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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快速上手指引 

1.1 进入视频点播服务 

前提：进入视频云服务之前需要先在华为云-产品-基础服务中购买视频点播服务； 

① 华为云-控制台  ② 关注资源/服务列表-选择“视频-视频点播”  ③ 进

入视频点播页面 

 
 

1.2 编辑素材 

进入素材编辑前需要先将需要编辑的素材上传到媒资管理中，步骤如下： 

上传素材  创建任务  编辑素材 

1.2.1 上传素材 

① 进入云编辑-媒资管理，点击上传  



 
② 点击“本地上传-添加音视频” 

 
③ 选择文件后，点击开始上传 

 
④ 查看上传进度 



 
 

1.2.2 创建任务 

① 云编辑-云快编-创建任务 

 
② 填写任务信息，点击确定 



 
③ 选择刚刚创建的任务，点击“编辑” 

 
④ 进入素材编辑页 

 
 



1.2.3 编辑素材 

编辑素材可对素材进行添加字幕、特技、剪辑素材、支持视频音频及图像的

编辑等操作，以下介绍常用操作： 

1.2.3.1 添加素材 

前提：进行素材编辑前需在浏览器设置中确认已开启声音选项 

方式一：整段直接拖入时间线 

① 在媒体中找到需要的素材（可在上方进行搜索） 

 
② 左键按住素材拖到符合的轨道 

 



 

方式二：预览视频后上时间线 

①双击视频素材打开预览窗口 

 
②点击覆盖/插入上线 

整段上线：直接点击覆盖/插入上线 

片段上线：选择入点出点后，直接点击覆盖/插入上线 

 
注：覆盖上线：视频片段覆盖游标当前所在时间点的视频，原时间点视频被覆盖 

插入上线：视频片段插入到游标当前所在时间，原时间点的视频后移 

1.2.3.2 剪辑素材 

（1）裁剪素材 

裁剪素材即裁减掉原视频中不需要的部分； 

① 选中需要裁剪的素材 



 
② 确认游标位置，点击设置素材入点和出点（设置后，素材起止画面为刚刚设

置的入出点间） 

 
注：若设置素材出点，则设置后素材结束画面为游标所在位置的画面 

③ 查看裁剪后的素材播放 

 
 

（2）切割素材 



切割素材即将原视频从某一时间点切分为两个视频； 

① 选中需要切割的素材 

 
② 将游标移动至需要切割的时间点，使用快捷键“/”进行切割 

 
③ 查看切割后的素材 

 



 

1.2.3.3 添加字幕 

前提：时间线上已有素材 

（1）添加标题字幕 

添加单个字幕，可单独编辑样式及长度 

① 将字幕-标题字拖入到 G 轨道中 

 
② 双击编辑字幕 

 
 

（2）添加唱词字幕 



批量添加多个字幕，可编辑单个长度，但样式为统一样式 

① 将字幕-唱词拖入到 G 轨道中 

 
② 输入字幕内容，回车键输入下一条字幕 

 
 

1.2.3.4 添加特技 

特技分为视频内部特技和视频过渡特技 

（1）视频内部特技 

视频内部特技包括：2D、颜色调整、滤镜； 

前提：时间线上已有素材 

① 将特技-视频内部特技模板拖入到 V 轨道已有素材上 



 
② 点击播放按钮预览特技 

 
 

（2）视频过渡特技 

视频过渡特技：溶解； 

前提：V 轨道上已有两段及以上的素材； 

① 将特技-视频内部特技模板拖入到 V 轨道两段素材之间 



 
② 点击播放按钮预览特技 

 

1.3 配置合成模板 

① 进入云快编-合成模板管理，点击“新建模板” 



 
② 填写相关信息，点击“确定” 

 
③ 创建的模板可以在云快编-编辑页面-合成中，选择合成模板 



 
 

