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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TXLivePlayer

视频播放器

请参⻅ V2TXLivePlayer。 
主要负责从指定的直播流地址拉取⾳视频数据，并进⾏解码和本地渲染播放。

播放器包含如下能⼒：

⽀持 RTMP、HTTP-FLV、TRTC 以及 WebRTC 协议。
屏幕截图，可以截取当前直播流的视频画⾯。

延时调节，可以设置播放器缓存⾃动调整的最⼩和最⼤时间。

⾃定义的视频数据处理，您可以根据项⽬需要处理直播流中的视频数据后，再进⾏渲染以及播放。

SDK 基础函数

API 描述

setObserver 设置播放器回调。

播放基础接⼝

API 描述

setRenderView 设置播放器的视频渲染 View。

startLivePlay

10.7 版本开始，  startPlay  变更为  startLivePlay ，需要通过
 V2TXLivePremier#setLicence  或者  TXLiveBase#setLicence  设置 Licence 后
⽅可成功播放，否则将播放失败（⿊屏），全局仅设置⼀次即可。直播 License、短视频
License 和视频播放 License 均可使⽤，若您暂未获取上述 License ，可 快速免费申请测试
版 License 以正常播放，正式版 License 需 购买。

stopPlay 停⽌播放。

isPlaying 是否正在播放。

API ⽂档
iOS
概览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3 17:44:05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__ios.html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__ios.html#aabeb99813cc5848e3106b64d8de11287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__ios.html#a5bf0688f150c9b724a7237e2bcff96cd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__ios.html#a916c4d5266f9b51743c0c425fa58677d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live/license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71/38546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__ios.html#a768b1c3893d15ae73d76d1a4c3b29aa6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__ios.html#a0bdbaa951f2110e5f7af91be5dfd7c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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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相关接⼝

API 描述

setRenderRotation 设置播放器画⾯的旋转⾓度。

setRenderFillMode 设置画⾯的填充模式。

pauseVideo 暂停播放器的视频流。

resumeVideo 恢复播放器的视频流。

snapshot 截取播放过程中的视频画⾯。

enableCustomRendering 设置视频⾃定义渲染回调。

⾳频相关接⼝

API 描述

pauseAudio 暂停播放器的⾳频流。

resumeAudio 恢复播放器的⾳频流。

setPlayoutVolume 设置⾳量。

enableVolumeEvaluation 启⽤播放⾳量⼤⼩提⽰。

更多实⽤接⼝

API 描述

setCacheParams 设置播放器缓存⾃动调整的最⼩和最⼤时间 ( 单位：秒 )。

showDebugView 是否显⽰播放器状态信息的调试浮层。

V2TXLivePlayerObserver

腾讯云直播播放的回调通知。

SDK 基础回调

API 描述

onError 直播播放器错误通知，播放器出现错误时，会回调该通知。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__ios.html#a953256f3f232eb24e18c54f0d5ef0eaa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__ios.html#ad1674b2b37e210af8a53f3684ac57a28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__ios.html#af0bf373d9d4c4509aedfd8814e537333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__ios.html#a1fc6989bb7eb53c6d6953554ceb9e418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__ios.html#a7d6e28ab61e78b8185e5ea9713adad59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__ios.html#abe456bc3437418e7b250e3ea173eb850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__ios.html#a8bb9976e8a0d9711a9e17f8888b2aa80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__ios.html#a6c34ddc58f1715d905b9864afee7c4b7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__ios.html#a88a48339b54a168c403a22f0b0bd2704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__ios.html#aeed74080dd72e52b15475a54ca5fd86b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__ios.html#ae439fa2774477dc54b8c27e994d0d42c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__ios.html#a94005f62b788b1030636b51bb5a0210a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Observer__ios.html#aeba95a71e4698ea19780de253d3a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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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描述

onWarning 直播播放器警告通知。

onConnected 已经成功连接到服务器通知。

视频相关回调

API 描述

onVideoPlaying 视频播放事件通知。

onVideoLoading 视频加载事件通知。

onVideoResolutionChanged 直播播放器分辨率变化通知。

onSnapshotComplete 截图回调。

onRenderVideoFrame ⾃定义视频渲染回调。

⾳频相关回调

API 描述

onAudioPlaying ⾳频播放事件通知。

onAudioLoading ⾳频加载事件通知。

onPlayoutVolumeUpdate 播放器⾳量⼤⼩回调。

统计回调

API 描述

onStatisticsUpdate 直播播放器统计数据回调。

V2TXLivePusher

直播推流类

请参⻅ V2TXLivePusher。

主要负责将本地的⾳频和视频画⾯进⾏编码，并推送到指定的推流地址，⽀持任意的推流服务端。

推流器包含如下能⼒：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Observer__ios.html#a6e977d51482a006ad0ce2adc507510a2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Observer__ios.html#a7d20c09365257a766dbac760d7eadd93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Observer__ios.html#afa3fa431170e8d6b59705b314b2be9f1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Observer__ios.html#ab24d93b6b4b93387233f89e55bca3859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Observer__ios.html#a58aaf1391b0bfcc5b2ea259797c72ba8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Observer__ios.html#a5754eb816b91fd0d0ac1559dd7884dad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Observer__ios.html#a1ee10f163275f3b9316ce387573fcbe1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Observer__ios.html#a8484c4ac2de6f071a7c1e392cdf33571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Observer__ios.html#a47e361f02bdc83fdab4e050d42d0af77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Observer__ios.html#a5439ba0397be3943c6ebfb6083c27664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Observer__ios.html#a4cdfa0b36d4b9e910c1e0d1b5dc44cd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io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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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的视频采集，让您可以根据项⽬需要定制⾃⼰的⾳视频数据源。

美颜、滤镜、贴纸，包含多套美颜磨⽪算法（⾃然&光滑）和多款⾊彩空间滤镜（⽀持⾃定义滤镜）。
Qos 流量控制技术，具备上⾏⽹络⾃适应能⼒，可以根据主播端⽹络的具体情况实时调节⾳视频数据量。

脸形调整、动效挂件，⽀持基于优图 AI ⼈脸识别技术的⼤眼、瘦脸、隆⿐等脸形微调以及动效挂件效果，只需要
购买 优图 License 就可以轻松实现丰富的直播效果。

SDK 基础函数

API 描述

setObserver 设置推流器回调。

推流基础接⼝

API 描述

setRenderView 设置本地摄像头预览 View。

startPush 开始⾳视频数据推流。

stopPush 停⽌推送⾳视频数据。

isPushing 当前推流器是否正在推流中。

视频相关接⼝

API 描述

setVideoQuality 设置推流视频编码参数。

setRenderRotation 设置本地摄像头预览画⾯的旋转⾓度。

setRenderMirror 设置本地摄像头预览镜像。

startCamera 打开本地摄像头。

stopCamera 关闭本地摄像头。

startVirtualCamera 开启图⽚推流。

stopVirtualCamera 关闭图⽚推流。

startScreenCapture 开启屏幕采集。

stopScreenCapture 关闭屏幕采集。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ios.html#aa523f8cd2bab159e3723819ab1fe4fe2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ios.html#a5bf0688f150c9b724a7237e2bcff96cd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ios.html#a33b38f236a439e7d848606acb68cc087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ios.html#a7332411d6264bc743b0b2bae0b8a73a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ios.html#a59ba29c9ce1f9dec5c63e6e06b861820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ios.html#aa0185a41505a38ad458f9ccf762de4fc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ios.html#a953256f3f232eb24e18c54f0d5ef0eaa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ios.html#adf4cd57c705a1022d6730fd722f8dab5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ios.html#aa0b3bda940078de28d0350e9f57910a4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ios.html#a082890fe66c00c9b97277a4351c62027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ios.html#ada4e34221f16c55efe8f9610042a6647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ios.html#a481f299a96078ba77fbfc1780c0cedb2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ios.html#a9db6d67c2e8dc94c6d9d658366b2dbb2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ios.html#ad2fe97c868e0187d82cb44a1204f7f89


直播 SD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8 共160⻚

API 描述

snapshot 截取推流过程中的本地画⾯。

setWatermark 设置推流器⽔印。默认情况下，⽔印不开启。

setEncoderMirror 设置视频编码镜像。

enableCustomVideoCapture 开启/关闭⾃定义视频采集。

sendCustomVideoFrame 在⾃定义视频采集模式下，将采集的视频数据发送到 SDK。

enableCustomVideoProcess 开启/关闭⾃定义视频处理。

sendSeiMessage 发送 SEI 消息。

美颜相关接⼝

API 描述

getBeautyManager 获取美颜管理对象 TXBeautyManager，美颜的设置通过 TXBeautyManager 来设置。

⾳频相关接⼝

API 描述

startMicrophone 打开⻨克⻛。

stopMicrophone 关闭⻨克⻛。

setAudioQuality 设置推流⾳频质量。

enableVolumeEvaluation 启⽤采集⾳量⼤⼩提⽰。

⾳效相关接⼝

API 描述

getAudioEffectManager 获取⾳效管理对象。

设备管理相关接⼝

API 描述

getDeviceManager 获取设备管理对象。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ios.html#a7d6e28ab61e78b8185e5ea9713adad59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ios.html#ad48aacbfad38b8f5389c159283fae859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ios.html#ae4464d33567ce1a31d92530e02a48dd7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ios.html#a35e33064526da7f360c786a63d4e33e5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ios.html#a70770d15cc87cf91c174df97cf45a683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ios.html#a36a27d1112103ca70954c72a5d9109c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ios.html#a106dc65c2616b80e193aad95876f7fe6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ios.html#a4fb05ae6b5face276ace62558731280a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ios.html#a368d5e7a2e660dee8e48acb3daa51f24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ios.html#a340ff45f184ca5c08acd4e834a4b78ef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ios.html#a88956a3ad5e030af7b2f7f46899e5f13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ios.html#aeed74080dd72e52b15475a54ca5fd86b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AudioEffectManager__ios.html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DeviceManager__io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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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实⽤接⼝

API 描述

setProperty 调⽤ V2TXLivePusher 的⾼级 API 接⼝。

setMixTranscodingConfig 设置云端的混流转码参数。

showDebugView 显⽰仪表盘。

V2TXLivePusherObserver

SDK 基础回调

API 描述

onError 直播推流器错误通知，推流器出现错误时，会回调该通知。

onWarning 直播推流器警告通知。

视频相关回调

API 描述

onPushStatusUpdate 推流器连接状态回调通知。

onSnapshotComplete 截图回调。

onProcessVideoFrame ⾃定义视频处理。

onGLContextDestroyed SDK 内部的 OpenGL 环境的销毁通知。

onCaptureFirstVideoFrame ⾸帧视频采集完成的回调通知。

⾳频相关回调

API 描述

onCaptureFirstAudioFrame ⾸帧⾳频采集完成的回调通知。

onMicrophoneVolumeUpdate ⻨克⻛采集⾳量值回调。

混流回调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ios.html#aff881e005a44666337a5424c7bf47915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ios.html#a4a4ce2993678b473eb355c1378be2898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ios.html#a94005f62b788b1030636b51bb5a0210a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Observer__ios.html#aab2cdee2c2300208b9505a7e7d30f952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Observer__ios.html#ab20068894aa672290b2e9d56c4cb76b2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Observer__ios.html#a5a976a5846b039ec722725e8203f1147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Observer__ios.html#a230ab28e6317ba6d440d6a797e218ecb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Observer__ios.html#acc0791841b998aecaaf414441af82504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Observer__ios.html#a764cca49d39e166e8a1849f7ec3c026b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Observer__ios.html#af6c3d8ad3f460670aee56187a001f587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Observer__android.html#ad10ac31050e915d349a2a953915cbef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Observer__android.html#a8a9798da9f593fb00878a823bc3fdb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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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描述API 描述

onSetMixTranscodingConfig 设置云端的混流转码参数的回调。

统计回调

API 描述

onStatisticsUpdate 直播推流器统计数据回调。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RTCCloudCallback__cplusplus.html#a0f11cee9e2659f7ea8484fdffd6b8583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Observer__ios.html#a4cdfa0b36d4b9e910c1e0d1b5dc44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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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腾讯云直播推流器。

介绍

主要负责将本地的⾳频和视频画⾯进⾏编码，并推送到指定的推流地址，⽀持任意的推流服务端。

推流器包含如下能⼒：

⾃定义的视频采集，让您可以根据项⽬需要定制⾃⼰的⾳视频数据源。

美颜、滤镜、贴纸，包含多套美颜磨⽪算法（⾃然&光滑）和多款⾊彩空间滤镜（⽀持⾃定义滤镜）。
Qos 流量控制技术，具备上⾏⽹络⾃适应能⼒，可以根据主播端⽹络的具体情况实时调节⾳视频数据量。

脸形调整、动效挂件，⽀持基于优图 AI ⼈脸识别技术的⼤眼、瘦脸、隆⿐等脸形微调以及动效挂件效果，只需要
购买 优图 License 就可以轻松实现丰富的直播效果。

SDK 基础函数

initWithLiveMode

初始化直播推流器。

- (instancetype)initWithLiveMode:(V2TXLiveMode)liveMod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liveMode V2TXLiveMode 推流协议类型：RTMP/ROOM 协议，默认值：RTMP。

setObserver

设置推流器回调。通过设置回调，可以监听 V2TXLivePusher 推流器的⼀些回调事件，包括推流器状态、⾳量回调、

统计数据、警告和错误信息等。

- (void)setObserver:(id<V2TXLivePusherObserver>)observer 

推流

V2TXLivePusher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13 11:4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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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observer V2TXLivePusherObserver 推流器的回调⽬标对象，更多信息请参⻅

V2TXLivePusherObserver。

推流基础接⼝

setRenderView

设置本地摄像头预览 View，本地摄像头采集到的画⾯，经过美颜、脸形调整、滤镜等多种效果叠加之后，最终会显
⽰到传⼊的 View 上。

- (V2TXLiveCode)setRenderView:(TXView *)view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view TXView * 本地摄像头预览 View。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startPush

开始⾳视频数据推流。

- (V2TXLiveCode)startPush:(NSString *)url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url NSString * 推流的⽬标地址，⽀持任意推流服务端。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en/group__V2TXLivePusherObserver__io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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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V2TXLIVE_ERROR_INVALID_PARAMETER：操作失败，URL 不合法。

V2TXLIVE_ERROR_REFUSED：RTC 不⽀持同⼀设备上同时推拉同⼀个 StreamId。

stopPush

停⽌推送⾳视频数据。

- (V2TXLiveCode)stopPush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isPushing

当前推流器是否正在推流中。

- (int)isPushing 

返回

是否正在播放。

1：正在推流中。
0：已经停⽌推流。

视频相关接⼝

setVideoQuality

设置推流视频编码参数。

- (V2TXLiveCode)setVideoQuality:(V2TXLiveVideoEncoderParam *)p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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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param V2TXLiveVideoEncoderParam 视频编码参数。

setRenderRotation

设置本地摄像头预览画⾯的旋转⾓度。

- (V2TXLiveCode)setRenderRotation:(V2TXLiveRotation)rotation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rotation V2TXLiveRotation 旋转⾓度，默认值：V2TXLiveRotation0。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V2TXLiveRotation 枚举值

取值 含义

V2TXLiveRotation0 不旋转。

V2TXLiveRotation90 顺时针旋转90度。

V2TXLiveRotation180 顺时针旋转180度。

V2TXLiveRotation270 顺时针旋转270度。

setRenderMirror

设置本地摄像头预览镜像。

- (V2TXLiveCode)setRenderMirror:(V2TXLiveMirrorType)mirrorTyp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en/group__V2TXLiveDef__ios.html#interfaceV2TXLiveVideoEncoderP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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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mirrorType V2TXLiveMirrorType 摄像头镜像类型，默认值：V2TXLiveMirrorTypeAuto。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V2TXLiveMirrorType枚举值

