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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通过移动终端编辑视频字幕的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通过移动终端编辑视频

字幕的方法，包括获取第一视频，通过视频处理

工具播放第一视频并显示在SurfaceView上；通

过自定义字幕显示控件将需要添加的字幕添加

在第一视频中，并显示在第一视频画面上进行实

时预览，生成含有字幕的第二视频；添加第一字

幕效果并对第一字幕效果进行第一编辑处理，得

到第二字幕效果并绘制到自定义字幕显示控件

中显示；将第二字幕效果绘制到第二视频上，生

成含有字幕和第二字幕效果的第三视频并显示

在SurfaceView上进行实时预览；将第三视频进

行合成处理，生成编辑完成的第四视频，能够直

接通过手机就能对视频添加字幕，解决了使用电

脑为视频添加字幕的麻烦，方便了用户的使用，

更是提高了为视频添加字幕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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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通过移动终端编辑视频字幕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获取第一视频，通过视频处理工具播放所述第一视频并显示在SurfaceView上；

通过自定义字幕显示控件将需要添加的字幕添加在所述第一视频中，并显示在所述第

一视频画面上进行实时预览，生成含有所述字幕的第二视频；

添加第一字幕效果并对所述第一字幕效果进行第一编辑处理，得到第二字幕效果，将

所述第二字幕效果绘制到所述自定义字幕显示控件中显示；其中，字幕效果包括由字幕而

产生的字幕图片以及对应的矩阵信息；

根据SO库的播放功能自动将所述第二字幕效果绘制到所述第二视频上，生成含有所述

字幕和所述第二字幕效果的第三视频并显示在SurfaceView上进行实时预览；

将所述第三视频进行合成处理，生成编辑完成的第四视频；

其中，所述对所述第一字幕效果进行第一编辑处理，得到第二字幕效果，具体为：

通过用户将手指依次移动到需要绘制所述字幕效果区域的四个顶点；

将需要绘制字幕效果区域的四个顶点连接起来，生成一个需要实际绘制的不规则区

域；

根据判断触摸点是否在一个多边形的内部的方法，得到所述移动终端屏幕内对应的规

则矩形边界；

将所述规则矩形边界转换为区域，得到规则区域；

对所述规则区域和所述不规则区域进行交集处理，得到所述规则区域和所述不规则区

域的交集区域；

根据判断触摸点是否在所述交集区域内的方法和手指的触摸点，判断所述手指是否点

击到所述不规则区域中，并调整所述字幕效果的绘制区域，得到所述第二字幕效果。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通过移动终端编辑视频字幕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根据SO库

的播放功能自动将所述第二字幕效果绘制到所述第二视频上，生成含有所述字幕和所述第

二字幕效果的第三视频并显示在SurfaceView上进行实时预览之后，还包括：

暂停在预览过程中的第三视频，所述SO库自动暂停绘制所述字幕和所述第二字幕效果

到所述第一视频，并将当前视频的第一播放进度回调至移动终端；

遍历所述自定义字幕显示控件，判断所述自定义字幕显示控件的显示时段是否处于所

述SO库回调的第二播放进度中；

当所述第一播放进度在所述第二播放进度的区间内时，则通过显示字幕方法重新将所

述字幕和所述第二字幕效果显示在所述第一视频上；

否则隐藏不需要显示的字幕。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通过移动终端编辑视频字幕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根据SO库

的播放功能自动将所述第二字幕效果绘制到所述第二视频上，生成含有所述字幕和所述第

二字幕效果的第三视频并显示在SurfaceView上进行实时预览，具体为：

通过隐藏字幕效果方法将所述第二字幕效果隐藏，并调用所述SO库的播放功能进行播

放；

当所述SO库在播放视频时，自动将所述第二字幕效果绘制到所述第二视频上，生成所

述第三视频，并将所述第三视频显示在SurfaceView上进行实时预览。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通过移动终端编辑视频字幕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自定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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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显示控件，用于将不同的字幕效果添加至SurfaceView显示的视频画面上。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通过移动终端编辑视频字幕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自定义字

幕显示控件，还用于记录用户选择的字幕显示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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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通过移动终端编辑视频字幕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视频编辑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通过移动终端编辑视频字幕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音视频的需求越来越多，玩法也越来越高级。目前为了给拍

