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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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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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

重置操作将丢失用户配置数据。

该类警示信息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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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启操作将导致业务中断，恢复业务所需
时间约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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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也可以通过按Ctrl + A选中全部文件。

> 多级菜单递进。 设置 > 网络 > 设置网络类型

粗体 表示按键、菜单、页面名称等UI元素。 单击 确定。

courier

字体
命令。 执行 cd /d C:/windows 命令，进

入Windows系统文件夹。

斜体 表示参数、变量。 bae log list --instanceid

 Instance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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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ich {stand | sl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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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控制台介绍

视频直播新版控制台采用了最新的界面交互，并开放了多项配置功能，如边缘推流、加速配置、资

源监控、日志管理等。在新版控制台，您可以快速进行直播域名的管理、直播流管理、转码、录制

等基础功能的配置。同时，新版控制台还提供了资源监控服务，方便您进行实时数据分析。

新版控制台模块

模块 简述

直播管理 直播在线流管理、历史流管理，视频流禁推等操
作。

域名管理 添加、管理或删除直播加速域名，变更直播加速
域名的基本信息及功能配置。

资源监控 资源用量监控，用户访问分析。

日志管理 流量日志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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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功能列表

配置域名

HTTPS安全加速

项目 说明 默认值

HTTPS安全加速 提供全链路HTTPS安全加速方
案，仅需开启安全加速模式后
上传加速域名证书/私钥，并支
持对证书进行查看、停用、启
用、编辑操作。

未开启

强制跳转 在加速域名开启 HTTPS安全

加速 的前提下，支持自定义设
置，将用户的原请求方式进行
强制跳转。

未开启

访问控制

项目 说明 默认值

Refer防盗链 您可以配置访问的 referer 黑白
名单来对访问者身份进行识别
和过滤。

未开启

鉴权配置 URL鉴权方式保护您的源站资
源。

开启

IP黑名单 您可以配置访问的IP黑名
单，对访问者身份进行识别和
过滤。

未开启

Notify_URL 流状态实时信息回调，可以及
时通知用户推流或断流操作结
果。

未开启

配置模板

项目 说明 支持地域

转码配置 • 视频按照转码配置，输出不
同分辨率格式。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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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说明 支持地域

• 自定义转码配置，根据实际
的视频输出需求，自定义转
码的分辨率、帧率、码率等
参数。

录制配置 可将直播视频存储至OSS产品
中或VOD产品中进行管理。

全部

截图配置 按照指定频率截取视频图
片，图片与原始视频画质一
致。

全部

审核配置 可对视频进行鉴黄、广告、暴
恐涉政等审核配置，及时对视
频内容进行监控。

华东2

拉流配置 将第三方直播流地址拉取到阿
里直播中心进行CDN内容分发

全部

全球加速配置 在视频采集地域与播放源站地
域建立跨域高速通道

华东2

内容管理

项目 说明

直播流管理 • 支持直播在线流，历史流内容的查看及对视
频流进行加入黑名单操作。

• 支持流粒度的监控信息查询，支持快速检索
指定的流。

录制管理 • 可对录制的点播视频进行快速的索引剪辑及
管理。

• 可对录制下来的视频进行内容预览。

截图管理 可实时查看截图存储下来的图片。

数据监控

项目 说明

资源监控 支持流量，错误吗的状态监控。

实时监控 可对指定的视频流进行实时的推流监控。



视频直播 用户指南 /  2 功能列表

4 文档版本：20181219

日志管理

项目 说明

日志下载 支持流量，转码的用量日志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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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快速开始

本文介绍如何快速使用视频直播进行推流和播流操作。

前提条件

• 经过 备案 的域名。

阿里云提供的是直播服务，您需要自行准备已经备案的域名。参见 备案流程。

• 推流工具与播流工具

▬ PC端推流/播流工具

市面上有很多PC端推流工具，您可以根据需要自行选择。本文档以OBS为例，为您介绍直播

的流程。

▬ 移动端推流/播流工具

阿里云提供推流SDK及播放器SDK体验Demo。可以通过Demo进行视频的推流与播放。

操作步骤

1. 登录 视频直播控制台。

2. 添加 推流域名。参见 添加域名。

3. 添加 播流域名。参见 添加域名。

• 推流域名：直播服务会使用该域名拼接推流地址。参见 推流地址与播流地址。

• 播流域名：直播服务会使用该域名拼接播流地址。参见 推流地址与播流地址。

说明：

您需要分别添加推流域名与播放域名。域名添加完成后，您必须将播流域名与推流域名做关

联才能生效。

• 加速区域：指域名可执行加速的地域。

域名配置成功后，该域名会自动配置好CDN直播加速功能，域名进行CNAME绑定后即可使用直

播加速功能。

4. 绑定 CNAME。参见 解析CNAME。

5. 关联推流域名与播流域名。参见 关联域名。

6. 生成推流地址与播流地址。参见 边缘推流- 生成推流地址与播流地址。

https://beian.aliyun.com/?spm=5176.2020520137.103.3.666e9119uit1Ms
https://beian.aliyun.com/?spm=5176.7991389.416540.19.27md0N
https://live.console.aliyun.com/?spm=5176.2020520107.1001.38.719a8383swVAvA#/live/dom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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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推流。直播推流操作可以通过阿里云推流SDK或第三方推流软件（如OBS）进行推流。您可以进

行PC端推流和移动端推流。

PC端推流：以OBS为例，为您介绍直播的流程。OBS工具下载与配置，参见 PC端推流与播

放。移动端推流：参见 移动端推流与播放。

8. 播流。

您可以在PC端进行播流操作，也可以在移动端进行播流操作。

PC端播放：

• Web播放器播放

将播放地址拷贝至 web播放器 中，单击 播放预览 进行观看。

如果遇到跨域问题无法播放，参见 跨域访问设置。

• 视频直播控制台直接预览

您可以登录 视频直播控制台， 单击 直播管理 > 流管理 > 直播地址 后直接进行预览，参见 查

看直播流。

移动端播放：

参见 移动端推流与播放。

https://player.alicdn.com/aliplayer/setting/setting.html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62950.html
https://live.console.aliyun.com/?spm=a2c4g.11186623.2.19.5c9b2853O7ygFB#/live/dom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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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域名管理

4.1 管理域名

4.1.1 添加域名
创建直播活动之前，您需要先添加直播域名，请按照以下步骤完成操作。

前提条件

• 如果您要进行国内的直播活动，需提供已备案的域名才可使用直播服务。

• 如果您的域名还未备案，请先将域名 备案。

操作步骤

1. 登录 视频直播控制台。

2. 单击 域名管理 > 添加域名 。

说明：

您需要分别添加 推流域名 和 播放域名。

3. 配置 播流域名，并单击 下一步。

说明：

• 直播中心：指直播中心所在地域，直播 推流域名 与 播流域名 必须在一个地域。

• 业务类型：指域名的加速类型，播流域名 与 播流域名 分别对应推流加速与播放加速。

• CDN加速区域：指域名可执行加速的地域。

播流域名 添加成功。

4. 单击 返回域名列表。

5. 单击 添加域名。

6. 配置 推流域名，并单击 下一步。

推流域名 添加成功。

说明：

https://beian.aliyun.com/?spm=5176.doc25418.416540.19.8SzHLY
https://live.console.aliyun.com/#/live/dom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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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名添加完成后，您需要对域名进行CNAME配置。详情参见 CNAME设置。域名配置成功

后，该域名会自动配置直播加速功能，您可以立即使用加速服务。

4.1.2 关联域名
推流域名与播放域名添加成功后，需要进行域名的关联方才能生效。

1. 登录 视频直播控制台。

2. 单击 域名管理。

3. 选择所需的 播流域名，并单击右侧的 域名配置。

4. 在 基本配置 > 推流信息 中，选择 推流信息 并单击 未配置。

5. 在推流域名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的 推流域名 并单击 确定。

6. 如果需要关联多个推流域名，请您单击页面下方的 添加推流信息 进行关联。

https://live.console.aliyun.com/#/live/dom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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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停用域名
如果您想要停用域名，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 登录 视频直播控制台。

2. 单击 域名管理。

3. 选择您想要停用的域名，并在右侧的 更多 下拉列表中选择 停用。

4. 单击 确定。

在 状态 栏下可见域名当前为 已停止 状态。

4.1.4 启用域名
如果您需要重新启用已经停用的域名，请您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 登录 视频直播控制台。

2. 单击 域名管理。

https://live.console.aliyun.com/?spm=5176.2020520001.1001.56.5YMnm3#/live/domains
https://live.console.aliyun.com/?spm=a2c4g.11186623.2.19.51f61d92dE4irz#/live/dom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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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您想要启用的域名，并在右侧的 更多 下拉列表中选择 启用。

4. 单击 确定。

在 状态 栏下可见域名当前为 正常运行 状态。

4.1.5 删除域名
如果您想要删除不需要的域名，请按照以下步骤完成操作。

说明：

域名需要在 已停止 状态下才能删除。因此，您需要先停用域名，再进行删除操作。参见 停用域

名。

1. 登录 视频直播控制台。

2. 单击 域名管理。

https://live.console.aliyun.com/?spm=a2c4g.11186623.2.23.51f61d92dE4irz#/live/dom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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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您已经停用的域名，并在右侧的 更多 下拉列表中选择 删

除。

4. 单击 确定。

4.2 解析CNAME
说明

• 如果您的域名是在阿里云域名服务申请，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 如果您的域名不是在阿里云域名服务申请，可先将域名转入阿里云域名服务管理，执行 域名转

入流程，域名转入阿里云域名服务后，再按步骤执行 CNAME 绑定操作。

• 如果您的域名是通过其他途径申请，您也可以在域名所在网站进行CNAME绑定。

• 您需要分别对播流域名和推流域名进行CNAME解析操作。

操作步骤

1. 登录 视频直播控制台。

2. 单击 域名管理。

3. 选择所需的播流域名，并获取域名对应的CNAME。

https://wanwang.aliyun.com/domain/transfers
https://wanwang.aliyun.com/domain/transfers
https://live.console.aliyun.com/?spm=5176.2020520001.1001.56.Fcjldw#/live/dom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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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CNAME 栏中有感叹号（！）提示的说明还没有配置CNAME信息。配置CNAME信息，参见以

下内容。

4. 复制CNAME地址，进行域名解析。

a. 登录 域名控制台。

b. 单击 域名列表。

c. 选择需要配置解析的域名，并单击 解析。

d. 单击 添加记录。

e. 设置解析参数，并单击 确定。

https://netcn.console.aliyun.com/core/domain/list?spm=a2c4g.11186623.2.6.6d5a596dbOJz82


视频直播 用户指南 /  4 域名管理

文档版本：20181219 13

• 在 记录类型 中，选择 CNAME 选项。

• 在 主机记录 中输入播流地址二级域名。例如：播流域名是a-play.aliyunlive.com

，则二级域名为a-play。

• 在 记录值 中，输入直播控制台域名列表中 CNAME 栏内容。

5. 播流域名进行CNAME解析之后，您需要按照同样的步骤对 推流域名 进行CNAME解析。

说明：

解析参数设置后，CNAME 域名解析正常会很快生效。

• 如果是新创建的域名，域名解析不存在 DNS 刷新问题。

• 如果是修改了 CNAME，则不同的 DNS 上有缓存数据，可能最长需要48小时才能更新完

毕。

4.3 配置HTTPS安全加速
安全超文本传输协议（Hyper Text Transfer Protocol over Secure Socket Layer，简称

HTTPS），是以安全为目标的HTTP通道。简单来说，HTTPS 是 HTTP 的安全版，即将 HTTP 用

SSL/TLS 协议进行封装，HTTPS 的安全基础是 SSL/T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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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 加速优势

传输过程中对用户的关键信息进行加密，防止类似 Session ID 或者 Cookie 内容被攻击者捕获造成

的敏感信息泄露等安全隐患。

传输过程中对数据进行完整性校验，防止 DNS 或内容遭第三方劫持、篡改等中间人攻击（MITM

）隐患。

阿里云直播服务提供 HTTPS 安全加速方案，仅需开启安全加速模式后上传加速域名证书/私钥，并

支持对证书进行查看、停用、启用、编辑操作。

证书配置正确且处于开启状态，同时支持 HTTP 访问和 HTTPS 访问。证书不匹配或者停用证

书，仅支持 HTTP 访问。

注意事项

配置相关

功能 说明

停用 和 启用 HTTPS 功能 停用 后，不支持 HTTPS 请求且将不再保留证
书/私钥信息。启用 后，再次开启证书，需要重
新上传证书/私钥。

查看证书 允许用户查看证书，但是只支持查看证书，由于
私钥信息敏感不支持私钥查看，请您妥善保管证
书相关信息。

修改编辑证书 支持修改编辑证书，但注意生效时间是 1 小
时，请慎重操作。

证书相关

• 开启 HTTPS 安全加速 功能的加速域名，须上传证书，包含证书/私钥，均为 PEM 格式。

说明：

直播服务采用的 Tengine 服务是基于 Nginx 的，因此只支持 Nginx 能读取的证书，即 PEM 格

式。

• 只支持带 SNI 信息的 SSL/TLS 握手。

• 您上传的证书和私钥要匹配，否则会校验出错。

• 更新证书的生效时间是 1 小时。

• 不支持带密码的私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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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一、购买证书

