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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
阿里云提醒您在阅读或使用本文档之前仔细阅读、充分理解本法律声明各条款的内容。
如果您阅读或使用本文档，您的阅读或使用行为将被视为对本声明全部内容的认可。

1. 您应当通过阿里云网站或阿里云提供的其他授权通道下载、获取本文档，且仅能用
于自身的合法合规的业务活动。本文档的内容视为阿里云的保密信息，您应当严格
遵守保密义务；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同意，您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本手册内容或
提供给任何第三方使用。

2. 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公司或个人不得擅自摘抄、翻译、复制本文
档内容的部分或全部，不得以任何方式或途径进行传播和宣传。

3. 由于产品版本升级、调整或其他原因，本文档内容有可能变更。阿里云保留在没有
任何通知或者提示下对本文档的内容进行修改的权利，并在阿里云授权通道中不时
发布更新后的用户文档。您应当实时关注用户文档的版本变更并通过阿里云授权渠
道下载、获取最新版的用户文档。

4. 本文档仅作为用户使用阿里云产品及服务的参考性指引，阿里云以产品及服务
的“现状”、“有缺陷”和“当前功能”的状态提供本文档。阿里云在现有技术的
基础上尽最大努力提供相应的介绍及操作指引，但阿里云在此明确声明对本文档内
容的准确性、完整性、适用性、可靠性等不作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任何单位、
公司或个人因为下载、使用或信赖本文档而发生任何差错或经济损失的，阿里云不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在任何情况下，阿里云均不对任何间接性、后果性、惩戒性、
偶然性、特殊性或刑罚性的损害，包括用户使用或信赖本文档而遭受的利润损失，
承担责任（即使阿里云已被告知该等损失的可能性）。

5. 阿里云网站上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著作、产品、图片、档案、资讯、资料、网
站架构、网站画面的安排、网页设计，均由阿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依法拥有其知识
产权，包括但不限于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商业秘密等。非经阿里云和/或其关
联公司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修改、复制、公开传播、改变、散布、发
行或公开发表阿里云网站、产品程序或内容。此外，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同意，任
何人不得为了任何营销、广告、促销或其他目的使用、公布或复制阿里云的名称
（包括但不限于单独为或以组合形式包含“阿里云”、“Aliyun”、“万网”等阿
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品牌，上述品牌的附属标志及图案或任何类似公司名称、商
号、商标、产品或服务名称、域名、图案标示、标志、标识或通过特定描述使第三
方能够识别阿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

6. 如若发现本文档存在任何错误，请与阿里云取得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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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约定
格式格式 说明说明 样例样例

 危险危险 该类警示信息将导致系统重大变更甚至故
障，或者导致人身伤害等结果。

 危险危险

重置操作将丢失用户配置数据。

 警告警告 该类警示信息可能会导致系统重大变更甚
至故障，或者导致人身伤害等结果。

 警告警告

重启操作将导致业务中断，恢复业务
时间约十分钟。

 注意注意 用于警示信息、补充说明等，是用户必须
了解的内容。

 注意注意

权重设置为0，该服务器不会再接受新
请求。

 说明说明 用于补充说明、最佳实践、窍门等，不是
用户必须了解的内容。

 说明说明

您也可以通过按Ct rl+A选中全部文
件。

> 多级菜单递进。 单击设置设置> 网络网络> 设置网络类型设置网络类型。

粗体粗体 表示按键、菜单、页面名称等UI元素。 在结果确认结果确认页面，单击确定确定。

Courier字体 命令或代码。
执行 cd /d C:/window 命令，进入
Windows系统文件夹。

斜体 表示参数、变量。
bae log list  --inst anceid

Inst ance_ID

[] 或者 [a|b] 表示可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ipconfig [-all|-t ]

{} 或者 {a|b} 表示必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swit ch {act ive|s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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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云视频点播（ApsaraVideo VoD）是集音视频采集、编辑、上传、自动化转码处理、媒体资源管理、高
效云剪辑处理、分发加速、视频播放于一体的一站式音视频点播解决方案。

阿里云视频点播基于阿里云强大的基础设施服务，面向视频网站、短视频、在线教育、娱乐社交、新闻传媒
等行业，提供端-云-端的视频全链路功能，支持客户针对视频内容的生产、存储、转码、媒资、分发的一站
式服务。

产品架构产品架构

架构简要说明：

1. 用户可以通过控制台、API、SDK等多种方式将视频上传到点播平台。

2. 用户可以按需对视频进行基础处理、特效处理和加密处理等操作。

3. 用户可将处理后的视频分发到各种平台，方便客户更好的体验视频服务。

1.什么是视频点播1.什么是视频点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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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点播支持各种方式上传不同类型的音视频文件。

媒体上传媒体上传
点播支持多端上传、并发上传、断点续传，满足不同场景下的上传需求，同时支持短视频SDK直接上传及直
播录制转点播的一体化方案。

支持的上传方式

控制台上传，SDK上传，服务端（JAVA）上传，客户端上传：Web端（JavaScript）、移动端
（Android，iOS），离线拉取上传，PC客户端工具上传，并支持直播录制转点播。详情请访问媒体上传。