1.4 合成素材 

合成素材即将编辑的素材合成一个新的素材； 

① 点击合成 

 
② 填写素材信息，点击确定 



 
③ 查看合成状态及进度（合成完成后可查看素材） 

 
④ 查看合成素材：音视频管理  根据名称找到合成的素材进行播放 

 
 



1.5 发布素材 

如需发布合成的素材，目前不支持直接发布至外部应用，但提供两种获取视频的

方式： 

方式一：获取播放地址 

① 进入音视频管理，找到素材，点击管理 

 
② 点击播放地址，复制地址粘贴至需要发布的应用内 

 
 

方式二：获取代码 

① 进入音视频管理，找到素材，点击管理 



 
② 点击代码示例，复制代码粘贴至对应位置 

 
 

第 2 章 其他操作 

2.1 添加标记点 

添加标记点一般用于辅助编辑素材，对素材最终呈现没有实际影响，可标记对话

开始结束时间点等； 

① 点击添加标记点（标记点添加至游标所在位置） 



 
② 填写标记点信息 

 
③查看已添加的标记点（右侧属性栏可对标记点信息进行编辑、删除） 

 

2.2 分离音频 

素材上时间线默认是音频和视频一起上线，如需分离音频可以使用“解组”按钮



，将音频与视频分离，可单独编辑。 

① 选中一段素材，点击“解组”按钮 

 

② 查看分离的音频 

 

2.3 查看及修改快捷键 

① 点击设置-快捷键 



 
② 修改快捷键 

 

2.4 查看引导页 

基础常用操作可查看引导页； 

① 点击设置-引导页 

 



② 查看引导页内容 

 

2.5 时间线操作 

2.5.1 保存时间线 

① 点击“保存-保存时间线” 

 

② 提示“保存成功”即可（下次进入这个任务就是保存的状态） 



 

2.5.2 新建/清空时间线 

① 点击“新建/清空时间线”按钮 

 
② 确认是否保存现在的时间线 



 
注： 

保存：填写时间线名称，选择保存路径，保存时间线后清空 

不保存：直接清空现有时间线 

关闭：关闭操作窗口，不清空时间线 

2.6 工具栏按钮设置 

① 点击“设置-工具栏管理” 

 

② 将需要的按钮拖动到对应工具栏 



 

注：若工具栏的按钮已满，可将使用频率较低的按钮拖回上方 

③ 调整完成后，点击“确定”即可看到调整后的工具栏 

 

操作按钮说明： 

按钮 描述 快捷键 

 
播放 Space 

 
上一帧 Left 



 
下一帧 Right 

 
设置素材出点 Shift+I 

 
设置素材出点 Shift+O 

 
后退  Ctrl+Z 

 
前进  Ctrl+Y 

 
入点  I 

 
出点 O 

 
选中素材设置入出点 H 

 
清除入点 Alt+I 

 
清除出点 Alt+O 

 
配音   

 
剪切 / 

 
添加标记点 M 

 
上一标记点 ，  

 
下一标记点  .  

 

插入 Insert 

 
覆盖  

 
成组 G 



 

解组 Alt+G 

 
插入方式删除素材头到游标之间的内容 ctrl+shift+E 

 

插入方式删除游标到素材素材尾之间的内容 ctrl+shift+R 

 
扩展按钮窗口  

 

添加音频过渡  

 

检测重复素材  

 
删除素材间空白区域 Y 

 
删除公共空白区域 Ctrl+D 

 
覆盖方式删除素材头到游标之间的内容 Ctrl+E 

 
覆盖方式删除游标到素材尾之间的内容 ctrl+R 

 
音频矩阵  

 
游标到入点 ctrl+I 

 
游标到出点 ctrl+O 

第 3 章 功能介绍 



3.1 页面布局 

 

  

SV 窗口：SV 窗口为素材预览窗口，双击素材即可打开 SV 窗口。SV 窗口用于

对素材进行挑选上线，在 SV 窗口中能查看和搜索素材标记点，并可将标记点

内容上线，目前支持视频和音频的预览。 

 