开启 HTTPS 安全加速，需要具备匹配加速域名的证书。您可以在 云盾证书服务 单击 立即购

买，购买证书。

步骤二、配置直播域名

1. 打开 HTTPS 安全加速。

a. 登录 视频直播控制台。

b. 单击 域名管理，选择需要配置HTTPS安全加速的播流域名，并单击 域名配置。

c. 单击 HTTPS配置，并单击 HTTPS证书 下方的 修改配置。

https://common-buy.aliyun.com/?spm=5176.2020520163.cas.1.406f1768HMLTEf&commodityCode=cas#/buy
https://live.console.aliyun.com/?spm=a2c4g.11186623.2.5.41ef7726m6GZqV#/live/dom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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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 HTTPS设置 中，开启  HTTPS安全加速 按钮，进入开启 证书状态。

2. 选择证书。

阿里云直播服务支持两种证书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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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有证书：需要设置证书名称后上传证书内容和私钥，该证书将会在 云盾证书控制台保

存，可以在 我的证书 部分查看。

•

• 阿里云证书：支持在云盾证书服务购买过的证书，可以通过证书名称直接选择适配该加速域

名。

说明：

仅支持 PEM 的证书格式。

3. 设置跳转类型。

单击 跳转类型 下方的 修改配置。

https://yundun.console.aliyun.com/?spm=a2c4g.11186623.2.9.41ef7726m6GZqV&p=cas#/cas/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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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设置强制跳转，即自定义将用户的原请求方式进行强制跳转。

例如，开启 HTTP > HTTPS 跳转后，用户发起了一个 HTTP 请求，服务端返回 302 重定向响

应，原来的 HTTP 请求强制重定向为 HTTPS 请求。

• 默认：兼容用户的 HTTP 和 HTTPS 请求。

• HTTP > HTTPS 跳转：用户的请求将强制重定向为 HTTPS 请求。

• HTTPS > HTTP 跳转：用户的请求将强制重定向为 HTTP 请求。

步骤三、验证证书是否生效

设置完成待证书生效后，使用 HTTPS 方式访问资源，如果浏览器中出现绿色 HTTPS 标识，表明

当前与网站建立的是私密连接，HTTPS 安全加速生效。

4.4 访问控制

4.4.1 配置鉴权
URL 鉴权功能旨在保护用户站点的内容资源不被非法站点下载盗用。采用防盗链方法添加 referer

黑、白名单方式可以解决部分盗链问题。但是，由于 referer 内容可以伪造，referer 防盗链方式还

不能很好的保护站点资源。因此，采用 URL 鉴权方式保护用户源站资源更为安全有效。

URL 鉴权功能是通过阿里云 CDN 加速节点与客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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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客户站点提供给用户加密 URL（包含权限验证信息），用户使用加密后的 URL 向

加速节点发起请求，加速节点对加密 URL 中的权限信息进行验证以判断请求的合法性，对合法请

求给予正常响应，拒绝非法请求，从而有效保护客户站点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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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权 URL 组成

鉴权 URL 由直播推流地址或播放地址 + 验证串组成。验证串是根据鉴权 key + 失效时间通过 md5

 算法计算出，该地址适用于 PC 端、移动端、第三方推流和播放工具。

• 鉴权 KEY 字段随机分配，也支持用户自定义。

• 有效时间 指用户访问客户源服务器时间超过自定义的时间（timestamp 字段指定）后，该鉴权

失效。例如，有效时间为 1800s，用户设置访问时间：2020-08-15 15:00:00，链接真正失效时

间是：2020-08-15 15:30:00。

鉴权 URL 原理说明

用户访问加密 URL 构成

http://DomainName/Filename?auth_key=timestamp-rand-uid-md5hash

鉴权字段描述

字段 描述

timestamp 失效时间，整形正数，固定长度 10，1970 年 1
 月 1 日以来的秒数。用来控制失效时间，10 位
整数，有效时间 1800s

rand 随机数，建议使用UUID (不能包含中划
线"-"，如: 477b3bbc253f467b8def6711128c7b
ec 格式)

uid 暂未使用（设置成 0 即可）

md5hash 通过 md5 算法计算出的验证串，数字和小写英
文字母混合 0-9a-z，固定长度 32

服务器获取请求后，首先会判断请求中的 timestamp 是否小于当前时间。如果小于，则认为过期失

效并返回 HTTP 403 错误。如果 timestamp 大于当前时间，则构造出一个同样的字符串（参考以

下 sstring 构造方式）。然后使用 MD5 算法算出 HashValue，再和请求中带来的 md5hash 进行比

对。比对结果一致，则认为鉴权通过，返回文件。否则鉴权失败，返回 HTTP 403 错误。

HashValue 是通过以下字符串计算出来的，

sstring = "URI-Timestamp-rand-uid-PrivateKey"（URI是用户的请求对象相对地
址，不包含参数，如：/Filename）
HashValue = md5sum(sstring)

示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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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 req_auth 请求对象。http://cdn.example.com/video/standard/1K.html

2. 密钥设为：aliyuncdnexp1234（由用户自行设置）。

3. 鉴权配置文件失效日期为：2015年10月10日00:00:00，计算出来的秒数为 1444435200。

4. 服务器会构造一个用于计算 Hashvalue 的签名字符串。/video/standard/1K.html-

1444435200-0-0-aliyuncdnexp1234

5. 服务器会根据该签名字符串计算 HashValue。HashValue = md5sum("/video/standard

/1K.html-1444435200-0-0-aliyuncdnexp1234") = 80cd3862d699b7118eed

99103f2a3a4f

6. 请求时 URL 为 http://cdn.example.com/video/standard/1K.html?auth_key=

1444435200-0-0-80cd3862d699b7118eed99103f2a3a4f

计算出来的 HashValue 与用户请求中带的 md5hash = 80cd3862d699b7118eed99103f2a3a4f

 值一致，于是鉴权通过。

URL 鉴权代码示例

参见 鉴权代码示例。

操作步骤

说明：

鉴权功能默认为开启状态，建议您保持默认开启状态，否则会出现直播被盗录、盗播的风险。如果

您想要关闭鉴权功能，请与商务经理联系或提交工单申请。

当鉴权功能开启时，有默认鉴权和自定义鉴权两种鉴权方式，您可按需选择默认鉴权或自定义鉴

权。

默认鉴权

默认鉴权中，鉴权key随机分配，有效时长 30 分钟。超过有效时间，鉴权失效。

1. 登录 视频直播控制台。

2. 单击 直播管理 > 地址生成器 > 边缘推流。

说明：

边缘推流可以把视频推流至最优 CDN 节点，以减少卡顿、拉流缓慢的问题。建议您优先选择

边缘推流。

https://home.console.aliyun.com/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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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需要鉴权的 播流域名、关联的推流域名，输入相应的 AppName 和 StreamName，并单击

开始生成。

说明：

您可以按需对推流域名或播放域名进行鉴权。建议您对推流域名和播流域名都进行鉴权，以减

少直播被盗录、盗播的风险。

您可以获得鉴权的推流地址和播流地址。

自定义鉴权

如不采用默认配置，您也可以对鉴权 主KEY、副KEY、有效时长、AppName 和 StreamName 等

进行自定义，然后再生成 鉴权URL 进行推流。

1. 登录视频直播控制台。

2. 单击 域名管理， 选择您想要自定义鉴权的域名，并单击 域名配置。

3. 单击 访问控制，选择 URL 鉴权，并单击 修改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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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可以在 直播管理 > 地址生成器 > 边缘推流 中，单击 播流域名 和 关联的推流域名 下方的

去修改 快速进入自定义鉴权页面。

4. 在 URL 鉴权 页面，对 主KEY、副KEY、有效时长 进行自定义配置，并单击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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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主KEY 是计算加密字符串的一个密钥。若 主KEY 执行更换，所有使用 主KEY 的地址会立即

失效。副KEY 的作用是，当主KEY 需要更换时，使用 主KEY 的推流或播放地址不会马上中

断，副KEY 做为更换的桥接。

5. 在 直播管理 > 地址生成器 > 边缘推流 中，选择需要鉴权的 播流域名、关联的推流域名，输入相

应的 AppName 和 StreamName，并单击 开始生成。

您可以获得鉴权的推流地址和播流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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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配置防盗链
防盗链功能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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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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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限制视频直播

的分发资源被访问的情况。

目前，防盗链功能支持黑名单或白名单机制，访客对资源发起请求后，请求到达 CDN 节点，CDN

 节点会根据用户预设的防盗链黑名单或白名单，对访客的身份进行过滤，符合规则可以顺利请求到

资源；若不符合规则，该访客请求被禁止，返回403响应码。

注意事项

• 可选配置，默认不启用。

• 开启功能，选择编辑 referer 黑名单或者白名单，黑白名单互斥，同一时间只支持一种方式。本

文档以设置黑名单为例。

• 支持设置是否允许空 referer 字段访问 CDN 资源（即允许通过浏览器地址栏直接访问资

源URL）。

说明：

• 由于移动端一般获取不到 referer，目前默认支持空 referer 访问。

• 当您设置不允许空 referer访问时，请务必配置 HTTPS 安全加速，并开启强制跳

转HTTPS（HTTP > HTTPS），部分浏览器处理 HTTPS 请求 HTTP 的资源时，会移除

referer，导致无法访问。

• 配置后会自动添加泛域名支持，例如，填写 a.com，最终配置生效的是*.a.com，所有子级域

名都会生效。

操作步骤

1. 登录 视频直播控制台。

2. 单击 域名管理。

3. 选择需要配置的播流域名，并单击 域名配置。

4. 单击 访问控制。

https://live.console.aliyun.com/?spm=5176.2020520001.aliyun_topbar.127.29754bd3KOpjih#/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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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 Refer防盗链，并单击 修改配置。

6. 选择 黑名单，并在 规则 中添加指定域名。

黑名单 添加成功。

说明：

防盗链仅支持一种格式的设置，即黑白名单不可同时选择。



视频直播 用户指南 /  4 域名管理

26 文档版本：20181219

4.4.3 配置 IP 黑名单
支持黑名单规则，添加了黑名单的 IP，表示此 IP 无法访问当前加速域名。

注意事项

IP 黑名单当前支持 IP 网段添加，例如：127.0.0.1/24。

其中，24表示采用子网掩码中的前24位为有效位，即用32-24=8bit来表示主机号，该子网可以容

纳28- 2 = 254 台主机。故127.0.0.1/24 表示 IP 网段范围是：127.0.0.1~127.0.0.255。

操作步骤

1. 登录 视频直播控制台。

2. 单击 域名管理，选择所需的域名，并单击 域名配置。

3. 单击 访问控制 > IP 黑名单，并单击 修改配置。

4. 在  IP 黑名单 中，输入黑名单 IP。

IP 黑名单 配置成功。

https://home.console.aliyun.com/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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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配置全球加速
全球加速是在主播所在地域与国内（中国大陆）建立一条高速通道。

应用场景

• 主播在海外或港澳台地区，将视频流通过全球加速功能推流至中国大陆，并在中国大陆进行分

发。

• 主播在中国大陆，将视频流通过全球加速拉取到指定的加速区，进行内容分发。

注意事项

• 全球加速只对配置在 华东2 地域的域名生效。

配置全球加速功能前，请您登录 视频直播控制台，在 域名管理 中确认域名配置的地域。

• 全球加速必须使用边缘推流功能。参见 边缘推流说明。

您关联推流域名后，系统会自动开启智能边缘推流加速服务。配置全球加速功能前，请您登录

视频直播控制台，在 域名管理 > 域名配置 > 基本配置 > 推流信息 中确认播流域名已关联推流域

名。边缘推流配置步骤，参见 配置边缘推流功能。

https://live.console.aliyun.com/#/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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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 登录视频直播控制台。

2. 单击 域名管理。

3. 选择所需的播流域名，并单击 模板管理。

4. 单击 全球加速配置 > 添加。

5. 在 全球加速通道 中，输入全球加速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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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Name：视频的应用名称，输入的 AppName 必须与直播推流的 AppName 保持一致方