支持的上传格式

视频格式：3gp， asf， avi，dat， dv， flv，f4v， gif，m2t， m3u8，
m4v，mj2，mjpeg，mkv，mov，mp4， mpe， mpg，mpeg， mts， ogg，qt，rm，rmvb，
swf，ts，vob，wmv，webm。

音频格式：aac，ac3，acm， amr,，ape，caf， flac，m4a， mp3， ra，wav， wma。

图片格式：png，jpg，jpeg。

短视频SDK短视频SDK
点播支持短视频录制、导入和编辑。支持多种分辨率选择、实时美颜、实时滤镜、摄像头切换、闪光灯切
换、对接人脸识别SDK实现人脸贴图等多样的录制功能、支持视频画面和时长裁剪、多视频拼接、添加滤
镜、动图、音乐、MV、字幕、涂鸦等短视频高级编辑。提供产品级的UI开源界面，方便您根据业务需求定制
界面，提供易用、稳定、统一的视频录制、导入裁剪和编辑高级接口，实现真正的二次开发，做到真正个性
化。

视频点播支持对上传后的视频进行管理和剪辑。

媒资管理媒资管理
媒资存储媒资存储：媒资存储数据多重冗余备份，提供异地容灾和资源隔离，提供 99.999999999（11个9）% 的数
据可靠性，您可以在任何应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存储和访问您的数据。

媒资管理媒资管理：支持通过控制台或 API 对媒资进行管理，包括获取媒资信息、更新媒资信息、搜索媒资信息、下
载媒体文件和删除媒体文件的媒资管理功能。

视频版权保护视频版权保护：用来唯一标记一个视频，实现对视频中的图像、音频等指纹特征的提取和比对，解决重复
视频查找、视频片段查源、原创识别等问题。

媒体智能审核媒体智能审核：提供支持视频、音频、图片、文本等全方位的媒体审核，包括智能审核、人工审核、以及
安全审核配置等，通过自动化、智能审核媒资库资源，极大降低色情、暴恐、涉政等内容违规风险，降低人
工审核成本。

媒体处理媒体处理
音视频转码音视频转码：提供丰富的转码处理功能，将一个音视频文件转换成另一个或多个音视频文件，以适应不同网
络带宽、不同终端设备和不同的用户需求。

2.功能特性2.功能特性
2.1. 采集上传2.1. 采集上传

2.2. 媒体管理和生产2.2. 媒体管理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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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截图视频截图：在指定视频特定的位置进行图像截取，并生成图片文件。

视频动图视频动图：在指定视频中特定的一个区间进行内容截取，并生成动图文件。

视频水印视频水印：在视频的编解码过程中将图片、文字等信息压制到视频流中合并输出一个带图文水印的新的视频
文件。

工作流工作流：将媒体处理功能流程化、实例化，用户可提前构建自定义处理流程，并将制定视频按照特定工作流
程进行处理，避免用户重复、繁琐的调用接口，提供一站式的媒体处理服务。

多码率自适应多码率自适应：将指定的音视频文件流统一打包生成一个自适应码流文件，让播放器可根据终端网络带宽
环境。

智能生产智能生产
云剪辑云剪辑：是视频点播的制作中心，支持剪切拼接、混音、字幕、图片叠加、遮标、转场特效等功能。

剪切合并：实现整段合成、保留片头剪切、保留片尾剪切、掐头去尾和多段视频截取任意区间合并等。

音频处理：实现音频处理的各种场景，如静音、混音、音频提取、音量调节、配音等。

图片叠加：实现全程叠加、指定区域叠加图片等，包括单视频叠加和多视频叠加。

文字叠加：实现全程叠加、指定区域叠加文字等。

媒体DNA媒体DNA：实现对视频中的图像、音频等指纹特征的提取和比对，解决重复视频查找、视频片段查源、原创
识别等问题。

智能标签智能标签：通过分析视频中视觉、文字、语音、行为等信息，结合多模态信息融合及对齐技术，实现高准确
率内容识别，自动输出视频的多维度内容标签，将非结构化信息转化为结构化信息。

智能封面智能封面：支持对视频内容进行分析和理解，提取最能代表视频内容的5张截图作为封面备选图；也支持将
视频内容的关键画面进行抽取，自动合成作为动图封面。

视频加密视频加密
私有加密私有加密：将视频文件转成加密的HLS格式，通过阿里云播放器进行解密播放，保障移动端、FLASH端视频
安全。安全级别高，适用于在线教育，付费观看等场景。

标准加密标准加密：将视频内容按照HLS AES-128标准协议进行加密，支持HLS规定的播放器均可播放、保障移动端
视频安全。安全级别较高，终端兼容性好。

商业DRM商业DRM：各平台（微软Playready、苹果Fairplay、谷歌Widevine等）原生支持，安全级别很高，满足大的
版权内容提供商的要求。

视频点播支持播放音频和视频文件，您可以通过控制台预览、集成阿里云播放器SDK和集成第三方播放器进
行播放。

分发加速分发加速
视频点播依托于阿里云强大的CDN能力基础上，为您提供视频分发加速服务，实现更好的视频播放体验。

防盗链防盗链：基于 HTTP 协议支持的 Referer机制，通过 Referer跟踪来源，对来源进行识别和判断，您可以通过
配置访问的 Referer 黑白名单来对访问者身份进行识别和过滤，从而限制 视频点播中托管并分发的视频资源
被访问的情况。