摄的视频配上对应的字幕，都是在电脑上使用软件对视频进行字幕的添加，如使用狸窝全

能视频转换器将下载好的SRT、ASS、SSA等格式的字幕合成到视频中。但是随着手机越来越

流行，人们对电脑的使用率逐步降低，使用手机拍摄视频也越来越多，想要为手机的视频增

加字幕就需要更多的操作才能完成，所以迫切需要一种能直接使用手机对视频进行字幕添

加，实时预览的技术实现方案。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通过移动终端编辑视频字幕的方法，能够直接通

过手机就能对视频添加字幕，解决了使用电脑为视频添加字幕的麻烦，方便了用户的使用，

更是提高了为视频添加字幕的效率。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通过移动终端编辑视频字幕的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05] 获取第一视频，通过视频处理工具播放所述第一视频并显示在SurfaceView上；

[0006] 通过自定义字幕显示控件将需要添加的字幕添加在所述第一视频中，并显示在所

述第一视频画面上进行实时预览，生成含有所述字幕的第二视频；

[0007] 添加第一字幕效果并对所述第一字幕效果进行第一编辑处理，得到第二字幕效

果，将所述第二字幕效果绘制到所述自定义字幕显示控件中显示；其中，字幕效果包括由字

幕而产生的字幕图片以及对应的矩阵信息；

[0008] 根据SO库的播放功能自动将所述第二字幕效果绘制到所述第二视频上，生成含有

所述字幕和所述第二字幕效果的第三视频并显示在SurfaceView上进行实时预览；

[0009] 将所述第三视频进行合成处理，生成编辑完成的第四视频。

[0010] 进一步的，所述根据SO库的播放功能自动将所述第二字幕效果绘制到所述第二视

频上，生成含有所述字幕和所述第二字幕效果的第三视频并显示在SurfaceView上进行实

时预览之后，还包括：

[0011] 暂停在预览过程中的第三视频，所述SO库自动暂停绘制所述字幕和所述第二字幕

效果到所述第一视频，并将当前视频的第一播放进度回调至移动终端；

[0012] 遍历所述自定义字幕显示控件，判断所述自定义字幕显示控件的显示时段是否处

于所述SO库回调的第二播放进度中；

[0013] 当所述第一播放进度在所述第二播放进度的区间内时，则通过显示字幕方法重新

将所述字幕和所述第二字幕效果显示在所述第一视频上；

[0014] 否则隐藏不需要显示的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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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进一步的，所述对所述第一字幕效果进行第一编辑处理，得到第二字幕效果，具体

为：

[0016] 通过用户将手指依次移动到需要绘制所述字幕效果区域的四个顶点；

[0017] 将需要绘制字幕效果区域的四个顶点连接起来，生成一个需要实际绘制的不规则

区域；

[0018] 根据判断触摸点是否在一个多边形的内部的方法，得到所述移动终端屏幕内对应

的规则矩形边界；

[0019] 将所述规则矩形边界转换为区域，得到规则区域；

[0020] 对所述规则区域和所述不规则区域进行交集处理，得到所述规则区域和所述不规

则区域的交集区域；

[0021] 根据判断触摸点是否在所述交集区域内的方法和手指的触摸点，判断所述手指是

否点击到所述不规则区域中，并调整所述字幕效果的绘制区域，得到所述第二字幕效果。

[0022] 进一步的，所述根据SO库的播放功能自动将所述字幕效果绘制到所述第二视频

上，生成含有字幕及字幕效果的第三视频并显示在SurfaceView上进行实时预览，具体为：

[0023] 通过隐藏字幕效果方法将所述第二字幕效果隐藏，并调用所述SO库的播放功能进

行播放；

[0024] 当所述SO库在播放视频时，自动将所述第二字幕效果绘制到所述第二视频上，生

成所述第三视频，并将所述第三视频显示在SurfaceView上进行实时预览。

[0025] 进一步的，所述自定义字幕显示控件，用于将不同的字幕效果添加至SurfaceView

显示的视频画面上。

[0026] 进一步的，所述自定义字幕显示控件，还用于记录用户选择的字幕显示时段。

[0027] 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8]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通过移动终端编辑视频字幕的方法，包括获取第一视频，通

