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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咨询与规划

1.1 云视频咨询规划服务

1.1.1 工作说明书

服务简介

针对直播、转码、数字内容生产等和音视频相关的企业，结合企业痛点及创新需求，
提供内容咨询及规划建议。

前提条件
● 客户应提前至少10工作日申请该服务，以便于华为评估客户需求及协调数字人模

型相关专家；

● 明确客户需求，双方达成一致的服务目标，并完成合同签订。

服务范围
● 覆盖范围

数字人模型及相关配饰、虚拟场景等模型制作及数字人相关视频、海报、直播等
应用。

● 不覆盖范围

华为开发支持工程师只负责本工作说明书所载明的服务，提供不在服务范围内的
服务需要额外付费。不在服务范围内的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所示内容：

– 离开常驻工作地前往其它城市进行相关工作（注：可能涉及费用包含但不限
于差旅费、住宿费、附加通讯费等)；

– 应客户要求超出正常工作日和工作时间的相关工作（注：涉及加班工资和补
助)；

– 外购件产品。

服务内容

服务子项请根据实际需要选择。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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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服务项 服务子项 服务说明

数字内容咨询规划服务 数字内容咨询设计服务 针对有3D数字人模型、基
于模型的视频、海报、直
播服务诉求的企业，提供
咨询服务

数字文创咨询规划服务 针对在音视频管理、数字
内容创新过程中遇到困难
及有创新诉求的企业，提
供设计咨询规划服务

 

责任分工

● 共同责任

– 双方商定并确认具体数字人服务目标及范围；

– 完成合同签订。

● 客户责任

– 提供详细准确的需求和场景；

– 开通华为云账户并进行充值（建议不低于700美元），用于数字人模型相关云
产品和资源的购买；

– 审核并确认华为提供的指导计划和交付件。

● 华为责任

– 模型制作前，按照客户所选服务项，制定制作计划和报价清单供客户审核确
认；

– 模型制作期间，依确认后的计划为指定客户进行模型制作输出，并阶段和确
认制作结果；

– 模型制作后，根据所选模型制作服务项，出具交付件清单。

责任矩阵

此处职责分工仅供参考，请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修改。

R=责任方/Responsibility，S=协助方/Support

交付项目 阶段 工程活动内容 华为 客户

售前支撑 商务介入 商务洽谈 R S

售前调研 业务问题定义 S R

业务理解 S R

咨询设计 基于客户的输
入进行相应的
设计规划

咨询设计 R S

验收 交付 设计规划文档 R S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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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项目 阶段 工程活动内容 华为 客户

确认完成 客户验收确认
部署完成并交
接

S R

 

服务交付件

大类 服务 交付件

云视频咨询规划服务 数字内容咨询设计服务 《XXX数字内容咨询设计
文档》

数字文创咨询规划服务 《XXX数字文创规划设计
文档》

 

注意

最终交付件根据具体项目在制定计划时与客户商定。

服务流程

● 提交服务申请

– 客户提出服务申请。

● 需求沟通确认

– 华为方会组织专家跟客户详细了解需求并进行评估；

– 和客户确认需求范围和交付目标。

● 服务订单确认

– 根据客户需求进行方案设计；

– 待客户确认后整理正式的实施计划。

● 服务咨询与实施

– 项目开始正式启动；

– 整理最终的项目验收材料，交付件。

● 服务验收

– 客户签署《云视频咨询规划服务验收报告》或在官网单击确认验收；

– 项目完成验收。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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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标准

各服务子项按如下标准提交交付件，客户官网单击验收确认、签字或盖章作为服务验
收通过依据。

1.1.2 常见问题

1.1.2.1 关于服务咨询

1.1.2.1.1 什么是云视频咨询规划服务？

云视频咨询规划服务主要针对直播、点播、转码、数字内容生产等和音视频相关的企
业，结合企业的痛点及创新需求，提供内容咨询及规划建议。

1.1.2.1.2 云视频咨询规划服务可以提供哪些服务？

数字内容咨询设计服务、数字文创咨询规划服务。

服务类型 服务内容 典型应用场景

数字内容咨询设计服务 针对有3D数字人模型、基
于模型的视频、海报、直
播服务诉求的企业，提供
咨询服务

企业形象宣传、视频制
作、企业虚拟直播等

数字文创咨询规划服务 针对在音视频管理、数字
内容创新过程中遇到困难
及有创新诉求的企业，提
供设计咨询规划服务

音视频处理效率提升等

 