URL鉴权URL鉴权：通过阿里云CDN加速节点与您的资源站点配合实现的一种更为安全可靠的源站资源防盗方法，旨
在保护您上传到视频点播的内容资源不被非法站点下载盗用。

播放鉴权播放鉴权：视频点播在阿里云AK安全认证基础上的二次鉴权机制。

2.3. 分发播放2.3. 分发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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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视频播放音视频播放
阿里云播放器SDK是阿里视频云端到云到端服务的重要一环，除了支持点播和直播的基础播放功能外，深度
融合视频云业务，如支持视频的加密播放、安全下载、清晰度切换、直播答题等业务场景，为您提供简单、
快速、安全、稳定的视频播放服务。

统计分析统计分析
资源用量资源用量：支持查询最近30天内、流量带宽、存储空间及转码时长三种资源，多个维度的数据统计，便于
了解服务用量情况，同时支持详细数据的下载。

运营统计运营统计：基于阿里云视频播放器的终端数据采集能力，提供更贴近运营场景的播放行为数据及热门资源统
计。如：播放UV、播放VV、人均观看时长、热门视频等。

产品简介··功能特性 视频点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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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点播依托于阿里云强大的内容分发网络和卓越的技术，让用户以更小成本体验到更安全、更快速、更灵
活的视频内容服务。

全球极速分发网络全球极速分发网络
以全球2800+个CDN节点、150T带宽储备，覆盖70多个国家和地区、支持数十家运营商。依托阿里云强大的
全球音视频通信网（GRTN），为企业提供更具性价比的极速网络。

广电级媒体处理广电级媒体处理
4K级高速并行转码系统，转码任务规模无缝扩展，提供视频截图、视频标签、视频水印等多种功能，满足广
电、视频网站、短视频等场景需求。

全方位加密保障全方位加密保障
访问限制、播放鉴权、视频加密（阿里云加密、HLS加密、DRM加密）、安全下载等多重安全保障，防止盗
链、非法下载等造成的损失，保障视频内容安全。

自创的窄带高清自创的窄带高清
自研S265编码和窄带高清2.0技术，真正实现高画质低码率，边缘动态自适应码流，降本提效，打造丰富的
视听体验。

全流程媒体服务全流程媒体服务
从视频生产上传、媒资管理、媒体处理、智能生产到分发播放一站式媒体服务，提供高扩展性的平台架构。

接入灵活成本低接入灵活成本低
控制台简单易用，丰富的SDK及开放API，支持弹性开发。计费价格和方式，灵活价优，大大降低运营成本。

精细的数据分析精细的数据分析
视频生产到播放的全流程数据分析，多样的资源用量统计和贴近场景的播放运营分析，开发和运营决策数据
化。

智能化视频审核智能化视频审核
阿里卓越视频AI技术实现智能审核，准确识别色情、暴恐、涉政等敏感信息，人工审核二次验证，兼顾安全
与效率。

3.产品优势3.产品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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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播的应用场景包括但不限于音视频网站，短视频，在线教育，广电传媒。

说明 说明 本文提供典型的场景说明，更详细的组网和场景，可访问视频点播产品详情页。

点播应用场景点播应用场景

场景 描述 功能优势

短视频
视频点播适用于以短视频主营的服务
场景或App，例如电商，母婴，社交
等服务平台。

视频点播不仅提供视频上传、视频审
核、视频转码、视频处理、视频分发
等功能，还可以提供丰富的SDK，能
够实现完整的短视频平台解决方案。

音视频网站
视频点播适用于视频播放和管理的网
站服务场景，例如新闻网站，视频网
站。

视频点播不仅提供视频上传、视频转
码、视频分发、视频播放等功能，还
提供可定制和可扩展的音视频服务，
可满足百万用户同时在线的吞吐能
力。

在线教育
视频点播适用于课程点播、视频版权
保护的教育服务场景，例如在线培
训，在线教育。

视频点播不仅可以通过控制台/API等
多种方式上传教学视频和转码能力保
证流畅的体验，还提供防盗链、视频
加密等版权保护方案保护教学内容不
被窃取，全方位保障视频内容安全。

广电传媒
视频点播适用于有高清转码、在线剪
辑及安全管理的视频服务场景，例如
广播电视，新闻机构。

视频点播不仅提供视频存储、视频转
发和在线剪辑等功能，还提供语音、
文字、视觉等多维度精准识别视频、
封面、标题或评论的违禁内容进行AI
智能审核与人工审核，保证内容的合
规。

4.应用场景4.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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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您更好的理解视频点播产品，您可以在使用前了解视频格式、视频编码、视频转码等基本概念。

文件格式文件格式
我们知道操作系统中的文件名都有后缀，即扩展名，例如1.doc，2.jpg，3.avi等。设置扩展名的目的是让系
统中的应用程序来识别并关联这些文件，让相应的文件由相应的应用程序打开。常见的文件格式如
1.avi，2.mpg，3.mp4这些都叫做视频的文件格式，可由电脑上安装的视频播放器关联和打开（播放）。

