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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概述 

1.1 产品定义  

云转码（CT-CMT，Cloud Media Transcode）为客户提供离线视频一站式解决方案，即

用户上传对象存储后自动完成转码、水印、定点截图、多屏切换等功能,最大程度地确保视

频在相对较低码率的情况下，清晰度不受损失，为用户节省带宽进而节约成本。 

云转码是依托在对象存储服务之上的一个云上云平台，旨在为用户提供高可用、抗容

灾、自动数据备份、高效访问的一个综合平台。 

云转码服务功能包括 Portal查看界面、服务 API和软件开发工具包。您可以通过它们

使用、管理转码服务。 

 

1.2 产品功能 

云转码支持存储于对象存储中的音、视频文件按需转码，支持管道、截图、水印等功

能，可通过控制台界面或 API对用户配置以及转码模板、水印模板、缩略模板、任务、管

道、工作流管理。 

1. 支持格式 

容器格式 

FlAC、3GP、AVI、FLV、MP4、M3U8、MPG、ASF、WMV、MKV、MOV、TS、WebM等。 

视频编码格式 

H.264/AVC、MPEG-1、MPEG-2、MPEG-4、MPEG、FLV、TS、VP8、VP9、WebM、AVS2

等。 

音频编码格式 

AAC、FLAC、MP2、MP3、PCM等。 

2. 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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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管道。可以通过管道来区分不同的转码业务，同一个管道内的作业支持优先级设

置。同时，通过为管道分配转码资源，可以控制管道同时处理转码作业的能力。 

3. 缩略图 

支持离线转码视频文件截取指定间隔时间的 JPG,PNG格式图像。 

4. 水印 

支持在输出的视频上水印。水印图片支持 PNG，JPG格式。 

5. 自定义模板 

由用户自行定义转码参数的转码模版，它是转码参数（音频、视频、容器等）的集合，

可以满足用户个性化的转码需求。 

6. 对外 API 服务 

调用 API可以方便与第三方平台对接。 

7. 客户控制台 

用户可直接用天翼云账号登录云转码客户控制台设置接入信息，管理或查看转码任务。 

 

1.3 产品优势 

1. 便捷易接入 

    简单易懂的服务接入设置，完善的服务端 API，通过调用云转码服务实现离线转码，无

需下载。 

2. 弹性高扩展 

高速稳定的并行转码集群，转码任务无缝扩展。提供丰富的媒体处理工具，自定义转码

模板，可按需设定。 

3. 低成本 

云转码服务按量付费，成本低。 

4. 快速响应     

转码任务下发后马上开始执行，完成时间主要受限于转码任务和视频大小。 



1 产品概述  

5  

 

5. 易维护 

全自动的实现方案，人力需求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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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快速入门 

快速开始使用云转码服务流程如下，请按步骤操作： 

1.开通云转码服务 2.设置接入点信息 3.创建转码任务 4.查看转码状态 

 

2.1 开通云转码服务 

第一步，注册并登录天翼云 http://www.ctyun.cn;  

第二步，未实名认证的用户，需实名认证后才能开通云转码服务； 

第三步，在【用户中心-账户管理】进行账户充值，账户不欠费才能开通云转码服务； 

第四步，进入云转码产品页 https://www.ctyun.cn/product/yzm，快速了解产品后单击

【立即开通】；  

第五步，在购买页面，阅读并同意服务协议，确认订单并完成支付，云转码服务即开

通； 

第六步，点击【云转码控制台】就可进入控制台界面，开始接入您的云转码服务了。 

2.2 设置接入点信息 

登录云转码控制台，选择左侧导航栏【用户信息】，在右侧界面填写对象存储接入信

息。  

http://www.ctyun.cn/
https://www.ctyun.cn/product/yz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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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存储接入点信息包括【存储接入点】、【存储 AccessKey】 、【存储

SecretKey】。对接天翼云对象存储的客户，【存储接入点】为业务登陆地址，【存储

AccessKey】 、【存储 SecretKey】分别对应下图对象存储服务控制台【密钥管理】中主

Key 对应的【AccessKeyID】、【AccessSecretKey】。填写完成，点击【保存】。 

 

 

2.3 创建转码任务 

1. 点击左侧导航栏【转码任务管理】，点击【转码任务管理】界面右上角【新增】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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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弹出转码新增任务步骤 1界面。 

相关参数： 

● 输入 Bucket：选择需要转码的媒体文件所在的 Bucket； 

● 输入文件：选择需要转码的媒体文件； 

● 转码管道：选择转码任务所属的管道； 

● 优先级：选择转码任务的优先级； 

● 输出 Bucket：选择转码后的媒体文件存放的 Bucket； 

● 输出路径：选择转码后的媒体文件存放的路径。 

 

 

3. 填写完毕，点击【下一步】，跳转到步骤 2，填写相关参数。填写完毕，点击【提交】按

钮。 

相关参数： 

● 转码模板：选择需要使用的转码模板，有自定义模板和默认模板两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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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出文件名：转码后的文件名称，默认文件名命规则为【{name}_{time}】格