MV 窗口：MV 窗口为素材编辑预览窗口，将游标移至时间线的素材上即可在

MV 窗口预览画面。MV 窗口用于预览时间线上编辑的素材，可逐帧播放，目

前支持视频和音频的预览。 

 

时间线：时间线由一些视频、音频、字幕等轨道组成，显示用户正在编辑素材

的状态，时间线上功能按钮能够实现对素材的基本修剪和一些快捷的特技编辑

等功能。在节目制作过程中，用户可以对轨道进行添加、删除、联动、有效/无

效操作。 



属性窗口：即属性页，默认为隐藏状态，可点击页面右上角按钮 实现显示

/隐藏。用于显示素材的入出点信息及标记点列表，也可在窗口内对字幕和特技

等参数进行编辑。 

 

3.2 媒体 

媒体显示当前媒资管理中已上传的素材，支持文件夹管理。双击可预览素材，也

可直接将这里的素材拖入时间线编辑。 

 

3.3 字幕 

在资源库中，用户可以通过切换标签查找字幕模板并拖放字幕模板到 CG

轨道。 关于字幕编辑，请参阅属性窗口。 

 
 



3.4 特技 

在资源库中，用户可以通过切换 Tab 来查找特技，包括视频内部特技：

2D、颜色调整和滤镜（30 多个），视频过渡特技：溶解。 将特技拖放到时间

线中的素材上。关于特技编辑，请参考属性窗口。 

 

 提示： 

如果用户想要添加过渡特技，可拖拽特技面板中的特技到时间线素材上，一

个切口处只允许添加一个过渡特技和一个滤镜。 

 

3.5 SV 窗口 

双击视频素材进行预览，在 SV 窗口中存在音频监听页面和标记点列表。通

过窗口右下角的按钮进行音频监听页面和标记点列表的切换。 音频监听页面可

以对音频进行单独监听，标记点列表中可以查看素材中的标记点，并且可以直

接将标记点段的素材上线。 



 

 

3.5.1 信息栏 

展示以下信息: 

 

  

名称 

展示所显示素材的名称。 

当前时码 

显示当前游标位置的时码，在 SV 窗口右键点击 POS 处的时码，可切换时码

类型，包括 FTC、CTL，两种时码。  

总长度 

展示当前显示预览素材的总长度。 

标记点按钮 

点击标记点按钮打开或隐藏标记点列表。 



音频监听 

音频监听页面中可以监听每一轨道的音频情况，也可对部分音频轨静音处

理，单独监听任意轨道。 

3.5.2 按钮介绍 

按钮 描述 快捷键 

 播放/暂停 Space 

 游标到素材头 Home 

 游标到素材尾 End 

 上一帧 Left 

 下一帧 Right 

 设置入点 I 

 设置出点 O 

 显示标记点   

 
选择素材上线轨道   

 插入模式上线 Q 

 覆盖模式上线       R 

 清除入点 Alt +I 

 清除出点 Alt+O 

 
帧匹配  



 
VU 表  

 

3.6 MV 窗口 

 

 

3.6.1 信息栏 

展示以下信息: 

 

标题 

展示时间线标题。 

  



3.7 属性窗口 

属性窗口的显示可在右上角按钮 即可实现对属性窗口的显示/隐藏操作。

属性的显示各不相同，取决于当前的编辑类型（时间线、字幕、特技）及当前

剪辑的素材类型（视频、音频、图像）。 

3.7.1 时间线属性窗口 

单击时间轴，属性窗口显示时间轴信息。 

 

3.7.2 字幕属性窗口 

（1）标题字 



添加字幕：拖拽标题字到字幕轨道 ，单击字幕或 MV 窗口中的

字幕对象进入字幕属性窗口，双击进入字幕编辑。 

  

  