取值 含义

V2TXLiveMirrorTypeAuto 默认镜像类型. 在这种情况下，前置摄像头的画⾯是镜像的，后置摄像头的画⾯
不是镜像的。

V2TXLiveMirrorTypeEnable 前置摄像头和后置摄像头都切换为镜像模式。

V2TXLiveMirrorTypeDisable 前置摄像头和后置摄像头都切换为⾮镜像模式。

startCamera

打开本地摄像头。

说明：

startVirtualCamera、startCamera 和 startScreenCapture 同⼀ Pusher 实例下，仅有⼀个能上⾏，三者为覆盖
关系。例如先调⽤ startCamera，后调⽤ startVirtualCamera。此时表现为暂停摄像头推流，开启图⽚推流。

- (V2TXLiveCode)startCamera:(BOOL)frontCamera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stopCam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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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本地摄像头。

- (V2TXLiveCode)stopCamera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startVirtualCamera

开启图⽚推流。

说明：

startVirtualCamera、startCamera 和 startScreenCapture 同⼀ Pusher 实例下，仅有⼀个能上⾏，三者为覆盖
关系。例如先调⽤ startCamera，后调⽤ startVirtualCamera。此时表现为暂停摄像头推流，开启图⽚推流。

- (V2TXLiveCode)startVirtualCamera:(TXImage *)image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stopVirtualCamera

关闭图⽚推流。

- (V2TXLiveCode)stopVirtualCamera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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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ScreenCapture

开启屏幕采集。

说明：

iOS 端暂不⽀持通过此接⼝开启屏幕采集。

startVirtualCamera、startCamera 和 startScreenCapture 同⼀ Pusher 实例下，仅有⼀个能上⾏，三者为覆
盖关系。例如先调⽤ startCamera，后调⽤ startVirtualCamera。此时表现为暂停摄像头推流，开启图⽚推
流。

1. 需要通过 iOS Broadcast Upload Extension 来开启屏幕采集。
2. 然后设置 enableCustomVideoCapture 开启⾃定义采集⽀持。

3. 最后通过 sendCustomVideoFrame 把 Broadcast Upload Extension 中采集到的屏幕画⾯送出去。

- (V2TXLiveCode)startScreenCapture:(NSString *)appGroup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appGroup NSString
*

主 App 与 Broadcast 共享的 Application Group Identifier，可以指定为 nil，但按照⽂
档设置会使功能更加可靠。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stopScreenCapture

关闭屏幕采集。

- (V2TXLiveCode)stopScreenCapture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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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TXLIVE_OK：成功。

snapshot

截取推流过程中的本地画⾯。

说明：

返回值成功后可以在  V2TXLivePusherObserver#onSnapshotComplete:(TXImage *)image  回调

中获取截图图⽚。

- (V2TXLiveCode)snapshot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V2TXLIVE_ERROR_REFUSED：已经停⽌推流，不允许调⽤截图操作。

setWatermark

设置推流器⽔印。默认情况下，⽔印不开启。

- (V2TXLiveCode)setWatermark:(TXImage *)image x:(float)x y:(float)y scale:(float)

scal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image TXImage * ⽔印图⽚。如果该值为null，则等效于禁⽤⽔印。

x float ⽔印的坐标。

y float ⽔印的坐标。

scale float ⽔印的缩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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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EncoderMirror

设置视频编码镜像。

- (V2TXLiveCode)setEncoderMirror:(BOOL)mirror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mirror BOOL 是否镜像。默认值：NO。

enableCustomVideoCapture

开启/关闭⾃定义视频采集。在⾃定义视频采集模式下，SDK 不再从摄像头采集图像，只保留编码和发送能⼒。

- (V2TXLiveCode)enableCustomVideoCapture:(BOOL)enabl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enable BOOL 是否开启⾃定义采集。默认值：NO。

sendCustomVideoFrame

在⾃定义视频采集模式下，将采集的视频数据发送到 SDK。

- (V2TXLiveCode)sendCustomVideoFrame:(V2TXLiveVideoFrame *)videoFram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videoFrame V2TXLiveVideoFrame * 向 SDK 发送的 视频帧数据。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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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TXLIVE_ERROR_INVALID_PARAMETER：发送失败，视频帧数据不合法。
V2TXLIVE_ERROR_REFUSED：发送失败，您必须先调⽤ enableCustomVideoCapture 开启⾃定义视频采集。

enableCustomVideoProcess

开启/关闭⾃定义视频处理。

- (V2TXLiveCode)enableCustomVideoProcess:(BOOL)enable pixelFormat:(V2TXLivePixelF

ormat)pixelFormat bufferType:(V2TXLiveBufferType)bufferTyp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enable BOOL 是否开启⾃定义视频处理。默认值：NO。

pixelFormat V2TXLivePixelFormat 视频帧的像素格式。

bufferType V2TXLiveBufferType 视频数据包装格式。

V2TXLivePixelFormat 枚举值

取值 说明

V2TXLivePixelFormatUnknown 未知。

V2TXLivePixelFormatI420 YUV420P I420。

V2TXLivePixelFormatTexture2D OpenGL 2D 纹理。

V2TXLiveBufferType 枚举值

取值 说明

V2TXLiveBufferTypeUnknown 未知。

V2TXLiveBufferTypeByteBuffer DirectBuffer，装载 I420 等 buffer，在 native 层使⽤。

V2TXLiveBufferTypeByteArray byte[]，装载 I420 等 buffer，在 Java 层使⽤。

V2TXLiveBufferTypeTexture 直接操作纹理 ID，性能最好，画质损失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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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dSeiMessage

发送 SEI 消息。播放端 V2TXLivePlayer 通过 V2TXLivePlayerObserver 中的  onReceiveSeiMessage  回调来接

收该消息。

- (V2TXLiveCode)sendSeiMessage:(int)payloadType data:(NSData *)data;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payloadType int 数据类型，⽀持 5、242。推荐填：242

data NSData * 待发送的数据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美颜相关接⼝

getBeautyManager

获取美颜管理对象 TXBeautyManager。 
通过美颜管理，您可以使⽤以下功能：

设置”美颜⻛格”、”美⽩”、“红润”、“⼤眼”、“瘦脸”、“V脸”、“下巴”、“短脸”、“⼩⿐”、“亮眼”、“⽩⽛”、“祛眼

袋”、“祛皱纹”、“祛法令纹”等美容效果。
调整“发际线”、“眼间距”、“眼⾓”、“嘴形”、“⿐翼”、“⿐⼦位置”、“嘴唇厚度”、“脸型”。
设置⼈脸挂件（素材）等动态效果。

添加美妆。

进⾏⼿势识别。

- (TXBeautyManager *)getBeautyManager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en/interfaceV2TXLivePlayer.html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en/group__V2TXLivePlayerObserver__ios.html#protocolV2TXLivePlayerObserver-p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71/41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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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相关接⼝

startMicrophone

打开⻨克⻛。

- (V2TXLiveCode)startMicrophone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stopMicrophone

关闭⻨克⻛。

- (V2TXLiveCode)stopMicrophone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setAudioQuality

设置推流⾳频质量。

- (V2TXLiveCode)setAudioQuality:(V2TXLiveAudioQuality)quality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quality V2TXLiveAudioQuality ⾳频质量。

V2TXLiveAudioQuality 枚举值

取值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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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值 说明

V2TXLiveAudioQualitySpeech 语⾳⾳质。采样率：16k、单声道、⾳频码率：16kbps。 
适合语⾳通话为主的场景，例如在线会议，语⾳通话。

V2TXLiveAudioQualityDefault 默认⾳质。采样率：48k、单声道、⾳频码率：50kbps。 
SDK 默认的⾳频质量，如⽆特殊需求推荐选择之。

V2TXLiveAudioQualityMusic ⾳乐⾳质。采样率：48k、双声道 + 全频带、⾳频码率：128kbps。 
适合需要⾼保真传输⾳乐的场景，例如 K 歌、⾳乐直播等。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V2TXLIVE_ERROR_REFUSED：推流过程中，不允许调整⾳质。

enableVolumeEvaluation

启⽤采集⾳量⼤⼩提⽰。

说明：

开启后可以在  V2TXLivePusherObserver#onMicrophoneVolumeUpdate:(NSInteger)volume  回

调中获取到 SDK 对⾳量⼤⼩值的评估。

- (V2TXLiveCode)enableVolumeEvaluation:(NSInteger)intervalMs;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intervalMs NSInteger
决定了 onMicrophoneVolumeUpdate ⾳量⼤⼩回调的触发间隔，单位为 ms，最⼩
间隔为 100ms，如果⼩于等于0则会关闭回调，建议设置为 300ms。默认值：0，
不开启。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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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相关接⼝

getAudioEffectManager

获取⾳效管理对象 TXAudioEffectManager。 
通过⾳效管理，您可以使⽤以下功能：

调整⻨克⻛收集的⼈声⾳量。

设置混响和变声效果。

开启⽿返，并设置⽿返的⾳量。

添加背景⾳乐，调整背景⾳乐的播放效果。

- (TXAudioEffectManager *)getAudioEffectManager 

设备管理相关接⼝

getDeviceManager

获取设备管理对象 TXDeviceManager。 

通过设备管理，您可以使⽤以下功能：

切换前后摄像头。

设置⾃动聚焦。

设置摄像头缩放倍数。

打开或关闭闪光灯。

- (TXDeviceManager *)getDeviceManager; 

更多实⽤接⼝

setProperty

调⽤ V2TXLivePusher 的⾼级 API 接⼝。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en/group__TXAudioEffectManager__ios.html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en/group__TXDeviceManager__io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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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2TXLiveCode)setProperty:(NSString *)key value:(NSObject *)valu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key NSString * ⾼级 API 对应的 key。

value NSObject * 调⽤ key 所对应的⾼级 API 时，需要的参数。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V2TXLIVE_ERROR_INVALID_PARAMETER：操作失败，key 不允许为空。

setMixTranscodingConfig

设置云端的混流转码参数。如果您在 实时⾳视频控制台 中的功能配置⻚开启了“启⽤旁路推流”功能，每⼀路画⾯都
会有⼀个默认的直播 CDN 地址。⼀个直播间中可能有不⽌⼀位主播，⽽且每个主播都有⾃⼰的画⾯和声⾳，但对于
CDN 观众来说，他们只需要⼀路直播流，所以您需要将多路⾳视频流混成⼀路标准的直播流，这就需要混流转码。

- (V2TXLiveCode)setMixTranscodingConfig:(V2TXLiveTranscodingConfig *)config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config V2TXLiveTranscodingConfig * 云端混流（转码）配置。

V2TXLiveTranscodingConfig

取值 说明

V2TXLiveBufferTypeUnknown 未知。

V2TXLiveBufferTypeByteBuffer DirectBuffer，装载 I420 等 buffer，在 native 层使⽤。

V2TXLiveBufferTypeByteArray byte[]，装载 I420 等 buffer，在 Java 层使⽤。

V2TXLiveBufferTypeTexture 直接操作纹理 ID，性能最好，画质损失最少。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zh/account/register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5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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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DebugView

显⽰仪表盘。

- (void)showDebugView:(BOOL)isShow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isShow BOOL 是否显⽰，默认值：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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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腾讯云直播的推流的回调通知。

介绍

可以接收 V2TXLivePusher 推流器的⼀些推流通知，包括推流器连接状态、⾳视频⾸帧回调、统计数据、警告和错误
信息等。

SDK 基础回调

onError

直播推流器错误通知，推流出现错误时，会回调该通知。

- (void)onError:(V2TXLiveCode)code message:(NSString *)msg extraInfo:(NSDictionar

y *)extraInfo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code V2TXLiveCode 错误码。

msg NSString * 错误信息。

extraInfo NSDictionary * 扩展信息。

onWarning

直播推流器警告通知。

- (void)onWarning:(V2TXLiveCode)code message:(NSString *)msg extraInfo:(NSDiction

ary *)extraInfo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V2TXLivePusherObserver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13 11:40:06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en/group__V2TXLivePusher__ios.html


直播 SD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8 共160⻚

参数 类型 含义

code V2TXLiveCode 警告码。

msg NSString * 警告信息。

extraInfo NSDictionary * 扩展信息。

视频相关回调

onPushStatusUpdate

直播推流器连接状态回调通知。

- (void)onPushStatusUpdate:(V2TXLivePushStatus)status 

message:(NSString *)msg 

extraInfo:(NSDictionary *)extraInfo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status V2TXLivePushStatus 状态码。

msg NSString * 连接状态信息。

extraInfo NSDictionary * 扩展信息。

V2TXLivePushStatus 枚举值

取值 含义

V2TXLivePushStatusDisconnected 与服务器断开连接。

V2TXLivePushStatusConnecting 正在连接服务器。

V2TXLivePushStatusConnectSuccess 连接服务器成功。

V2TXLivePushStatusReconnecting 重连服务器中。

onSnapshotComp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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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图回调。

- (void)onSnapshotComplete:(TXImage *)imag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image TXImage * 已截取的视频画⾯。

onProcessVideoFrame

⾃定义视频处理回调。

说明：

调⽤  V2TXLivePusher#enableCustomVideoProcess:(BOOL)enable pixelFormat:

(V2TXLivePixelFormat)pixelFormat bufferType:(V2TXLiveBufferType)bufferType  开启

⾃定义视频处理后，会收到这个回调通知。

- (void)onProcessVideoFrame:(V2TXLiveVideoFrame * _Nonnull)srcFrame dstFrame:(V2T

XLiveVideoFrame * _Nonnull)dstFram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srcFrame V2TXLiveVideoFrame * ⽤于承载未处理的视频画⾯。

dstFrame V2TXLiveVideoFrame * ⽤于承载处理过的视频画⾯。

onGLContextDestroyed

⾃定义视频处理 GL 环境销毁回调。

- (void)onGLContextDestroy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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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aptureFirstVideoFrame

⾸帧视频采集完成的回调通知。

- (void)onCaptureFirstVideoFrame 

⾳频相关回调

onCaptureFirstAudioFrame

⾸帧⾳频采集完成的回调通知。

- (void)onCaptureFirstAudioFrame 

onMicrophoneVolumeUpdate

⻨克⻛采集⾳量值回调。

- (void)onMicrophoneVolumeUpdate:(NSInteger)volume 

统计回调

onStatisticsUpdate

直播推流器统计数据回调。

- (void)onStatisticsUpdate:(V2TXLivePusherStatistics *)statistics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statistics V2TXLivePusherStatistics * 推流器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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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流回调

onSetMixTranscodingConfig

设置云端的混流转码参数的回调。

说明：

调⽤  V2TXLivePusher#setMixTranscodingConfig:(V2TXLiveTranscodingConfig *)config 

设置云端混流转码参数后，会收到这个回调通知。

- (void)onSetMixTranscodingConfig:(V2TXLiveCode)code message:(NSString *)msg 

参数 类型 含义

code V2TXLiveCode 0 表⽰成功，其余值表⽰失败。

msg NSString * 具体错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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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颜、美容、动效挂件类基础函数。

setBeautyStyle

设置美颜类型。

- (void)setBeautyStyle:(TXBeautyStyle)level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level TXBeautyStyle 美颜⻛格，TXBeautyStyleSmooth表⽰光滑；TXBeautyStyleNature表⽰⾃然；
TXBeautyStylePitu表⽰朦胧。

setFilter

设置指定素材滤镜特效。

- (void)setFilter:(TXImage *)image  

说明：

滤镜图⽚⼀定要⽤ png 格式，Demo ⽤到的滤镜查找表图⽚位于
TXLiteAVDemo/Resource/Beauty/filter/FilterResource.bundle 中。

setSpecialRatio

设置滤镜浓度。

- (void)setFilterStrength:(float)strength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strength float 取值范围0 - 1的浮点型数字，取值越⼤滤镜效果越明显，默认取值0.5。