封装格式封装格式
封装格式（Format），也称多媒体容器（Multimedia Container），是将已编码压缩好的视频轨道、音频轨
道和元数据（视频基本信息如标题、字幕等）按照一定的格式规范，打包放到一个文件中，形成特定文件格
式的视频文件。

封装格式主要分为两大类：面向存储的和面向流媒体的。

面向存储的，常见的有AVI、ASF（WMA/WMV）、MP4、MKV、RMVB（RM/RA）等；

面向流媒体的，常见的有FLV、TS（需要配合流媒体网络传输协议，如HLS、RTMP等），MP4也支持流媒
体方式（配合HTTP等）。

下面以流媒体传输协议的视角重点介绍面向流媒体的封装格式：

MP4：经典的视频封装格式，移动端（iOS、Android）、PC Web多终端都能良好支持。但MP4的视频文件
头太大，结构复杂；如果视频较长（如数小时），则其文件头会过大，影响视频加载速度，故更适合短视
频场景。

MP4由一个个的box（以前叫atom）组成，所有的Metadata（媒体描述元数据），包括定义媒体的排列
和时间信息的数据都包含在这样的一些结构box中。Metadata 对媒体数据（比如视频帧）引用说明，而
媒体数据在这些引用文件中的排列关系全部在第一个主文件中的metadata描述，这样就会导致视频时长
越大文件头就会越大、加载越慢。

HLS（HTTP Live Streaming）：苹果公司推出的基于HTTP的流媒体网络传输协议，视频的默认封装格式
是TS，除了多个TS分片文件，还定义了用来控制播放的m3u8索引文件（文本文件），可以规避普通MP4
长时间缓冲头部数据的问题，比较适合点播场景。移动端（iOS、Android）支持较好，但PC端IE存在兼容
性问题依赖播放器的二次开发（建议使用阿里云Web播放器）。

FLV：Adobe公司推出的标准，在PC端有Flash的强力支持，但在移动终端只有App实现播放器才能支持
（建议使用阿里云播放器），大部分手机端浏览器均不支持，特别是苹果的移动设备都不支持。

DASH（Dynamic Adaptive Streaming over HTTP）：使用fragmented MP4f（MP4）格式，将MP4视频
分割为多个分片，每个分片可以存在不同的编码形式（如分辨率、码率等）；播放器端可自由选择需要播
放的视频分片，实现自适应多码率、不同画质内容的无缝切换，提供更好的播放体验。其中MPD文件类似
HLS的m3u8文件，国外视频网站如YouTube、Netflix等较多使用DASH。

HLS+fMP4（HTTP Live Streaming with fragmented MP4）：此处单列，但本质上还是HLS协议。苹果公
司于WWDC 2016宣布新的HLS标准支持文件封装格式为fragmented MP4，使用方法与TS分片类似，意味
着一次转码可同时打包成DASH和HLS。

HLS（包括HLS+fMP4）和DASH是最常用的自适应流媒体传输技术（Adaptive Video Streaming），推荐
使用。

编码方式编码方式
视频编码方式（Codec）是指能够对数字视频进行压缩或解压缩（视频解码）的程序或者设备。通常这种压
缩属于有损数据压缩。也可以指通过过特定的压缩技术，将某个视频格式转换成另一种视频格式。常见的编
码方式有：

5.基本概念5.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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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26X系列：由ITU（国际电信联盟）主导，包括H.261、H.262、H.263、H.264、H.265。

H.261：主要在老的视频会议和视频电话产品中使用。

H.263：主要用在视频会议、视频电话和网络视频上。

H.264：H.264/MPEG-4第十部分，或称AVC（Advanced Video Coding，高级视频编码），是一种视
频压缩标准，一种被广泛使用的高精度视频的录制、压缩和发布格式。

H.265：高效率视频编码（High Efficiency Video Coding，简称HEVC）是一种视频压缩标
准，H.264/MPEG-4 AVC的继任者。HEVC不仅提升图像质量，同时也能达到H.264/MPEG-4 AVC两倍
的压缩率（等同于同样画面质量下码率减少50%），可支持4K分辨率甚至超高画质电视，最高分辨率
可达8192×4320（8K分辨率），这是目前发展的趋势。

2. MPEG系列：由ISO（国际标准组织机构）下属的MPEG（运动图象专家组）主导，视频编码方面主要有：

MPEG-1第二部分：主要使用在VCD上，有些在线视频也使用这种格式，该编解码器的质量大致上和原
有的VHS录像带相当。

MPEG-2第二部分：等同于H.262，使用在DVD、SVCD和大多数数字视频广播系统和有线分布系统
（Cable Distribution Systems）中。

MPEG-4第二部分：可以使用在网络传输、广播和媒体存储上，比起MPEG-2和第一版的H.263，它的
压缩性能有所提高。

MPEG-4第十部分：技术上和ITU-TH.264是相同的标准，二者合作，诞生了H.264/AVC标准，ITU-T将
其命名为H.264，而ISO/IEC称它为MPEG-4高级视频编码（Advanced Video Coding，AVC）。