字体 

支持设置字体的颜色、大小、粗体、斜体和行间距。  

对齐 

支持调整字幕对齐：左对齐、右对齐、居中； 

支持调整字幕位置：居上、居中、居下。 

阴影 

勾选即添加阴影。 

淡入淡出 



勾选即添加淡入淡出效果。 

背景色 

勾选背景色，选择颜色（仅支持单行标题字背景色添加） 。 

属性窗口 

显示当前字幕的入出点数据，包括入点与出点的时间、长度、片段总数，以

及标记点列表。 

 

（2）唱词 

添加字幕：拖拽字幕到字幕轨道 ，单击字幕或 MV 窗口中的字

幕对象进入字幕属性窗口，双击进入字幕编辑。 

  

字体 

支持设置字体、颜色、大小、粗体和斜体。  

阴影 

勾选添加阴影 

属性窗口 

显示当前字幕的起止时间数据及入出点长度。 



 

3.7.3 图片属性窗口 

 

点击时间线上的图片显示图片素材属性，在属性中能直接进行修改 

  

开始/结束 

输入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来设置图片的入点和出点，输入完成后按

【ENTER】键确认。 

  

3.7.4 视频属性窗口 

 

单击时间线上的视频素材，会显示视频属性。 



在属性窗口中可以进行修改。 

 双击时间线上的视频素材，可对视频添加淡入淡出，并且设置淡入淡出的持续

时长 

 

名称 

显示素材名称。 

 入点/出点 

通过输入的方式设置要添加的时间线入出点。 

 开始/结束 

通过输入设置要添加到时间线上的素材的开始和结束位置 

所需的时码。   

 创建时间 

显示素材创建时间。 

  

3.7.5 音频属性窗口 

 



单击时间轴音轨上的音频，然后显示其属性 

在“属性”标签中。 可以修改这些属性。 

双击时间线上的音频素材，可对音频添加淡入淡出，并且设置淡入淡出的持续

时长  

名称 

显示素材名称。 

 入点/出点 

通过输入的方式设置要添加的时间线入出点。 

 开始/结束 

通过输入设置要添加到时间线上的素材的开始和结束位置所需的时码。   

创建时间 

显示素材创建时间。 

 

3.7.6 特技属性窗口 

输入特技参数:在素材上双击特技图标 ， 输入特技参数.每个参数

都对应不同的效果。  

 视频内部特技 

2D 特技 

2D 特技支持调整素材的位置，大小和放大缩小，旋转。支持对特技参数添

加关键帧。 



 

  

颜色调整 

支持调整视频素材的饱和度/色相/对比度 



 

 视频过渡特技 

溶解 

支持添加混合溶解，支持通过拖拽时码 修改过渡持续时长，支

持添加进度关键帧 

 

浸染 



支持在调色面板选择浸染颜色，支持通过拖拽时码 修改过渡持

续时长，支持添加进度关键帧 

 

 

3.8 时间线 

用户可以在时间线上添加素材，并使用按钮和快捷键进行简单的编辑操作。 

 

  

3.8.1 时间线制式 

 默认时间线视频格式为 HD 1920 * 1080 50i。 



支持多种格式： 

 SD      720*480       29.97i                             SD     720*576         25i 

 HD     1440*1080     59.94i                              HD     1440*1080     50i 

 HD     1920*1080     59.94i                             HD     1920*1080     50i 

                                                        HD     1280*720       25P 

                                                        HD     1920*1080     25P 

  

3.8.2 轨道面板 

焦点移动到轨道面板上时，会显示删除轨道、添加轨道、静音按钮。 

 

支持多轨道: 

字幕、图片轨（G）：6 轨 

视频轨（V）+音频轨（A）：4 轨 

  

3.8.3 添加内容到时间线 

1)    从 SV 窗口中添加 



2)    从媒体库拖上时间线轨道 

注意： 

·    可以直接将素材拖放到时间线上。 

·    视频素材可以添加到 Audio 轨，此时将只上线素材的音频。 

·    素材没有上传完成的情况下不能拖上时间线。 

规则: 