TXBeautyManager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13 11:4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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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在美⼥秀场等应⽤场景⾥，滤镜浓度的要求会⽐较⾼，以便更加突显主播的差异。 我们默认的滤镜浓度是0.5，如果
您觉得滤镜效果不明显，可以使⽤下⾯的接⼝进⾏调节。

setGreenScreenFile

设置绿幕背景视频（商业版有效，其它版本设置此参数⽆效）。

- (void)setGreenScreenFile:(NString *)fil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file NString * 视频⽂件路径。⽀持 MP4；nil 表⽰关闭特效。

介绍

此处的绿幕功能并⾮智能抠背，它需要被拍摄者的背后有⼀块绿⾊的幕布来辅助产⽣特效。

setBeautyLevel

设置美颜级别。

- (void)setBeautyLevel:(float)level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level float 美颜级别，取值范围0 - 9；0表⽰关闭，1 - 9值越⼤，效果越明显。

setWhitenessLevel

设置美⽩级别。

- (void)setWhitenessLevel:(float)level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level float 美⽩级别，取值范围0 - 9；0表⽰关闭，1 - 9值越⼤，效果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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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RuddyLevel

设置红润级别。

- (void)setRuddyLevel:(float)level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level float 红润级别，取值范围0 - 9；0表⽰关闭，1 - 9值越⼤，效果越明显。

setEyeScaleLevel

设置⼤眼级别（商业版有效，其它版本设置此参数⽆效）。

- (void)setEyeScaleLevel:(float)level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level float ⼤眼级别，取值范围0 - 9；0表⽰关闭，1 - 9值越⼤，效果越明显。

setFaceSlimLevel

设置瘦脸级别（商业版有效，其它版本设置此参数⽆效）。

- (void)setFaceSlimLevel:(float)level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level float 瘦脸级别，取值范围0 - 9；0表⽰关闭，1 - 9值越⼤，效果越明显。

setFaceVLevel

设置 V 脸级别（商业版有效，其它版本设置此参数⽆效）。

- (void)setFaceVLevel:(float)level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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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含义

level float V 脸级别，取值范围0 - 9；0表⽰关闭，1 - 9值越⼤，效果越明显。

setChinLevel

设置下巴拉伸或收缩（商业版有效，其它版本设置此参数⽆效）。

- (void)setChinLevel:(float)level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level float 下巴拉伸或收缩级别，取值范围-9 - 9；0表⽰关闭，⼩于0表⽰收缩，⼤于0表⽰拉伸。

setFaceShortLevel

设置短脸级别（商业版有效，其它版本设置此参数⽆效）。

- (void)setFaceShortLevel:(float)level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level float 短脸级别，取值范围0 - 9；0表⽰关闭，1 - 9值越⼤，效果越明显。

setNoseSlimLevel

设置瘦⿐级别（商业版有效，其它版本设置此参数⽆效）。

- (void)setNoseSlimLevel:(float)level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level float 瘦⿐级别，取值范围0 - 9；0表⽰关闭，1 - 9值越⼤，效果越明显。

setEyeLightenLevel

设置亮眼 （商⽤企业版有效，其它版本设置此参数⽆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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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d)setEyeLightenLevel:(float)level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level float 亮眼级别，取值范围0 - 9；0表⽰关闭，1 - 9值越⼤，效果越明显。

setToothWhitenLevel

设置⽩⽛ （商⽤企业版有效，其它版本设置此参数⽆效）。

- (void)setToothWhitenLevel:(float)level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level float ⽩⽛级别，取值范围0 - 9；0表⽰关闭，1 - 9值越⼤，效果越明显。

setWrinkleRemoveLevel

设置祛皱 （商⽤企业版有效，其它版本设置此参数⽆效）。

- (void)setWrinkleRemoveLevel:(float)level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level float 祛皱级别，取值范围0 - 9；0表⽰关闭，1 - 9值越⼤，效果越明显。

setPounchRemoveLevel

设置祛眼袋 （商⽤企业版有效，其它版本设置此参数⽆效）。

- (void)setPounchRemoveLevel:(float)level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level float 祛眼袋级别，取值范围0 - 9；0表⽰关闭，1 - 9值越⼤，效果越明显。



直播 SD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37 共160⻚

setSmileLinesRemoveLevel

设置祛法令纹 （商⽤企业版有效，其它版本设置此参数⽆效）。

- (void)setSmileLinesRemoveLevel:(float)level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level float 祛法令纹级别，取值范围0 - 9；0表⽰关闭，1 - 9值越⼤，效果越明显。

setForeheadLevel

设置发际线 （商⽤企业版有效，其它版本设置此参数⽆效）。

- (void)setForeheadLevel:(float)level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level float 发际线级别，取值范围0 - 9；0表⽰关闭，1 - 9值越⼤，发际线越向下移。

setEyeDistanceLevel

设置眼距 （商⽤企业版有效，其它版本设置此参数⽆效）。

- (void)setEyeDistanceLevel:(float)level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level float 眼距级别，取值范围0 - 9；0表⽰关闭，1 - 9值越⼤，眼间距越⼩。

setEyeAngleLevel

设置眼⾓ （商⽤企业版有效，其它版本设置此参数⽆效）。

- (void)setEyeAngleLevel:(float)level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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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含义

level float 眼⾓级别，取值范围0 - 9； 0表⽰关闭，1 - 9值越⼤，外眼⾓越向上，内眼⾓越向下。

setMouthShapeLevel

设置嘴型 （商⽤企业版有效，其它版本设置此参数⽆效）。

- (void)setMouthShapeLevel:(float)level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level float 嘴型级别，取值范围0 - 9；0表⽰关闭，1 - 9值越⼤，嘴越⼩。

setNoseWingLevel

设置⿐翼 （商⽤企业版有效，其它版本设置此参数⽆效）。

- (void)setNoseWingLevel:(float)level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level float ⿐翼级别，取值范围0 - 9；0表⽰关闭，1 - 9值越⼤，⿐翼越⼩。

setNosePositionLevel

设置⿐⼦位置 （商⽤企业版有效，其它版本设置此参数⽆效）。

- (void)setNosePositionLevel:(float)level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level float ⿐⼦位置级别，取值范围0 - 9；0表⽰关闭，1 - 9值越⼤，⿐⼦位置越向下移。

setLipsThicknessLevel

设置嘴唇厚度 （商⽤企业版有效，其它版本设置此参数⽆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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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d)setLipsThicknessLevel:(float)level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level float 嘴唇厚度级别，取值范围0 - 9；0表⽰关闭，1 - 9值越⼤，嘴唇越厚。

setFaceBeautyLevel

设置脸型 （商⽤企业版有效，其它版本设置此参数⽆效）。

- (void)setFaceBeautyLevel:(float)level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level float 脸型级别，取值范围0 - 9；0表⽰关闭，1 - 9值越⼤，效果越明显。

setMotionTmpl

选择使⽤哪⼀款 AI 动效挂件（商业版有效，其它版本设置此参数⽆效）。

- (void)setMotionTmpl:(nullable NSString *)tmplName inDir:(nullable NSString *)tm

plDir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tmplDir NSString * 动效所在⽬录。

tmplName NSString * 动效名称。

setMotionMute

设置动效静⾳（商业版有效，其它版本设置此参数⽆效）。有些挂件本⾝会有声⾳特效，通过此 API 可以关闭这些
特效播放时所带的声⾳效果。

- (void)setMotionMute:(BOOL)motionMute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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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 | 类型 | 含义 | 
|-----|-----|-----|· 
| motionMute | BOOL | YES表⽰静⾳；NO表⽰不静⾳。 |



直播 SD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41 共160⻚

功能

腾讯云直播播放器。

主要负责从指定的直播流地址拉取⾳视频数据，并进⾏解码和本地渲染播放。

介绍

播放器包含如下能⼒：

⽀持 RTMP、HTTP-FLV、TRTC、WebRTC 协议。
屏幕截图，可以截取当前直播流的视频画⾯。

延时调节，可以设置播放器缓存⾃动调整的最⼩和最⼤时间。

⾃定义的视频数据处理，您可以根据项⽬需要处理直播流中的视频数据后，再进⾏渲染以及播放。

SDK 基础函数

setObserver

设置播放器回调。通过设置回调，可以监听 V2TXLivePlayer 播放器的⼀些回调事件，包括播放器状态、播放⾳量回
调、⾳视频⾸帧回调、统计数据、警告和错误信息等。

- (void)setObserver:(id<V2TXLivePlayerObserver>)observer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observer V2TXLivePlayerObserver 播放器的回调⽬标对象，详情请参⻅ V2TXLivePlayerObserver。

播放基础接⼝

setRenderView

设置播放器渲染 View，该控件负责显⽰视频内容。

拉流

V2TXLivePlayer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20 15:57:07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71/41272


直播 SD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42 共160⻚

- (V2TXLiveCode)setRenderView:(TXView *)view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view TXView * 播放器渲染 View。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startLivePlay

开始播放⾳视频流。

- (V2TXLiveCode)startLivePlay:(NSString *)url 

说明：

10.7 版本开始，  startPlay  变更为  startLivePlay ，需要通过

 V2TXLivePremier#setLicence  或者  TXLiveBase#setLicence  设置 Licence 后⽅可成功播放，

否则将播放失败（⿊屏），全局仅设置⼀次即可。直播 License、短视频 License 和视频播放 License 均可使
⽤，若您暂未获取上述 License ，可 快速免费申请测试版 License以正常播放，正式版 License 需 购买。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url NSString * ⾳视频流的播放地址，⽀持 RTMP、HTTP-FLV、TRTC、WebRTC 协议。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V2TXLIVE_ERROR_INVALID_PARAMETER：操作失败，URL不合法。

V2TXLIVE_ERROR_REFUSED：RTC 不⽀持同⼀设备上同时推拉同⼀个 StreamId。

stopPlay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live/license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71/38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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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播放⾳视频流。

- (V2TXLiveCode)stopPlay;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isPlaying

播放器是否正在播放中。

- (int)isPlaying 

返回

是否正在播放。

1：正在播放中。
0：已经停⽌播放。

视频相关接⼝

setRenderRotation

设置播放器画⾯的旋转⾓度。

- (V2TXLiveCode)setRenderRotation:(V2TXLiveRotation)rotation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rotation V2TXLiveRotation 旋转⾓度，默认值：0。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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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TXLiveRotation 枚举值

取值 含义

V2TXLiveRotation0 不旋转。

V2TXLiveRotation90 顺时针旋转90度。

V2TXLiveRotation180 顺时针旋转180度。

V2TXLiveRotation270 顺时针旋转270度。

setRenderFillMode

设置画⾯的填充模式。

- (V2TXLiveCode)setRenderFillMode:(V2TXLiveFillMode)mod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mode V2TXLiveFillMode 画⾯填充模式，默认值：V2TXLiveFillModeFit。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V2TXLiveFillMode 枚举值

取值 含义

V2TXLiveFillModeFit 图像适应屏幕，保持画⾯完整，但如果图像宽⾼⽐不同于屏幕宽⾼⽐，会有⿊边的存

在。

V2TXLiveFillModeFill 图像铺满屏幕，不留⿊边，如果图像宽⾼⽐不同于屏幕宽⾼⽐，部分画⾯内容会被裁

剪掉。

pauseVideo

暂停播放器的视频流。

- (V2TXLiveCode)pause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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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resumeVideo

恢复播放器的视频流。

- (V2TXLiveCode)resumeVideo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snapshot

截取播放过程中的视频画⾯。

说明：

返回值成功后可以在  [V2TXLivePlayerObserver onSnapshotComplete: image:]  回调中获取截

图图⽚。

- (V2TXLiveCode)snapshot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V2TXLIVE_ERROR_REFUSED：播放器处于停⽌状态，不允许调⽤截图操作。

enableCustomRendering

设置视频⾃定义渲染回调。

通过该⽅法，可以获取解码后的每⼀帧视频画⾯，进⾏⾃定义渲染处理，添加⾃定义显⽰效果。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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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成功后可在  [V2TXLivePlayerObserver onRenderVideoFrame:frame:]  回调中获取视频帧数

据。

- (V2TXLiveCode)enableCustomRendering:(BOOL)enable 

pixelFormat:(V2TXLivePixelFormat)pixelFormat 

bufferType:(V2TXLiveBufferType)bufferTyp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enable BOOL 是否开启⾃定义渲染。默认值：NO。

pixelFormat V2TXLivePixelFormat ⾃定义渲染回调的视频像素格式。

bufferType V2TXLiveBufferType ⾃定义渲染回调的视频数据格式。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V2TXLIVE_ERROR_NOT_SUPPORTED：像素格式或者数据格式不⽀持。

V2TXLivePixelFormat 枚举值

取值 含义

V2TXLivePixelFormatUnknown 未知。

V2TXLivePixelFormatI420 YUV420P I420。

V2TXLivePixelFormatNV12 YUV420SP NV12。

V2TXLivePixelFormatBGRA32 BGRA8888。

V2TXLivePixelFormatTexture2D OpenGL 2D 纹理。

V2TXLiveBufferType 枚举值

取值 含义

V2TXLiveBufferTypeUnknown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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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值 含义

V2TXLiveBufferTypePixelBuffer 直接使⽤效率最⾼，iOS 系统提供了众多 API 获取或处理 PixelBuffer。

V2TXLiveBufferTypeNSData 会有⼀定的性能消耗，SDK 内部是直接处理 PixelBuffer 的，所以会存在
NSData 和 PixelBuffer 之间类型转换所产⽣的内存拷⻉开销。

V2TXLiveBufferTypeTexture 直接操作纹理 ID，性能最好。

⾳频相关接⼝

pauseAudio

暂停播放器的⾳频流。

- (V2TXLiveCode)pauseAudio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resumeAudio

恢复播放器的⾳频流。

- (V2TXLiveCode)resumeAudio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setPlayoutVolume

设置⾳量。

- (V2TXLiveCode)setPlayoutVolume:(NSUInteger)volume;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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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含义参数 类型 含义

volume NSUInteger ⾳量⼤⼩，取值范围0 - 100，默认值：100。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enableVolumeEvaluation

启⽤播放⾳量⼤⼩提⽰。

说明：

开启后可以在  [V2TXLivePlayerObserver onPlayoutVolumeUpdate:volume:]  回调中获取到

SDK 对⾳量⼤⼩值的评估。

- (V2TXLiveCode)enableVolumeEvaluation:(NSUInteger)intervalMs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intervalMs NSUInteger
onPlayoutVolumeUpdate ⾳量⼤⼩回调的触发间隔，单位为 ms，最⼩间隔为
100ms。如果⼩于等于0则会关闭回调，建议设置为 300ms。默认值：0，不开
启。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更多实⽤接⼝

setCacheParams

设置播放器缓存⾃动调整的最⼩和最⼤时间（ 单位：秒）。

- (V2TXLiveCode)setCacheParams:(CGFloat)minTime maxTime:(CGFloat)max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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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minTime CGFloat 缓存⾃动调整的最⼩时间，取值需要⼤于0。默认值：1。

maxTime CGFloat 缓存⾃动调整的最⼤时间，取值需要⼤于0。默认值：5。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V2TXLIVE_ERROR_INVALID_PARAMETER：操作失败，minTime 和 maxTime 需要⼤于0。
V2TXLIVE_ERROR_REFUSED：播放器处于播放状态，不⽀持修改缓存策略。

showDebugView

是否显⽰播放器状态信息的调试浮层。

- (void)showDebugView:(BOOL)isShow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isShow BOOL 是否显⽰，默认值：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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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腾讯云直播的播放器回调通知。