1.1.2.1.3 云视频咨询规划服务单的有效期是多长？

从您成功购买云视频咨询规划服务起计算，服务单的有效期为1年。

1.1.2.2 关于服务购买

1.1.2.2.1 云视频咨询规划服务怎么收费的？

云视频咨询规划服务属于按需计费，且为一次性计费产品。

1.1.2.2.2 服务是否支持退款？

云视频咨询规划服务属于一次性计费产品，未使用前支持退款和退订，交付中或服务
后不支持退款和退订。在购买时，用户可以参考服务说明和自身业务的实际情况购
买。

1.1.2.3 关于服务交付

1.1.2.3.1 提供现场服务吗？

本服务仅支持远程服务。

专业服务
产品介绍 1 咨询与规划

文档版本 01 (2023-01-13)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4



1.1.2.3.2 下单后服务多久可以完成?

数字内容咨询设计服务服务周期2周到3周，数字文创咨询规划服务服务周期1个月到2
个月。

1.1.3 计费说明

计费说明

本章节主要介绍云视频咨询规划服务的计费说明， 包括计费项，计费模式，以及续
费。

计费项

计费项 计费说明（价格）

数字内容咨询设计服
务

根据您购买的“人天”进行计费

数字文创咨询规划服
务

根据您购买的“人天”进行计费

 

计费模式

云视频咨询规划服务属于按需计费，且为一次性计费产品。

变更配置

云视频咨询规划服务属于一次性计费产品，不支持变更，未使用前支持退订，交付中
或服务后不支持退订。在购买时，用户可以参考服务说明和自身业务的实际情况购
买。

续费

云视频咨询规划服务属于一次性消费，不支持续费。到期后，需重新购买。

到期与欠费

云视频咨询规划服务的有效期为1年，请务必在有效期内使用。到期以后，需重新购
买。

FAQ
更多计费相关FAQ，请参见云视频咨询规划服务常见问题。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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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云与实施

2.1 上云迁移服务

服务简介

上云迁移服务是基于XX（以下简称“客户”）提供的源端信息，由华为云进行迁移方
案设计和实施的专业服务。

本服务工作说明书可作为《上云迁移专业服务合同》的附件模板，对项目的工作范
围、合同双方工作界面以及完成条件作了基本约定，如与《上云迁移专业服务合同》
的条款和条件相冲突，以《上云迁移专业服务合同》为准。

服务范围

本项目华为云服务包括以下内容：

● 根据双方澄清的待迁移应用和数据范围，为客户提供重新部署建议、主机、数据
库和数据迁移等方案设计和实施服务。

● 在约定范围内的业务切换上华为云时，为客户提供华为云基础设施保障服务。

本项目上云迁移服务不包括以下内容：

● 客户应用软件和数据库的设计、改造。

● 客户应用软件和数据库的安装部署。

● 云平台基础架构设施设计与环境搭建。

● 迁移实施所需的通信基础组件。

● 未明确认定在“范围内”的应用系统、数据库及数据迁移。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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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内容

表 2-1 上云迁移服务内容

服务内容 服务说明

迁移方案设计 评估业务系统、数据库、存储数据等信息，提供业务迁移方案，包
含云上组网规划、基础环境部署、应用主机迁移、数据库迁移、存
储数据迁移等方案，协助客户完成业务切换方案。

组网实施 协助客户完成专线、虚拟专用网络（VPN）、虚拟私有云（VPC）
内网、安全组、ACL等部署实施。

基础环境实施 根据上云方案，协助客户完成云上基础设施方案的实施，如协助客
户进行ECS、RDS等资源购买与开通。

主机迁移 实施主机迁移方案，将应用主机的操作系统整体迁移至华为云。

数据库迁移 实施数据库迁移方案，协助客户完成全量与增量数据库迁移实施。

存储数据迁移 协助客户，实施全量与增量数据迁移，协助客户验证全量与增量数
据迁移的效果，完成云下存储数据到云上存储数据的割接。

业务压测 针对网页类应用进行网页登录，查看等场景的事务，进行高并发的
业务压测，提供并发数、事务成功率、响应时延和TPS等测试指
标，针对瓶颈提供优化建议。

业务切换保障 在客户实施业务切换上华为云时，提供华为云基础设施的保障。

 