可生效。如：推流地址中 AppName 设置为 app，则全球加速 AppName 也需为 app。

• StreamName：流名称。您只需输入指定的流名称即可。如果您想要进行流级别配置，输入

星号（*）号即可。

说明：

AppName 与 StreamName 参数支持英文、数字、“_”、"-"、"."等字符，长度限制在50字符

以内。

• 专线区域：

▬ 使用 推流加速：选择您主播所在区域。

▬ 使用 播流加速：选择您观看所在区域。

添加完成。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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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在全球加速模板中配置的 StreamName 中带有星号（*），同时相同的 AppName 下又

有多条流配置。默认为全部流执行此全球加速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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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推播流配置

5.1 配置边缘推流
边缘推流可以优先将视频推流至最优CDN节点，保证您访问的都是最佳的上行网络，减少因上行传

输带来的卡顿、拉流缓慢的问题。

1. 登录 视频直播控制台。

2. 添加推流域名。

a. 单击 域名管理 > 添加域名 。

b. 输入推流域名信息。

c. 单击 下一步，推流域名添加成功。

d. 单击 返回域名列表。

https://live.console.ali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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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添加播流域名。

a. 在 域名管理 页面，单击 添加域名。

b. 输入播流域名信息。

说明：

推流域名和播流域名必须选择在同一个媒体区域才能进行关联。

4. 域名CNAME解析。

您需要对推流域名与播流域名进行CNAME解析。详情参见 CNAME解析。

5. 关联推流域名和播流域名。

a. 在 域名管理 中，选择新添加的 播流域名，并单击 域名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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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 基本配置 中，单击 推流信息，并单击 推流域名 下方 未配置。

c. 选择要关联的 推流域名，单击 确定 并返回控制台首页。

6. 生成推流地址与播流地址。

a. 单击 直播管理 > 地址生成器。

b. 选择配置的 播流域名 与 推流域名。

c. 输入 AppName 和 StreamName，并单击 开始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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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复制地址至推流工具与播放工具中进行直播的推流与播放。

5.2 移动端推流与播放
您可以使用阿里云提供的推流与播放Demo进行直播的推流与播放。请您按照以下步骤完成移动端

的推流与播放。

下载推流与播放Demo

请您使用钉钉扫描以下二维码、安装移动端云一体化Demo，进行体验。

说明：

• 您需要在两台手机分别安装推流与播放Demo。一台手机进行推流的同时，另一台进行播流操

作。

• 受微信和QQ限制，请您使用 钉钉 或其他第三方扫码软件扫描安装。

https://itunes.apple.com/cn/app/%E9%92%89%E9%92%89/id930368978?spm=a2c4g.11186623.2.4.3c50650ctVEl77&m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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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推流及播放地址

• 您可以在新版控制台中获取推流地址和播流地址。参见 配置边缘推流。

• 您还可以在移动端获取推流地址和播流地址。

在 推流设置 页面，单击推流地址右侧的 NEW，系统会自动创建一个推流地址，同时生成一个

播流地址的二维码（播流地址会自动拷贝到剪切板，您可以粘贴到播放器或扫描该二维码观看视

频）。如下图所示：

推流设置

在 推流设置 页面，对页面列出参数项进行配置。

说明：

参数项较多，此处不一一列举。您可以按照默认值进行推流，也可以在 码控模式 中选择 自定义 模

式，根据需求自行配置参数。

播放设置

• 您可以输入从新版控制台获取到的播流地址进行播流操作。

• 您还可以输入另一台手机自动创建的播流地址，或扫描系统自动生成的二维码来进行播流操作。

5.3 PC端推流与播放
您可以通过PC端的推流工具将视频流推送至阿里云平台进行视频的内容处理及分发。推送至阿里云

中心的视频可以根据您的需求进行设置，从而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场景。请您按照以下步骤完成PC端

的推流与播放。

准备工具和环境

推流和播放工具

• 推流工具：您可以使用OBS推流工具进行推流。下载地址见 OBS官方下载地址。

• 播放工具：您可以使用VLC播放器来播放视频。下载地址见 VLC media player官方下载地址

网络环境

网络类型比较

https://obsproject.com/download?spm=a2c4g.11186623.2.3.FRgTS8
http://www.videolan.org/vlc/?spm=a2c4g.11186623.2.3.HA1I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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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类型 优势 劣势

有线网 稳定 不够便捷

Wi-Fi 便捷 不稳定

• 有线网络相对Wi-Fi来说比较稳定，信号不易受干扰。因此，如果条件允许，建议您使用有线网

络。

• Wi-Fi相对有线网络来说比较便捷。因此，如果是活动直播，建议您使用 Wi-Fi。

上行带宽检测

视频直播对网络环境要求较高，良好的网络环境可以保证直播观看时的流畅度。上行带宽，取决于

视频质量、分辨率。视频质量越好，分辨率越高，对上行带宽的要求就越高。建议您使用网速测试

工具 Speedtest 测试您当前网络的上行带宽情况。

说明：

建议您的上行带宽不低于 1Mbps。

获取推流与播流地址

获取推流与播流地址，您需要按照以下步骤完成操作：

1. 添加域名。

您需要有已经备案的域名。添加域名操作，详情参见添加域名。

2. 域名解析。

添加域名后，您需要分别对推流域名和播流域名进行CNAME解析才可使用域名。域名解析操

作，参见 解析CNAME。

3. 关联域名。

添加域名之后，您需要将推流域名和播流域名进行关联，才能进行推流操作。详情参见 关联域

名。

4. 配置鉴权。

鉴权功能可以防止您的直播出现盗录、盗播的风险。鉴权功能默认为开启状态。您可以使用默认

鉴权配置，也可以进行自定义鉴权配置。

• 默认鉴权：鉴权key随机分配，有效时长 30 分钟。超过有效时间，鉴权失效。

http://www.speedtes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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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定义鉴权：您还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自定义鉴权，分别设置推流地址和播流地址的过期时

间。参见 配置鉴权。

5. 配置可选功能。

• 您可以选择配置防盗链功能，来限制视频直播的分发资源被访问的情况。参见 配置防盗链。

• 您可以配置IP黑名单，来限制某一IP访问您的加速域名。参见 配置 IP 黑名单。

• 您可以配置安全审核功能，自动检测视频直播的内容是否涉嫌违规。参见 安全审核。

• 您可以根据需求配置转码、录制、截图等。参见 通用转码、自定义转码、直播录制存储

至OSS、直播录制存储至VOD、配置截图。

• 您可以配置HTTPS安全加速功能，来避免敏感信息泄露等安全隐患。参见 配置HTTPS安全

加速。

• 您还可以配置推断流回调功能，以便在推流状态发生变化时，及时收到阿里云将视频流推送

成功、断流成功的状态实时反馈。参见 推断流回调。

6. 获取推流地址和播流地址。

完成域名的创建及相关配置后，您可以在视频直播控制台获取推流地址和播流地址。详情参见

配置边缘推流。

推流设置与操作

请您按照以下步骤完成推流操作：

1. 按照文档说明安装已经下载的OBS推流工具。

2. 获取推流地址。

在控制台获取直播推流地址。您可以按照 获取推流与播流地址操作步骤获取推流地址，或参见

配置边缘推流。

3. 配置OBS基本参数并使用获取的推流地址进行推流。

关于OBS推流工具配置及使用，详情参见 OBS推流工具。

您需要将鉴权后的推流地址分两部分输入 URL 与 流秘钥 中。

• URL：填写包含AppName前的地址，

• 流名称：填写包含StreamName后的地址。

以推流地址rtmp://push.aliyunlive.com/app/stream?auth_key=1543302081-0-0

-9c6e7c8190c10bdfb3c0************为例，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452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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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L：填写rtmp://push.aliyunlive.com/app/，

• 流名称：填写stream?auth_key=1543302081-0-0-9c6e7c8190c10bdfb3c0

************

说明：

以上推流地址示例由推流域名、AppName、StreamName和鉴权串组成，您需要根据实际情

况，替换成您自己的AppName、StreamName和相应的鉴权串。

播放设置与查看

请您按照以下步骤完成播流操作：

1. 按照文档说明安装已经下载的VLC播流工具。

2. 获取播流地址。

在新版控制台获取直播播流地址。您可以按照 获取推流与播流地址操作步骤获取播流地址，或

参见 配置边缘推流。

3. 使用VLC播放器来播放视频。

您需要将鉴权后的播流地址输入指定的位置即可进行播放。以播流地址rtmp://play.

aliyunlive.com/app/stream?auth_key=1543300311-0-0-d47ce016332bf280cf27

5********为例，将播流地址复制到URL的输入框并单击 播放 即可。

关于VLC播放器使用，参见 VLC播放器。

说明：

以上播流地址示例由播流域名、AppName、StreamName和鉴权串组成，您需要根据实际情

况，替换成您自己的AppName、StreamName和相应的鉴权串。

5.4 拉流直播
通过拉流直播，您可以将第三方直播流地址拉取到阿里直播中心进行CDN内容分发，推流至需要的

节点。

1. 登录 视频直播控制台。

2. 单击 域名管理。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52142.html?spm=a2c4g.11186623.6.863.5f8d1445E3P7Eh
https://live.console.ali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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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所需的播流域名，并单击 模板管理。

4.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拉流配置。

5. 单击 添加。

6. 在 拉流配置 对话框中，输入拉流参数。

• AppName：应用名称。

当 AppName 与推流地址中的 AppName 名称对应时，模板才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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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拉流直播是拉取第三方的直播流到阿里视频中心，然后利用CDN内容分发，将处理后的视频

推流至所需的节点。

• StreamName：流名称。

• 回源地址：第三方直播地址，支持一对一的直播流拉取，也可填写多个直播地址。

▬ 支持RTMP、HLS、FLV格式直播流地址。

▬ 上一个地址断流后自动播放下一个直播地址，秒级切换。

• 起止时间 间隔在7日内，且结束时间超过当前时间。

添加拉流配置后，若第三方直播地址已开始播放，您可在 直播管理 > 流管理 中查看视频中心处

理后的直播地址。

您还可以对拉取的直播流进行录制、截图、审核、转码等操作，操作与普通直播配置相同。参见

直播录制存储至OSS、直播录制存储至VOD、配置截图、安全审核、配置通用转码、自定义转

码。

5.5 推流地址和播流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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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推流地址与播流地址（原画）
阿里云直播提供的是触发式的推流与播放，您无需提前创建资源，只要添加经过备案的推流域名和

播流域名，并完成域名解析、鉴权等操作，即可根据地址拼接规则手动拼接，以快速获取对应的推

流地址和播流地址。本文介绍未设置转码的直播活动的推流地址和播流地址的拼接方法。

说明：

• 本文介绍手动拼接地址的方法，您也可以通过控制台获取推流地址和播流地址。参见 配置边缘

推流。

• 如果您需要批量创建直播活动，也可以批量拼接推流地址和播流地址。参见 批量创建直播活

动。

• 如果您的直播活动设置了转码，推流地址和播流地址拼接规则参见 推流地址和播流地址#转

码#。

• 本文示例中的推流地址和播流地址仅供参考，您实际使用的推流使域名和播流域名，需要用您

自己的推流域名、播流域名、AppName、StreamName以及鉴权获得的对应鉴权串，并按照拼

接规则来获取。

前提条件

要获取鉴权推流地址和播流地址，您需要先完成以下操作：

• 添加域名

您需要先添加经备案的推流域名和播流域名。参见添加域名。

• 解析域名

添加域名后，必须进行域名解析才可使用域名。关于如何进行域名解析，参见 解析CNAME。

• 关联域名

添加域名后，您需要将推流域名和播流域名进行关联，才能进行推流和播流操作。参见 关联域

名。

• 配置鉴权

鉴权功能默认为开启状态，建议您保持开启状态，否则会出现直播被盗录、盗播的风险。如果您

想要关闭鉴权功能，请与商务经理联系或提交工单申请。您可以使用默认的鉴权设置，也可以进

行自定义设置。参见 配置鉴权。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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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因为特殊场景推流地址不能加鉴权，请您提交工单申请。获取未鉴权的推流地址和播流地

址，参见 原画地址 和 转码地址。

如何拼接推流地址

• 推流地址规则

直播只支持RTMP格式推流。

推流地址格式为RTMP://推流域名/AppName/StreamName?鉴权串

• 示例例如，推流域名是push.aliyunlive.com

，AppName为app，StreamName为stream，鉴权key是123，则推流地址为RTMP://push.