介绍

可以接收 V2TXLivePlayer 播放器的⼀些回调通知，包括播放器状态、播放⾳量回调、⾳视频⾸帧回调、统计数据、
警告和错误信息等。

SDK 基础回调

onError

直播播放器错误通知，播放器出现错误时，会回调该通知。

- (void)onError:(id<V2TXLivePlayer>)player 

code:(V2TXLiveCode)code 

message:(NSString *)msg 

extraInfo:(NSDictionary *)extraInfo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player V2TXLivePlaye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code V2TXLiveCode 错误码。

msg NSString * 错误信息。

extraInfo NSDictionary * 扩展信息。

onWarning

直播播放器警告通知。

- (void)onWarning:(id<V2TXLivePlayer>)player 

code:(V2TXLiveCode)code 

V2TXLivePlayerObserver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13 11:40:06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71/41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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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NSString *)msg 

extraInfo:(NSDictionary *)extraInfo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player V2TXLivePlaye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code V2TXLiveCode 警告码。

msg NSString * 警告码信息。

extraInfo NSDictionary * 扩展信息。

onConnected

已经成功连接到服务器通知。

- (void)onConnected:(id<V2TXLivePlayer>)player  

extraInfo:(NSDictionary *)extraInfo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player V2TXLivePlaye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extraInfo NSDictionary * 扩展信息。

视频相关回调

onVideoPlaying

视频播放事件通知。

- (void)onVideoPlaying:(id<V2TXLivePlayer>)player 

firstPlay:(BOOL)firstPlay  

extraInfo:(NSDictionary *)extraInfo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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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含义

player V2TXLivePlaye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firstPlay BOOL 第⼀次播放标志。

extraInfo NSDictionary * 扩展信息。

onVideoLoading

视频加载事件通知。

- (void)onVideoLoading:(id<V2TXLivePlayer>)player 

extraInfo:(NSDictionary *)extraInfo;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player V2TXLivePlaye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extraInfo NSDictionary * 扩展信息。

onVideoResolutionChanged

直播播放器分辨率变化通知。

- (void)onVideoResolutionChanged:(id<V2TXLivePlayer>)player  

width:(NSInteger)width  

height:(NSInteger)height;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player V2TXLivePlaye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width NSInteger 视频宽

height NSInteger 视频⾼

onSnapshotComplete

截图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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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d)onSnapshotComplete:(id<V2TXLivePlayer>)player image:(TXImage *)imag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player V2TXLivePlaye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image TXImage * 已截取的视频画⾯。

onRenderVideoFrame

⾃定义视频渲染回调。

说明：

调⽤  [V2TXLivePlayer enableCustomRendering:pixelFormat:bufferType:]  开启⾃定义渲

染之后，会收到这个回调通知。

- (void)onRenderVideoFrame:(id<V2TXLivePlayer>)player 

frame:(V2TXLiveVideoFrame *)videoFram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player V2TXLivePlaye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videoFrame V2TXLiveVideoFrame * 视频帧数据。

⾳频相关回调

onAudioPlaying

⾳频播放事件通知。

- (void)onAudioPlaying:(id<V2TXLivePlayer>)player  

firstPlay:(BOOL)firstPlay  

extraInfo:(NSDictionary *)extraInfo;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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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含义参数 类型 含义

player V2TXLivePlaye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firstPlay BOOL 第⼀次播放标志。

extraInfo NSDictionary * 扩展信息。

onAudioLoading

⾳频加载事件通知。

- (void)onAudioLoading:(id<V2TXLivePlayer>)player  

extraInfo:(NSDictionary *)extraInfo;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player V2TXLivePlaye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extraInfo NSDictionary * 扩展信息。

onPlayoutVolumeUpdate

播放器⾳量⼤⼩回调。

- (void)onPlayoutVolumeUpdate:(id<V2TXLivePlayer>)player volume:(NSInteger)volum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player V2TXLivePlaye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volume NSInteger ⾳量⼤⼩，取值范围：0 - 100。

统计回调

onStatisticsUpdate

直播播放器统计数据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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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d)onStatisticsUpdate:(id<V2TXLivePlayer>)player 

statistics:(V2TXLivePlayerStatistics *)statistics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player V2TXLivePlaye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statistics V2TXLivePlayerStatistics 播放器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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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开发者的接⼊反馈的⾼频问题，腾讯云提供有直观易懂的 API-Example ⼯程，⽅便开发者可以快速的了解相关
API 的使⽤，欢迎使⽤。

⼯程地址

所属平台 GitHub 地址

iOS Github

⽬录说明

在这个⽰例项⽬中包含了以下场景：

基础功能：

摄像头推流

录屏推流

直播拉流

连⻨互动

连⻨ PK

进阶功能：

⾃定义视频采集

第三⽅美颜

RTC 连⻨ + 超低延时播放

说明：

⽬前的⼯程结构跟标准的 xcproject ⼯程在名称⼤⼩写上可能有略微的差异，主要⽬的是⽅便⼤家在⽹⻚上
看到此⼯程时，名称意义更加清晰。

⽰例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20 15:57:07

https://github.com/LiteAVSDK/Live_iOS/tree/main/MLVB-API-Example-OC
https://github.com/LiteAVSDK/Live_iOS/tree/main/MLVB-API-Example-OC/Basic/LivePushCamera
https://github.com/LiteAVSDK/Live_iOS/tree/main/MLVB-API-Example-OC/Basic/LivePushScreen
https://github.com/LiteAVSDK/Live_iOS/tree/main/MLVB-API-Example-OC/Basic/LivePlay
https://github.com/LiteAVSDK/Live_iOS/tree/main/MLVB-API-Example-OC/Basic/LiveLink
https://github.com/LiteAVSDK/Live_iOS/tree/main/MLVB-API-Example-OC/Basic/LivePK
https://github.com/LiteAVSDK/Live_iOS/tree/main/MLVB-API-Example-OC/Advanced/CustomVideoCapture
https://github.com/LiteAVSDK/Live_iOS/tree/main/MLVB-API-Example-OC/Advanced/ThirdBeauty
https://github.com/LiteAVSDK/Live_iOS/tree/main/MLVB-API-Example-OC/Advanced/RTCPushAnd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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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图⽰

⽰例主⻚ 推流⽰例 拉流⽰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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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TXLivePlayer

视频播放器

请参⻅ V2TXLivePlayer。 
主要负责从指定的直播流地址拉取⾳视频数据，并进⾏解码和本地渲染播放。

播放器包含如下能⼒：

⽀持 RTMP、HTTP-FLV、TRTC 以及 WebRTC 协议。
屏幕截图，可以截取当前直播流的视频画⾯。

延时调节，可以设置播放器缓存⾃动调整的最⼩和最⼤时间。

⾃定义的视频数据处理，您可以根据项⽬需要处理直播流中的视频数据后，再进⾏渲染以及播放。

SDK 基础函数

API 描述

setObserver 设置播放器回调。

播放基础接⼝

API 描述

setRenderView 设置播放器的视频渲染 TXCloudVideoView。

setRenderView 设置播放器的视频渲染 TextureView。

setRenderView 设置播放器的视频渲染 SurfaceView。

startLivePlay

10.7 版本开始，  startPlay  变更为  startLivePlay ，需要通过
 V2TXLivePremier#setLicence  或者  TXLiveBase#setLicence  设置 License 后
⽅可成功播放，否则将播放失败（⿊屏），全局仅设置⼀次即可。直播 License、短视频
License 和视频播放 License 均可使⽤，若您暂未获取上述 License ，可 快速免费申请测试
版 License 以正常播放，正式版 License 需 购买。

stopPlay 停⽌播放。

Android
概览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3 17:47:39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aa851c4bf90929cddfd7067cfdd6049b4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afc848d88fe99790b8c0988b8525dd4d9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af2ac91d628fe510008b3c169896a7e81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a6b8f02711afe98f327743e699632e6e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a10b2abcd48bb27af98ef994a159403c7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live/license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71/38546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a8c4e12608a45f5629dd198ed54d7d2b4


直播 SD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59 共160⻚

API 描述

isPlaying 是否正在播放。

视频相关接⼝

API 描述

setRenderRotation 设置播放器画⾯的旋转⾓度。

setRenderFillMode 设置画⾯的填充模式。

pauseVideo 暂停播放器的视频流。

resumeVideo 恢复播放器的视频流。

snapshot 截取播放过程中的视频画⾯。

enableObserveVideoFrame 设置视频⾃定义渲染回调。

⾳频相关接⼝

API 描述

pauseAudio 暂停播放器的⾳频流。

resumeAudio 恢复播放器的⾳频流。

setPlayoutVolume 设置⾳量。

enableVolumeEvaluation 启⽤播放⾳量⼤⼩提⽰。

更多实⽤接⼝

API 描述

setCacheParams 设置播放器缓存⾃动调整的最⼩和最⼤时间 ( 单位：秒 )。

showDebugView 是否显⽰播放器状态信息的调试浮层。

V2TXLivePlayerObserver

腾讯云直播播放的回调通知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a69347e1e19d1f96a6c31977f90b8860b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aa08046b0f429f318f36249fa9d0276f2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af26f720280c7403e6ca23daf82a57c9a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a0db95f1fb6d448b943400b3149bacff3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ac6addf129d35e104ba087ee6a93718d3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a2a507ea1cd894a1635dbfd772802fefd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af105fd13a342720b70e3f85eee054197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aa4a006f050968e6d5e9405b40b8e299b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a4ca6a40a3adba3699caaf1843a81b701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a080762d51e26b2042c6d30de42f59288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aaa893a96eff34a7ba660441f7597d6d8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a8a4f8f8e220a6e4aa2a04ca3e866efcb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ad3e02a7295f3ba2221fea015f3526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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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K 基础回调

API 描述

onError 直播播放器错误通知，播放器出现错误时，会回调该通知。

onWarning 直播播放器警告通知。

onConnected 已经成功连接到服务器通知。

视频相关回调

API 描述

onVideoResolutionChanged 直播播放器分辨率变化通知。

onVideoLoading 视频加载事件。

onVideoPlaying 视频播放事件。

onSnapshotComplete 截图回调。

onRenderVideoFrame ⾃定义视频渲染回调。

⾳频相关回调

API 描述

onAudioLoading ⾳频加载事件。

onAudioPlaying ⾳频播放事件。

onPlayoutVolumeUpdate 播放器⾳量⼤⼩回调。

统计回调

API 描述

onStatisticsUpdate 直播播放器统计数据回调。

V2TXLivePusher

直播推流类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Observer__android.html#af2195d3dbecb37826a101dfe525202c0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Observer__android.html#a88c8cba39a928dd7964f8f1753bd5bf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Observer__android.html#aa511a51b9f4dad03d35cbe08ad616d45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Observer__android.html#a3c69dfdfb02e1a3f3520b1a5a7a6c8e6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Observer__android.html#a8a1796d37d96e925a4f2809f73ce8326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Observer__android.html#a5aaa9225a1d37b8f48ec825af0049945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Observer__android.html#a2ae183e19890e89e216051653ccdfb89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Observer__android.html#a346a3206ad4d0f38385844c1456a012f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Observer__android.html#a9ecbc1b3ff1a907c8110a2b3d00a703a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Observer__android.html#a00baf0a363714f7eca4baf94400d8a97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Observer__android.html#a57fc000bf5e935f7253fa94e1750359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Observer__android.html#ab10e1f4e22e9bb73e3cea4ae15c3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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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 V2TXLivePusher。 
主要负责将本地的⾳频和视频画⾯进⾏编码，并推送到指定的推流地址，⽀持任意的推流服务端。

推流器包含如下能⼒：

⾃定义的视频采集，让您可以根据项⽬需要定制⾃⼰的⾳视频数据源。

美颜、滤镜、贴纸，包含多套美颜磨⽪算法（⾃然&光滑）和多款⾊彩空间滤镜（⽀持⾃定义滤镜）。
Qos 流量控制技术，具备上⾏⽹络⾃适应能⼒，可以根据主播端⽹络的具体情况实时调节⾳视频数据量。
脸形调整、动效挂件，⽀持基于优图 AI ⼈脸识别技术的⼤眼、瘦脸、隆⿐等脸形微调以及动效挂件效果，只需要
购买 优图 License 就可以轻松实现丰富的直播效果。

SDK 基础函数

API 描述

setObserver 设置推流器回调。

推流基础接⼝

API 描述

setRenderView 设置本地摄像头预览 View。

setRenderView 设置本地摄像头预览 View。

setRenderView 设置本地摄像头预览 View。

startPush 开始⾳视频数据推流。

stopPush 停⽌推送⾳视频数据。

isPushing 当前推流器是否正在推流中。

视频相关接⼝

API 描述

setVideoQuality 设置推流视频编码参数。

setRenderRotation 设置本地摄像头预览画⾯的旋转⾓度。

setRenderMirror 设置本地摄像头预览镜像。

startCamera 打开本地摄像头。

stopCamera 关闭本地摄像头。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android.html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android.html#ac76cbd3efa4fda66b4b569ec04a5e182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android.html#afc848d88fe99790b8c0988b8525dd4d9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android.html#af2ac91d628fe510008b3c169896a7e81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android.html#a6b8f02711afe98f327743e699632e6e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android.html#ab4f8adaa0616d54d6ed920e49377a08a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android.html#af07c1dcff91b43a2309665b8663ed530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android.html#aa328c59a0cba2e7231cdc8260c675eef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android.html#ae678ad67285baf08852712abee2e3cc5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android.html#aa08046b0f429f318f36249fa9d0276f2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android.html#afd909d85fd0dda0db4078692b319681f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android.html#aefa5da30143194b8cf4b4d44b0388809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android.html#aa4bf1dee9de8e4e6b2525ec58568a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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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描述

startVirtualCamera 开启图⽚推流。

stopVirtualCamera 关闭图⽚推流。

startScreenCapture 开启屏幕采集。

stopScreenCapture 关闭屏幕采集。

snapshot 截取推流过程中的本地画⾯。

setWatermark 设置推流器⽔印。默认情况下，⽔印不开启。

setEncoderMirror 设置视频编码镜像。

enableCustomVideoCapture 开启/关闭⾃定义视频采集。

sendCustomVideoFrame 在⾃定义视频采集模式下，将采集的视频数据发送到 SDK。

enableCustomVideoProcess 开启/关闭⾃定义视频处理。

sendSeiMessage 发送 SEI 消息。

美颜相关接⼝

API 描述

getBeautyManager 获取美颜管理对象 TXBeautyManager，美颜的设置通过 TXBeautyManager 来设置。

⾳频相关接⼝

API 描述

startMicrophone 打开⻨克⻛。

stopMicrophone 关闭⻨克⻛。

setAudioQuality 设置推流⾳频质量。

enableVolumeEvaluation 启⽤采集⾳量⼤⼩提⽰。

⾳效相关接⼝

API 描述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android.html#a06bdcdfab3764a18e25e83e62892d610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android.html#ad29d896264d10ee765b52e53f8726af4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android.html#acd14289e3bbf2708f23e61348136d9f9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android.html#aab42643520b611c1f14a353d69c4782f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android.html#a2a507ea1cd894a1635dbfd772802fefd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android.html#a4f56a5a937d87e5b1ae6f77c5bab2335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android.html#ae025945b6f2633d8e3b879a6fe24dd99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android.html#a9d945c58c4e0ff24e55aacef1ef3090f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android.html#a3802124d90bf00434245d2956dad1fe4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android.html#ab3d49118931e09d1d4954674ff8a8102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android.html#a5ba3762815f11bf5005f151e06ae0b38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BeautyManager__android.html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71/41677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android.html#a26deb222d84392f554a698ef49bc45db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android.html#a7dbdb37c3f274ce540d6c9b31e2db57f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android.html#a1e7830ca4c9ab2abab20b1415cf1d698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android.html#aaa893a96eff34a7ba660441f7597d6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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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描述