服务流程

项目启动会 -> 项目调研 ->规划设计 ->迁移实施 -> 项目验收

责任分工

上云迁移项目各阶段分工界面如下（S：Support/支持方 R：Responsibility/责任
方）。

表 2-2 上云迁移各阶段责任分工

阶段 任务 华为云 客户

项目启动 团队组建 R R

项目计划 R R

评估分析 需求分析 R R

迁移风险评估 R S

迁移策略 R S

方案设计 迁移流程规划 R S

方案设计 R S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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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任务 华为云 客户

应急预案 R S

技术准备 R S

验证实施 实施研讨 R R

迁移演练 R R

迁移实施 R S

业务验证 S R

业务切换 S R

迁移验收 验收方案制订 R R

性能监控 S R

验收确认 S R

 

● 共同责任

双方商定并确认具体业务目标及范围，并完成团队组建、需求分析、计划制定和
迁移演练。

● 客户责任

– 指派项目负责人，负责客户侧的协调和管理，组建客户侧项目团队。

– 提供迁移方案设计和实施所必需的源端信息和相关授权。

– 项目实施过程中，如客户提供的第三方软件，负责协调第三方厂商，协助华
为云解决问题。

– 负责业务验证、切换、监控和项目验收。

● 华为云责任

– 协助客户进行源端信息收集、云上方案规划设计和测试验证。

– 负责迁移风险评估，迁移策略制定和迁移方案设计，输出《xx项目迁移方
案》。

– 根据《xx项目迁移方案》进行迁移演练和实施。

– 输出《xx项目迁移验收报告》并提交给客户。

● 免责说明

– 在实施过程中，非华为云原因导致的第三方设备或系统故障。

– 客户须保证其安装、使用的操作系统、应用软件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
权或其他权益。如因违反前述约定所导致的第三方索赔，客户应承担全部责
任，华为云免于罹受任何损失。

验收标准

满足以下条件启动项目验收：

● 华为云已提交《xx项目迁移方案》。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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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云完成约定范围的迁移设计与实施，切换后业务稳定运行5个工作日。

● 华为云已提交《xx项目迁移验收报告》。

上述《xx项目迁移验收报告》提交后，客户应在5个工作日内进行验收确认，签署《xx
项目迁移验收报告》。

项目完成

验收通过，客户已签名盖章（含电子件）《xx项目迁移验收报告》或者官网单击验收
确认，上云迁移专业服务工作结束。

2.2 云视频交付实施服务

2.2.1 工作说明书

服务概述

针对客户数字内容创新需求提供3D数字内容制作能力，专业的交付团队提供高质量的
制作服务，使能企业数字化转型。

前提条件

1. 客户应提前至少10工作日申请该服务，以便于华为评估客户需求及协调数字人模
型相关专家。

2. 明确客户需求，双方达成一致的服务目标，并完成合同签订。

服务范围

1. 覆盖范围

数字人模型及相关配饰、虚拟场景等模型制作及数字人相关视频、海报、直播等
应用。

2. 不覆盖范围

华为开发支持工程师只负责本工作说明书所载明的服务，提供不在服务范围内的
服务需要额外付费。不在服务范围内的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所示内容：

a. 离开常驻工作地前往其它城市进行相关工作（注：可能涉及费用包含但不限
于差旅费、住宿费、附加通讯费等)。

b. 应客户要求超出正常工作日和工作时间的相关工作（注：涉及加班工资和补
助)。

c. 外购件产品。

服务内容

服务子项请根据实际需要选择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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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服务项 服务子项 服务说明

数字内容交
付实施服务

3D写实数字人IP 包含3D写实数字人相关的设计咨询，基于设
计，制作输出3D写实数字人模型，并进行渲染
合成，默认提供30秒CG视频，以及一套配套的
发型和服饰。