式，即【文件原始名称+当前时间】，也可以自定义输出文件名，名称只能包括

数字、字母、特殊符号； 

● 使用水印：是否开启水印功能； 

● 使用缩略图：是否开启缩略图功能。 

 

  选择转码模板，则弹出以下【请选择模板】对话框，选择需要的转码模板后，点击【确

定】。 

 
 

若开启水印功能，需填写水印相关参数： 

● 水印模板：选择需要使用的水印模板（可使用默认模板）； 

● 水印 Bucket：选择水印文件存放的 Bucket； 

● 水印文件：选择需要的水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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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开启缩略图功能，需填写缩略图相关参数： 

● 缩略图模板：选择需要使用的缩略图模板； 

● 缩略图文件名：缩略图的文件名称，可自定义。 

 

 

2.4 查看转码进度 

未完成的转码任务，选择控制台中【转码任务管理】，查看【转码任务管理】界面中

【任务进度】转码完成百分比情况。 

 

 

已完成的转码任务或转码失败的转码任务，在【历史转码任务】界面查看历史转码任务

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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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操作指南 

3.1 概览 

  首页默认概述页，可以查看今日、昨日、本月的不同转码文件规格对应的时长数据。 

 

3.2 转码模板管理 

1. 点击左侧导航栏【转码模板管理】，点击右侧界面【新建】按钮，创建转码模板。 

 
 

2. 弹出 【转码模板参数】对话框，填写转码模板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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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模板相关参数 

● 模板是否可用：创建转码任务时无法选择不用的模板； 

● 转码模板名称：填写模板的名称； 

● 文件格式：选择转码后的文件格式； 

b) 视频相关参数 

● 编码格式：选择转码格式； 

● 关键帧最大间隔：两个关键帧之间的非关键帧数量； 

● 编码等级：影响转码的质量； 

● 码率：转码的正常码率； 

● 视频宽度：转码后视频的高度，单位 px； 

● 视频高度：转码后视频的高度，单位 px； 

c) 音频相关参数 

● 编码格式：选择音频的编码格式； 

● 采样率：音频转码时的采样率； 

● 输出码率：音频的输出码率 

● 声道数：音频声道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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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填写完成后，点击右下角【确定】按钮保存。 

 

3.3 水印模板管理 

1. 点击左侧导航栏【水印模板管理】，点击右侧界面【新建】按钮，创建水印模板。 

 

2. 弹出【水印模板编辑】对话框，填写水印模板参数，点击右下角【确定】按钮保存。 

模板相关参数： 

● 模板是否可用：创建转码任务时无法选择不用的模板； 

● 水印模板名称：填写模板的名称； 

● 适配方式：选择 Fit（自适应）、Stretch（拉伸）、 Keep（保持）、Shrink to Fit（保

持原始视频宽高比并加黑边）四种适配方式； 

● 水印最大宽度：水印宽度，单位%或 px； 

● 水印最大高度：水印高度，单位%或 px； 

● 垂直对齐方式：选择水印垂直的 Top（靠上）或 Bottom（靠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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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直位置：填写垂直位置的偏移，需输入单位 px或%； 

● 水平对齐方式：选择水印水平 Left（靠左）或 Right（靠右）位置； 

● 水平位置：填写水平位置的偏移，需输入单位 px或%。 

 
 

3.4 缩略图模板管理 

1. 点击左侧导航栏【缩略图模板管理】，点击右侧【新建】按钮，创建缩略图模板。 

 

2. 弹出【缩略图模板编辑】对话框，填写缩略图模板参数。 

模板相关参数： 

● 模板是否可用：创建转码任务时无法选择不用的模板； 

● 缩略图模板名称：填写模板的名称； 

● 缩略图格式：选择缩略图的格式； 

● 缩略图间隔秒数：每隔多长时间截取一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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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填写完成后，点击右下角【确定】按钮【保存】。 

 

3.5 转码管道管理 

点击左侧导航栏【管道管理】可以查看管道的基本信息，点击【转码管道管理】界面

【管道操作】按钮可以启用或暂停管道，暂停管道后所有与此管道相关的转码任务都会挂起

（注：只有排队等待的任务会挂起，已经开始转码的任务不会有挂起）。恢复管道后所有和

此管道相关的挂起任务都会恢复排队等待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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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转码工作流管理 

1. 点击左侧导航栏【工作流管理】，点击右侧【工作流管理】界面右上角的【新增】按

钮。 

 

2. 弹出【新增工作流】对话框，输入工作流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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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输入】右侧的编辑按钮 ，弹出【输入配置】对话框，填写输入配置，配置完成