过视频处理工具播放第一视频并显示在SurfaceView上；通过自定义字幕显示控件将需要

添加的字幕添加在第一视频中，并显示在第一视频画面上进行实时预览，生成含有字幕的

第二视频；添加第一字幕效果并对第一字幕效果进行第一编辑处理，得到第二字幕效果，将

第二字幕效果绘制到自定义字幕显示控件中显示；其中，字幕效果包括由字幕而产生的字

幕图片以及对应的矩阵信息；根据SO库的播放功能自动将第二字幕效果绘制到第二视频

上，生成含有字幕和第二字幕效果的第三视频并显示在SurfaceView上进行实时预览；将第

三视频进行合成处理，生成编辑完成的第四视频，能够直接通过手机就能对视频添加字幕，

解决了使用电脑为视频添加字幕的麻烦，方便了用户的使用，更是提高了为视频添加字幕

的效率。

附图说明

[0029] 图1是本发明提供的通过移动终端编辑视频字幕的方法的一个实施例的流程示意

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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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1] 请参见图1，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通过移动终端编辑视频字幕的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S1-S5；

[0032] S1，获取第一视频，通过视频处理工具播放第一视频并显示在SurfaceView上。

[0033]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采用ffmpeg来播放第一视频，并由SurfaceView显示。

[0034] S2，通过自定义字幕显示控件将需要添加的字幕添加在第一视频中，并显示在第

一视频画面上进行实时预览，生成含有字幕的第二视频。

[0035] 需要说明的是，通过自定义字幕显示控件SingleTouchView将需要添加的字幕填

写到第一视频中，其中，SingleTouchView能实现多种不同字幕效果，如文字、图片、动态图

文等，不但能正常显示字幕，而且提供多种便捷操作，如：大小缩放、位置移动、角度旋转、字

幕显示起始时间选择、多字幕添加覆盖等。

[0036] S3，添加第一字幕效果并对第一字幕效果进行第一编辑处理，得到第二字幕效果，

将第二字幕效果绘制到自定义字幕显示控件中显示。

[0037]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步骤S3具体为：

[0038] 通过用户将手指依次移动到需要绘制字幕效果区域的四个顶点；将需要绘制字幕

效果区域的四个顶点连接起来，生成一个需要实际绘制的不规则区域；根据判断触摸点是

否在一个多边形的内部的方法，得到移动终端屏幕内对应的规则矩形边界；将规则矩形边

界转换为区域，得到规则区域；对规则区域和不规则区域进行交集处理，得到规则区域和不

规则区域的交集区域；根据判断触摸点是否在交集区域内的方法和手指的触摸点，判断手

指是否点击到不规则区域中，并调整字幕效果的绘制区域，得到第二字幕效果。

[0039] 在本实施例中，通过Canvas.drawBitmap(Bitmap,Matrix,Paint)方法，传入由配

置文件或者用户设置字幕而产生的字幕图片Bitmap以及对应的矩阵Matrix信息，将需要实

现的字幕效果绘制到SingleTouchView中显示。其中Matrix主要包含图片的缩放比例

Scale、图片的旋转角度Rotate以及图片的绘制位置Translate等信息。

[0040] 需要说明的是，使用DashPathEffect为Paint添加虚线效果，达到字幕外边框虚线

显示效果，由于字幕可以旋转，所以判断手指释放点击字幕在字幕上就显得很难处理，还好

有区域Region。首先通过Path的moveTo移动到需要绘制的起点，再通过lineTo方法将需要

绘制图片的四个顶点的位置连接起来形成一个需要实际绘制的不规则外框信息，然后通过

Path.computeBounds(RectF,true)方法得到屏幕内对应的规则矩形边界信息RectF，接着

把得到的边界信息RectF转换为Region(left,top,right,bottom)，通过Region.setPath

(Path，Region)获取到规则外框和不规则外框的交集区域信息Region，最后通过

Region.contains(x,y)判断手指点击的(x,y)位置判断手指是否点击到实际绘制的不规则

区域中。

[0041] S4，根据SO库的播放功能自动将第二字幕效果绘制到第二视频上，生成含有字幕

和第二字幕效果的第三视频并显示在SurfaceView上进行实时预览。

[0042]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步骤S4具体为：

[0043] 通过隐藏字幕效果方法将第二字幕效果隐藏，并调用SO库的播放功能进行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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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SO库在播放视频时，自动将第二字幕效果绘制到第二视频上，生成第三视频，并将第三视