原画：输出3D写实数字人原画设计，草稿阶段
设计三选一。正式递交设计含彩色 45°正、反透
视图两张，及正交三视图线稿。在提交完整版本
后，综合修改次数限5次以内，且不做推翻式修
改。

模型：基于写实数字人原画三视图，制作输出
3D写实数字人模型，此模型可以用于后期的视
频制作、全息制作、海报制作和直播活动等。新
媒体使用，非电影级，写实人脸、实眼球结构，
写实人物pbr皮肤，写实发型（Xgen），可直播
的UE工程。在模型制作阶段中，综合修改次数
限5次以内，且不做返环节修改和推翻式修改。
不包含扫描及模特费用。

3D美型数字人IP 包含3D美型数字人相关的设计咨询，基于设
计，制作输出3D美型数字人模型，并进行渲染
合成，默认提供30秒CG视频，以及一套配套的
发型和服饰。

原画：输出3D美型数字人原画设计，草稿阶段
设计三选一。正式递交设计含彩色 45°正、反透
视图两张，及正交三视图线稿。在提交完整版本
后，综合修改次数限5次以内，且不做推翻式修
改。

模型：基于美型数字人原画三视图，制作输出
3D美型数字人模型，此模型可以用于后期的视
频制作、全息制作、海报制作和直播活动等。影
视级，非电影级，美颜风格头部结构，pbr皮肤
纹理（无写实皮肤细节），偏写实眼球结构，偏
写实发型（Xgen），可直播的UE工程。在模型
制作阶段中，综合修改次数限5次以内，且不做
返环节修改和推翻式修改。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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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服务项 服务子项 服务说明

3D卡通数字人IP 包含3D卡通数字人相关的设计咨询，基于设
计，制作输出3D卡通数字人模型，并进行渲染
合成，默认提供30秒CG视频，以及一套配套的
发型和服饰。

原画：输出3D卡通数字人原画设计，草稿阶段
设计三选一。正式递交设计含彩色 45°正、反透
视图两张，及正交三视图线稿。在提交完整版本
后，综合修改次数限5次以内，且不做推翻式修
改。

模型：基于卡通数字人原画三视图，制作输出
3D卡通数字人模型，此模型可以用于后期的视
频制作、全息制作、海报制作和直播活动等。影
视级，非电影级，卡通比例，偏向Q版，卡通皮
肤，卡通眼球结构，模型头发结构，可直播的
UE工程，在模型制作阶段中，综合修改次数限5
次以内，且不做返环节修改和推翻式修改。

3D风格化数字人
制作

基于单张照片建模，输出和照片相似的风格化数
字人模型，系统提供默认服饰和发型。

纯CG海报制作 基于数字人模型、虚拟背景及其它物品等进行结
合创作，制作输出纯CG海报。包含草图设计，
虚拟人摆 Pose、打灯渲染合成及后期修图。在
提交完整版本后，综合修改次数限5次以内，且
不做推翻式修改。

虚实结合海报制
作

基于数字人模型、真实背景及真实人物等进行结
合创作，制作虚实结合海报制作。含草图设计，
虚拟人摆 Pose、打灯渲染，与实景融合制作及
后期修图。含模特聘请及外拍费用。在提交完整
版本后，综合修改次数限5次以内，且不做推翻
式修改。不含场地费及真人演员费用、不含差
旅。

纯CG视频制作 广告类制作，基于数字人模型+虚拟背景及其它
物品等进行结合创作，场景复杂，特效较多，制
作输出纯CG视频，高质量要求。

虚实结合视频制
作

广告类制作，基于数字人模型+真实背景及真实
人物等进行结合创作，制作虚实结合视频，高质
量要求。

纯CG虚拟直播 在已有资产基础上执行虚拟人+虚拟背景，纯CG
虚拟直播，时间控制在90分钟以内。对标简单的
Vlog形式虚拟人直播，包含直播UE工程定制制
作、动捕设备搭建调试、动捕演员面试聘请、彩
排，及虚拟人直播操作。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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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服务项 服务子项 服务说明

虚实结合虚拟直
播

在已有资产基础上执行虚拟人+真人+虚拟（或实
拍）背景直播，时间控制在90分钟以内。对标中
等规模虚拟人与真人互动直播，包含直播UE工
程定制制作、动捕设备搭建调试、动捕演员面试
聘请、彩排，及虚拟人直播操作。包含摄影棚搭
建、现场灯光、摄像、导播团队等费用。不含场
地费及真人演员费用、不含差旅。