getAudioEffectManager 获取⾳效管理对象。

设备管理相关接⼝

API 描述

getDeviceManager 获取设备管理对象。

更多实⽤接⼝

API 描述

setProperty 调⽤ V2TXLivePusher 的⾼级 API 接⼝。

setMixTranscodingConfig 设置云端的混流转码参数。

showDebugView 显⽰仪表盘。

V2TXLivePusherObserver

SDK 基础回调

API 描述

onError 直播推流器错误通知，推流器出现错误时，会回调该通知。

onWarning 直播推流器警告通知。

视频相关回调

API 描述

onPushStatusUpdate 推流器连接状态回调通知。

onSnapshotComplete 截图回调。

onProcessVideoFrame ⾃定义视频处理。

onGLContextCreated SDK 内部的 OpenGL 环境的创建通知。

onGLContextDestroyed SDK 内部的 OpenGL 环境的销毁通知。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AudioEffectManager__android.html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DeviceManager__android.html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android.html#aa3c76edc981e68a754d5a450cb85eb43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android.html#ade16e8f15b9f64e0339012554c1a8f67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android.html#ad3e02a7295f3ba2221fea015f352616b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Observer__android.html#a1c111d2497b029114f3d3ea755fbf9a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Observer__android.html#abd54414cbd5d52c096f9cc090cfe1fec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Observer__android.html#a430ba5120ee20b0120a952535aa3cdbc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Observer__android.html#aa01faf2222f9c945025c4826a26e3a40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Observer__android.html#a42eccd0ebc9aeee6905cea8b035750bf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Observer__android.html#af4a7a3a4e4945bf216d87f81b6926dab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Observer__android.html#a764cca49d39e166e8a1849f7ec3c02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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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描述

onCaptureFirstVideoFrame ⾸帧视频采集完成的回调通知。

⾳频相关回调

API 描述

onCaptureFirstAudioFrame ⾸帧⾳频采集完成的回调通知。

onMicrophoneVolumeUpdate ⻨克⻛采集⾳量值回调。

混流回调

API 描述

onSetMixTranscodingConfig 设置云端的混流转码参数的回调。

统计回调

API 描述

onStatisticsUpdate 直播推流器统计数据回调。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Observer__android.html#af6c3d8ad3f460670aee56187a001f587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Observer__android.html#ad10ac31050e915d349a2a953915cbef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Observer__android.html#a8a9798da9f593fb00878a823bc3fdbc7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RTCCloudCallback__cplusplus.html#a0f11cee9e2659f7ea8484fdffd6b8583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layerObserver__android.html#ab10e1f4e22e9bb73e3cea4ae15c3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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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腾讯云直播推流器。

介绍

主要负责将本地的⾳频和视频画⾯进⾏编码，并推送到指定的推流地址，⽀持任意的推流服务端。

推流器包含如下能⼒：

⾃定义的视频采集，让您可以根据项⽬需要定制⾃⼰的⾳视频数据源；

美颜、滤镜、贴纸，包含多套美颜磨⽪算法（⾃然&光滑）和多款⾊彩空间滤镜（⽀持⾃定义滤镜）。
Qos 流量控制技术，具备上⾏⽹络⾃适应能⼒，可以根据主播端⽹络的具体情况实时调节⾳视频数据量。

脸形调整、动效挂件，⽀持基于优图 AI ⼈脸识别技术的⼤眼、瘦脸、隆⿐等脸形微调以及动效挂件效果，只需要
购买 优图 License 就可以轻松实现丰富的直播效果。

SDK 基础函数

setObserver

设置推流器回调。通过设置回调，可以监听 V2TXLivePusher 推流器的⼀些回调事件，包括推流器状态、⾳量回调、
统计数据、警告和错误信息等。

public abstract void setObserver(V2TXLivePusherObserver observer);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observer V2TXLivePusherObserver 推流器的回调⽬标对象，更多信息请参⻅

V2TXLivePusherObserver。

推流基础接⼝

推流

V2TXLivePusher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13 11:40:06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en/group__V2TXLivePusher__android.html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en/group__V2TXLivePusherObserver__androi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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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RenderView

设置本地摄像头预览 View，本地摄像头采集到的画⾯，经过美颜、脸形调整、滤镜等多种效果叠加之后，最终会显
⽰到传⼊的 View 上。

public abstract int setRenderView(TXCloudVideoView view);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view TXCloudVideoView 本地摄像头预览 View。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setRenderView

设置本地摄像头预览 View，本地摄像头采集到的画⾯，经过美颜、脸形调整、滤镜等多种效果叠加之后，最终会显
⽰到传⼊的 View 上。

public abstract int setRenderView(SurfaceView view);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view SurfaceView 本地摄像头预览 View。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setRenderView

设置本地摄像头预览 View，本地摄像头采集到的画⾯，经过美颜、脸形调整、滤镜等多种效果叠加之后，最终会显
⽰到传⼊的 View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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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abstract int setRenderView(TextureView view);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view TextureView 本地摄像头预览 View。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startPush

开始⾳视频数据推流。

public abstract int startPush(String url);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url String 推流的⽬标地址，⽀持任意推流服务端。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V2TXLIVE_ERROR_INVALID_PARAMETER：操作失败，URL 不合法。
V2TXLIVE_ERROR_REFUSED：RTC 不⽀持同⼀设备上同时推拉同⼀个 StreamId。

stopPush

停⽌推送⾳视频数据。

public abstract int stopPush();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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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isPushing

当前推流器是否正在推流中。

public abstract int isPushing(); 

返回

是否正在播放。

1：正在推流中。
0：已经停⽌推流。

视频相关接⼝

setVideoQuality

设置推流视频编码参数。

public abstract int setVideoQuality(V2TXLiveVideoEncoderParam param);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param V2TXLiveVideoEncoderParam 视频编码参数。

setRenderRotation

设置本地摄像头预览画⾯的旋转⾓度。

public abstract int setRenderRotation(V2TXLiveRotation rotation);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en/group__V2TXLiveDef__android.html#classcom_1_1tencent_1_1live2_1_1V2TXLiveDef_1_1V2TXLiveVideoEncoderP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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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含义

rotation V2TXLiveRotation 旋转⾓度，默认值：V2TXLiveRotation0。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V2TXLiveRotation 枚举值

取值 含义

V2TXLiveRotation0 不旋转。

V2TXLiveRotation90 顺时针旋转90度。

V2TXLiveRotation180 顺时针旋转180度。

V2TXLiveRotation270 顺时针旋转270度。

setRenderMirror

设置本地摄像头预览镜像。

public abstract int setRenderMirror(V2TXLiveMirrorType mirrorTyp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mirrorType V2TXLiveMirrorType 摄像头镜像类型，默认值：V2TXLiveMirrorTypeAuto。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V2TXLiveMirrorType枚举值

取值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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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值 含义

V2TXLiveMirrorTypeAuto 默认镜像类型. 在这种情况下，前置摄像头的画⾯是镜像的，后置摄像头的画⾯
不是镜像的。

V2TXLiveMirrorTypeEnable 前置摄像头和后置摄像头都切换为镜像模式。

V2TXLiveMirrorTypeDisable 前置摄像头和后置摄像头都切换为⾮镜像模式。

startCamera

打开本地摄像头。

说明：

startVirtualCamera、startCamera 和 startScreenCapture 同⼀ Pusher 实例下，仅有⼀个能上⾏，三者为覆盖
关系。例如先调⽤ startCamera，后调⽤ startVirtualCamera。此时表现为暂停摄像头推流，开启图⽚推流。

public abstract int startCamera(boolean frontCamera);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stopCamera

关闭本地摄像头。

public abstract int stopCamera();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startVirtualCam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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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图⽚推流。

说明：

startVirtualCamera、startCamera 和 startScreenCapture 同⼀ Pusher 实例下，仅有⼀个能上⾏，三者为覆盖

关系。例如先调⽤ startCamera，后调⽤ startVirtualCamera。此时表现为暂停摄像头推流，开启图⽚推流。

public abstract int startVirtualCamera(Bitmap image);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stopVirtualCamera

关闭图⽚推流。

public abstract int stopVirtualCamera();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startScreenCapture

开启屏幕采集。

说明：

startVirtualCamera、startCamera 和 startScreenCapture 同⼀ Pusher 实例下，仅有⼀个能上⾏，三者为覆盖
关系。例如先调⽤ startCamera，后调⽤ startVirtualCamera。此时表现为暂停摄像头推流，开启图⽚推流。

public abstract int startScreenCap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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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stopScreenCapture

关闭屏幕采集。

public abstract int stopScreenCapture();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snapshot

截取推流过程中的本地画⾯。

说明：

返回值成功后可以在  V2TXLivePusherObserver.onSnapshotComplete  回调中获取截图图⽚。

public abstract int snapshot();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V2TXLIVE_ERROR_REFUSED：已经停⽌推流，不允许调⽤截图操作。

setWatermark

设置推流器⽔印。默认情况下，⽔印不开启。

public abstract int setWatermark(Bitmap image, float x, float y, float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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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image Bitmap ⽔印图⽚。如果该值为null，则等效于禁⽤⽔印。

x float ⽔印的坐标。

y float ⽔印的坐标。

scale float ⽔印的缩放⽐例。

setEncoderMirror

设置视频编码镜像。

public abstract int setEncoderMirror(boolean mirror);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mirror Boolean 是否镜像。默认值：false。

enableCustomVideoCapture

开启/关闭⾃定义视频采集。在⾃定义视频采集模式下，SDK 不再从摄像头采集图像，只保留编码和发送能⼒。

public abstract int enableCustomVideoCapture(boolean enabl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enable Boolean 是否开启⾃定义采集。默认值：false。

sendCustomVideoFrame

在⾃定义视频采集模式下，将采集的视频数据发送到 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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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abstract int sendCustomVideoFrame(V2TXLiveVideoFrame videoFram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videoFrame V2TXLiveVideoFrame 向 SDK 发送的 视频帧数据。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V2TXLIVE_ERROR_INVALID_PARAMETER：发送失败，视频帧数据不合法。
V2TXLIVE_ERROR_REFUSED：发送失败，您必须先调⽤ enableCustomVideoCapture 开启⾃定义视频采集。

enableCustomVideoProcess

开启/关闭⾃定义视频处理。

public abstract int enableCustomVideoProcess(boolean enable, V2TXLivePixelFormat 

pixelFormat, V2TXLiveBufferType bufferTyp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enable Boolean 是否开启⾃定义视频处理。默认值：false。

pixelFormat V2TXLivePixelFormat 视频帧的像素格式。

bufferType V2TXLiveBufferType 视频数据包装格式。

V2TXLivePixelFormat 枚举值

取值 说明

V2TXLivePixelFormatUnknown 未知。

V2TXLivePixelFormatI420 YUV420P I420。

V2TXLivePixelFormatTexture2D OpenGL 2D 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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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TXLiveBufferType 枚举值

取值 说明

V2TXLiveBufferTypeUnknown 未知。

V2TXLiveBufferTypeByteBuffer DirectBuffer，装载 I420 等 buffer，在 native 层使⽤。

V2TXLiveBufferTypeByteArray byte[]，装载 I420 等 buffer，在 Java 层使⽤。

V2TXLiveBufferTypeTexture 直接操作纹理 ID，性能最好，画质损失最少。

sendSeiMessage

发送 SEI 消息。播放端 V2TXLivePlayer 通过 V2TXLivePlayerObserver 中的  onReceiveSeiMessage  回调来接

收该消息。

public abstract int sendSeiMessage(int payloadType, byte[] data);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payloadType int 数据类型，⽀持 5、242。推荐填：242

data byte[] 待发送的数据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美颜相关接⼝

getBeautyManager

获取美颜管理对象 TXBeautyManager。 
通过美颜管理，您可以使⽤以下功能：

设置”美颜⻛格”、”美⽩”、“红润”、“⼤眼”、“瘦脸”、“V脸”、“下巴”、“短脸”、“⼩⿐”、“亮眼”、“⽩⽛”、“祛眼

袋”、“祛皱纹”、“祛法令纹”等美容效果。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en/interfaceV2TXLivePlayer.html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en/group__V2TXLivePlayerObserver__ios.html#protocolV2TXLivePlayerObserver-p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71/41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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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发际线”、“眼间距”、“眼⾓”、“嘴形”、“⿐翼”、“⿐⼦位置”、“嘴唇厚度”、“脸型”。
设置⼈脸挂件（素材）等动态效果。

添加美妆。

进⾏⼿势识别。

public TXBeautyManager getBeautyManager() 

⾳频相关接⼝

startMicrophone

打开⻨克⻛。

public abstract int startMicrophone();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stopMicrophone

关闭⻨克⻛。

public abstract int stopMicrophone();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setAudioQuality

设置推流⾳频质量。

public abstract int setAudioQuality(V2TXLiveAudioQuality quality); 



直播 SD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77 共160⻚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quality V2TXLiveAudioQuality ⾳频质量。

V2TXLiveAudioQuality 枚举值

取值 说明

V2TXLiveAudioQualitySpeech 语⾳⾳质。采样率：16k、单声道、⾳频码率：16kbps。 
适合语⾳通话为主的场景，例如在线会议，语⾳通话。

V2TXLiveAudioQualityDefault 默认⾳质。采样率：48k、单声道、⾳频码率：50kbps。 
SDK 默认的⾳频质量，如⽆特殊需求推荐选择之。

V2TXLiveAudioQualityMusic ⾳乐⾳质。采样率：48k、双声道 + 全频带、⾳频码率：128kbps。 
适合需要⾼保真传输⾳乐的场景，例如 K 歌、⾳乐直播等。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V2TXLIVE_ERROR_REFUSED：推流过程中，不允许调整⾳质。

enableVolumeEvaluation

启⽤采集⾳量⼤⼩提⽰。

说明：

开启后可以在  V2TXLivePusherObserver#onMicrophoneVolumeUpdate(int)  回调中获取到 SDK

对⾳量⼤⼩值的评估。

public abstract int enableVolumeEvaluation(int intervalMs);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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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含义

intervalMs int 决定了 onMicrophoneVolumeUpdate ⾳量⼤⼩回调的触发间隔，单位为 ms，最⼩间隔
为 100ms，如果⼩于等于0则会关闭回调，建议设置为 300ms。默认值：0，不开启。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效相关接⼝

getAudioEffectManager

获取⾳效管理对象 TXAudioEffectManager。 
通过⾳效管理，您可以使⽤以下功能：

调整⻨克⻛收集的⼈声⾳量。

设置混响和变声效果。

开启⽿返，并设置⽿返的⾳量。

添加背景⾳乐，调整背景⾳乐的播放效果。

public TXAudioEffectManager getAudioEffectManager() 

设备管理相关接⼝

getDeviceManager

获取设备管理对象 TXDeviceManager。 
通过设备管理，您可以使⽤以下功能：

切换前后摄像头。

设置⾃动聚焦。

设置摄像头缩放倍数。

打开或关闭闪光灯。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en/group__TXAudioEffectManager__android.html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en/group__TXDeviceManager__androi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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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abstract TXDeviceManager getDeviceManager(); 