频显示在SurfaceView上进行实时预览。

[0044] 在本实施例中，步骤S4之后还包括以下步骤：

[0045] 暂停在预览过程中的第三视频，所述SO库自动暂停绘制所述字幕和所述第二字幕

效果到所述第一视频，并将当前视频的第一播放进度回调至移动终端；

[0046] 遍历所述自定义字幕显示控件，判断所述自定义字幕显示控件的显示时段是否处

于所述SO库回调的第二播放进度中；

[0047] 当所述第一播放进度在所述第二播放进度的区间内时，则通过显示字幕方法重新

将所述字幕和所述第二字幕效果显示在所述第一视频上；

[0048] 否则隐藏不需要显示的字幕。

[0049] S5，将第三视频进行合成处理，生成编辑完成的第四视频。

[0050] 需要说明的是，当用户点击播放按钮播放视频时，将所有字幕控件在的

SurfaceView上层的FrameLayout控件通过FrameLayout.setVisivle(View.Gone)将所有字

幕隐藏并调用SO的播放功能进行播放，SO在视频播放时会自动将用户添加的字幕绘制到视

频上，通过SurfaceView展示到APP前端，从而实现视频字幕的预览显示；当用户点击暂停按

钮暂停视频时，APP通过设置SO库播放视频状态监听，当视频播放暂停时，SO将不再绘制字

幕到到视频中，同时回调当前视频播放进度给APP，APP通过遍历FrameLayout中添加的字幕

控件SingleTouchView并判断SingleTouchView的显示时段是否处于SO回调的播放进度中，

其中，SingleTouchView内部记录了用户选择的字幕显示时段，如果回调进度在选择的区

间，则设置SingleTouchView .setVisivle(View .Visible)将字幕显示出来，否则设置

SingleTouchView.setVisivle(View.Gone)隐藏不需要显示的字幕。从而为用户修改和删

除字幕提供支持，这样既能实现字幕的实时预览，又能为用户在需要修改字幕时提供即时

操作的便捷性，比在电脑上实现更方便快捷。

[0051] 综上，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通过移动终端编辑视频字幕的方法，包括获取第一视

频，通过视频处理工具播放第一视频并显示在SurfaceView上；通过自定义字幕显示控件将

需要添加的字幕添加在第一视频中，并显示在第一视频画面上进行实时预览，生成含有字

幕的第二视频；添加第一字幕效果并对第一字幕效果进行第一编辑处理，得到第二字幕效

果，将第二字幕效果绘制到自定义字幕显示控件中显示；其中，字幕效果包括由字幕而产生

的字幕图片以及对应的矩阵信息；根据SO库的播放功能自动将第二字幕效果绘制到第二视

频上，生成含有字幕和第二字幕效果的第三视频并显示在SurfaceView上进行实时预览；将

第三视频进行合成处理，生成编辑完成的第四视频，能够直接通过手机就能对视频添加字

幕，解决了使用电脑为视频添加字幕的麻烦，方便了用户的使用，更是提高了为视频添加字

幕的效率，另外，通过对字幕的显示与隐藏设置，能够为用户修改和删除字幕提供支持，这

样既能实现字幕的实时预览，又能为用户在需要修改字幕时提供即时操作的便捷性，比在

电脑上实现更方便快捷。

[0052]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以理解实现上述实施例方法中的全部或部分流程，是可以

通过计算机程序来指令相关的硬件来完成，所述的程序可存储于一计算机可读取存储介质

中，该程序在执行时，可包括如上述各方法的实施例的流程。其中，所述的存储介质可为磁

碟、光盘、只读存储记忆体(Read-Only  Memory，ROM)或随机存储记忆体(Random  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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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y，RAM)等。

[0053] 以上所述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视为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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