新闻播报类纯CG
视频制作

新闻类视频制作，基于数字人模型+虚拟背景及
其它物品等进行结合创作，场景简单，特效较
少，制作输出纯CG视频，简单质量要求。

新闻播报类虚实
融合视频制作

新闻类视频制作，基于数字人模型+真实背景及
其它物品等进行结合创作，场景简单，特效较
少，制作输出虚实融合视频，简单质量要求。

3D物品展示纯
CG视频制作

广告类制作，基于3D物品模型+虚拟背景进行结
合创作，场景复杂，特效较多，制作输出纯CG
视频，高质量要求。

3D物品展示虚实
融合视频制作

广告类制作，基于3D物品模型+真实背景进行结
合创作，场景复杂，特效较多，制作输出虚实融
合视频，高质量要求。

云笙3D数字人视
频制作

广告类制作，基于云笙数字人模型+虚拟背景或
者真实背景进行结合创作，场景复杂，特效较
多，制作输出宣传视频，高质量要求。

云霄3D数字人视
频制作

广告类制作，基于云霄数字人模型+虚拟背景或
者真实背景进行结合创作，场景复杂，特效较
多，制作输出宣传视频，高质量要求。

风格化3D数字人
视频制作

基于单张照片建模输出的风格化数字人模型，简
单背景、无特效，制作输出宣传视频，简单质量
要求。

数字人视频播报-
基础版

基于简单数字人模型，进行宣传视频制作。

数字人视频播报-
高阶版

对数字人形象进行精修，基于精修后的数字 人
模型，进行宣传视频制作。

3D空间集成实施
服务

针对具体的3D应用场景进行集成指导。

3D写实发型模型
制作

针对写实数字人，制作3D写实发型，原画综合
修改次数限5次以内，模型综合修改次数限5次以
内。

3D美型发型模型
制作

针对美型数字人，制作3D美型发型，原画综合
修改次数限5次以内，模型综合修改次数限5次以
内。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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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服务项 服务子项 服务说明

3D卡通发型模型
制作

针对卡通数字人，制作3D卡通发型，原画综合
修改次数限5次以内，模型综合修改次数限5次以
内。

3D写实服饰模型
制作

针对写实数字人，制作3D写实服饰，原画综合
修改次数限5次以内，模型综合修改次数限5次以
内。

3D美型服饰模型
制作

针对美型数字人，制作3D美型服饰，原画综合
修改次数限5次以内，模型综合修改次数限5次以
内。

3D卡通服饰模型
制作

针对卡通数字人，制作3D卡通服饰，原画综合
修改次数限5次以内，模型综合修改次数限5次以
内。

3D写实配饰模型
制作

针对写实数字人，制作3D写实配饰，原画综合
修改次数限5次以内，模型综合修改次数限5次以
内。

3D美型配饰模型
制作

针对美型数字人，制作3D美型配饰，原画综合
修改次数限5次以内，模型综合修改次数限5次以
内。

3D卡通配饰模型
制作

针对卡通数字人，制作3D卡通配饰，原画综合
修改次数限5次以内，模型综合修改次数限5次以
内。

3D场景模型制作 制作3D场景，原画综合修改次数限5次以内，模
型综合修改次数限5次以内。

3D数字人模型动
态特效

制作3D数字人模型动态特效，如身体上有光影
特效等。

3D数字人动作动
画

制作3D数字人动作动画，如抱拳、鞠躬等。

3D物品建模 根据客户真实商品/设计图，制作商品3D模型，
如电器、机车、玩偶等。原画综合修改次数限5
次以内，模型综合修改次数限5次以内。

3D场景扫描建模 对于大型室外场景、室内场景通过扫描进行建
模。

3D模型减面 对于人物场景模型进行减面处理。

3D场景模型渲染 对3D场景模型进行渲染。

人物模型渲染 对3D人物模型进行渲染。

虚拟仿真模型渲
染

对虚拟仿真模型进行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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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流程