更多实⽤接⼝

setProperty

调⽤ V2TXLivePusher 的⾼级 API 接⼝。

public abstract int setProperty(String key, Object valu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key String ⾼级 API 对应的 key。

value Object 调⽤ key 所对应的⾼级 API 时，需要的参数。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V2TXLIVE_ERROR_INVALID_PARAMETER：操作失败，key 不允许为空。

setMixTranscodingConfig

设置云端的混流转码参数。如果您在 实时⾳视频控制台 中的功能配置⻚开启了“启⽤旁路推流”功能，每⼀路画⾯都

会有⼀个默认的直播 CDN 地址。⼀个直播间中可能有不⽌⼀位主播，⽽且每个主播都有⾃⼰的画⾯和声⾳，但对于
CDN 观众来说，他们只需要⼀路直播流，所以您需要将多路⾳视频流混成⼀路标准的直播流，这就需要混流转码。

public abstract int setMixTranscodingConfig(V2TXLiveTranscodingConfig config);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config V2TXLiveTranscodingConfig 云端混流（转码）配置。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trtc/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5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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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TXLiveTranscodingConfig

取值 说明

V2TXLiveBufferTypeUnknown 未知。

V2TXLiveBufferTypeByteBuffer DirectBuffer，装载 I420 等 buffer，在 native 层使⽤。

V2TXLiveBufferTypeByteArray byte[]，装载 I420 等 buffer，在 Java 层使⽤。

V2TXLiveBufferTypeTexture 直接操作纹理 ID，性能最好，画质损失最少。

showDebugView

显⽰仪表盘。

public abstract void showDebugView(boolean isShow);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isShow boolean 是否显⽰，默认值：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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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腾讯云直播的推流的回调通知。

介绍

可以接收 V2TXLivePusher 推流器的⼀些推流通知，包括推流器连接状态、⾳视频⾸帧回调、统计数据、警告和错误
信息等。

SDK 基础回调

onError

直播推流器错误通知，推流出现错误时，会回调该通知。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msg, Bundle extraInfo)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code int 错误码。

msg String 错误信息。

extraInfo Bundle 扩展信息。

onWarning

直播推流器警告通知。

public void onWarning(int code, String msg, Bundle extraInfo)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code int 警告码。

V2TXLivePusherObserver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13 11:40:07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en/group__V2TXLivePusher__androi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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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含义

msg String 警告码信息。

extraInfo Bundle 扩展信息。

视频相关回调

onPushStatusUpdate

直播推流器连接状态回调通知。

public void onPushStatusUpdate(V2TXLivePushStatus status, String msg, Bundle extr

aInfo)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status V2TXLivePushStatus 状态码。

msg String 连接状态信息。

extraInfo Bundle 扩展信息。

V2TXLivePushStatus 枚举值

取值 含义

V2TXLivePushStatusDisconnected 与服务器断开连接。

V2TXLivePushStatusConnecting 正在连接服务器。

V2TXLivePushStatusConnectSuccess 连接服务器成功。

V2TXLivePushStatusReconnecting 重连服务器中。

onSnapshotComplete

截图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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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void onSnapshotComplete(Bitmap imag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image Bitmap * 已截取的视频画⾯。

onProcessVideoFrame

⾃定义视频处理回调。

说明：

调⽤  V2TXLivePusher#enableCustomVideoProcess(boolean,

V2TXLiveDef.V2TXLivePixelFormat, V2TXLiveDef.V2TXLiveBufferType)  开启⾃定义视频处

理后，会收到这个回调通知。

public void onProcessVideoFrame(V2TXLiveVideoFrame srcFrame, V2TXLiveVideoFrame d

stFram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srcFrame V2TXLiveVideoFrame ⽤于承载未处理的视频画⾯。

dstFrame V2TXLiveVideoFrame ⽤于承载处理过的视频画⾯。

onGLContextCreated

⾃定义视频处理 GL 环境创建回调。

public void onGLContextCre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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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GLContextDestroyed

⾃定义视频处理GL环境销毁回调。

public void onGLContextDestroyed() 

onCaptureFirstVideoFrame

⾸帧视频采集完成的回调通知。

public void onCaptureFirstVideoFrame() 

⾳频相关回调

onCaptureFirstAudioFrame

⾸帧⾳频采集完成的回调通知。

public void onCaptureFirstAudioFrame() 

onMicrophoneVolumeUpdate

⻨克⻛采集⾳量值回调。

public void onMicrophoneVolumeUpdate(int volume) 

统计回调

onStatisticsUpdate

直播推流器统计数据回调。

public void onStatisticsUpdate(V2TXLivePusherStatistics statistics) 



直播 SD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85 共160⻚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statistics V2TXLivePusherStatistics 推流器统计数据。

混流回调

onSetMixTranscodingConfig

设置云端的混流转码参数的回调。

说明：

调⽤

 V2TXLivePusher#setMixTranscodingConfig(V2TXLiveDef.V2TXLiveTranscodingConfig) 

设置云端混流转码参数后，会收到这个回调通知。

public void onSetMixTranscodingConfig(int code, String msg) 

参数 类型 含义

code int 0 表⽰成功，其余值表⽰失败。

msg String 具体错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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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颜、美容、动效挂件类基础函数。

setBeautyStyle

设置美颜类型。

void setBeautyStyle(int beautyStyl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beautyStyle int 美颜⻛格，0表⽰光滑，1表⽰⾃然，2表⽰朦胧。

setFilter

设置指定素材滤镜特效。

void setFilter(Bitmap bmp)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bmp Bitmap 滤镜图⽚。

说明：

滤镜图⽚⼀定要⽤ png 格式，demo ⽤到的滤镜查找表图⽚位于 app/src/main/res/drawable-xxhdpi/ 中。

setFilterStrength

设置滤镜浓度。

void setFilterStrength(float strength) 

参数

TXBeautyManager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13 11:4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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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含义参数 类型 含义

strength float 取值范围0 - 1的浮点型数字，取值越⼤滤镜效果越明显，默认取值0.5。

介绍

在美⼥秀场等应⽤场景⾥，滤镜浓度的要求会⽐较⾼，以便更加突显主播的差异。 我们默认的滤镜浓度是0.5，如果
您觉得滤镜效果不明显，可以使⽤下⾯的接⼝进⾏调节。

setGreenScreenFile

设置绿幕背景视频（商业版有效，其它版本设置此参数⽆效）。

boolean setGreenScreenFile(String path)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path String 视频⽂件路径。⽀持 MP4；null 表⽰关闭特效。

介绍

此处的绿幕功能并⾮智能抠背，它需要被拍摄者的背后有⼀块绿⾊的幕布来辅助产⽣特效。

setBeautyLevel

设置美颜级别。

void setBeautyLevel(int beautyLevel)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beautyLevel int 美颜级别，取值范围0 - 9；0表⽰关闭，1 - 9值越⼤，效果越明显。

setWhitenessLevel

设置美⽩级别。

void setWhitenessLevel(int whiteness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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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whitenessLevel int 美⽩级别，取值范围0 - 9；0表⽰关闭，1 - 9值越⼤，效果越明显。

setRuddyLevel

设置红润级别。

void setRuddyLevel(int ruddyLevel)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ruddyLevel int 红润级别，取值范围0 - 9；0表⽰关闭，1 - 9值越⼤，效果越明显。

setEyeScaleLevel

设置⼤眼级别（商业版有效，其它版本设置此参数⽆效）。

void setEyeScaleLevel(int eyeScaleLevel)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eyeScaleLevel int ⼤眼级别，取值范围0 - 9；0表⽰关闭，1 - 9值越⼤，效果越明显。

setFaceSlimLevel

设置瘦脸级别（商业版有效，其它版本设置此参数⽆效）。

void setFaceSlimLevel(int faceSlimLevel)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faceSlimLevel int 瘦脸级别，取值范围0 - 9；0表⽰关闭，1 - 9值越⼤，效果越明显。

setFaceV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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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V 脸级别（商业版有效，其它版本设置此参数⽆效）。

void setFaceVLevel(int faceVLevel)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faceVLevel int V 脸级别，取值范围0 - 9；0表⽰关闭，1 - 9值越⼤，效果越明显。

setChinLevel

设置下巴拉伸或收缩（商业版有效，其它版本设置此参数⽆效）。

void setChinLevel(int chinLevel)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chinLevel int 下巴拉伸或收缩级别，取值范围-9 - 9；0 表⽰关闭，⼩于0表⽰收缩，⼤于0表⽰拉伸。

setFaceShortLevel

设置短脸级别（商业版有效，其它版本设置此参数⽆效）。

void setFaceShortLevel(int faceShortlevel)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faceShortlevel int 短脸级别，取值范围0 - 9；0表⽰关闭，1 - 9值越⼤，效果越明显。

setNoseSlimLevel

设置瘦⿐级别（商业版有效，其它版本设置此参数⽆效）。

void setNoseSlimLevel(int noseSlimLevel)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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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含义

noseSlimLevel int 瘦⿐级别，取值范围0 - 9；0表⽰关闭，1 - 9值越⼤，效果越明显。

setEyeLightenLevel

设置亮眼 （商⽤企业版有效，其它版本设置此参数⽆效）。

void setEyeLightenLevel(int eyeLightenLevel)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eyeLightenLevel int 亮眼级别，取值范围0 - 9；0表⽰关闭，1 - 9值越⼤，效果越明显。

setToothWhitenLevel

设置⽩⽛ （商⽤企业版有效，其它版本设置此参数⽆效）。

void setToothWhitenLevel(int toothWhitenLevel)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toothWhitenLevel int ⽩⽛级别，取值范围0 - 9；0表⽰关闭，1 - 9值越⼤，效果越明显。

setWrinkleRemoveLevel

设置祛皱 （商⽤企业版有效，其它版本设置此参数⽆效）。

void setWrinkleRemoveLevel(int wrinkleRemoveLevel)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wrinkleRemoveLevel int 祛皱级别，取值范围0 - 9；0表⽰关闭，1 - 9值越⼤，效果越明显。

setPounchRemoveLevel

设置祛眼袋 （商⽤企业版有效，其它版本设置此参数⽆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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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setPounchRemoveLevel(int pounchRemoveLevel)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pounchRemoveLevel int 祛眼袋级别，取值范围0 - 9；0表⽰关闭，1 - 9值越⼤，效果越明显。

setSmileLinesRemoveLevel

设置祛法令纹 （商⽤企业版有效，其它版本设置此参数⽆效）。

void setSmileLinesRemoveLevel(int smileLinesRemoveLevel)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smileLinesRemoveLevel int 祛法令纹级别，取值范围0 - 9；0表⽰关闭，1 - 9值越⼤，效果越明显。

setForeheadLevel

设置发际线 （商⽤企业版有效，其它版本设置此参数⽆效）。

void setForeheadLevel(int foreheadLevel)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foreheadLevel int 发际线级别，取值范围0 - 9；0表⽰关闭，1 - 9值越⼤，发际线越向下移。

setEyeDistanceLevel

设置眼距 （商⽤企业版有效，其它版本设置此参数⽆效）。

void setEyeDistanceLevel(int eyeDistanceLevel)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eyeDistanceLevel int 眼距级别，取值范围0 - 9；0表⽰关闭，1 - 9值越⼤，眼间距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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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EyeAngleLevel

设置眼⾓ （商⽤企业版有效，其它版本设置此参数⽆效）。

void setEyeAngleLevel(int eyeAngleLevel)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eyeAngleLevel int 眼⾓级别，取值范围0 - 9；0表⽰关闭，1 - 9值越⼤，外眼⾓越向上，内眼⾓越向
下。

setMouthShapeLevel

设置嘴型 （商⽤企业版有效，其它版本设置此参数⽆效）。

void setMouthShapeLevel(int mouthShapeLevel)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mouthShapeLevel int 嘴型级别，取值范围0 - 9；0表⽰关闭，1 - 9值越⼤，嘴越⼩。

setNoseWingLevel

设置⿐翼 （商⽤企业版有效，其它版本设置此参数⽆效）。

void setNoseWingLevel(int noseWingLevel)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noseWingLevel int ⿐翼级别，取值范围0 - 9；0表⽰关闭，1 - 9值越⼤，⿐翼越⼩。

setNosePositionLevel

设置⿐⼦位置 （商⽤企业版有效，其它版本设置此参数⽆效）。

void setNosePositionLevel(int nosePositionLevel)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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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含义参数 类型 含义

nosePositionLevel int ⿐⼦位置级别，取值范围0 - 9；0表⽰关闭，1 - 9值越⼤，⿐⼦位置越向下移。

setLipsThicknessLevel

设置嘴唇厚度 （商⽤企业版有效，其它版本设置此参数⽆效）。

void setLipsThicknessLevel(int lipsThicknessLevel)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lipsThicknessLevel int 嘴唇厚度级别，取值范围0 - 9；0表⽰关闭，1 - 9值越⼤，嘴唇越厚。

setFaceBeautyLevel

设置脸型 （商⽤企业版有效，其它版本设置此参数⽆效）。

void setFaceBeautyLevel(int faceBeautyLevel)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faceBeautyLevel int 脸型级别，取值范围0 - 9；0表⽰关闭，1 - 9值越⼤，效果越明显。

setMotionTmpl

选择使⽤哪⼀款 AI 动效挂件（商业版有效，其它版本设置此参数⽆效）。

void setMotionTmpl(String motionPath)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motionPath String 动效所在路径。

setMotionM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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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动效静⾳（商业版有效，其它版本设置此参数⽆效）。有些挂件本⾝会有声⾳特效，通过此 API 可以关闭这些
特效播放时所带的声⾳效果。

void setMotionMute(boolean motionMut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motionMute boolean true表⽰静⾳；false表⽰不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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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腾讯云直播播放器。

主要负责从指定的直播流地址拉取⾳视频数据，并进⾏解码和本地渲染播放。

介绍

播放器包含如下能⼒:

⽀持RTMP、HTTP-FLV、TRTC、WebRTC。
屏幕截图，可以截取当前直播流的视频画⾯。

延时调节，可以设置播放器缓存⾃动调整的最⼩和最⼤时间。

⾃定义的视频数据处理，您可以根据项⽬需要处理直播流中的视频数据后，再进⾏渲染以及播放。

SDK 基础函数

setObserver

设置播放器回调。通过设置回调，可以监听 V2TXLivePlayer 播放器的⼀些回调事件，包括播放器状态、播放⾳量回
调、⾳视频⾸帧回调、统计数据、警告和错误信息等。

public abstract void setObserver(V2TXLivePlayerObserver observer);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observer V2TXLivePlayerObserver 播放器的回调⽬标对象，更多详情请参⻅

V2TXLivePlayerObserver。

播放基础接⼝

setRenderView

设置播放器渲染 View，该控件负责显⽰视频内容。

拉流

V2TXLivePlayer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20 15:57:07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71/4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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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abstract int setRenderView(TXCloudVideoView view);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view TXCloudVideoView 播放器渲染 View。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setRenderView

设置播放器渲染 View，该控件负责显⽰视频内容。

public abstract int setRenderView(SurfaceView view);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view SurfaceView 播放器渲染 View。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setRenderView

设置播放器渲染 View，该控件负责显⽰视频内容。

public abstract int setRenderView(TextureView view);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view TextureView 播放器渲染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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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startLivePlay

开始播放⾳视频流。

public abstract int startLivePlay(String url); 