aliyunlive.com/app/stream?auth_key=timestamp-rand-uid-md5hash

如何拼接播流地址

• 播流地址规则

播流地址支持RMTP、FLV、HLS格式。格式如下所示：

• RTMP://播流域名/AppName/StreamName?鉴权串

• FLV://播流域名/AppName/StreamName.flv?鉴权串

• HLS://播流域名/AppName/StreamName.m3u8?鉴权串

说明：

M3u8转码地址已支持。如果您有需要，请您 提交工单 申请。

• 示例

例如，播流域名是play.aliyunlive.com，AppName为app，StreamName为stream，鉴

权key是 456，则播流地址为：

• RTMP://play.aliyunlive.com/app/stream?auth_key=timestamp-rand-uid-

md5hash

• FLV://play.aliyunlive.com/app/stream.flv?auth_key=timestamp-rand-uid

-md5hash

• HLS://play.aliyunlive.com/app/stream.m3u8?auth_key=timestamp-rand-

uid-md5hash

https://workorder.console.aliyun.com/console.htm#/ticket/add?productCode=live&commonQuestionId=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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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推流地址和播流地址（转码）
阿里云直播提供的是触发式的推流与播放，您无需提前创建资源，只要添加经过备案的推流域名和

播流域名，并完成域名解析、鉴权等操作，即可根据地址拼接规则手动拼接，以快速获取对应的推

流地址和播流地址。本文介绍设置了转码的直播活动的推流地址和播流地址的拼接方法。

说明：

• 本文介绍手动拼接地址的方法，您也可以通过控制台获取推流地址和播流地址。参见 配置边缘

推流。

• 如果您需要批量创建直播活动，也可以批量拼接推流地址和播流地址。参见 批量创建直播活

动。

• 如果您的直播活动没有设置转码，推流地址和播流地址拼接规则参见 推流地址和播流地址#原

画#。

• 以下示例中的推流地址和播流地址仅供参考，您实际使用的推流使域名和播流域名，需要用您

自己的推流域名、播流域名、AppName、StreamName以及鉴权获得的对应鉴权串，并按照拼

接规则来获取。

前提条件

要获取鉴权推流地址和播流地址，您需要先完成以下操作：

• 添加域名

您需要先添加经备案的推流域名和播流域名。参见添加域名。

• 解析域名

添加域名后，必须进行域名解析才可使用域名。关于如何进行域名解析，参见 解析CNAME。

• 关联域名

添加域名后，您需要将推流域名和播流域名进行关联，才能进行推流和播流操作。参见 关联域

名。

• 配置鉴权

鉴权功能默认为开启状态，建议您保持开启状态，否则会出现直播被盗录、盗播的风险。如果您

想要关闭鉴权功能，请与商务经理联系或提交工单申请。您可以使用默认的鉴权设置，也可以进

行自定义设置。参见 配置鉴权。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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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因为特殊场景推流地址不能加鉴权，请您提交工单申请。获取未鉴权的推流地址和播流地

址，参见 原画地址 和 转码地址。

如何获取转码推流地址

• 推流地址规则

直播只支持RTMP格式推流。

推流地址格式为RTMP://推流域名/AppName/StreamName?鉴权串

• 示例

例如，推流域名是push.aliyunlive.com，AppName为app，StreamName为stream，鉴

权key是123，则推流地址为RTMP://push.aliyunlive.com/app/stream?auth_key=

timestamp-rand-uid-md5hash

如何获取转码播流地址

您需要先进行转码配置，视频直播支持通用转码配置和自定义转码配置。配置转码后，获取模板ID

才能根据规则拼接转码播流地址。

1. 配置转码模板。

• 配置通用转码

1. 登录 视频直播控制台。

2. 单击 域名管理。

3. 选择所需的 播流域名，并单击 模板管理。

4. 在 转码模板配置 中，选择 通用转码，并单击 添加。

5. 输入转码模板参数。通用转码包括 标准模板 和 窄带高清™模板 两种转码模板类型。您可

以根据配置选择对应模板ID。

• 标准模板

• 窄带高清™模板

说明：

通用转码配置详情，参见 通用转码。

https://live.console.aliyun.com/?spm=5176.2020520001.aliyun_sidebar.aliyun_sidebar_live.22e14bd3E4Wfgc#/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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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自定义转码

1. 登录视频直播控制台。

2. 单击 域名管理。

3. 选择所需的 播流域名，并单击 模板管理。

4. 在 转码模板配置 中，选择 自定义转码，并单击 添加。

5. 输入转码模板参数。通用转码包括 标准模板 和 窄带高清™模板 两种转码模板类型。您可

以根据配置选择对应模板ID。

• 标准模板

• 窄带高清™模板

说明：

自定义转码配置详情，参见 自定义转码。

2. 获取模板ID。

• 通过控制台获取模板ID。

您可以按照以上操作步骤获取对应的模板ID。

• 您还可以通过API获取模板ID。

您可以调用查询转码配置信息接口，系统返回模板ID，参见 查询转码配置信息。

另外，自定义模板是用户自行添加的模板，根据添加的字段配置而成。获取自定义模

板ID，参见 添加自定义转码配置。

3. 转码地址拼接规则。

• 播放地址支持RMTP、FLV、HLS格式，不同的转码需要在StreamName后加_模板id

▬ RTMP://播放域名/AppName/StreamName{_模板id}?鉴权串

▬ FLV://播放域名/AppName/StreamName{_模板id}.flv?鉴权串

▬ HLS://播放域名/AppName/StreamName{_模板id}.m3u8?鉴权串

说明：

M3u8转码地址已支持。如果您有需要，请您 提交工单 申请。

https://workorder.console.aliyun.com/console.htm#/ticket/add?productCode=live&commonQuestionId=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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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

例如，播流域名是play.aliyunlive.com，AppName为app，StreamName为stream，鉴

权key是456，使用sd模板，拼接地址如下所示：

▬ RTMP协议地址RTMP://play.aliyunlive.com/app/stream_sd?auth_key=

timestamp-rand-uid-md5hash

▬ FLV协议地址FLV://play.aliyunlive.com/app/stream_sd.flv?auth_key=

timestamp-rand-uid-md5hash

▬ HLS协议地址HLS://play.aliyunlive.com/app/stream_sd.m3u8?auth_key=

timestamp-rand-uid-md5hash

鉴权串字段对照，参见鉴权地址Democode

字段 描述

timestamp 失效时间，整形正数，固定长度 10，1970 年 
1 月 1 日以来的秒数。用来控制失效时间，10
 位整数，有效时间 1800s

rand 随机数，建议使用UUID（不能包含中划
线“-”，例如： 477b3bbc253f467b8def
6711128c7bec 格式）

uid 暂未使用（设置成 0 即可）

md5hash 通过 md5 算法计算出的验证串，数字和小写
英文字母混合（0-9和a-z），固定长度 32

5.6 推流地址和播流地址（未鉴权）

5.6.1 推流地址和播流地址（原画）
在一些特殊场景不能进行鉴权操作，本文介绍未加鉴权场景下，原画地址和对应的推流地址的拼接

方法。

说明：

• 本文介绍手动拼接地址的方法，您也可以通过控制台获取推流地址和播流地址。参见 配置边缘

推流。



视频直播 用户指南 /  5 推播流配置

文档版本：20181219 47

• 如果您需要批量创建直播活动，也可以批量拼接推流地址和播流地址。参见 批量创建直播活

动。

• 如果您的直播活动设置了转码，推流地址和播流地址拼接规则参见 #转码#推流地址和播流地

址。

• 本文示例中的推流地址和播流地址仅供参考，您实际使用的推流使域名和播流域名，需要用您

自己的推流域名、播流域名、AppName、StreamName，并按照拼接规则来获取。

前提条件

要获取推流地址和播流地址，您需要先完成以下操作：

• 添加域名

您需要先添加经备案的推流域名和播流域名。参见添加域名。

• 解析域名

添加域名后，必须进行域名解析才可使用域名。关于如何进行域名解析，参见 解析CNAME。

• 关联域名

添加域名后，您需要将推流域名和播流域名进行关联，才能进行推流和播流操作。参见 关联域

名。

如何拼接原画地址

直播地址分为原画地址和转码后的地址。原画为未转码的原始视频流。地址拼接规则为播流域名+

AppName+StreamName

• 播流地址规则

播流地址支持RTMP、FLV、M3U8格式。格式如下所示：

• RTMP 格式：rtmp://播流域名/AppName/StreamName

• FLV 格式： http://播流域名/AppName/StreamName.flv

• M3U8 格式：http://播流域名/AppName/StreamName.m3u8

• 示例

例如，播流域名是play.aliyunlive.com，AppName为app，StreamName为stream，播流

地址为：

• RTMP 格式：rtmp://play.aliyunlive.com/app/stream

• FLV 格式： http://play.aliyunlive.com/app/stream.f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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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3U8 格式：http://play.aliyunlive.com/app/stream.m3u8

说明：

M3u8转码地址已支持。如果您有需要，请您 提交工单 申请。

如何拼接推流地址

• 推流地址规则

直播只支持RTMP格式推流。

推流地址格式为RTMP://推流域名/APPName/StreamName

• 示例

例如，推流域名是push.aliyunlive.com，AppName为app，StreamName为stream则推流

地址为RTMP://push.aliyunlive.com/app/stream

5.6.2 推流地址和播流地址（转码）
在一些特殊场景不能进行鉴权操作，本文介绍未加鉴权场景下，转码地址和对应的推流地址的拼接

方法。

说明：

• 本文介绍手动拼接地址的方法，您也可以通过控制台获取推流地址和播流地址。参见 配置边缘

推流。

• 如果您需要批量创建直播活动，也可以批量拼接推流地址和播流地址。参见 批量创建直播活

动。

• 如果您的直播活动没有设置转码，推流地址和播流地址拼接规则参见 推流地址和播流地址#未

转码#。

• 以下示例中的推流地址和播流地址仅供参考，您实际使用的推流使域名和播流域名，需要用您

自己的推流域名、播流域名、AppName、StreamName，并按照拼接规则来获取。

前提条件

要获取推流地址和播流地址，您需要先完成以下操作：

• 添加域名

您需要先添加经备案的推流域名和播流域名。参见添加域名。

• 解析域名

https://workorder.console.aliyun.com/console.htm#/ticket/add?productCode=live&commonQuestionId=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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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域名后，必须进行域名解析才可使用域名。关于如何进行域名解析，参见 解析CNAME。

• 关联域名

添加域名后，您需要将推流域名和播流域名进行关联，才能进行推流和播流操作。参见 关联域

名。

如何获取转码推流地址

• 推流地址规则

直播只支持RTMP格式推流。

推流地址格式为RTMP://推流域名/AppName/StreamName

• 示例

例如，推流域名是push.aliyunlive.com，AppName为app，StreamName为stream，则推

流地址为RTMP://push.aliyunlive.com/app/stream

如何获取转码播流地址

您需要先进行转码配置，视频直播支持通用转码配置和自定义转码配置。每一种转码配置分别提

供标准模板和窄带高清™模板两种模板类型。配置转码后，获取模板ID才能根据规则拼接转码播流

地址。

1. 配置转码模板。

• 配置通用转码

1. 登录 视频直播控制台。

2. 单击 域名管理。

3. 选择所需的 播流域名，并单击 模板管理。

4. 在 转码模板配置 中，选择 通用转码，并单击 添加。

5. 输入转码模板参数。通用转码包括 标准模板 和 窄带高清™模板 两种转码模板类型。您可

以根据配置选择对应模板ID。

• 标准模板

https://live.console.aliyun.com/?spm=5176.2020520001.aliyun_sidebar.aliyun_sidebar_live.22e14bd3E4Wfgc#/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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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窄带高清™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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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通用转码配置详情，参见 通用转码。

• 配置自定义转码

1. 登录视频直播控制台。

2. 单击 域名管理。

3. 选择所需的 播流域名，并单击 模板管理。

4. 在 转码模板配置 中，选择 自定义转码，并单击 添加。

5. 输入转码模板参数。通用转码包括 标准模板 和 窄带高清™模板 两种转码模板类型。您可

以根据配置选择对应模板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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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模板

• 窄带高清™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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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自定义转码配置详情，参见 自定义转码。

2. 获取模板ID。

• 通过控制台获取模板ID。

您可以按照以上操作步骤获取对应的模板ID。

• 您还可以通过API获取模板ID。

您可以调用查询转码配置信息接口，系统返回模板ID，参见 查询转码配置信息。

另外，自定义模板是用户自行添加的模板，根据添加的字段配置而成。获取自定义模

板ID，参见 添加自定义转码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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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转码地址拼接规则。

• 播放地址支持RMTP、FLV、HLS格式，不同的转码需要在StreamName后加_模板id

▬ RTMP://播放域名/AppName/StreamName{_模板id}

▬ FLV://播放域名/AppName/StreamName{_模板id}.flv

▬ HLS://播放域名/AppName/StreamName{_模板id}.m3u8

• 示例

例如，播流域名是play.aliyunlive.com，AppName为app，StreamName为stream，使

用sd模板，拼接地址如下所示：

▬ RTMP协议地址RTMP://play.aliyunlive.com/app/stream_sd

▬ FLV协议地址FLV://play.aliyunlive.com/app/stream_sd.flv?