服务流程

1. 提交服务申请

– 客户提出服务申请。

2. 需求沟通确认

– 华为方会组织专家跟客户详细了解需求并进行评估；

– 和客户确认需求范围和交付目标；

3. 服务订单确认

– 根据客户需求进行方案设计；

– 待客户确认后整理正式的实施计划；

4. 服务咨询与实施

– 项目开始正式启动；

– 整理最终的项目验收材料，交付件 ；
5. 服务验收

– 客户签署《云视频交付实施服务验收报告》或在官网单击确认验收；

– 项目完成验收。

责任分工

1. 共同责任

– 双方商定并确认具体数字人服务目标及范围。

– 完成合同签订。

2. 客户责任

– 提供详细准确的需求和场景。

– 开通华为云账户并进行充值（建议不低于5000元），用于数字人模型相关云
产品和资源的购买。

– 审核并确认华为提供的指导计划和交付件。

3. 华为责任

– 模型制作前，按照客户所选服务项，制定制作计划和报价清单供客户审核确
认。

– 模型制作期间，依确认后的计划为指定客户进行模型制作输出，并阶段和确
认制作结果。

– 模型制作后，根据所选模型制作服务项，出具交付件清单。

4. 责任矩阵

此处职责分工仅供参考，请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修改。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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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责任方/Responsibility，S=协助方/Support

交付项目 阶段 工程活动内容 华为 客户

售前支撑 商务介入 商务洽谈 R S

售前调研 业务问题定义 S R

业务理解 S R

模型定义 客户数字人模
型使用场景及
人设

业务理解、模
型构建

S R

模型制作 基于客户的输
入进行模型制
作

模型制作 R S

验收 模型交付 汇总部署信息
并移交客户

R S

确认完成 客户验收确认
部署完成并交
接

S R

 

服务交付件

大类 子类 服务 交付件

数字内容交
付实施服务

解决方案 3D写实数字人
IP

模型

3D美型数字人
IP

模型

3D卡通数字人
IP

模型

3D风格化数字
人制作

模型

纯CG海报制作 海报

虚实结合海报
制作

海报

纯CG视频制作 视频

虚实结合视频
制作

视频

纯CG虚拟直播 直播

虚实结合虚拟
直播

直播

专业服务
产品介绍 2 上云与实施

文档版本 01 (2023-01-13)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5



大类 子类 服务 交付件

新闻播报类纯
CG视频制作

视频

新闻播报类虚
实融合视频制
作

视频

3D物品展示纯
CG视频制作

视频

3D物品展示虚
实融合视频制
作

视频

云笙3D数字人
视频制作

视频

云霄3D数字人
视频制作

视频

风格化3D数字
人视频制作

视频

数字人视频播
报-基础版

视频

数字人视频播
报-高阶版

视频

集成实施 3D空间集成实
施服务

技术支持

3D素材 3D写实发型模
型制作

模型

3D美型发型模
型制作

模型

3D卡通发型模
型制作

模型

3D写实服饰模
型制作

模型

3D美型服饰模
型制作

模型

3D卡通服饰模
型制作

模型

3D写实配饰模
型制作

模型

3D美型配饰模
型制作

模型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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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 子类 服务 交付件

3D卡通配饰模
型制作

模型

3D场景模型制
作

模型

3D数字人模型
动态特效

模型

3D数字人动作
动画

模型

3D物品建模 模型

3D场景扫描建
模

模型

3D模型减面 模型

模型渲染 3D场景模型渲
染

模型

人物模型渲染 模型

虚拟仿真模型
渲染

模型

 

注：最终交付件根据具体项目在制定计划时与客户商定。

验收标准

各服务子项按如下标准提交交付件，客户官网点击验收确认、签字或盖章作为服务验
收通过依据。

2.2.2 常见问题

2.2.2.1 关于服务咨询

2.2.2.1.1 什么是云视频交付实施服务？

数字内容产业是信息技术与文化创意高度融合的产业形式，涵盖数字游戏、互动娱
乐、影视动漫、立体影像、数字表演等等，为云计算、元宇宙等新兴技术和产业提供
内容支撑。结合企业创新需求，提供3D模型制作及高质量视频。

2.2.2.1.2 云视频交付实施服务可以提供哪些服务？

3D数字内容制作、虚拟视频制作、虚拟直播。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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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类型 服务内容 典型应用场景

