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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产品介绍 

ONAIR 视频云转码服务是专业的多媒体数据处理工具，它能为多媒体数据提供

经济、高效、可靠的转码能力，将多媒体数据转码成适合在全平台播放的内容

格式。可为用户提供高效可靠、设置灵活、操作便捷、性能优越的转码服务。 

视频云转码 API 控制台是视频云转码 API 的可视化操作界面，支持转码模板自

由配置、水印转码、视频截图、存储桶策略兼容及任务监控等功能。与华为云

SMN、华为云 IAM 服务深度对接，提供自动化转码工作流服务。 使用户在不

进行代码开发的情况下，仅通过页面配置便可直接使用视频云转码 API，发起

文件的自动化转码、截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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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操作步骤 

 

进入 Onair 视频云首页 onair.yunshicloud.com 后，登录并通过控制中心-转

码 API 服务控制台-控制台即可进入上述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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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用户可以通过设置相关信息搭建文件的自动转码工作流。 

页面信息的配置可通过五个步骤进行，包括： 

1、 输入桶及 SMN 配置 

2、 输出桶配置 

3、 服务调用配置 

4、 转码模板配置 

5、 保存信息并校验上述 2、3、4 步输入配置 

其中，步骤 1 决定转码 API 源文件的获取，步骤 3、4 决定转码 API 的调用，

步骤 2 决定转码后文件的输出，步骤 5 会保存上述信息并对步骤 2、3、4 中的

配置信息进行校验。以上步骤均在文中有详细说明，请见下文。 

配置有效且校验成功后，系统会自动获取输入桶中新上传的文件，发起转码并

将转码结果写入输出桶中。 

为避免产生循环转码，输入桶与输出桶不可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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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输入桶配置 

输入桶不需用户进行填入，桶信息将通过 SMN 的消息传递自动获取。为确保

输入桶中的文件可被读取，若输入桶桶权限为私有，需对其进行授权。 

1.1. 输入桶 

桶中文件将作为转码源文件，依照配置进行转码输出； 

业务开启后会自动获取，不需手动填充； 

输入桶支持公有、私有等多种策略，若输入桶为私有桶，则需进行授权以保证

桶中文件可被读取，授权操作需在华为云对象存储页面权限-桶策略-高级设置

中进行自定义模式配置，具体配置信息如下： 

其中，被授权用户 ID 为 96bc77ac04544f6b8069d503c9b315e4。 

1.2. 与华为 SMN 服务的对接 

为使文件消息传递顺畅，需对输入桶配置华为 SMN 服务。具体操作内容如

下： 

i、 主题管理-主题 

点击创建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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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主题管理-订阅 

点击添加订阅 

 

配置完成主题名称后，协议选择 HTTPS。 

订阅终端为：https://bridge.yunshicloud.com/xxxxxx/api/transcode/ 

其中，xxxxxx 部分为用户在视频云 2.0 使用账户的账户名。 

用户可通过点击视频云内控制中心-转码 API 服务控制台-SMN 订阅终端链接自

动复制订阅终端地址。 

 

iii、 主题管理-订阅 

点击请求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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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主题管理-主题 

点击更多，开始设置主题策略 

 

并在“可发布消息的服务”中勾选“OBS”选项。 

 

v、 在 OBS 的输入桶-概览-桶属性-事件通知中增加创建好的 SMN 服务，并选

择通知事件。 



  视频云转码 API 控制台操作说明  

7 

 

触发通知的事件需至少包括 ObjectCreated。 

 

2、 输出桶配置 

在这里，用户将对输出桶进行配置，指定输出桶和上传方式并进行操作配置

后，转码后文件便可正常输出至配置的存储桶中。 

2.1. 输出桶 

指源文件经过转码后的文件输出位置，此处需填写华为 OBS Bucket 的访问域

名。 

访问域名可在华为云对象存储页面中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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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输出桶上传方式 

转码后文件上传至指定 OBS 有如下三种方法可以执行，三种方法中任选其一即

可。 

a) AK/SK 

用户提供自身华为云的 AK、SK，转码完成后通过用户的 AK/SK 进行文件的输

出桶写入。 

AK/SK 可通过我的凭证-管理访问密钥中的“新增访问密钥”获取。 

 