▬ HLS协议地址HLS://play.aliyunlive.com/app/stream_sd.m3u8

说明：

M3u8转码地址已支持。如果您有需要，请您 提交工单 申请。

5.7 批量创建直播活动
创建一个直播活动首先需要一个直播流的推流地址，阿里云直播服务提供的是触发式的活动创建方

式，不用使用任何接口，根据活动创建规则即可完成批量的直播互动创建。

说明

推流地址可以根据规则进行批量创建，并同时执行直播活动。进行批量直播活动时需要注意直播每

个域名对并发流是有限制的，每个域名限制20路并发流，10路转码流，进行批量直播活动时先确认

当前限制是否满足您的需求。如不满足。您可 提交工单 联系我们。

批量构造推流地址

一个直播服务地址的生成采用域名（Domain），应用（AppName），直播流（StreamName）三

级直播管理单元，每个域名（Domain）下可创建多个应用（AppName），每个应用下可创建多个

直播流（StreamName）。

说明：

关于单个推流地址的拼接规则，参见推流地址与播流地址。

AppName与StreamName可自定义修改。不同的值生成不同的推流和播流地址。

https://workorder.console.aliyun.com/console.htm#/ticket/add?productCode=live&commonQuestionId=562
https://selfservice.console.aliyun.com/ticket/createIndex?spm=5176.200001.0.0.qpY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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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在一个应用下创建多个直播流。

示例

如有一应用，名称为live，在live下您可创建多条直播流。推流地址为：

rtmp://推流域名/{live}/{1}?鉴权串

rtmp//推流域名/{live}/{2}?鉴权串

rtmp://推流域名/{live}/{3}?鉴权串

说明：

鉴权串是根据鉴权算法得出的一个加密字符串。

• 您也可以创建多个以应用为主的直播流。

说明：

视频直播根据流名称（StreamName）而不是根据应用名称（AppName）来判断直播流是否唯

一。如果您设置了不同的应用名称，还要保证流名称不同，才能保证最终的直播流不同。

示例

rtmp://推流域名/{live1}/{Stream1}?鉴权串

rtmp://推流域名/{live2}/{Stream2}?鉴权串

rtmp://推流域名/{live3}/{Stream3}?鉴权串

批量构造播流地址

直播的播流地址规则与推流地址规则一致，播流地址的应用（AppName）、直播

流（StreamName）与推流地址的应用（AppName）、直播流（StreamName）相对应。

说明：

关于单个播流地址的拼接规则，参见推流地址与播流地址。

示例

推流地址为：

rtmp://推流域名/{live}/{3}?鉴权串

对应的播流地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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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播流域名/{live}/{3}?鉴权串

http://播流域名/{live}/{3}.flv?鉴权串

http://播流域名/{live}/{3}.m3u8?鉴权串

启用转码后如何获取地址

通用转码

播流地址由不同参数拼接而成，转码后的播流地址在原画地址上增加模板ID的参数。

地址组成格式为播流域名+AppName+StreamName+_+转码模板名称。

模板名称 流畅 标清 高清 超清

标准模板 lld lsd lhd lud

窄带高清TM模板 ld sd hd ud

示例

如标准转码模板名称为 sd ，批量播流地址规则拼接如下：

RTMP 格式：rtmp://播流域名/{AppName}/{StreamName} _sd?鉴权串

FLV 格式：http://播流域名/{AppName}/{StreamName} _sd.flv?鉴权串

HLS 格式：hls://播流域名/{AppName}/{StreamName} _sd.m3u8?鉴权串

自定义转码

您还可根据需要进行自定义转码。自定义转码模板的名称 模板ID 需要您在控制台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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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播流地址规则拼接如下：

RTMP 格式：rtmp://播流域名/{AppName}/{StreamName} _模板ID?鉴权串

FLV 格式：http://播流域名/{AppName}/{StreamName} _模板ID.flv?鉴权串

HLS 格式：hls://播流域名/{AppName}/{StreamName} _模板ID.m3u8?鉴权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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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转码管理

6.1 转码概述
视频直播提供通用转码和自定义转码两种转码配置。通用转码和自定义转码分别提供标准模板和窄

带高清TM模板两种模板类型。

模板参数

• 通用转码

▬ 标准模板

模板名称 模板 ID 分辨率(高、宽自适

应)

码率（kbps）

流畅 lld 360 460

标清 lsd 432 640

高清 lhd 648 1200

超清 lud 1080 2100

▬ 窄带高清TM模板

模板名称 模板 ID 分辨率(高、宽自适

应)

码率（kbps）

流畅 ld 360 ≤420

标清 sd 432 ≤580

高清 hd 648 ≤1100

超清 ud 1080 ≤1900

• 自定义转码

自定义转码的模板参数由用户自行定义。

使用限制

• 标准模板与高品质模板不可同时使用，每个AppName下仅支持使用一种转码模板类型。

• 每个域名下最多支持十路转码并发流，也就是一个域名下可最多可同时进行十路使用转码模板的

直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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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提供的直播服务不能满足您当前业务需求时，请您 提交工单 与我们联系并详述您的需求，或

联系您的客服经理。

•

•

转码规则

• 直播支持延时转码，系统监测到某一路直播流无人观看时，不会执行转码。检测到有人观看后启

动转码。转码过程中，10 分钟内检测到无人观看也会停止转码。

• 每一路流执行一次转码操作，观看的用户播放的是转码后的视频。

• 转码不是必须的服务，可按需配置。

• 转码目前支持 FLV、RTMP 格式。

说明：

M3u8转码地址已支持。如果您有需要，请您 提交工单 申请。

宽度自适应

转码采用宽度自适应的算法，根据转码后视频的高度自适应转码后视频的宽度。

https://workorder.console.aliyun.com/console.htm#/ticket/add?productCode=live&commonQuestionId=562
https://workorder.console.aliyun.com/console.htm#/ticket/add?productCode=live&commonQuestionId=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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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通用转码
本文介绍视频直播通用转码服务。

直播控制台目前提供 标准模板 与 窄带高清™ 模板 两个模板类型，您可以按需选择。转码地址拼接

规则，参见 推流地址和播流地址#转码#。

1. 登录 视频直播控制台。

2. 单击 域名管理。

3. 选择所需的播流域名，并单击 模板管理。

4. 在 转码模板配置 中，选择通用转码。

5. 单击 添加。

6. 在 转码模板 中输入转码参数，并单击 确定。

https://live.console.aliyun.com/#/live/dom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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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 AppName 名称。AppName 必须与推流地址中的 AppName 名称对应，转码模板才能

生效。

• 选择 转码模板类型 以及 模板名称。

说明：

• 转码模板类型 包括 标准模板 与 窄带高清™模板 两种类型。每个类型有 流畅、标清、高

清、超清 四个转码模板可供选择。

• 转码 模板名称 为复选项，您可以选取多个模板。类型不支持复选，您一次仅可选择一个

转码模板类型。

• 转码模板后的 模板ID 是拼接转码地址出参数，拼接方式参见 推流地址和播流地址#转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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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自定义转码

配置自定义转码

您可以根据实际的视频输出需求，自定义转码的分辨率、帧率、码率等参数。

1. 登录 视频直播控制台。

2. 单击 域名管理。

3. 选择所需的播流域名，并单击 模板管理。

4. 在 转码模板配置 中，选择 自定义转码，并单击 添加。

5. 在 转码模板 中，添加自定义转码参数。

https://live.console.ali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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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Name：转码模板应用名称。

同一域名下、同一模板类型中，AppName 可以相同，但 模板ID 不可相同。

• 分辨率：视频输出的分辨率。

▬ 不同的分辨率档位对应不同的价格。分辨率档位参考如下：

■ LD：（640X480）及以下

■ SD：（1280X720）及以下

■ HD：（1920X1080）及以下

■ 2K：（2560X1440）及以下

■ 4K：（3840X2160）及以下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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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转码计费根据分辨率档位（LD、SD、HD、2K、4K）决定，与通用模

板ID中的标准转码模板ID（包括ld、sd、hd、ud）和窄带高清TM转码模板ID（包

括lld、lsd、lhd、lud）无关，请您不要混淆。

▬ 分辨率档位判定规则：输出规格按输出视频分辨率的长边和短边是否属于输出规格划定的

范围进行判定。以输出SD（1280X720）规格为例：

■ 如果输出视频的分辨率长边小于等于1280且短边小于等于720，则该视频属于该输出规

格。

■ 如果输出视频的长边大于1280或输出视频的短边大于720，则该输出视频属于更高的输

出规格。

▬ 添加模板后，输出的直播地址后携带模板ID参数即可访问指定分辨率的转码流。

• 视频码率：分辨率指定的码率。

码率参考如下：

• LD：100~800kbps

• SD：200~1500kbps

• HD：500~4000kbps

• 2K：2000~8000kbps

• 4K：4000~30000kbps

• 视频帧率：输出视频帧率，数值低于或等于输入帧率。

• 模板ID：转码模板ID。

说明：

模板ID 会携带在播放地址中。自定义模板ID时，请您不要设置与通用模板ID相同。

查看自定义转码

您可以在 流管理 中查看当前流有哪几个转码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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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录制管理

7.1 录制回调
直播录制流新状态回调，录制完成后会通知用户相应的结果以及录制状态。

注意事项

支持配置HTTP/HTTPS URL，向用户服务器发送POST请求、消息体JSON格式，将录制结果和状

态信息实时反馈给用户，用户服务器通过200响应返回接口返回结果。URL无需标识，能正常访问

即可。如果访问超时，可以重试5次，每次重试的间隔时间为随机值，范围在100ms到10s之间。

操作步骤

您可以在控制台自主配置录制回调地址。

1. 登录 视频直播控制台。

2. 单击 域名管理。

3. 选择所需的播流域名，并单击 模板管理。

4.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录制配置，并选择 存储至OSS。

5. 单击 回调地址 右侧的 添加。

6. 在 回调设置 中，输入 回调地址。

https://live.console.aliyun.com/?spm=5176.2020520001.1001.56.Fcjldw#/live/dom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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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由于安全原因，录制回调不可以回调内网地址。必须为一个有效的公网地址。

示例

用户回调地址：http:// 1.1.1.1/notify/record返回的body内容如下。

文件生成事件回调示例

表示目标录制文件已经生成。

{
  "domain": "live.aliyunlive.com",
  "app": "live",
  "stream": "hello",
  "uri": "live/hello/0_2017-03-08-23:09:46_2017-03-08-23:10:40.flv",
  "duration": 69.403,
  "start_time": 1488985786,
  "stop_time": 1488985840
}

其中domain、app、stream分别为录制域名、应用名和流名，uri为目标录制文件在用户录制OSS 

Bucket下的路径。duration、start_time、stop_time分别为目标录制文件录制内容时长和起止时间。

录制状态回调示例（当 NeedStatusNotify=true 时产生）

• 录制开始事件回调，表示录制已经成功开始。

{
"domain": "live.aliyunlive.com",
"app": "live",
"stream": "hello",
"event": "record_started"
}

其中domain、app、stream 分别为录制域名、应用名和流名，event为事件名，可以为

record_started/record_paused/record_resumed。

• 录制暂停事件回调，表示录制已经成功暂停。

{
"domain": "live.aliyunlive.com",
"app": "gs_app",
"stream": "gs_stream",
"event": "record_paused"
}

• 录制错误事件回调，表示录制出现错误信息。

{
"domain": "gs_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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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gs_app",
"stream": "gs_stream",
"event": "record_error"

}

7.2 录制存储至OSS

7.2.1 配置OSS
如果要将直播录制下来的文件存储在OSS产品中，您需要先创建OSS bucket，授予直播写

入OSS的权限，才能在OSS列表进行查看、下载、播放等操作。

创建OSS bucket

1. 登录 OSS控制台。

2. 单击 新建Bucket。

3. 输入Bucket信息。

https://oss.console.aliyun.com/index?spm=5176.2020520107.1002.d10oss.3dfe962ekyb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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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Bucket 区域 与直播域名所在区域必须一致。如，直播域名所在区域是 华东2，因此，Bucket也