3. AVS（Audio Video coding Standard）：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源编码标准，是《信息技术先进音视频
编码》系列标准的简称，目前已完成两代AVS标准的制定。

第一代AVS标准包括国家标准《信息技术先进音视频编码第2部分：视频》（简称AVS1）和《信息技
术先进音视频编码第16部分：广播电视视频》（简称AVS+）。AVS+的压缩效率与国际同类标准
H.264/AVC最高档次（High Profile）相当。

第二代AVS标准，简称AVS2，首要应用目标是超高清晰度视频，支持超高分辨率（4K以上）、高动
态范围视频的高效压缩。AVS2的压缩效率比上一代标准AVS+和H.264/AVC提高了一倍，超过国际同
类型标准HEVC/H.265。

4. 其他系列，如，VP8、VP9（Google 主导），RealVideo（RealNetworks推出）等编码方式，在互联网
视频使用较少，此处不再介绍。

选择编码方式要充分考虑播放终端（如移动端APP、Web浏览器等）的兼容性，尽量使用最常见和广泛支持
的。阿里云视频点播支持视频编码格式：H.264/AVC（默认）、 H.265/HEVC，音频编码格式：MP3（默
认）、AAC、VORBIS、FLAC。

转码转码
视频转码（Video Transcoding）是指将已经压缩编码的视频码流转换成另一个视频码流，以适应不同的网
络带宽、不同的终端处理能力和不同的用户需求。转码本质上是一个先解码、再编码的过程，因此转换前后
的码流可能遵循相同的视频编码标准，也可能不遵循相同的视频编码标准。

转封装转封装
转封装指的是将视频或音频的封装格式进行转换，如将AVI的视频转换为MP4，其间并不会进行音视频的编
码和解码工作，而是直接将视频和音频压缩码流从一种封装格式文件中获取出来然后打包成另一种封装格式
的文件。相比转码，转封装有两大特点：

处理速度极快。音视频编解码过程十分复杂，占据了转码的绝大部分时间。转封装不需要进行编码和解
码，节约了大量的处理时间。

音视频质量无损。没有解码（解压缩）和编码（压缩）过程，所以不会有音视频的压缩损伤。

产品简介··基本概念 视频点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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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封装后的文件与原始文件的分辨率、码率等几乎一致，故播放时也称其为“原画”。

码率、码流码率、码流
码率（Bitrate）是指视频文件在单位时间内使用的数据流量，也叫码流或码流率，是视频编码中画面质量控
制最重要的部分。量度单位为“比特每秒”（bit/s或bps），常使用Kbps（每秒多少千个比特）或Mbps。
一般来说同样分辨率下，视频文件的码率越大，压缩比就越小，画面质量就越高。码率越大，说明单位时间
内取样率越大，数据流精度就越高，处理出来的文件就越接近原始文件，图像质量越好，画质越清晰，要求
播放设备的解码能力也越高。

当然，码率越大，文件体积也越大，其计算公式是文件体积=时间×码率/8。例如，网络上常见的一部60分
钟的码率为1Mbps的720P的视频文件，其体积就大概为3600秒×1Mb/8=450MB。

分辨率分辨率
分辨率（Resolution）用来描述视频对细节的分辨能力，通常表示为每一个方向上的像素数量，比如
1280x720等。分辨率决定了视频画面细节的精细程度。通常情况下，视频的分辨率越高，所包含的像素就
越多，画面就越清晰。

分辨率是决定码率的主要因素，不同的分辨率要采用不同的码率。总体而言，视频的分辨率越高，所要求的
码率也越大，但并不总是如此，不同分辨率都有合理的码率选择范围。所谓“合理的范围”指的是，如果低
于这个范围，视频画面质量会很差；如果高于这个范围，画面提升有限甚至几乎无提升，且浪费网络流量和
存储空间。

帧率帧率
帧率（Frame Rate）是单位时间内视频显示帧数的量度单位，也就是每秒钟刷新的图片的帧数，量度单位
为“每秒显示帧数”（Frame Per Second，FPS）或“赫兹”。

高的帧率可以得到更流畅、更逼真的画面效果。一般来说25~30fps就可接受，提升至60fps则可以明显提升
交互感和逼真感，但一般来说超过75fps就不容易察觉到有明显的流畅度提升了。如果帧率超过屏幕刷新率
只会浪费图形处理的能力，因为显示设备不能以这么快的速度更新，这样超过刷新率的帧率就浪费掉了。在
分辨率不变的情况下，帧率越高，则对显卡的处理能力要求越高。

GOP（关键帧间隔）GOP（关键帧间隔）
GOP（Group of Pictures）是一组以 MPEG 编码的影片或视讯串流内部的连续图像，以 I 帧开头，到下一个 I
帧结束。一个 GOP 包含如下图像类型：

I帧（Intra Coded Picture）：又称帧内编码帧，为关键帧，是一种自带全部信息的独立帧，无需参考其他
图像便可独立进行解码，可以简单理解为一张静态画面。视频序列中的第一个帧始终都是I帧，每个GOP由I
帧开始。