3D数字内容制作 面向互娱、教育、企业、
电商等场景，提供3D卡通
数字人、美型数字人、写
实数字人及相关配饰制作
服务

面向制作行业、文旅、金
融等行业客户，通过数字
人视频介绍公司产品，传
递公司价值

虚拟视频制作 提供视频镜头设计，结合
数字人模型、虚拟背景、
真实背景输出高质量视频

面向教育、培训等行业客
户，使用数字人制作教育
课件，降低教师重复繁琐
的工作投入

虚拟直播 面向互娱、企业、电商等
直播场景，提供数字人直
播服务，用户可配置各种
直播属性，即可生成主播
视觉驱动的数字人直播流

面向娱乐、电商等行业客
户，通过引入数字人和真
人互动，提升直播带货效
果，增加用户粘性

 

2.2.2.1.3 云视频交付实施服务单的有效期是多长？

从您成功购买云视频交付实施服务起计算，服务单的有效期为1年。

2.2.2.2 关于服务购买

2.2.2.2.1 云视频交付实施服务怎么收费的？

云视频交付实施服务属于按需计费，且为一次性计费产品。

2.2.2.2.2 服务是否支持退款？

云视频交付实施服务属于一次性计费产品，未使用前支持退款和退订，交付中或服务
后不支持退款和退订。在购买时，用户可以参考服务说明和自身业务的实际情况购
买。

2.2.2.3 关于服务交付

2.2.2.3.1 提供现场服务吗？

本服务仅支持远程服务。

2.2.2.3.2 下单后服务多久可以完成?

写实数字人模型制作周期大概60天，卡通数字人模制作周期45天，具体交付时间需要
和客户协商。

2.2.3 计费说明

计费说明

本章节主要介绍云视频交付实施服务的计费说明， 包括计费项，计费模式，以及续
费。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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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项

计费说明

计费项 计费说明 价格（元）

3D写实数字人IP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1360000

3D美型数字人IP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1160000

3D卡通数字人IP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660000

3D风格化数字人制作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500

纯CG海报制作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75000

虚实结合海报制作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82500

纯CG视频制作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6800

虚实结合视频制作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18800

纯CG虚拟直播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320000

虚实结合虚拟直播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398000

新闻播报类纯CG视频
制作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1615

新闻播报类虚实融合
视频制作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1665

3D物品展示纯CG视频
制作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16800

3D物品展示虚实融合
视频制作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18800

云笙3D数字人视频制
作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16800

云霄3D数字人视频制
作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16800

风格化3D数字人视频
制作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1000

数字人视频播报-基础
版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120

数字人视频播报-高阶
版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6000

3D空间集成实施服务 根据您购买的“人天”进行计费。 33600

3D写实发型模型制作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138000

3D美型发型模型制作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98000

3D卡通发型模型制作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49800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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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项 计费说明 价格（元）

3D写实服饰模型制作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156000

3D美型服饰模型制作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108000

3D卡通服饰模型制作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53000

3D写实配饰模型制作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34500

3D美型配饰模型制作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23500

3D卡通配饰模型制作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20500

3D场景模型制作 根据您购买的“人天”进行计费。 13440

3D数字人模型动态特
效

根据您购买的“人天”进行计费。 13440

3D数字人动作动画 根据您购买的“人天”进行计费。 13440

3D物品建模 根据您购买的“人天”进行计费。 13440

3D场景扫描建模 根据您购买的“人天”进行计费。 13440

3D模型减面 根据您购买的“人天”进行计费。 13440

3D场景模型渲染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67200

人物模型渲染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403200

虚拟仿真模型渲染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200000

 

计费模式

云视频交付实施服务属于按需计费，且为一次性计费产品。

变更配置

云视频交付实施服务属于一次性计费产品，不支持变更，未使用前支持退订，交付中
或服务后不支持退订。在购买时，用户可以参考服务说明和自身业务的实际情况购
买。

续费

云视频交付实施服务的3D写实数字人IP、3D美型数字人IP等服务属于一次性消费，不
支持续费。到期后，需重新购买。

到期与欠费

云视频交付实施服务的有效期为1年，请务必在有效期内使用。到期以后，需重新购
买。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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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
更多计费相关FAQ，请参见云视频交付实施服务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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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运维与管理