通过 AK/SK 方式上传的文件会直接继承存储桶的权限策略，也即当存储桶设置

为私有时，上传后的文件不可直接读取。 

b) 授权上传 

对于对自身 AK/SK 有着较高安全需求，不宜给出的用户，可在权限-桶策略-高

级设置中对控制台页面中提供的用户 ID 进行授权，以使上传过程顺利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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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内容共需进行两项自定义配置，具体配置如下： 

其中，被授权用户 ID 为 96bc77ac04544f6b8069d503c9b315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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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通过授权上传方式上传后，上传后的文件会被固定写为可读状态，对视频

版权和账户安全均有着较高要求的客户可考虑使用委托上传方式进行服务设

置。 

c) 委托上传 

委托上传方式需由用户在华为云 IAM 服务中创建指定委托发起。转码服务会定

时与 IAM 接口进行交互，获取委托认证信息，并根据获取到的认证信息实现转

码后文件的委托方式上传。 

在华为云 IAM 服务中创建指定委托的方式如下： 

i. 登录华为云 

ii. 在产品栏目中找到“统一身份认证服务 IAM”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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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点击“立即使用”进入 IAM 控制台

 

iv. 在左侧“委托”栏目中点击“创建委托”

 

v. 创建委托 

 

在“委托的账号”处填写页面中给出的账号名称“songjian”，并在下方权限选

择中的全局服务-对象存储服务条目中增加“Tenant Administrator”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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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完成后，点击页尾“确定”进行委托内容创建。 

委托上传方式需要用户在控制台页面中提供华为云用户名和创建出的委托名

称。其具体位置如图： 

 

3、 服务调用配置 

视频云转码 API 服务及视频云转码 API 套餐服务的产品链接如下： 

https://app.huaweicloud.com/product/00301-120269-0--0 

https://app.huaweicloud.com/product/00301-123275-0--0 

购买服务后，需在页面配置中填写对应调用域名及密钥（AppKey 和

AppSecret）信息，以成功调用接口下发转码任务。 

 

3.1. 调用域名 

此处需填写华为云市场中上架的转码服务接口调用域名。获取方式如下： 

登录华为云账户后，进入“API 网关 APIG”产品页面。 

https://app.huaweicloud.com/product/00301-120269-0--0
https://app.huaweicloud.com/product/00301-1232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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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控制台。 

 

在调用 API-已购买 API 中点击进入购买的对应 API 服务分组。 

 

在分组详细信息中，获取访问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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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中填入信息时，请添加 http 协议头，填入内容示例：

http://transcodeapi.apistore.huaweicloud.com 

3.2. AppKey 

填写购买转码服务后获得的 AppKey 秘钥信息。可在资源-我的应用中获取。 

 

3.3. AppSecret 

填写购买转码服务后获得的 AppSecret 秘钥信息。可在资源-我的应用中获

取。 

 

4、 转码模板配置 

转码模板决定的选择将决定每个上传文件的转码状态与数量。配置完成前述配

置后，通过对转码模板的配置操作，用户可实现实现指定转码模板的自动化工

作流转码。在配置信息保存完毕后，可对转码模板进行自定义设置。自定义模

板的各参数意义及使用范围将在后文详述。 

在页面中，可勾选任意数量的转码模板信息，配置完成后系统会根据此处的配

置模板信息自动执行源文件的对应模板转码任务，并将文件输出至配置好的输

出桶中。 

除固定给出的 mp4、m3u8 模板外，用户还可通过操作创建自定义模板，该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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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将在后文详述。 

5、 保存校验 

点击“保存”后，系统会对输入的输出桶配置、转码 API 服务调用配置及转码

模板配置进行校验。若验证有效，则配置成功，转码服务可正式开始对相应迁

移文件进行自动迁移-转码工作。 

三、 水印与截图 

1、 转码水印 

控制台当前支持对转码文件的指定画面位置的叠加图片、视频以及 gif 水印。 

水印的具体支持格式为： 

水印类型 支持的文件格式 

图片 JPG、PNG、BMP、JPEG 

视频 MP4、MOV 

动图 GIF 

您可通过联系客服人员进行转码水印设置，联系时请提供：视频云账户名称、

水印文件的 OBS 可访问 url 及水印的输出位置信息。 

2、 截图 

控制台当前支持对输入的视频文件进行截图操作。 

支持的截图模式包括： 

截图方式 截图方式说明 

定时截图 可对文件播放的指定时间点进行截图 

均匀截图 可依照需要截取的图片数量进行视频文件的均匀时间截图 

间隔截图 可根据设定间隔时间，每相隔相应时长进行一次截图 

首帧截图 对视频的首帧画面进行截图 

您可通过联系客服人员进行转码水印设置，联系时请提供：视频云账户名称、



  视频云转码 API 控制台操作说明  

16 

截图方式及具体的截图需求。 

四、 任务监控 

通过视频云-API 服务控制台-任务监控可以进入到转码 API 控制台的任务监控

模块。 

 