图片 

·    图片只能添加到 CG 轨道。 

·    拖放即可更改图像大小。 

·    拖动即可更改图片位置。 

·    图片的默认长度为 4 秒，可在设置中心-图片上线长度中更改图片上

线的默认长度 

.   可在设置中心修改图片上线规则，可选择高适应，宽适应，等比适

应或者是不转换 

.   图片上线到 CG 轨后，还可以对图片进行高缩放，宽缩放，自由缩

放 

字幕  

·         单击显示字幕属性。 

·         字幕始终位于画面最顶层。 

·         双击选择文本输入框并输入文本。 

·         用户可以更改字体。 



·         在“属性”选项卡中更改文本位置，内容和对齐方式，并更改字

体类型，字体大小，字体颜色，阴影颜色和背景颜色。 

·         字幕默认长度为 4 秒。 

 

3.8.4 按钮描述 

按钮 描述 快捷键 

 
播放 Space 

 
上一帧 Left 

 
下一帧 Right 

 
设置素材出点 Shift+I 

 
设置素材出点 Shift+O 

 
后退  Ctrl+Z 

 
前进  Ctrl+Y 

 
入点  I 

 
出点 O 

 
选中素材设置入出点 H 

 
清除入点 Alt+I 

 
清除出点 Alt+O 

 
配音   

 
剪切 / 



 
添加标记点 M 

 
上一标记点 ，  

 
下一标记点  .  

 

插入 Insert 

 
覆盖  

 
成组 G 

 

解组 Alt+G 

 
插入方式删除素材头到游标之间的内容 ctrl+shift+E 

 

插入方式删除游标到素材素材尾之间的内容 ctrl+shift+R 

 
扩展按钮窗口  

 

添加音频过渡  

 

检测重复素材  

 
删除素材间空白区域 Y 

 
删除公共空白区域 Ctrl+D 

 
覆盖方式删除素材头到游标之间的内容 Ctrl+E 



 
覆盖方式删除游标到素材尾之间的内容 ctrl+R 

 
音频矩阵  

 
游标到入点 ctrl+I 

 
游标到出点 ctrl+O 

  

3.8.5 后退/前进 

·          通过使用后退/前进，用户可以轻松地控制时间线编辑。 

·          最大记录 99 步操作。 

  

3.8.6 添加标记点 

1）点击[添加标记点]按钮添加一个标记点，标记点显示在时间线上。 

2）标记列表窗口弹出，您可以选择颜色（十种颜色）。 

3）创建的标记点显示在“属性区域”中的“标记点列表”中。包括：标记点图

标，时码和描述。 

 

3.8.7 入出点 

 ·          点击入出点按钮设置入出点。 

·          点击删除入出点按钮来删除入出点。 

  



3.8.8 剪切 

·          选中素材并移动游标来设置剪切的位置，点击剪切按钮或使用快捷键“/”

来进行剪切操作 

  

3.8.9 音频调节 

·          按住 A 进入音频调节模式，此时可对素材的音频大小进行调节。 

·          按住 A 的同时按住 Alt 键，可在音频调节线上添加关键帧，松开 A 键可

对关键帧位置进行调节。 

·          可通过拉动音频推子或音频调节线调节音频的增益 

·          右键点击轨道头可选择调节的范围 

·          按住 shift 键，拉动推子可纵向调节多个音频的增益 

 

注意: 

·          音频调节模式下无法添加删除素材 

 

3.8.10 时间线缩放 

点击轨道头上的 按钮，或者使用快捷键“+/-”，或者按住

鼠标右键上下滚动鼠标，即可对时间线进行放大和缩小 

时间线缩放模式可在设置中心进行设置，可选择以游标当前位置缩放，以选中素

材为中心缩放，以游标为中心缩放 



3.9 多幅面编辑 

 
 

支持多幅面编辑，在创建云快编任务时可选择不同幅面，创建后不可修改。

目前支持的幅面有 16:9、1:1、9:16，以满足不同的编辑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