说明：

10.7 版本开始，  startPlay  变更为  startLivePlay ，需要通过

 V2TXLivePremier#setLicence  或者  TXLiveBase#setLicence  设置 License 后⽅可成功播放，

否则将播放失败（⿊屏），全局仅设置⼀次即可。直播 License、短视频 License 和视频播放 License 均可使

⽤，若您暂未获取上述 License ，可 快速免费申请测试版 License以正常播放，正式版 License 需 购买。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url String ⾳视频流的播放地址，⽀持 RTMP、HTTP-FLV、TRTC、WebRTC 协议。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V2TXLIVE_ERROR_INVALID_PARAMETER：操作失败，URL 不合法。
V2TXLIVE_ERROR_REFUSED：RTC 不⽀持同⼀设备上同时推拉同⼀个 StreamId。

stopPlay

停⽌播放⾳视频流。

public abstract int stopPlay();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live/license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71/38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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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TXLIVE_OK：成功。

isPlaying

播放器是否正在播放中。

public abstract int isPlaying(); 

返回

是否正在播放。

1：正在播放中。
0：已经停⽌播放。

视频相关接⼝

setRenderRotation

设置播放器画⾯的旋转⾓度。

public abstract int setRenderRotation(V2TXLiveRotation rotation);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rotation V2TXLiveRotation 旋转⾓度，默认值：V2TXLiveRotation0。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V2TXLiveRotation 枚举值

取值 含义

V2TXLiveRotation0 不旋转。

V2TXLiveRotation90 顺时针旋转90度。

V2TXLiveRotation180 顺时针旋转18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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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值 含义

V2TXLiveRotation270 顺时针旋转270度。

setRenderFillMode

设置画⾯的填充模式。

public abstract int setRenderFillMode(V2TXLiveFillMode mod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mode V2TXLiveFillMode 画⾯填充模式，默认值：V2TXLiveFillModeFit。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V2TXLiveFillMode 枚举值

取值 含义

V2TXLiveFillModeFit 图像适应屏幕，保持画⾯完整，但如果图像宽⾼⽐不同于屏幕宽⾼⽐，会有⿊边的存

在。

V2TXLiveFillModeFill 图像铺满屏幕，不留⿊边，如果图像宽⾼⽐不同于屏幕宽⾼⽐，部分画⾯内容会被裁

剪掉。

pauseVideo

暂停播放器的视频流。

public abstract int pauseVideo();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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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meVideo

恢复播放器的视频流。

public abstract int resumeVideo();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snapshot

截取播放过程中的视频画⾯。

说明：

返回值成功后可以在  V2TXLivePlayerObserver.onSnapshotComplete  回调中获取截图图⽚。

public abstract int snapshot();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V2TXLIVE_ERROR_REFUSED：播放器处于停⽌状态，不允许调⽤截图操作。

enableObserveVideoFrame

设置视频⾃定义渲染回调。通过该⽅法，可以获取解码后的每⼀帧视频画⾯，进⾏⾃定义渲染处理，添加⾃定义显

⽰效果。

说明：

开启成功后可在  V2TXLivePlayerObserver.onRenderVideoFrame  回调中获取视频帧数据。

public abstract int enableObserveVideoFrame( 

boolean enable, 

V2TXLivePixelFormat pixelFormat,  

V2TXLiveBufferType buffer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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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enable Boolean 是否开启⾃定义渲染。默认值：false。

pixelFormat V2TXLivePixelFormat ⾃定义渲染回调的视频像素格式。

bufferType V2TXLiveBufferType ⾃定义渲染回调的视频数据格式。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V2TXLIVE_ERROR_NOT_SUPPORTED：像素格式或者数据格式不⽀持。

V2TXLivePixelFormat 枚举值

取值 说明

V2TXLivePixelFormatUnknown 未知。

V2TXLivePixelFormatI420 YUV420P I420。

V2TXLivePixelFormatTexture2D OpenGL 2D 纹理。

V2TXLiveBufferType 枚举值

取值 说明

V2TXLiveBufferTypeUnknown 未知。

V2TXLiveBufferTypeByteBuffer DirectBuffer，装载 I420 等 buffer，在 native 层使⽤。

V2TXLiveBufferTypeByteArray byte[]，装载 I420 等 buffer，在 Java 层使⽤。

V2TXLiveBufferTypeTexture 直接操作纹理 ID，性能最好，画质损失最少。

⾳频相关接⼝

pauseAudio

暂停播放器的⾳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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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abstract int pauseAudio();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resumeAudio

恢复播放器的⾳频流。

public abstract int resumeAudio();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setPlayoutVolume

设置⾳量。

public abstract int setPlayoutVolume(int volum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volume int ⾳量⼤⼩，取值范围0 - 100，默认值：100。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enableVolumeEvaluation

启⽤播放⾳量⼤⼩提⽰。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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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后可以在  V2TXLivePlayerObserver.onPlayoutVolumeUpdate  回调中获取到 SDK 对⾳量⼤⼩

值的评估。

public abstract int enableVolumeEvaluation(int intervalMs);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intervalMs int onPlayoutVolumeUpdate ⾳量⼤⼩回调的触发间隔，单位为 ms，最⼩间隔为 100ms，
如果⼩于等于0则会关闭回调，建议设置为 300ms。默认值：0，不开启。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更多实⽤接⼝

setCacheParams

设置播放器缓存⾃动调整的最⼩和最⼤时间 ( 单位：秒 )。

public abstract int setCacheParams(float minTime, float maxTim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minTime float 缓存⾃动调整的最⼩时间，取值需要⼤于0。默认值：1。

maxTime float 缓存⾃动调整的最⼤时间，取值需要⼤于0。默认值：5。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V2TXLIVE_ERROR_INVALID_PARAMETER：操作失败，minTime 和 maxTime 需要⼤于0。
V2TXLIVE_ERROR_REFUSED：播放器处于播放状态，不⽀持修改缓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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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DebugView

是否显⽰播放器状态信息的调试浮层。

public abstract void showDebugView(boolean isShow);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isShow boolean 是否显⽰，默认值：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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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腾讯云直播的播放器回调通知。

介绍

可以接收 V2TXLivePlayer 播放器的⼀些回调通知，包括播放器状态、播放⾳量回调、⾳视频⾸帧回调、统计数据、
警告和错误信息等。

SDK 基础回调

onError

直播播放器错误通知，播放器出现错误时，会回调该通知。

public void onError(V2TXLivePlayer player, int code, String msg, Bundle extraInfo

)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player V2TXLivePlaye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code int 错误码。

msg String 错误信息。

extraInfo Bundle 扩展信息。

onWarning

直播播放器警告通知。

public void onWarning(V2TXLivePlayer player, int code, String msg, Bundle extraIn

fo) 

参数

V2TXLivePlayerObserver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13 11:40:07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71/4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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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含义参数 类型 含义

player V2TXLivePlaye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code int 警告码。

msg String 警告码信息。

extraInfo Bundle 扩展信息。

onConnected

已经成功连接到服务器通知。

public void onConnected(V2TXLivePlayer player, Bundle extraInfo)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player V2TXLivePlaye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extraInfo Bundle 扩展信息。

视频相关回调

onVideoResolutionChanged

直播播放器分辨率变化通知

public void onVideoResolutionChanged(V2TXLivePlayer player, int width, int heigh

t)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player V2TXLivePlaye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width int 视频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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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含义

height int 视频⾼。

onVideoLoading

视频加载事件。

public void onVideoLoading(V2TXLivePlayer player, Bundle extraInfo)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player V2TXLivePlaye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extraInfo Bundle 扩展信息。

onVideoPlaying

视频播放事件。

public void onVideoPlaying(V2TXLivePlayer player, boolean firstPlay, Bundle extra

Info)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player V2TXLivePlaye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firstPlay boolean 第⼀次播放标志

extraInfo Bundle 扩展信息。

onSnapshotComplete

截图回调。

public void onSnapshotComplete(V2TXLivePlayer player, Bitmap image)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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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含义参数 类型 含义

player V2TXLivePlaye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image Bitmap * 已截取的视频画⾯。

onRenderVideoFrame

⾃定义视频渲染回调。

说明：

调⽤  [V2TXLivePlayer enableCustomRendering:pixelFormat:bufferType:]  开启⾃定义渲

染之后，会收到这个回调通知。

public void onRenderVideoFrame(V2TXLivePlayer player, V2TXLiveVideoFrame videoFra

m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player V2TXLivePlaye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videoFrame V2TXLiveVideoFrame 视频帧数据。

⾳频相关回调

onAudioLoading

⾳频加载事件。

public void onAudioLoading(V2TXLivePlayer player, Bundle extraInfo)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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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含义

player V2TXLivePlaye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extraInfo Bundle 扩展信息。

onAudioPlaying

⾳频播放事件。

public void onAudioPlaying(V2TXLivePlayer player, boolean firstPlay, Bundle extra

Info)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player V2TXLivePlaye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firstPlay boolean 第⼀次播放标志

extraInfo Bundle 扩展信息。

onPlayoutVolumeUpdate

播放器⾳量⼤⼩回调。

public void onPlayoutVolumeUpdate(V2TXLivePlayer player, int volum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player V2TXLivePlaye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volume int ⾳量⼤⼩，取值范围：0 - 100。

统计回调

onStatistics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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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播放器统计数据回调。

public void onStatisticsUpdate(V2TXLivePlayer player, V2TXLivePlayerStatistics st

atistics)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player V2TXLivePlaye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statistics V2TXLivePlayerStatistics 播放器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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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开发者的接⼊反馈的⾼频问题，腾讯云提供有直观易懂的 API-Example ⼯程，⽅便开发者可以快速的了解相关
API 的使⽤，欢迎使⽤。

⼯程地址

所属平台 GitHub 地址

Android Github

⽬录说明

在这个⽰例项⽬中包含了以下场景：

基础功能：

摄像头推流

录屏推流

直播拉流

连⻨互动

连⻨ PK
进阶功能：

动态切换渲染组件

⾃定义视频采集

第三⽅美颜

RTC 连⻨ + 超低延时播放

说明：

⽬前的⼯程结构跟标准的 Android Studio ⼯程在名称⼤⼩写上可能有略微的差异，主要⽬的是⽅便⼤家在⽹
⻚上看到此⼯程时，名称意义更加清晰。

应⽤图⽰

⽰例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20 15:57:07

https://github.com/LiteAVSDK/Live_Android/tree/main/MLVB-API-Example
https://github.com/LiteAVSDK/Live_Android/tree/main/MLVB-API-Example/Basic/LivePushCamera
https://github.com/LiteAVSDK/Live_Android/tree/main/MLVB-API-Example/Basic/LivePushScreen
https://github.com/LiteAVSDK/Live_Android/tree/main/MLVB-API-Example/Basic/LivePlay
https://github.com/LiteAVSDK/Live_Android/tree/main/MLVB-API-Example/Basic/LiveLink
https://github.com/LiteAVSDK/Live_Android/tree/main/MLVB-API-Example/Basic/LivePK
https://github.com/LiteAVSDK/Live_Android/tree/main/MLVB-API-Example/Advanced/SwitchRenderView
https://github.com/LiteAVSDK/Live_Android/tree/main/MLVB-API-Example/Advanced/CustomVideoCapture
https://github.com/LiteAVSDK/Live_Android/tree/main/MLVB-API-Example/Advanced/ThirdBeauty
https://github.com/LiteAVSDK/Live_Android/tree/main/MLVB-API-Example/Advanced/RTCPushAnd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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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主⻚ 推流⽰例 拉流⽰例⽰例主⻚ 推流⽰例 拉流⽰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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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直播推流的回调通知，回调包括推流器状态，统计信息，警告以及错误信息。

onError

直播推流器错误通知，推流器出现错误时，会回调该通知。

onError(code: number, msg: string, extraInfo: Object): void; 

参数

 code ：错误码，请参⻅ 推流错误码。

 msg ：错误信息。

 extraInfo ：扩展信息，⽬前未⽤到。

onWarning

直播推流器警告通知。

onWarning(code: number, msg: string, extraInfo: Object): void; 

参数

 code ：错误码，请参⻅ 推流错误码 。

 msg ：错误信息。

 extraInfo ：扩展信息，⽬前未⽤到。

说明

打开摄像头、⻨克⻛、屏幕录制失败时返回的错误信息，可参⻅ getUserMedia 异常 和 getDisplayMedia 异常 。

onCaptureFirstAudioFrame

⾸帧⾳频采集完成的回调通知。

onCaptureFirstAudioFrame(): void; 

Web
TXLivePusherObserver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13 11:40:07

https://developer.mozilla.org/zh-CN/docs/Web/API/MediaDevices/getUserMedia#%E5%BC%82%E5%B8%B8
https://developer.mozilla.org/zh-CN/docs/Web/API/MediaDevices/getDisplayMedia#%E5%BC%82%E5%B8%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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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aptureFirstVideoFrame

⾸帧视频采集完成的回调通知。

onCaptureFirstVideoFrame(): void; 

onPushStatusUpdate

推流器连接状态回调通知。

onPushStatusUpdate(status: number, msg: string, extraInfo: Object): void; 

参数

 status ：连接状态码，请参⻅ 推流状态码。

 msg ：连接状态信息。

 extraInfo ：扩展信息，⽬前未⽤到。

onStatisticsUpdate

直播推流器统计数据回调，主要是 WebRTC 相关的统计数据，不同浏览器返回的数据可能不⼀致。

onStatisticsUpdate(statistics: Object): void; 

参数

 statistics ：推流统计数据，请参⻅ 推流统计数据。

推流错误码

onError 和 onWarning 中⽤到的错误码如下：

枚举值 数值 描述

TXLIVE_ERROR_WEBRTC_FAILED -1 WebRTC 接⼝调⽤失败

TXLIVE_ERROR_REQUEST_FAILED -2 请求服务器推流接⼝返回报错

TXLIVE_WARNING_CAMERA_START_FAILED -1001 打开摄像头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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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举值 数值 描述

TXLIVE_WARNING_MICROPHONE_START_FAILED -1002 打开⻨克⻛失败

TXLIVE_WARNING_SCREEN_CAPTURE_START_FAILED -1003 打开屏幕录制失败

TXLIVE_WARNING_MEDIA_FILE_START_FAILED -1004 打开本地媒体⽂件失败

TXLIVE_WARNING_CAMERA_INTERRUPTED -1005 摄像头被中断（设备被拔出或者权

限被⽤户取消）

TXLIVE_WARNING_MICROPHONE_INTERRUPTED -1006 ⻨克⻛被中断（设备被拔出或者权

限被⽤户取消）

TXLIVE_WARNING_SCREEN_CAPTURE_INTERRUPTED -1007 屏幕录制被中断（Chrome 浏览器单
击⾃带的停⽌共享按钮）

推流状态码

onPushStatusUpdate ⽤到的状态码如下：

枚举值 数值 描述

TXLIVE_PUSH_STATUS_DISCONNECTED 0 与服务器断开连接

TXLIVE_PUSH_STATUS_CONNECTING 1 正在连接服务器

TXLIVE_PUSH_STATUS_CONNECT_SUCCESS 2 连接服务器成功

TXLIVE_PUSH_STATUS_RECONNECTING 3 重连服务器中

推流统计数据

通过 onStatisticsUpdate 回调接⼝可以监听直播推流过程中 WebRTC 相关的统计数据。SDK 会以⼀秒⼀次的频率统
计数据，返回的对象基本结构如下：

字段 说明

timestamp 数据采样的时间，⾃1970年1⽉1⽇（UTC）起经过的毫秒数

video 视频流相关的数据

audio ⾳频流相关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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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