在任务监控模块可对指定时间转码服务的任务情况进行统计与查看，可监控内

容分作转码、截图两个模块，可监控内容如下： 

 

其中，获取 SMN 任务数指转码服务从 SMN 处获取到的消息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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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自定义转码模板说明 

 
在“转码模板”处可点选打开“自定义”类目进行自定义转码模板的设置与使

用。 

点击“添加模板”，配置相应信息并保存成功后，用户所创建的自定义模板便会

出现在页面栏目下。 

用户可通过点击“查看”实现对模板参数信息的查询，也可通过界面操作删除

不再需要的自定义转码模板。 

通过对模板条目的勾选，用户便可直接完成文件的自定义模板转码设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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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数说明 

 

1.1. 模板名称 

用户可自行定义，有 8 位长度限制； 

1.2. 清晰度 

分为超清、高清、标清、流畅多档清晰度配置，提供视频清晰度标签； 

1.3. 输出格式 

现支持 MP4、M3U8、FLV 三种格式。当选择 M3U8 转码任务时，与 M3U8

文件对应的 TS 切片文件会同时输出至同一目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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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编码方式 

支持 H.264、H.265 两种编码格式； 

当选择 H.265 方式编码时，编码规格不支持调整。 

当输出格式为 M3U8 和 FLV 时，不支持 H.265 编码。 

1.5. 编码规格 

支持 High、Main、Baseline 三种编码规格； 

从压缩比例来说，baseline<main<high，对于带宽比较局限的在线视频，可

能会选择 high。但仍有些低端早期设备只能解码 baseline，所以在适用性上三

者间会有所区分。根据应用领域的不同，Baseline profile 多应用于实时通信领

域，Main profile 多应用于流媒体领域，High profile 则多应用于广电和存储

领域。 

编码方式为 H.265 时，编码规格设置无效。 

1.6. 视频码率 

可选范围 5-100000kbps，决定视频画面质量，码率越高，文件越大，画面质

量越高，转码所需时间越长，对播放设备及播放器的硬/软件要求越高； 

视频码率大小应与画面宽高、帧率等设置相关，设置时的具体参考数值见后。 

1.7. 质量控制因子 

可选范围 0-51，值越大压缩效率越高，但也意味着信息丢失越严重，输出图像

质量越差。相对合理区间参考值为 18-28。质量控制因子越小，文件码率越

高，文件越大，画面质量越高，转码所需时间越长，对播放设备及播放器的硬/

软件要求越高； 

质量控制因子和视频码率作用相当，在配置转码模板时择一填入即可。 

编码方式为 H.264 时，质量控制因子可选范围区间为[1,51]。 

1.8. 转码模式 

onepass：单遍转码输出文件； 

CBR:以恒定码率输出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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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质量控制因子进行转码时，不可选择 CBR 模式。 

1.9. 码率峰值 

用于设定动态比特率下的码率峰值，可选范围 5-100000kbps； 

若视频码率峰值设置过低，则会影响到视频码率设置的正常实现。 

选择 CBR 模式时，码率峰值设置无效。 

1.10. 扫描模式 

逐行扫描： 指显示屏显示图像进行扫描时，从屏幕左上角的第一行开始逐行进

行，整个图像扫描一次完成。因此图像显示画面闪烁小，显示效果好； 

隔行扫描： 指将画面中的每一帧被分割为两场，每一场包含了一帧中所有的奇

数扫描行或者偶数扫描行，通常是先扫描奇数行得到第一场，然后扫描偶数行

得到第二场； 

1.11. 视频宽度 

输入范围 2~8000，单位 px。数值越大，视频宽度越大，文件越大，转码所需

时间越长，对播放设备及播放器的硬/软件要求越高； 

扫描模式为逐行扫描时，所用视频宽高必须为偶数；为隔行扫描时，视频宽高

必须为 4 的倍数。 

编码方式为 H.265 时，视频宽度最低为 66px。 

视频宽度大小应与视频码率、帧率等设置相关，设置时的具体参考数值见后。 

1.12. 视频高度 

输入范围 2~8000，单位 px。数值越大，视频高度越大，文件越大，转码所需

时间越长，对播放设备及播放器的硬/软件要求越高； 

扫描模式为逐行扫描时，所用视频宽高必须为偶数；为隔行扫描，时视频宽高

必须为 4 的倍数。 

编码方式为 H.265 时，视频高度最低为 66px。 

视频高度大小应与视频码率、帧率等设置相关，设置时的具体参考数值见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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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帧率 