必须选择 华东2。Bucket创建完成后，您可以根据使用需求来创建Bucket的文件夹。

4. 在左侧Bucket列表中，单击您创建的Bucket名称，并单击 文件管理 > 新建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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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当您的录制文件较多时，创建目录是为了对录制内容进行分类，方便对录制内容进行管理。

5. 在 新建目录 中，输入 目录名，并单击 确定。

配置直播写入OSS权限

从OSS中读取视频信息，建议您将OSS bucket配置为可读权限。具体根据您对于权限的需求而定。

1. 登录OSS控制台。

2. 在bucket列表中，选择新建的bucket，并单击 基础设置。

3. 单击 读写权限 项下的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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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 公共读，并单击 保存。

说明：

如果您想要配置bucket读写权限，必须先完成账号的实名认证。

配置后，您可以登录视频直播控制台，在 直播管理  > 录制文件管理 中预览录制的视频。

配置CDN域名

如录制文件存储在OSS中，您可以配置一个CDN加速域名，查看录制视频时会进行CDN加速服务。

CDN会将您OSS存储的视频分发到全国各地的节点。用户访问时只需访问最近的CDN节点读取文

件，而无需访问OSS的源文件，也不会消耗OSS的外网流量。不仅可提升边缘用户的访问速度和体

验，同时，CDN的外网流量费用相对OSS外网流量较低，仅为OSS外网流量的50%，可有效的节省

整体应用的网络费用。

1. 在您所创建的bucket页面，单击 域名管理 > 绑定用户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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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绑定用户域名 中，配置CDN加速域名，并单击 提交。

如果您仅对视频进行存储，可不用配置CDN加速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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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CDN加速域名与直播服务域名不能是同一个，请您分别进行配置。

7.2.2 直播录制存储至OSS
视频直播服务支持将接收到的源视频流进行录制，支持m3u8（同时会有.ts分片文件）、mp4、flv

格式，也支持周期录制时长的配置，视频文件会保存至您指定的OSS存储位置。在一次推流结束

时，自动生成本次推流的录制索引文件（m3u8文件、mp4文件、flv文件）。还支持按您指定的录制

开始时间和录制结束时间生成自定义录制索引文件。

在一个直播加速域名下，直播录制配置按直播推流的 AppName 和 StreamName 进行区分，即相

同 AppName 和 StreamName 下的视频流（Stream）都按此 AppName 和 StreamName 下的录

制配置进行录制。

说明

• 为了便于您对录制内容进行回看，直播录制的存储位置为OSS bucket或VOD中。本文档以直播

录制 存储至OSS 为例进行说明。

• 如果将录制的视频存储至OSS中，您需要授权视频直播可将视频内容写入OSS。授权后才能将

视频存储至指定的OSS bucket中。详情参见 配置OSS。

• 为了避免录制时，因网络抖动或临时断流而导致录制文件被异常截断，系统会延迟断流180s

，即如果断流之后在180s内重新推流，系统会默认是同一路录制流，超过180s则认为是两路录

制流。

创建直播录制

1. 登录 视频直播控制台。

2. 单击 域名管理。

3. 选择所需的播流域名，并单击 模板管理。

4.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录制配置。

5. 选择 存储至OSS。

https://live.console.aliyun.com/#/live/dom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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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使用存储至OSS，您需要授权视频直播可将视频内容写入OSS产品的权限，授权后才能将视频

存储至指定的OSS bucket中。详情参见 配置OSS。

6. 添加录制回调。详情参见  录制回调。

7. 单击 添加，并在 录制模板 中输入录制配置信息。

• AppName：视频的应用名称，输入的 AppName 必须与直播推流的 AppName 保持一致方

可生效。如：推流地址中AppName设置为app，则录制AppName也需为app。如果您想要

进行域名级别录制，输入星号（*）号即可。

• StreamName：存储至OSS支持流级别的录制。您只需输入指定的流名称即可。如果您想要

进行全部流录制，即该AppName下的流全部录制，输入星号（*）号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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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AppName与StreamName参数支持英文，数字，"-"，"_","."符号，长度限制在50字符以内。

• 存储格式：支持 flv、m3u8、mp4 三种格式。

• 录制周期：录制周期 范围为15-360分钟，最大支持 6 小时录制。超过 6 小时，系统将按照录

制命名规则生成新文件。ts 切片时长默认为 30s。

• 存储位置：选择存储位置。

说明：

存储bucket列表中包含标准bucket和媒体bucket。标准bucket是OSS bucket，用于存储。

媒体bucket是MPS定制的bucket，存入媒体bucket中的视频，可执行MPS转码任务。目

前bucket列表中，未对bucket做区分。如果您需要将视频转成媒体文件，需要自行记住媒

体bucket的名称。

默认的录制存储路径为：

m3u8:record/{AppName}/{StreamName}/{EscapedStartTime }_{EscapedEnd

Time }

ts:record/{AppName}/{StreamName}/{UnixTimestamp}_{Sequence}

mp4:record/{AppName}/{StreamName}/{EscapedStartTime }_{EscapedEnd

Time }

flv:record/{AppName}/{StreamName}/{EscapedStartTime }_{EscapedEnd

Time }

例如，截图示例中 AppName 为 app，StreamName 为 stream 所以录制 m3u8、ts 的存储

路径为：

m3u8:record/app/stream/{EscapedStartTime}_{EscapedEndTime }

ts:record/app/stream/{UnixTimestamp}_{Sequence}

如果默认的录制文件存储路径不满足您的需求，您可通过添加录制API进行修改。

直播录制为兼容直播推流过程由于网络抖动等问题导致的推流短时间中断，推流中断 180秒

内没有恢复推流才会判定此次直播结束。系统会以{AppName}/{StreamName}/{日期}.

m3u8的默认录制索引文件（m3u8 文件）格式单独存放。

8. 单击 确定 完成录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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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本域名下所有 AppName 为app，StreamName 为stream的直播流，都会按此规则进行

录制。如果您想对录制的文件进行查看，参见 查看录制文件。

说明：

新配置的录制设置需要重新推流才生效。如果您在配置前已经进行了推流操作，则需要终端当

前推流 180 秒以上才能进行新配置的推流操作。

7.2.3 录制索引
录制索引功能是将视频直播流以M3u8的格式进行录制，存储在OSS中后，对已存储的ts索引文件进

行实时的剪辑处理。

前提条件

您只有将视频存储在OSS中才可使用录制索引功能。

应用场景

• 直播完成后需要对视频进行片头片尾的剪辑，

• 重大赛事直播，为了快速完成小片段的内容，需要进行实时剪辑输出等。

剪辑的操作只是将不同时间段的TS文件进行再次组合，生成一个新的M3U8文件，TS文件不会复

制。

操作步骤

1. 登录 视频直播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直播管理 > 录制文件管理。

3. 选择 存储至OSS。

说明：

您可以先选择指定的视频流、应用名称和流名称。录制文件最大支持最近3个月的内容查看。

4. 单击 录制索引剪辑。

https://live.console.aliyun.com/?spm=5176.2020520001.aliyun_sidebar.78.34184bd3kRHMmd#/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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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 录制索引剪辑 页面，选择指定的流、录制时间段、应用名称和流名称，并对指定的流进行剪

辑操作。

说明：

仅支持掐头去尾的剪辑操作，不支持中间段落的剪辑。

在当前页面，您可以进行以下操作：

• 单击其中一块录制文件，通过设置开始时间与结束时间对其进行时间的微调。

• 单击多个时间模块，可进行多个录制文件的组合。

• 单击放大缩小按钮，可查看颗粒度更小的时间，并执行精剪。

6. 单击 保存新文件。保存的录制文件存储在当前录制文件OSSbucket的根目录下，您可以

在OSS中进行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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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查看录制文件
本文介绍通过视频直播控制台和OSS控制台查看录制文件。

在视频直播控制台查看录制的文件

1. 登录 视频直播控制台。

2. 单击 直播管理 > 录制文件管理。

3. 选择您所要查看的播流域名。

4. 选择 存储至OSS。

5. 选择您所要查看的时间段、AppName 和 StreamName，并单击 查看。

录制列表中显示出您想要查看的所有直播流。

在OSS控制台查看录制的文件

录制文件按照规则存储在OSS中，您可在OSS控制台中找到存储视频文件夹，并获取视频的播放地

址。

1. 登录 OSS控制台。

2. 在左侧bucket列表中，选择您存储录制视频的bucket。

https://live.console.aliyun.com/#/overview
https://oss.console.aliyun.com/index?spm=5176.8465980.aliyun_topbar.81.4e701450eJgR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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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 文件管理。

4. 选择存储录制视频的文件夹名称。

视频完整的文件存储在 record/{AppName}/{StreamName} 下，与TS切片文件存储在一个文件夹

中。

5. 选择您想要查看的录制视频，并单击右侧的 设置 即可获得录制视频的播放地址。

说明：

AppName 和 StreamName 要与您的直播流地址中 AppName 与 StreamName 对应。

7.3 录制存储至VOD

7.3.1 直播录制存储至VOD
视频直播服务将直播内容进行录制存储，并转入点播系统中进行管理。

在一个直播加速域名下，直播录制配置按直播推流的 AppName 和 StreamName 进行区分，即相同

AppName 和 StreamName 下的视频流（Stream）都按此 AppName 和 StreamName 下的录制配

置进行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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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您需要先开通视频点播服务，才能将视频存储至VOD。参见 开始使用视频点播。

• 为了避免录制时，因网络抖动或临时断流而导致录制文件被异常截断，系统会延迟断流180s

，即如果断流之后在180s内重新推流，系统会默认是同一路录制流，超过180s则认为是两路录

制流。

创建直播转点播录制模板

1. 登录 视频直播控制台。

2. 单击 域名管理。

3. 选择所需的播放域名，并单击右侧的 模板管理。

4. 单击 录制配置 > 存储至VOD，并单击 添加。

5. 在 录制模板 中，输入录制参数。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51512.html?spm=a2c4g.11174283.6.555.3846149bpeOhZP
https://live.console.aliyun.com/?spm=5176.2020520001.1001.113.O9moDX#/live/dom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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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Name：视频的应用名称，输入的 AppName 必须与直播推流的 AppName 保持一致方

可生效。如果您想要进行域名级别录制，输入星号（*）号即可。

• StreamName：存储至OSS支持流级别的录制。您只需输入指定的流名称即可。如果您想要

进行全部流录制，即该AppName下的流全部录制，输入星号（*）号即可。

说明：

AppName与StreamName参数支持英文，数字，”-“，”_”,”.”符号，长度限制在50字符以

内。

• 录制周期：录制周期 范围为15-360分钟，最大支持 6 小时录制。超过 6 小时，系统将按照录

制命名规则生成新文件。ts 切片时长默认为 30s。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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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制周期为当前直播转为点播文件后的最大时长。

• 录制转码模板：选择 录制转码模板，即选择存储规则。

存储规则设置是将录制下来的视频转换为可供传播的点播文件格式。可转码为不同规格的视

频，也保持原画输入。您可以在点播服务中创建存储规则，详情参见下文。

在点播服务中创建存储规则

1. 单击 去点播控制台修改， 进入 视频点播控制台。

2. 在视频点播控制台页面，单击 全局设置  > 转码设置 > 新增转码模板组。

https://vod.console.aliyun.com/?spm=5176.2020520107.0.0.780f53b3Fcustk#/vod/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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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模板组详情 页面，对 模板名称、是否默认、以及 模板详情 中的 清晰度、码率、分辨率 等参

数进行配置，并单击 确定。详情参见 转码设置、自定义转码。

3. 单击 确定。

创建好直播转点播 录制转码模板，您可在录制列表中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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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查看录制文件
本文介绍如何查看录制文件。

1. 登录 视频直播控制台。

2. 单击 直播管理 >  录制文件管理。

3. 选择您想要查看的播流域名。

4. 单击 存储至VOD。

5. 选择您想要查看的时间段、AppName 和 StreamName，并单击查询。

列表中显示您想要查看的录制文件。详细的录制视频信息在点播控制台展现。如您想要对存储

至VOD的录制文件进行管理，请您单击 去点播控制台管理。详情参见 管理录制文件。

7.3.3 管理录制文件
请您按照以下步骤管理录制文件。

1. 登录 视频点播控制台。

2. 单击 媒资库 > 视频。

3. 选择您存至VOD的录制视频，并单击右侧的 管理。

4. 在 视频详情 > 基础信息 中，您可以对存储至VOD的视频进行修改标题、描述、分类、添加标

签、上传封面等操作。

https://live.console.aliyun.com/?spm=5176.2020520001.1001.113.O9moDX#/live/domains
https://vod.console.aliyun.com/?spm=5176.2020520107.0.0.780f53b3Fcustk#/vod/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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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授权录制文件过期删除功能
录制文件过期删除功能默认不向用户开放。如果您需要此功能，请您先按照以下步骤添加一个授权