P帧（Predict ive Coded Picture）：又称帧间预测编码帧，需要参考前面的I帧才能进行编码。表示的是当
前帧画面与前一帧（前一帧可能是I帧也可能是P帧）的差别。解码时需要用之前缓存的画面叠加上本帧定
义的差别，生成最终画面。与I帧相比，P帧通常占用更少的数据位，但不足是，由于P帧对前面的P和I参考
帧有着复杂的依赖性，因此对传输错误非常敏感。

B帧（Bidirect ionally Predict ive Coded Pictures）：又称双向预测编码帧，也就是B帧记录的是本帧与前后
帧的差别。也就是说要解码B帧，不仅要取得之前的缓存画面，还要解码之后的画面，通过前后画面的与
本帧数据的叠加取得最终的画面。B帧压缩率高，但是对解码性能要求较高。

GOP值表示关键帧的间隔（即两个关键帧之间的帧数），也就是两个IDR帧之间的距离，一个帧组的最大帧
数。一般而言，每一秒视频至少需要使用1个关键帧。增加关键帧个数可改善视频质量，但会同时增加带宽
和网络负载。GOP值（帧数）除以帧率即为时间间隔，如阿里云视频点播默认的GOP值为250帧，帧率为
25fps，则时间间隔为1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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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P值需要控制在合理范围，以平衡视频质量、文件大小（网络带宽）和seek效果（拖动、快进的响应速
度）等：

加大GOP值有利于减小视频文件大小，但也不宜设置过大，太大则会导致GOP后部帧的画面失真，影响视
频质量。

GOP值也是影响视频seek响应速度的关键因素，seek时播放器需要定位到离指定位置最近的前一个关键
帧，如果GOP太大意味着距离指定位置可能越远（需要解码的预测帧就越多）、seek响应的时间（缓冲时
间）也越长。

由于P、B帧的复杂度大于I帧，GOP值过大，过多的P、B帧会影响编码效率，使编码效率降低。

但如果设置过小的GOP值，则需要提高视频的输出码率，以确保画面质量不会降低，故会增加网络带宽。

IDR 帧对齐IDR 帧对齐
IDR帧（Instantaneous Decoding Refresh Picture），即时解码刷新帧，是 I 帧的一种。与普通 I 帧的区别在
于，一个 IDR 帧之后的所有帧都不能引用该 IDR 帧之前的帧的内容；相反，对于普通的 I 帧，其后的 P 帧和 B
帧可以引用该普通 I 帧之前的其他 I 帧。在编码和解码中为了方便，将首个I帧和其他I帧区别开，称为IDR，这
样就方便控制编码和解码流程。

IDR帧的作用是立刻刷新，使错误不致传播，从IDR帧开始，重新算一个新的序列开始编码。而普通I帧不具有
随机访问的能力，这个功能是由IDR承担。视频播放时，播放器一般都支持随机seek（拖动）到指定位置，
而播放器直接选择到指定位置附近的 IDR 帧进行播放最为便捷，因为可以明确知道该 IDR 帧之后的所有帧都
不会引用其之前的其他 I 帧，从而避免较为复杂的反向解析。

在对同一个视频进行多码率转码时，如果指定 IDR 帧对齐（IDR Frame Alignment），则意味着所有输出视频
的 IDR 帧在时间点、帧内容方面都保持精确同步，此时播放器便可实现多码率视频平滑切换，从而不会出现
较为明显的切换卡顿。

编码级别编码级别
编码档次（Profile）是针对特定应用场景的特定编码功能的集合。H.264 规定了三种主要级别：

Baseline：支持 I/P 帧，只支持无交错（Progressive）和 CAVLC，一般用于低阶或需要额外容错的应用，
比如视频通话、手机视频等即时通信领域；

Main：提供 I/P/B 帧，支持无交错（Progressive）和交错（Interlaced），同样提供对于 CAVLC 和 CABAC
的支持，用于主流消费类电子产品规格如低解码（相对而言）的 MP4、便携的视频播放器、PSP 和 iPod
等；

High：在 Main 的基础上增加了 8x8 内部预测、自定义量化、无损视频编码和更多的 YUV 格式（如
4:4:4），用于广播及视频碟片存储（蓝光影片），高清电视的应用。

比特率比特率
比特率（Bit  rate）是指每秒传送的比特（bit）数，单位为bps(Bit  Per Second)，比特率越高，传送的数据
越大。在视频领域，比特率等同于码率比特率等同于码率。比特率表示经过编码（压缩）后的音、视频数据每秒钟需要用多
少个比特来表示，而比特就是二进制里面最小的单位，要么是0，要么是1。与码率类似，比特率与音、视频
压缩的关系，简单的说就是比特率越高，音、视频的质量就越好，但编码后的文件就越大；如果比特率越低
则文件越小。

码率控制方法码率控制方法
码率控制是指视频编码中决定输出码率的过程，常用的码率控制方法有：

VBR（Variable Bitrate）：动态比特率，也就是没有固定的比特率，音视频压缩软件在压缩时根据音视频
数据的复杂程度即时确定使用什么比特率，这是以质量为前提兼顾文件大小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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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R（Constant Bitrate）：固定比特率，指文件从头到尾都是一种位速率。相对于VBR和ABR来讲，它压
缩出来的文件体积很大，而且视频质量相对于VBR和ABR不会有明显的提高。