指 1 秒钟内的画面帧数，支持范围 1-240fps。帧率越大，视频播放越连贯，转

码所需时间越长，对播放设备及播放器的硬/软件要求越高； 

帧率的常用范围区间一般为 15~60fps。 

帧率大小应与视频码率、视频宽高等设置相关，设置时的具体参考数值见后。 

1.14. 图像组 

指两个 I 帧之间的距离，支持范围 1~100000。 

在视频编码序列中，主要有三种编码帧：I 帧、P 帧、B 帧。 

I 帧指帧内编码图像帧（Intra-coded picture），只利用本帧的信息进行编码。 

P 帧指预测编码图像帧（Predictive-codedPicture），利用之前的 I 帧或 P

帧，采用运动预测的方式进行帧间预测编码。 

B 帧即双向预测编码图像帧（Bidirectionallypredicted picture)，采用运动预

测的方式进行帧间双向预测编码。 

在视频编码序列中，图像组即 Group of picture（GOP），指两个 I 帧之间的距

离。 

在码率不变的前提下，GOP 值越大，画面细节越多，也就更容易获取较好的图

像质量。 

需要说明的是，通过提高 GOP 值来提高图像质量是有限度的，当 I 帧的图像质

量比较差时，会影响到一个 GOP 中后续 P、B 帧的图像质量，直到下一个

GOP 开始才有可能得以恢复，因此 GOP 值也不宜设置过大。 

1.15. 音频编码 

支持 AAC、MP3 两种音频编码； 

1.16. 声道数 

输入范围 1~6； 

音频编码为 AAC 时，声道数范围 1~6。 

音频编码为 MP3 时，声道数范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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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道数无法有效增加。即 2 声道的输入源文件，即便设置了 6 声道转码，最终

的输出文件播放效果也仅为 2 声道状态。 

1.17. 音频码率 

支持范围 8-1000kbps，与其他参数共同决定音频质量； 

1.18. 音频采样率 

支持 22050、32000、44100、48000、96000Hz，与其他参数共同决定音频

质量； 

输出格式为 FLV 时，音频编码为 MP3 时，采样率不支持 32000、48000、

96000Hz。 

输出格式为 FLV 外其它格式、音频编码为 MP3 时，采样率不支持 96000Hz。 

1.19. 视频算法预置 

支持 veryfast、fast、medium、slow、slower 五种模式。编码速度越快，意

味着信息丢失越严重，输出图像质量越差； 

1.20. 缓冲区大小 

码率控制缓冲区大小，支持 1000-128000kbps。决定转码任务执行的稳定性； 

2、 辅助说明 

自定义模板为转码高阶功能，对视音频编解码各参数不够了解的用户在配置模

板时易发生转码转出效果不理想、转出参数未完全匹配模板参数、甚至转码失

败情况，对于前述情况，现辅助说明如下： 

视频宽度、视频高度、视频码率及帧率的设置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视频最终的

输出效果。各参数取值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关系。现给出各清晰度的画面宽、

高、码率参考值，如下： 

清晰度 视频宽度标准值 视频高度标准值 帧率参考值 视频码率参考值 

流畅 640px 360px 25fps 500kpbs 

标清 960px 540px 25fps 800kpbs 

高清 1280px 720px 25fps 1200kbps 

超清 1920px 1080px 25fps 2000k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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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转码文件的输出质量及参数符合预期，若无相应了解，建议自定义模

板中设置的宽高参数值不要在标准值外大幅波动。 

1、 请勿在配置中选择过多转码模板，建议单次选择模板上限不要超过 8 个。 

2、 转码采用添加黑边的画幅变换模式。若模板中设置的画幅宽高比例与视频

源素材相差过多，会导致画幅浪费现象，故请慎重设置恰当的画面宽高比例。 

3、 请勿在单一转码模板中同时选择过高的分辨率和过高的码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