后，点击右上角的【✖】关闭对话框，自动保存。 

输入配置相关参数： 

● 输入 Bucket：选择需要转码的媒体文件所在的 Bucket； 

● 输入目录：选择需要转码的媒体文件目录； 

● 转码管道：选择转码任务所属的管道； 

● 优先级：选择转码任务的优先级 0-100； 

● 输出 Bucket：选择转码后的媒体文件存放的 Bucket； 

● 输出路径：选择转码后的媒体文件存放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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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输入】右侧的新增按钮 ，新增一行转码。 

 
点击【输入】下方的【转码】，新增一路转码。 

 

 

5. 点击【转码】右侧的编辑按钮 ，弹出转码配置对话框，填写转码配置。配置完成后，

点击右上角的【✖】关闭对话框，自动保存。 

转码配置相关参数： 

● 转码模板：选择需要使用的转码模板，有自定义模板和默认模板两种选择； 

● 输出文件名：默认文件名命规则为【{name}_{time}】格式，即【文件原始名称+当

前时间】，也可以自定义输出文件名，名称只能包括数字、字母、特殊符号； 

● 使用水印：是否开启水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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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开启水印功能，则需填写相关参数。 

● 水印模板：选择需要使用的水印模板； 

● 水印 Bucket：选择水印文件存放的 Bucket； 

● 水印文件：选择需要的水印文件。 

 

 

6. 点击【转码】右侧的新增按钮 ，添加缩略图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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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缩略图】右侧的编辑按钮 ，弹出缩略图配置对话框，完成配置后，点击右上角

的【✖】关闭对话框，自动保存。 

缩略图配置相关参数： 

● 缩略图模板：选择需要使用的缩略图模板； 

● 缩略图文件名：缩略图的文件名称，可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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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点击【操作】右侧的编辑按钮 ，弹出操作对话框，填写操作配置，配置完成后，点击

右上角的【✖】关闭对话框，自动保存。 

操作相关参数： 

● 操作原始文件：是否处理原始文件； 

删除源文件：转码完成后删除原始文件； 

转存文件：转码完成后移动原始文件； 

● 设置任务回调：是否开启任务回调，开启后任务执行完会向指定的地址发送回调地

址； 

● 回调地址：任务完成后回调消息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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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全部编辑完成后，点击【新增工作流】对话框右下角【确认】按钮，提交创建好的工作

流，在工作流管理界面看到工作流状态。 

 

 

已完成的转码任务，可在【历史转码任务】中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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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常见问题 

4.1 计费类 

4.1.1云转码服务支持哪些计费方式？ 

我们提供按量（转码时长加请求次数）计费方式。 

4.1.2云转码服务计费周期是多少？ 

云转码按天根据一天内统计的输出规格对应的转码时长和请求次数计费。 

4.1.3是否支持余额不足提醒？ 

用户可在充值页面自助设置余额阈值，小于等于阈值则收到短信、邮件提醒。 

4.1.4当有欠款时，如账户重新充值，云转码服务是否可用？ 

当有欠款时，在账户中重新充值时，先抵扣欠款，欠款消清时允许使用云转码服务。 

4.1.5云转码是否支持退款？ 

不支持。 

4.1.6云转码产品是否支持代金券付款？ 

目前不支持。 

 

4.2 购买类 

4.2.1云转码服务的购买有什么限制？ 

用户必须登陆账号，通过实名认证，且账户不欠费时，允许订购云转码服务；订购成功云转

码服务后，按量付费，若账户余额小于 0，则无法使用云转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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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购买云转码服务时，是否可以选择计费规则？ 

目前只有按量计费方式，即通过统计转码时长和请求次数计费。 

4.2.3购买云转码服务时，按量计费的单价如何获取？ 

可以通过【帮助中心】，选择【视频能力】中的【云转码】产品查看【购买指南】中的【价

格】。 

 

4.3 操作类 

4.2.1开启云转码服务必须接入对象存储服务吗？ 

是的。目前云转码服务必须对接对象存储服务，对存储在对象存储中的音视频内容提供转码

服务。因此，进入云转码控制台界面，首先需要在【用户信息】中填写【存储接入点】、

【存储 AccessKey】 、【存储 SecretKey】。 

4.2.2提交云转码任务后，如何获得转码状态？ 

选择控制台中【任务管理】，未完成的转码任务进度在【转码任务管理】中查看【任务进

度】百分比情况，已完成的转码任务详情在【历史转码任务】界面查看。也可以通过 API 接

口查询转码任务的详细信息，请求方式：GET,请求地址

/api/codec/v1/transcodec_task/{transcodec_task_id}/。 

4.2.3一个转码作业需要多长时间？ 

许多因素会影响转码速度，例如输入文件的时长、分辨率以及比特率、转码模版设置等。一

般的作业时长为输入文件时长的 0.5 倍到 1.5 倍之间。如果收到大量作业，它们将被排序处

理。 

4.2.4是否支持 API 接口提交转码任务？ 

支持。请求方式： POST，请求地址：/api/codec/v1/transcodec_task/。具体可参考 API 接口

文档中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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