ABR（Average Bitrate）：平均比特率，是VBR的一种插值参数。LAME针对CBR不佳的文件体积比和VBR
生成文件大小不定的特点创造了这种编码模式。ABR在指定的文件大小内，以每50帧（30帧约1秒）为一
段，低频和不敏感频率使用相对低的流量，高频和大动态表现时使用高流量，可以做为VBR和CBR的一种
折衷选择。

ABR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达到设定的码率，但是局部码率峰值可以超过设定的码率，平均码率恒定。ABR
是VBR的改良版，能确保输出平均码率在合理范围，且在这个范围内，还是动态根据复杂度编码，也是阿
里云默认的编码控制方式。

编码格式编码格式
定义参考视频编码方式。主要包括无损编码和有损编码两种。根据采样定理，音频编码只能“无限接近”自
然信号，故而所有的音频编码方式实质上都是有损的。在计算机领域中，通常约定能够达到最高保真水平的
PCM编码为无损编码。互联网中常见的音频编码均为有损编码，常见的编码格式有MP3、AAC等。

采样率采样率
采样率（Sample Rate），也称为采样速度或者采样频率，定义了每秒从连续信号中提取并组成离散信号的
采样个数，单位为赫兹（HZ）。采样率是指将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时的采样频率，也就是单位时间内采
样多少点，采样频率越高声音的还原就越真实越自然。

码率码率
参考视频编码的“码率”介绍。

声道、声道数声道、声道数
声道（Sound Channel）是指声音在录制（或播放）时，在不同空间位置采集（或播放）的相互独立的音频
信号。所谓声道数，也就是声音录制时的音源数量或播放时的扬声器数量。

UTC时间（ISO 8601标准时间格式）UTC时间（ISO 8601标准时间格式）
UTC时间指的是协调世界时，又称世界统一时间、世界标准时间、国际协调时间。由于英文（CUT）和法文
（TUC）的缩写不同，作为妥协，简称UTC。协调世界时是以原子时秒长为基础，在时刻上尽量接近于世界
时的一种时间计量系统。中国内地采用ISO 8601-1988的《数据元和交换格式信息交换日期和时间表示法》
（GB/T 7408-1994）称之为国际协调时间。

如无特别指定，阿里云视频点播默认返回的时间字段或接口请求的时间参数都为UTC时间，时间格式按照
ISO8601标准表示，格式为：YYYY-MM-DDThh:mm:ssZ。例如：2017-01-11T12:00:00Z 表示北京时间
2017年1月11日20点0分0秒。注：北京时间与UTC的时差为+8，也就是UT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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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播服务对资源使用、API的调用次数等都有默认限制，如要提高限制，可联系售后，或提交工单联系我
们，并请详细说明使用场景和预期的上限（如域名数、播放接口访问频次等）。

资源类型 使用限制 限制场景

域名
单用户不超过20个，域名必须已备
案完成。

在控制台添加加速域名限制。

刷新预热缓存
每日刷新URL上限2000，刷新目录上
限100，预热URL上限500（预热不
支持目录）。

在控制台刷新预热限制。

存储 系统bucket单地域不超过1个。 在控制台存储管理限制。

分类
单用户最多支持三级分类，每级分类
最多支持100个子分类。

在控制台分类管理限制。

自定义标签 单视频不超过16个。 在控制台媒资管理限制。

工作流 单用户不超过20个。 暂无。

转码模板组 单用户不超过20个。 在控制台普通转码模板设置限制。

审核、剪辑、截图模板 单用户不超过20个。 在控制台普通转码模板设置限制。

转码模板组关联的模板数 单模板组不超过20个。 在控制台普通转码模板设置限制。

水印 单用户不超过20个。 在控制台水印管理限制。

模板关联的水印数 单模板不超过5个。 在控制台普通转码模板设置限制。

云剪辑 只能编辑相同存储地域的媒体文件。 在控制台云剪辑限制。

事件回调 单用户每个服务地域内不超过1个。 在控制台回调设置限制。

带宽
若您所属的某域名计费模式为流量计
费或带宽计费，则在1分钟内的突增
带宽不超过10 Gbps。

暂无。

说明 说明 如需解除限流或有
误触，请您及时联系阿里云或
通过提交工单解除限制。

服务端接口访问限制服务端接口访问限制
点播服务端接口默认有访问的频次限制，如超过访问次数会拒绝访问。

超过阈值会随机拒绝访问，返回的HTTP状态码为400，错误码：Thrott ling.User，错误信息：Request was
denied due to user flow control.