后，再提交工单申请。我们会在后台为您配置您需要的过期时间。配置过期时间后，录制文件过期

删除功能授权操作即为完成。

1. 登录 访问控制 RAM 控制台。

2. 单击 角色管理 > 新建角色。

3. 在第一步 选择角色类型 中选择 服务角色。

https://ram.console.aliyun.com/?spm=5176.2020520001.aliyun_topbar.18.69864bd3NihM7r#/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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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第二步 填写类型信息 中选择 MTS 多媒体转码服务。

5. 在第三步 配置角色基本信息 中输入 角色名称 为AliyunMTSVideoLifecycleRole（请您务

必保持名称一致），并单击 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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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创建成功。

6. 单击 授权。

7. 在 角色管理 中找到AliyunMTSVideoLifecycleRole角色，并单击 授权。

8. 在 编辑角色授权策略 中， 选择 精确授权 > 系统授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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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 策略名称 中输入AliyunMTSVideoLifecycleRolePolicy 完成 精确授

权。

10.提交工单。

请您 提交工单申请。我们会在后台为您配置您需要的过期时间。配置过期时间后，录制文件过

期删除功能授权操作即为完成。

https://workorder.console.aliyun.com/console.htm


视频直播 用户指南 /  8 截图管理

文档版本：20181219 89

8 截图管理

8.1 配置截图
视频截图服务支持直播视频按照设定的间隔时间对正在直播的视频进行画面截图操作，并以 .jpg 文

件保存至指定的 OSS 存储位置。

在一个直播加速域名下，直播截图设置按直播推流的 AppName 进行区分，即：同一个 AppName

 下的视频流（Stream）都按此 AppName 下的设置执行截图操作。AppName 支持设置为 “＊”，表

示该直播加速域名下所有的直播都使用此截图设置。

为了便于查看截图内容，请您先设置好存储 bucket。

1. 登录 视频直播控制台。

2. 登录 视频直播控制台。

3. 单击 域名管理。

4. 选择所需的播流域名，并单击右侧的 模板管理。

5. 单击 截图设置，并单击 添加。

6. 在 截图模板 中，输入截图参数，并单击 确定。

https://home.console.aliyun.com/new#/
https://partners-intl.aliyun.com/login-required#/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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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需要启用截图功能的 AppName。

• 输入 截图频率，时间在 5~3600 秒之间。

• 选择截图文件 存储位置。

• 选择图片 存储方式，即覆盖截图和实时截图，类型支持复选。

▬ 覆盖截图：视频截图按照截图频率依次截图，新截取的图片覆盖上一张旧图。

▬ 实时截图：视频截图按照截图频率依次截图，新图片按照 N+1（N≥0）的顺序依次存储在

OSS 中。

说明：

存储 Bucket 需与您当前域名所在区域需保持一致。例如：当前域名为 华东 2 区，Bucket 区

域也需为 华东 2 区。若面板中没有 bucket 列表，请确认创建的 OSS Bucket 是否与域名所

在区域一致。

在 截图配置 标签页列出了本域名下所有截图配置。例如：本域名下所有 AppName 为 app 的直

播流，都会按此规则进行截图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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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截图设置修改后，会在下次推流后生效。

8.2 查看截图
本文介绍通过视频直播控制台和OSS控制台查看截图。

在视频直播控制台查看截图

1. 登录 视频直播控制台。

2. 单击 直播管理 > 截图管理。

3. 选择您想查看截图的播流域名。

4. 选择您想要查看截图的时间段、AppName 和 StreamName。截图列表根据选择显示出来。

说明：

截图时间段跨度仅为一天。

5. 将鼠标移动到某一图片上方，显示查看大图与复制地址按钮。您可以根据需求对图片执行操作。

在OSS控制台查看截图

1. 登录 OSS控制台。

2. 选择您存储截图的bucket名称，并单击 文件管理。

3. 选择存储截图的文件夹名称和您想要查看的截图。

https://live.console.aliyun.com/#/live/recordIndex
https://oss.console.aliyun.com/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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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 设置 即可预览截图。

配置OSS bucket读写权限

如果您无法查看图片，您需要检查bucket是否设置为私有。私有属性的bucket无法进行正常读

取，您需设置为可读属性才能查看。

1. 登录OSS控制台。

2. 选择您存储截图的bucket名称，并单击 基础设置。

3. 在读写权限中，查看bucket的读写权限。

4. 选择bucket的读写权限为 公共读，并单击 保存。

将OSS bucket设置为读取属性后，图片即可查看。

说明：

视频图片截取的是视频的原始图片，当您网速不好时，加载可能会稍慢，加载完成即可查看。

8.3 删除截图
您只能在OSS控制台才能完成删除操作。请您按照以下步骤完成删除截图操作。

1. 登录 OSS控制台。

2. 选择您存储截图的bucket名称，并单击 文件管理。

3. 选择存储截图的文件夹名称和您想要删除的截图。

https://oss.console.aliyun.com/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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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勾选截图，并单击上方页面上方的 删除。

5. 单击 确定 即可删除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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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安全审核

直播安全审核采用截帧画面 决策视频结果，自动检测视频直播的内容是否涉嫌违规。违规的内容将

会被记录下来供用户查询，并对违规内容进行处理。

1. 登录 视频直播控制台。

2. 单击 域名管理。

3. 选择所需的 播流域名，并单击 模板管理。

4. 单击 审核配置。

5. 单击 添加。

6. 在 审核模板 中，输入审核配置信息。

https://live.console.aliyun.com/?spm=5176.2020520001.1001.118.qXvorL#/live/dom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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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 AppName 名称。AppName 名称必须与推流地址中的 AppName 名称对应，审核模板

才能生效。

• 选择 审核场景。

• 输入 截图频率。

• 选择 存储位置。

审核模板创建成功。您可对审核模板执行修改、删除操作。

7. 在域名下方的 回调地址 处单击 添加，配置审核回调。

说明：

通过调用用户配置的回调地址，将审核结果发送给用户。审核返回结果回调格式V1、V2版

本，参见 添加审核回调。

回调格式

{
 "DomainName": "yourdomain.com",
 "AppName": "appname",
 "StreamName": "yourstream",
 "OssEndpoint": "oss-cn-hangzhou.aliyuncs.com",
 "OssBucket": "xbucket",
 "OssObject": "abc.jpg",
 "Res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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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izType": "yourdomain.com",
         "Result": [
             {"Label": "Porn", "Rate":11, "Suggestion": "review", "
Scene":"porn", "Extent": {}},
             {"Label": "Ad", "Rate":11, "Suggestion": "review", "
Scene":"ad", "Extent": {}},
         ]
     }
 ]
}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DomainName String 用户域名

AppName String App 名

StreamName String 流名

OssEndpoint String 存储对象 Endpoint

OssBucket String 存储对象的 Bucket

OssObject String 存储对象的文件名

Label String 检测出类型，包括 normal
、sexy、porn、 terrorism
、outfit、logo、weapon、
politics、others、qrcode、
pure-color

Suggestion String 建议处理方式

• pass：表示通过

• review：表示复审

• block：表示阻止

Scene String 检测场景

• porn：表示鉴黄

• ad：表示检测广告

• qrcode：表示检测二维码

• terrorism：表示检测暴恐

• live：表示检测无意义画面

Extent String 预留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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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BizType String 业务类型，可用于选择模
型，默认值为域名

说明：

默认新用户将使用此版本，老用户维持不变，如需使用此版本，请您提交工单。

8. 在 OSS 中查找识别的内容。

您可以根据审核返回结果回调格式中的审核回调信息，在OSS控制台查找指定的审核内容。

• 根据 AppName 与 StreamName 查找指定的审核内容。

• 根据推流日期查找指定的审核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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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直播流管理

10.1 管理直播流
如果您想要中断推流操作，可以将推流地址加入黑名单，加入黑名单的推流地址，后续推流操作也

将无法进行。您可以按照以下步骤完成禁推直播流。

禁推直播流

1. 登录 视频直播控制台。

2. 单击 直播管理 > 流管理。

3. 选择所需的 播放域名。

4. 在 时间段、AppName 和 StreamName 中，选择需要加入黑名单的直播流，并单击右侧的 禁

推。

5. 在 禁推类型 中，选择禁推时长，单击 确定。

直播流禁推成功。您可以单击右侧的刷新按钮，在 禁推流 中查看禁推的直播流。

https://live.console.aliyun.com/#/live/dom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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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禁推列表中恢复直播流

如果您想要继续进行推流操作，需先从禁推列表中恢复直播流。请您按照以下步骤从禁推列表中恢

复直播流。

1. 登录视频直播控制台。

2. 单击 直播管理 >  流管理。

3. 选择所需的 播放域名。

4. 单击 禁推流。

5. 在 时间段、AppName 和 StreamName 中，选择需要从禁推列表中恢复的直播流，并单击右侧

的 恢复。

6. 单击 确定。

直播流从禁推列表中恢复成功。您可以在 历史流 中查看该直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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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推断流回调
推断流回调可以进行直播流流状态实时信息回调，及时通知用户推流或断流操作结果。

您可以在控制台中添加一个您的后台服务器的回调URL给阿里云。当有流状态变化时，阿里云通过

HTTP接口向您的服务器发送GET请求，将视频流推送成功，断流成功的状态实时反馈给您。

注意事项

• 原理：通过HTTP接口向用户服务器发送GET请求，将视频流推送成功，断流成功的状态实时反

馈给用户，用户服务器通过200响应返回接口返回结果。

URL无需标识，只需可正常访问，URL的应答要求如下：如果访问超时，会重试这个URL，目前

超时时间是5s，重试次数是5次，重试间隔为1s。

• 支持授信证书颁发机构认证的HTTPS地址。

• 如果您使用推流域名推流，即使用边缘推流，推流回调配置在推流域名上。如果您使用播流域名

进行推流，即使用中心推流，我们会为您生成一个中心推流地址，直接推流到直播中心，推流回

调配置在播流域名上。本文以边缘推流设置推流回调为例进行说明。

操作步骤

1. 登录 视频直播控制台。

2. 单击 域名管理。

3. 选择所需的播流域名，并单击 域名配置。

https://live.console.aliyun.com/#/live/dom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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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基本配置 > 推流信息 中，选择边缘推流地址下方的 推流回调地址，并单击 未配置 右侧的编

辑图标。

说明：

如果您使用中心推流，则选择中心推流信息中的 推流回调地址，进行推流回调配置。

5. 在 回调设置 中，输入回调地址。

示例

https://live.aliyunlive.com/pub? action=publish & app=xc.cdnpe.com
 & appname=test01 & id=test01 & ip=42.120.74.183 & node=cdnvideoce
nter010207116011.cm3

参数 取值说明

time unix 时间戳

usrargs 用户推流的参数

action publish 表示推流，publish_done 表示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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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取值说明

app 默认为自定义的推流域名，如果未绑定推流域名
即为播放域名

appname 应用名称

id 流名称

说明：
需要将流名称转换为小写形式。

node CDN 接受流的节点或者机器名

IP 推流的客户端 IP

10.3 查看直播流帧率码率
在直播环境中，对直播效果影响最大的就是直播的卡顿。导致直播卡顿的因素很多，其中之一便是

上行传输的流畅度。上行传输不佳对于观看体验影响非常大，会导致所有观众端看到的视频都是卡

顿的。

视频直播控制台提供了对上行流量监控的功能，您可以及时查看直播流上行传输状态。

1. 登录 视频直播控制台。

2. 单击 直播管理 > 流管理。

3. 选择所需的播流域名。

4. 选择所需的流状态。

5. 选择您想要监控的直播流的时间段、AppName 和 StreamName。

6. 在您选定想要监控的直播流右侧单击 流监控。

7. 查看流管理数据。

在 流监控 页面，依次可以看到 时长、AppName、StreamName、平均帧率 和 平均码率。

https://live.console.aliyun.com/#/live/dom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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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帧率和音频帧率

• 码率

流管理数据平均一分钟更新一次数据，您可以随时打开界面查看上行数据传输的情况。

当数据显示状态为平滑，且波峰、波谷较稳定时，表示上行传输较稳定。如果出现较大的抖

动，您需要及时排查上行传输出现的问题。

说明：

在推流大约5分钟以后才有监控数据，平均1分钟刷新一次。如果您的推流时间较短，则无法查

看到数据。

导致推流卡顿的因素

播放的卡顿，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推流时出现了卡顿。导致推流的卡顿有以下主要因素，当出现推流