3.1 云上保障护航服务

服务简介

在客户进行推广大促、重要节日、产品发布等关键事件期间，华为云为客户提供专属
保障服务。以事前重预防、事中重保障、事后重总结为设计思路，协助客户平稳度过
业务高峰。云上保障护航服务属于商业级和企业级支持计划的一项增值权益，包年内
购买支持计划提供。如果没有购买对应支持计划，也可以单独购买护航服务。

前提条件
● 客户应提前至少10个工作日申请该服务，以便于华为云评估客户业务目标及时间

计划可行性。

● 云上保障护航期间如涉及大批量资源需求，建议客户提前一个月申请，具体视申
请的产品类型及数量评估而定。

● 双方达成一致的业务保障目标，客户完成服务付款。

服务范围

云上保障护航服务并非是对已发生问题的处理，而是一种预防性的保障支持服务。此
服务可以协助客户预防重大故障的发生，或者在发生故障时可以及时获得华为专家的
支持。

云上保障护航服务范围不包含：

● 应用程序开发。

● 第三方软件的安装、测试、故障诊断、优化等日常运维服务。

服务内容

阶段 服务项 服务说明

保障
前

资源监控 针对云服务的告警，资源负载情况和资源健康情况进行检
查。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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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服务项 服务说明

容量评估 根据用户提供的业务现状及预期业务峰值，提供容量评估和
扩容建议。

安全检查 基于用户提供的基础性安全云服务进行风险检查并给出最佳
实践，提供安全检查情况；针对没有购买安全云服务的情
况，推荐配置建议。

可用性检查 分析云上业务的资源分布情况，识别云服务高可用、云服务
部署实践、云服务使用限制3个方面的风险，提供针对性的
优化建议。

保障
中

值守保障团
队

7*24小时IM服务群、专属服务经理、WAR Room专家值
守，优先受理紧急技术事件，事件响应时长小于10分钟。

保障
后

保障总结 针对事前、事中各个阶段的工作内容进行项目回顾，汇总保
障期间全过程信息，输出总结报告。

 

服务 SLA
● 提供一对一专属技术服务经理。

● 在保障期间内向客户提供7x24小时服务支持。

● 事件响应时长小于10分钟。

服务流程

阶段 过程 时间

1 提交服务申请 第N日

2 需求沟通确认 第N+3日

3 活动期间预检工作 第N+10日

4 活动期间保障工作 第N+10+K日

5 保障结束 -

 

其中“N”为提交服务申请时间，“日”以工作日计，“K”为保障时长。

需求沟通确认涉及华为和客户，双方针对具体的保障内容和结果进行澄清，若该部分
双方无法达成一致则无法进行相应部分的保障内容。

服务周期

服务周期以客户提交服务申请为开始，到项目完成为结束。

责任分工
● 共同责任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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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商定并确认具体业务目标及范围。

– 完成合同签订。

● 客户

– 提供详细准确的保障信息及业务目标（如保障时间、业务部署情况、业务上
线情况、预期峰值等）。

– 提供必要的保障设施和授权，以利于华为云保障人员进行保障工作的开展。

– 审核并确认华为提供的云上保障护航方案，针对优化建议，实施相应的优化
措施。

– 客户作为运维保障的主体，进行各项运维保障工作。

● 华为云

– 接受用户的保障申请，组建华为云专家保障团队。

– 根据用户提供的业务系统现状及预期峰值，分解出具体保障措施，制定保障
方案。

– 保障前，按照保障方案，进行保障前预检和各种主动性检查，给出优化建
议。

– 保障期间，配合用户进行业务系统保障。

– 保障期间，提供专家保障团队进行7*24小时的紧急事件响应，按照保障方案
执行相关保障动作。

– 保障结束后，根据保障情况，提供保障总结报告。

验收标准

客户已书面签名（含电子件）或者官网单击确认如下文档作为验收合格依据：

《云上保障护航总结报告》：包括本次关键事件期间云资源性能使用情况、问题处理
记录和优化建议等内容。

项目完成

护航服务工作结束，验收通过。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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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19-09-30 第一次正式发布。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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