API维度限制API维度限制

6.使用限制6.使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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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分类 频次限制（次/秒） 接口名称

媒体上传 100

CreateUploadVideo、RefreshUplo
adVideo、CreateUploadImage、C
reateUploadAttachedMedia、Upl
oadMediaByURL、RegisterMedia。

音视频播放 300 GetPlayInfo、GetVideoPlayAuth。

高频查询 100
媒资查询、AI查询等API，如
SearchMedia、GetVideoInfo。

配置管理 10
转码模板、截图模板、视频水印、AI
模板、域名管理等配置类API，如
AddTranscodeTemplateGroup。

其它接口 30

提交转码/截图/AI处理/媒体审核、
修改/删除视频信息、剪辑合成等
API，如
DeleteVideo、SubmitTranscodeJo
bs。

IP维度限制IP维度限制
单IP默认访问限制：300次/秒，请注意是以互联网出口IP为准。

加速域名备案加速域名备案
接入视频点播CDN服务并进行加速的域名，需要根据加速区域决定是否要完成ICP备案。如果您添加域名时，
选择的加速区域为中国大陆（需备案）中国大陆（需备案）或全球加速（需备案）全球加速（需备案），则域名必须备案。推荐您进入阿里云ICP
代备案管理系统。

说明 说明 无论您的源站在哪里，如果您需要使用视频点播CDN服务在中国内地区域提供内容分发服
务，则源站应用的接入域名需要备案。

内容审核内容审核
所有接入视频点播并开启CDN加速的域名都要经过审核。目前不支持接入的加速域名类型包括但不限于：

无法正常访问或内容不含任何实质信息

游戏私服类

传奇或纸牌类游戏

盗版软件等无版权下载网站

P2P类金融网站

彩票类网站

违规医院和药品类网站

涉黄、涉毒、涉赌等

视频点播 产品简介··使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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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说明

含有以上违规内容的加速域名，由您自行承担任何可能的风险。视频点播系统也将定期复审域名
内容，如果发现以上任何违规行为，则系统将会立即下线或封禁域名。情节严重的将封禁整个账
号下域名服务，且永不恢复。

如果您在视频点播接入了一个泛域名（例如  *.aliyundoc.com ）进行加速，该泛域名包含的某
个精确域名（例如  example.aliyundoc.com ）出现了以上违规内容，视频点播将下线该泛域名
（  *.aliyundoc.com ）。

如果您的域名审核被拒绝，请在控制台的域名列表查看拒绝原因，请自行整改后重新提交域名审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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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播服务地域目前包含华东2（上海）、华北2（北京）、华南1（深圳）、新加坡、德国（法兰克福）、日
本（东京）、印度（孟买）、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功能 上海 北京 深圳 新加坡 德国 日本 印度 印尼

存储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转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域名加速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媒资库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云剪辑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智能审核 支持 支持 暂不支持 支持 暂不支持 暂不支持 暂不支持 暂不支持

视频DNA 支持 支持 暂不支持 支持 暂不支持 暂不支持 暂不支持 暂不支持

智能标签 支持 支持 暂不支持 暂不支持 暂不支持 暂不支持 暂不支持 暂不支持

智能封面 支持 支持 暂不支持 暂不支持 暂不支持 暂不支持 暂不支持 暂不支持

CDN节点CDN节点
视频点播依靠阿里云CDN强大的节点能力，确保您在任意时间、任意地点均可流畅观看视频。

节点性能节点性能
阿里云CDN在全球拥有2800+节点，覆盖70多个国家和地区。阿里云CDN单节点存储容量达40 TB~1.5 PB，
带宽负载达到40 Gbps~200 Gbps，具备150 Tbps带宽储备能力。在全球广泛布局的高性能节点，显著提升
信息传递效率，为您的业务提供优秀的加速服务。

说明 说明 阿里云CDN正在投入使用的节点会不定期更新，请您及时关注官网信息。

节点分布节点分布

计费区域 节点分布

中国内地

华北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

华东地区：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上海、江西

华中地区：湖北、湖南、河南

华南地区：广东、广西、海南

西南地区：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重庆

西北地区：宁夏、新疆、青海、陕西、甘肃

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

北美 美国（洛杉矶、加州、迈阿密、纽约、西雅图、圣何塞、丹佛、达拉斯、芝加哥、圣克拉拉）

7.服务地域7.服务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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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俄罗斯（莫斯科、圣彼得堡）、乌克兰、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瑞典、德国

亚太1区
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日本（东京、大阪）、新加坡、泰国曼谷、菲律宾马尼拉、
马来西亚吉隆坡、缅甸、柬埔寨、老挝

亚太2区
印尼（雅加达、泗水、巴淡）、印度（加尔各答、新德里、孟买、海得拉巴、班加罗尔、钦
奈、那格浦尔、帕特纳）、韩国首尔、越南（胡志明、河内）

亚太3区 澳大利亚（悉尼、墨尔本）

中东/非洲 科威特、卡塔尔多哈、阿曼、南非约翰内斯堡

南美 巴西（圣保罗、里约热内卢）

计费区域 节点分布

更多信息，请参见节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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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视频云点播端云一体化体验Demo是视频云全链路（端到云到端）的最佳实践，主要包含短视频、播放
器和上传的全链路演示。体验Demo提供完整的产品级的交互UI和业务源码，帮助开发者快速实现业务需
求，节约开发时间和成本。

下载Demo下载Demo
您可以扫描二维码，下载安装任意Demo进行体验。

注意注意

系统支持：iOS 9及以上、Android 4.3及以上。

2022年7月10日至7月30日，因视频点播Demo服务端升级，扫码下载的各Demo中，视频将可
能无法播放无法播放，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相关产品及SDK相关产品及SDK

8.Demo体验8.Demo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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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视频 短视频SDK 播放器SDK 上传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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