卡顿时，您可以逐一排查问题。

• 手机配置

推流过程中会有一定的 CPU 损耗，硬件配置较差的低端手机，在推流过程中若整体 CPU 使用

率超过 80% 以上，画面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卡顿，花屏等现象，会影响到视频的采集，同时也会

影响到用户端的观看。

• 视频采集参数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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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保证人眼识别流畅度的视频最低保证在 1 秒 15 帧以上，如果 FPS 低于 1 秒 10 帧，画面就会

出现较明显的卡顿，如无特殊情况，尽量将视频帧率设置在 1 秒 15 帧之上。

虽然视频的帧率越高画面流畅感越强，但是帧率超过 1 秒 30 帧后，人眼就无法识别出画面的效

果，帧率增加也增加视频传输的带宽成本，建议您合理设置视频的参数。

• 网络带宽

大多数画面出现卡顿的现象均来自网络因素，以下列出几条常见因素。

▬ 网络带宽大小：确认网络运营商提供给您的带宽大小，是否足够本次直播传输。

▬ 下行带宽占用：检查是否有下载数据占用网络带宽。

▬ 系统资源占用：检查后台是否运行了大量的程序，请您合理的删除和停止正在运行的程

序，空出资源。

10.4 查看直播流
您可以按照以下步骤查看直播流。

1. 登录 视频直播控制台。

2. 单击 直播管理 > 流管理。

3. 选择所需要的播放域名。

4. 在 在线流、历史流 和 禁推流 中，选择您所要查看流状态。

5. 选择您所要查看的直播流的时间段、AppName 和 StreamName，并单击 查询。

您可以看到索要查看的直播流信息。

https://live.console.aliyun.com/#/live/dom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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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实时监控

11.1 推流监控
直播的监控分为推流质量监控和播放质量监控。大部分的直播卡顿等问题都受到推流质量的影响。

通过实时监测推流的质量可以及时定位直播中的卡顿、延时等问题。本文介绍推流监控的操作步

骤、直播流详情、及推流监控项的含义、场景。

推流监控是秒级监控，实时返回每秒钟的推流监控数据，包括 主播到CDN节点的接收音视频帧

率、音视频时间戳、接受头次数、音视频码率（Kbps）、最大音视频帧间隔（毫秒） 和 推流断开

错误码。通过查看每秒中视频流的状态可判断推流的稳定性，及时对直播的内容进行监测，减少观

看视频时的卡顿影响。

操作步骤

1. 登录 视频直播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数据监控 > 实时监控。

3. 选择正在推流的域名、时间段、应用名称和流名称，并单击 查询。

• 如果您想要实时获取监控信息，可以选择 10分钟实时监控。界面会每分钟请求一次数据，及

时返回1分钟内每秒中的推流状态。

• 如果查看历史的监控信息，也可以选择 近半小时、近1小时，以及 自定义 的监控时间。查询

的时间跨度最大支持1天查询。

• 关于监控项的详细信息，请您参考以下内容。

流详情

流监控 含义 场景

推流地址 主播的推流地址。格式：rtmp
://domainName/appName/
streamName。

查看推流地址。

AppName 流的应用名称。 查看应用名。

StreamName 主播推的流的流名。 查看流名。

开始推流时间 主播单次推流的开始推流时
间。

查看开始推流时间点。

https://live.console.aliyun.com/?spm=5176.2020520001.aliyun_sidebar.aliyun_sidebar_live.6edb4bd3fRwj48#/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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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监控 含义 场景

接受推流时间 主播单次推流的结束推流时
间。

查看结束推流时间点。

推流主播IP 主播推流端的IP地址。 监控主播端IP。

编码信息 主播所推直播流的metadata
。格式：{视频编码}{分辨率}/
{音频编码}{音频采样率}。视
频编码、分辨率、音频编码和
音频采样率分别采集自meta
的videocodecid,frame_rate, 
audiocodecid和aac header。

监控流的编码信息。

历史推流记录 主播针对同一路流名，其不同
的推断流记录。

监控主播的推断流时间点。

主播到CDN节点的接受音视频帧率

监控项 含义 场景

视频帧率 服务端每秒采集的接受视频帧
数。

监控主播到服务器端的上行视
频帧率稳定性。

音频帧率 服务端每秒采集的接受的音频
帧数。

监控主播到服务器端的上行音
频帧率稳定性。

音视频时间戳

监控项 含义 场景

视频时间戳 服务器端采集的每秒最后一
帧视频帧所携带的视频时间
戳（单位：毫秒）。

说明：
采集的一秒周期内如果没有收
到视频帧，则设置为-1。

监控视频时间戳的单调性。

音频时间戳 服务器端采集的每秒最后一
帧音频帧所携带的音频时间
戳（单位：毫秒）。

说明：

监控音频时间戳的单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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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项 含义 场景

采集的一秒周期内如果没有收
到音频帧，那么设置为-1。

音视频时间戳差值 以上采集的视频时间戳和音
频时间戳所得出的差值（单
位：毫秒）。

通过监控音视频时间戳差值的
趋势进而判断主播推流音视频
时间戳是否同步。

接受头次数

监控项 含义 场景

AVC 服务器端采集的接受主播端推
流的AVC sequence header的
累计次数。

监控主播端推的AVC sequence
 header 次数。

AAC 服务器端采集的接受主播推流
的AAC sequence header的累
计次数。

监控主播端推的AAC sequence
 header 次数。

音视频码率

监控项 含义 场景

视频码率 服务器端每秒采集的视频码
率（单位：Kbps）。

监控主播推流的视频码率。

音频码率 服务器端每秒采集的音频码
率（单位：Kbps）。

监控主播推流的音频码率。

最大音视频帧间隔

监控项 含义 场景

视频帧间隔 服务端每秒采集的最大的视频
帧之间的时间戳间隔。

监控视频帧本身的时间戳是否
出现跳变。

音频帧间隔 服务端每秒采集的最大的音频
帧之间的时间戳间隔。

监控音频帧本身的时间戳是否
出现跳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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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流断开错误码

监控项 含义 场景

错误码 服务器端每秒采集的推流断开
错误码。

监控主播推流断开的原因。常
见错误码如下：

• 2：推流端主动断开；

• 1,3,4,6：客户端连接发送超
时；

• 101：被断流接口踢掉；

• 103：推流端超过10秒没有
发送数据；

• 104,106：chunk stream id
太大，数值超过32；

• 105：推流一帧数据大小超
过限制，超过5,242,880字
节；

• 122,123：推流鉴权不通
过；

• 125：推流时相同名称的流
在中心已存在；

• 其他错误码：若出现其他错
误码，请您截图提交工单与
我们联系。



视频直播 用户指南 /  12 资源监控

文档版本：20181219 109

12 资源监控

资源监控 包括 流量带宽、回源统计 和 HTTPCODE，您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您想要监控的 域名、运

营商、地区 和 时间段。

监控项 描述

流量带宽 观看视频时产生的流量或带宽。

回源统计 CDN节点没有视频文件缓存时，会回源到直播
中心获取视频文件。

HTTPCODE HTTP 状态码。

操作步骤

1. 登录 视频直播控制台。

2. 单击 资源监控。

3. 选择您想要查看的 域名、运营商、地区 和 时间段，并单击 查询。

4. 选择 流量带宽、回源统计 或 HTTPCODE 进行查看。

说明：

您可以选择 带宽视角 或 流量视角 查看。

https://live.console.aliyun.com/?accounttraceid=1e9b22b9-838d-404a-8c34-fef10ea3bae4#/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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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访问统计

访问统计包括 独立访客数（UV）和 用户分布，您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您想要监控的 域名 和 时间

段。

统计项 描述

独立访客数（UV） 统计当前域名下一定时间段内独立请求的IP次
数。

用户分布 观看视频用户所在地域分布。

操作步骤

1. 登录 视频直播控制台。

2. 单击 访问统计。

3. 选择您所要查看 独立访客数 或 用户分布。

4. 选择您想要查看的 域名 和 时间段，并单击 查询。

独立访客数

用户分布

说明：

您可以选择查看 中国大陆 和 港澳台及海外 的用户分布情况。

https://live.console.aliyun.com/?accounttraceid=1e9b22b9-838d-404a-8c34-fef10ea3bae4#/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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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日志管理

14.1 日志下载

• 日志文件延迟4小时，可以在日志管理模块查询到4小时之前的日志文件。

• 日志文件按小时粒度分割。

• 支持 1月 的日志数据下载。

• 日志命名规则：加速域名_年_月_日_时间开始_时间结束。

• 日志字段格式说明。

字段含义

字段 参数

时间 [9/Jun/2015:01:58:09 +0800]

[9/Jun/2015:01:58:09 +0800]访问ip 188.165.15.75

代理ip -

responsetime(单位 ms) 1542

referer -

method GET

访问url http://www.aliyun.com/index.html

httpcode 200

requestsize(单位 byte) 191

responsesize(单位 byte) 2830

cache命中状态 MISS

UA头 Mozilla/5.0 (compatible; AhrefsBot/5.0; +http://
ahrefs.com/robot/)

文件类型 text/html

控制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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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使用RAM配置子账号访问直播控制台

通过阿里云访问控制服务（RAM）可为子帐号授予相关权限，以达到子帐号在授权范围使用视频直

播 (ApsaraVideo Live) 控制台的目的。

一个主账号可以创建多个子账号，通过对子账号功能的授权，可以限制子账号对主账号资源、功能

的访问，达到统一管理的目的。了解阿里云 RAM 服务。

子帐号的权限主要为直播服务使用授权及 OSS资源对象的权限，规划好该子帐号拥有这些服务的资

源实例后即可按相应的授权模版创建授权策略，并授予给该子帐号即可。

RAM的限制

RAM用户不允许拥有资源，没有独立的计量计费，这些用户由您的云账户统一控制和付费。您可

以给每个RAM用户创建单独的登录密码或访问密钥。但在默认条件下，这些用户并没有任何操作权

限。RAM提供基于访问策略的授权机制，支持您实现对 RAM 用户的细粒度授权。

使用直播控制台，必须给您的子账号开通以下授权才能正常使用服务。

Live （必选）授权使用直播服务，直接使用系统内置 AliyunLiveFullAccess 授权策略。

OSS （必选）授权使用截图存储服务，可按需自定义。详情参见下文。

授权操作

视频直播服务授权ApsaraVideo Live

子账号若需要使用直播服务，需要授予子帐号视频直播服务使用权限。您可以直接使用系统内置

AliyunLiveFullAccess授权策略。

1. 登录 访问控制台。

2. 单击 用户管理。

3. 选择用户名，并单击 授权 为指定的子帐号授予AliyunLiveFullAccess权限即可。

https://ram.console.aliyun.com/#/user/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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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转码服务授权MTS

子账号若要使用录制视频转码服务，需要授予子帐号媒体转码服务使用权限。您可以直接使用系统

内置AliyunMTSFullAccess授权策略。

1. 登录访问控制台。

2. 单击 用户管理。

3. 选择用户名，并单击 授权 为指定的子帐号授予AliyunMTSFullAccess权限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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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授权策略创建说明

您可以自定义创建授权策略并指定给子账号。

1. 登录访问控制台。

2. 单击 策略管理。

3. 单击 自定义授权策略。

4. 单击 新建授权策略 为指定资源实例创建如下例举的自定义授权策略并授予指定的子帐号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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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各服务资源对象授权策略创建完毕后，为相应子帐号授予权限即可。

以下为 OSS 与 Live 授权策略，您可根据需求授予子账号相应权限。

OSS授权策略

权限描述：

• 对指定的Bucket有所有操作权限；

• 有查看Bucket列表权限。

{
  "Vers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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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ement": [
    {
      "Action": [
        "oss:*"
      ],
      "Resource": [
        "acs:oss:*:*:$Bucket",
        "acs:oss:*:*:$Bucket/*"
      ],
      "Effect": "Allow"
    },
    {
      "Action": [
        "oss:ListBuckets"
      ],
      "Resource": "*",
      "Effect": "Allow"
    }
  ]
}

Live 授权策略

权限描述：

• 对指定的Live加速域名有所有权限；

• 有查询Live加速域名的权限。

{
  "Version": "1",
  "Statement": [
    {
      "Action": "live:*",
      "Resource": [
        "acs:cdn:*:$Uid:domain/$DomainName"
      ],
      "Effect": "Allow"
    },
    {
      "Action": "live:Describe*",
      "Resource": "*",
      "Effect": "Allow"
    }
  ]
}

说明：

各个服务的资源授权策略中使用了如下变量，请您替换为您实际的资源实例名称。

变量说明

• Uid

$Uid：云账号 ID，可通过 控制台 > 账号管理 > 安全设置 进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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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cket

$Bucket：OSS bucket。

• Live

$DomainName：Live 加速域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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