2 续期。则：

视频播放 License C 是通过购买资源包免费赠送的，购买成功即激活生效，有效期为：2022年12月01日

15:48:12 到 2023年12月02日00:00:00。同时 License C 为已激活 License，为应用 A1、A2续期时将

会替换掉原本与应用 A1、A2 绑定的 License A。

因为应用的授权有效期为实际绑定的 License 的有效期，因此续期后应用 A1、A2 的有效期变更为 License 

C 的有效期，即2022年12月01日15:48:12 到 2023年12月02日00:00:00。此时应用A1、A2的授权有效期

就从原本的 2023年07月02日00:00:00 延长到了 2023年12月02日00:00:00。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cub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7/34174#live_pag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7#flow_pag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74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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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点播的计费详情参见 云点播计费概述 ；若您未开通云点播服务，将不会产生相关费用。

云直播提供直播播放分发、云端录制、实时转码、实时截图、播放质量监控等功能，若您需要使用相关功能，则需

开通云直播服务。

云直播的计费详情参见 云直播计费概述 ；若您未开通云直播服务，将不会产生相关费用。

License C 与应用 A1、A2 绑定后，原本与应用 A1、A2 绑定的 License A 将自然解除绑定，同时 

License A 的有效期不变，仍为可用的 License 资源，可用于绑定其他的应用。

短视频基础版 License D 是直接购买方式获得，默认为未激活状态。同时 License D 为未激活 License ，

续期时将在原来基础上直接延长有效期。

使用 License D 续期后，应用 B1、B2 的授权有效期向后延长一年，到期时间从 2023年07月03日

00:00:00 延长到 2024年07月03日00:00:00。

其他相关云服务费用

云点播服务

云点播提供视频上传、存储、转码、加速分发播放、版权保护、播放质量监控服务等功能，若您需要使用相关功

能，则需开通云点播服务。

云直播服务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283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7/52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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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费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5 16:16:15

购买云点播/云直播资源包免费赠送的 License  仅能退款对应资源包，退款后对应赠送给的 License 将随之销

毁，当同时满足下述所有条件时，支持5天无理由退款：

直接购买的 License  同时满足下述所有条件时，支持5天无理由退款：

1. 单击 提交工单 ，进入工单申请页。

2. 在右侧的搜索框中搜索并选择“播放器 SDK”。

5天无理由退款

为了更方便您使用播放器 SDK，如果您购买的 License满足下述条件，则腾讯云支持5天内无理由退款。

购买资源包赠送的 License

License 未绑定应用包名（包含新增和续期两种绑定应用包名的方式）。

满足云直播/云点播资源包自身的5天内无理由退款规则，具体参见 云点播退费说明 、 云直播退费说明 。

注意

 以下情况不属于5天无理由退款范围： 

若用户账户因内容审核问题（涉黄等违法违规行为）导致停服，账户下所有 License 均不支持退款。

直接购买的 License

License 未绑定应用包名（包含新增和续期两种绑定应用包名的方式）。

License 购买之日到目前为止不超过5天（包含5天）。

退款规则

满足5天无理由退款规则的订单，可通过 工单  方式提交退款申请，具体参见 退款步骤 。

如出现疑似异常或恶意退货，腾讯云有权拒绝您的退货申请。

符合5天无理由退款场景的订单，退款金额为购买时花费的全部消耗金额，包括现金账户金额、收益转入账户金

额以及赠送账户金额。

注意

抵扣或代金券不予以退还。

退还金额将全部原路退回到您的腾讯云账户。

退款步骤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20193#.E6.96.B9.E5.BC.8F.E4.B8.80.EF.BC.9A.E8.B4.AD.E4.B9.B0.E8.B5.84.E6.BA.90.E5.8C.85.E5.85.8D.E8.B4.B9.E8.B5.A0.E9.80.81-licen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20193#.E6.96.B9.E5.BC.8F.E4.BA.8C.EF.BC.9A.E7.9B.B4.E6.8E.A5.E8.B4.AD.E4.B9.B0-licens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578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7/43456#5.E5.A4.A9.E6.97.A0.E7.90.86.E7.94.B1.E9.80.80.E6.AC.B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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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问题类型为“退货/退款”。

4. 进入工单创建页，填写相应信息并单击提交工单即可。

注意

退还资源前，请您查看该资源是否符合 5天无理由退款 ，若不符合则无法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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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费停服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2-05-28 11:29:17

腾讯云计费平台检测到腾讯云账户余额不足时，将提醒您充值。欠费后您有24小时充值时间。若逾期未进行账户充

值，云直播、云点播以及直播连麦等功能将暂停提供服务。若您在欠费后24小时内进行账户充值，您的连麦服务将

不受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