字段 说明

bitrate 视频码率，单位：bit/s

framesPerSecond 视频帧率

frameWidth 视频宽度，Firefox下不存在

frameHeight 视频⾼度，Firefox下不存在

framesEncoded 编码帧数

framesSent 发送帧数，Firefox下不存在

packetsSent 发送包数

nackCount NACK（Negative ACKnowledgement）数

firCount FIR（Full Intra Request），关键帧重传请求数

pliCount PLI（Picture Loss Indication），视频帧丢失重传数

frameEncodeAvgTime 平均编码时间，单位：ms，Safari / Firefox 下不存在

packetSendDelay 数据包发送之前本地缓存的平均时间，单位：ms，Firefox 下不存在

audio

字段 说明

bitrate ⾳频码率，单位：bit/s

packetsSent 发送包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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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TXLivePlayer

视频播放器

请参⻅ V2TXLivePlayer。 
主要负责从指定的直播流地址拉取⾳视频数据，并进⾏解码和本地渲染播放。

播放器包含如下能⼒：

⽀持 RTMP、HTTP-FLV、TRTC 以及 WebRTC 协议。
屏幕截图，可以截取当前直播流的视频画⾯。

延时调节，可以设置播放器缓存⾃动调整的最⼩和最⼤时间。

⾃定义的视频数据处理，您可以根据项⽬需要处理直播流中的视频数据后，再进⾏渲染以及播放。

SDK 基础函数

API 描述

addListener 设置播放器回调。

播放基础接⼝

API 描述

setRenderViewID 设置播放器的视频渲染 ViewID。

startLivePlay

10.7 版本开始，  startPlay  变更为  startLivePlay ，需要通过
 V2TXLivePremier#setLicence  设置 License 后⽅可成功播放，否则将播放失败
（⿊屏），全局仅设置⼀次即可。直播 License、短视频 License 和视频播放 License 均
可使⽤，若您暂未获取上述 License ，可 快速免费申请测试版 License 以正常播放，正式
版 License 需购买

stopPlay 停⽌播放。

isPlaying 是否正在播放。

视频相关接⼝

Flutter
概览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20 15:57:08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v2_tx_live_player-library.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V2TXLivePlayer/addListener.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V2TXLivePlayer/setRenderViewID.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V2TXLivePlayer/startLivePlay.html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live/license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71/38546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V2TXLivePlayer/stopPlay.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V2TXLivePlayer/isPlay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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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描述API 描述

setRenderRotation 设置播放器画⾯的旋转⾓度。

setRenderFillMode 设置画⾯的填充模式。

pauseVideo 暂停播放器的视频流。

resumeVideo 恢复播放器的视频流。

snapshot 截取播放过程中的视频画⾯。

⾳频相关接⼝

API 描述

pauseAudio 暂停播放器的⾳频流。

resumeAudio 恢复播放器的⾳频流。

setPlayoutVolume 设置⾳量。

enableVolumeEvaluation 启⽤播放⾳量⼤⼩提⽰。

更多实⽤接⼝

API 描述

setCacheParams 设置播放器缓存⾃动调整的最⼩和最⼤时间 ( 单位：秒 )。

showDebugView 是否显⽰播放器状态信息的调试浮层。

V2TXLivePlayerObserver

腾讯云直播播放的回调通知。

SDK 基础回调

API 描述

onError 直播播放器错误通知，播放器出现错误时，会回调该通知。

onWarning 直播播放器警告通知。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V2TXLivePlayer/setRenderRotation.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V2TXLivePlayer/setRenderFillMode.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V2TXLivePlayer/pauseVideo.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V2TXLivePlayer/resumeVideo.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V2TXLivePlayer/snapshot.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V2TXLivePlayer/pauseAudio.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V2TXLivePlayer/resumeAudio.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V2TXLivePlayer/setPlayoutVolume.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V2TXLivePlayer/enableVolumeEvaluation.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V2TXLivePlayer/setCacheParams.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V2TXLivePlayer/showDebugView.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_observer/V2TXLivePlayerListenerType.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_observer/V2TXLivePlayerListenerTyp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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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描述

onConnected 已经成功连接到服务器通知。

视频相关回调

API 描述

onVideoPlaying 视频播放事件通知。

onVideoLoading 视频加载事件通知。

onVideoResolutionChanged 直播播放器分辨率变化通知。

onSnapshotComplete 截图回调。

onRenderVideoFrame ⾃定义视频渲染回调。

⾳频相关回调

API 描述

onAudioPlaying ⾳频播放事件通知。

onAudioLoading ⾳频加载事件通知。

onPlayoutVolumeUpdate 播放器⾳量⼤⼩回调。

统计回调

API 描述

onStatisticsUpdate 直播播放器统计数据回调。

V2TXLivePusher

直播推流类

请参⻅ V2TXLivePusher。

主要负责将本地的⾳频和视频画⾯进⾏编码，并推送到指定的推流地址，⽀持任意的推流服务端。

推流器包含如下能⼒：

⾃定义的视频采集，让您可以根据项⽬需要定制⾃⼰的⾳视频数据源。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_observer/V2TXLivePlayerListenerType.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_observer/V2TXLivePlayerListenerType.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_observer/V2TXLivePlayerListenerType.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_observer/V2TXLivePlayerListenerType.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_observer/V2TXLivePlayerListenerType.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_observer/V2TXLivePlayerListenerType.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_observer/V2TXLivePlayerListenerType.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_observer/V2TXLivePlayerListenerType.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_observer/V2TXLivePlayerListenerType.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_observer/V2TXLivePlayerListenerType.html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io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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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颜、滤镜、贴纸，包含多套美颜磨⽪算法（⾃然&光滑）和多款⾊彩空间滤镜（⽀持⾃定义滤镜）。
Qos 流量控制技术，具备上⾏⽹络⾃适应能⼒，可以根据主播端⽹络的具体情况实时调节⾳视频数据量。
脸形调整、动效挂件，⽀持基于优图 AI ⼈脸识别技术的⼤眼、瘦脸、隆⿐等脸形微调以及动效挂件效果，只需要

购买 优图 License 就可以轻松实现丰富的直播效果。

SDK 基础函数

API 描述

addListener 设置推流器回调。

推流基础接⼝

API 描述

setRenderViewID 设置本地摄像头预览 View。

startPush 开始⾳视频数据推流。

stopPush 停⽌推送⾳视频数据。

isPushing 当前推流器是否正在推流中。

视频相关接⼝

API 描述

setVideoQuality 设置推流视频编码参数。

setRenderRotation 设置本地摄像头预览画⾯的旋转⾓度。

setRenderMirror 设置本地摄像头预览镜像。

startCamera 打开本地摄像头。

stopCamera 关闭本地摄像头。

startVirtualCamera 开启图⽚推流。

stopVirtualCamera 关闭图⽚推流。

startScreenCapture 开启屏幕采集。

stopScreenCapture 关闭屏幕采集。

snapshot 截取推流过程中的本地画⾯。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addListener.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setRenderViewID.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startPush.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stopPush.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isPushing.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setVideoQuality.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setRenderRotation.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setRenderMirror.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startCamera.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stopCamera.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startVirtualCamera.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startVirtualCamera.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startScreenCapture.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stopScreenCapture.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snapsho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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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描述

setWatermark 设置推流器⽔印。默认情况下，⽔印不开启。

setEncoderMirror 设置视频编码镜像。

enableCustomVideoCapture 开启/关闭⾃定义视频采集。

sendCustomVideoFrame 在⾃定义视频采集模式下，将采集的视频数据发送到 SDK。

enableCustomVideoProcess 开启/关闭⾃定义视频处理。

sendSeiMessage 发送 SEI 消息。

美颜相关接⼝

API 描述

getBeautyManager，美颜的设置通过 TXBeautyManager 来设置。

⾳频相关接⼝

API 描述

startMicrophone 打开⻨克⻛。

stopMicrophone 关闭⻨克⻛。

setAudioQuality 设置推流⾳频质量。

enableVolumeEvaluation 启⽤采集⾳量⼤⼩提⽰。

⾳效相关接⼝

API 描述

getAudioEffectManager 获取⾳效管理对象。

设备管理相关接⼝

API 描述

getDeviceManager 获取设备管理对象。

更多实⽤接⼝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setWatermark.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setEncoderMirror.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enableCustomVideoCapture.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sendCustomVideoFrame.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enableCustomVideoProcess.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sendSeiMessage.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getBeautyManager.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startMicrophone.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stopMicrophone.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setAudioQuality.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enableVolumeEvaluation.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getAudioEffectManager.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getDeviceManag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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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描述

setProperty 调⽤ V2TXLivePusher 的⾼级 API 接⼝。

setMixTranscodingConfig 设置云端的混流转码参数。

showDebugView 显⽰仪表盘。

V2TXLivePusherObserver

SDK 基础回调

API 描述

onError 直播推流器错误通知，推流器出现错误时，会回调该通知。

onWarning 直播推流器警告通知。

视频相关回调

API 描述

onPushStatusUpdate 推流器连接状态回调通知。

onSnapshotComplete 截图回调。

onProcessVideoFrame ⾃定义视频处理。

onGLContextDestroyed SDK 内部的 OpenGL 环境的销毁通知。

onCaptureFirstVideoFrame ⾸帧视频采集完成的回调通知。

⾳频相关回调

API 描述

onCaptureFirstAudioFrame ⾸帧⾳频采集完成的回调通知。

onMicrophoneVolumeUpdate ⻨克⻛采集⾳量值回调。

混流回调

API 描述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setProperty.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setMixTranscodingConfig.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showDebugView.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_observer/v2_tx_live_pusher_observer-library.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_observer/v2_tx_live_pusher_observer-library.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_observer/v2_tx_live_pusher_observer-library.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_observer/v2_tx_live_pusher_observer-library.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_observer/v2_tx_live_pusher_observer-library.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_observer/v2_tx_live_pusher_observer-library.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_observer/v2_tx_live_pusher_observer-library.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_observer/v2_tx_live_pusher_observer-library.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_observer/v2_tx_live_pusher_observer-libra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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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描述

onSetMixTranscodingConfig 设置云端的混流转码参数的回调。

统计回调

API 描述

onStatisticsUpdate 直播推流器统计数据回调。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_observer/v2_tx_live_pusher_observer-library.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_observer/v2_tx_live_pusher_observer-libra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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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腾讯云直播推流器。

介绍

主要负责将本地的⾳频和视频画⾯进⾏编码，并推送到指定的推流地址，⽀持任意的推流服务端。

推流器包含如下能⼒：

⾃定义的视频采集，让您可以根据项⽬需要定制⾃⼰的⾳视频数据源。

美颜、滤镜、贴纸，包含多套美颜磨⽪算法（⾃然&光滑）和多款⾊彩空间滤镜（⽀持⾃定义滤镜）。
Qos 流量控制技术，具备上⾏⽹络⾃适应能⼒，可以根据主播端⽹络的具体情况实时调节⾳视频数据量。

脸形调整、动效挂件，⽀持基于优图 AI ⼈脸识别技术的⼤眼、瘦脸、隆⿐等脸形微调以及动效挂件效果，只需要
购买 优图 License 就可以轻松实现丰富的直播效果。

SDK 基础函数

initWithLiveMode

初始化直播推流器。

V2TXLivePusher(V2TXLiveMode liveMod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liveMode V2TXLiveMode 推流协议类型：RTMP/ROOM 协议，默认值：RTMP。

addListener

设置推流器回调。通过设置回调，可以监听 V2TXLivePusher 推流器的⼀些回调事件，包括推流器状态、⾳量回调、

统计数据、警告和错误信息等。

void addListener(V2TXLivePusherObserver func) 

推流

V2TXLivePusher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20 15:5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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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observer V2TXLivePusherObserver 推流器的回调⽬标对象，更多信息请参⻅

V2TXLivePusherObserver。

推流基础接⼝

setRenderViewID

设置本地摄像头预览 View，本地摄像头采集到的画⾯，经过美颜、脸形调整、滤镜等多种效果叠加之后，最终会显
⽰到传⼊的 View 上。

Future<V2TXLiveCode> setRenderViewID(int viewID)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viewID int 本地摄像头预览视图 V2TXLiveVideoWidget.onViewCreated(int viewID)。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startPush

开始⾳视频数据推流。

Future<V2TXLiveCode> startPush(String url)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url String 推流的⽬标地址，⽀持任意推流服务端。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_observer/v2_tx_live_pusher_observer-libra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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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TXLIVE_OK：成功。
V2TXLIVE_ERROR_INVALID_PARAMETER：操作失败，URL 不合法。
V2TXLIVE_ERROR_REFUSED：RTC 不⽀持同⼀设备上同时推拉同⼀个 StreamId。

stopPush

停⽌推送⾳视频数据。

Future<V2TXLiveCode> stopPush()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isPushing

当前推流器是否正在推流中。

Future<V2TXLiveCode> isPushing() 

返回

是否正在播放。

1：正在推流中。
0：已经停⽌推流。

视频相关接⼝

setVideoQuality

设置推流视频编码参数。

Future<V2TXLiveCode> setVideoQuality(V2TXLiveVideoEncoderParam param)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param V2TXLiveVideoEncoderParam 视频编码参数。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def/V2TXLiveVideoEncoderParam-cla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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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RenderRotation

设置本地摄像头预览画⾯的旋转⾓度。

Future<V2TXLiveCode> setRenderRotation(V2TXLiveRotation rotation)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rotation V2TXLiveRotation 旋转⾓度，默认值：v2TXLiveRotation0。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V2TXLiveRotation 枚举值

取值 含义

v2TXLiveRotation0 不旋转。

v2TXLiveRotation90 顺时针旋转90度。

v2TXLiveRotation180 顺时针旋转180度。

v2TXLiveRotation270 顺时针旋转270度。

setRenderMirror

设置本地摄像头预览镜像。

Future<V2TXLiveCode> setRenderMirror(V2TXLiveMirrorType mirrorTyp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mirrorType V2TXLiveMirrorType 摄像头镜像类型，默认值：v2TXLiveMirrorTypeAuto。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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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TXLIVE_OK：成功。

V2TXLiveMirrorType枚举值

取值 含义

v2TXLiveMirrorTypeAuto 默认镜像类型. 在这种情况下，前置摄像头的画⾯是镜像的，后置摄像头的画⾯
不是镜像的。

v2TXLiveMirrorTypeEnable 前置摄像头和后置摄像头都切换为镜像模式。

v2TXLiveMirrorTypeDisable 前置摄像头和后置摄像头都切换为⾮镜像模式。

startCamera

打开本地摄像头。

说明：

startVirtualCamera、startCamera 和 startScreenCapture 同⼀ Pusher 实例下，仅有⼀个能上⾏，三者为覆盖
关系。例如先调⽤ startCamera，后调⽤ startVirtualCamera。此时表现为暂停摄像头推流，开启图⽚推流。

Future<V2TXLiveCode> startCamera(bool frontCamera)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stopCamera

关闭本地摄像头。

Future<void> stopCamera()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startVirtualCam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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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图⽚推流。

说明：

startVirtualCamera、startCamera 和 startScreenCapture 同⼀ Pusher 实例下，仅有⼀个能上⾏，三者为覆盖

关系。例如先调⽤ startCamera，后调⽤ startVirtualCamera。此时表现为暂停摄像头推流，开启图⽚推流。

Future<V2TXLiveCode> startVirtualCamera(String type, String imageUrl)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参数 类型 含义

type String network(⽹络资源), file(本地资源)

imageUrl String 资源地址

stopVirtualCamera

关闭图⽚推流。

Future<V2TXLiveCode> stopVirtualCamera()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startScreenCapture

开启屏幕采集。

说明：

iOS 端暂不⽀持通过此接⼝开启屏幕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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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VirtualCamera、startCamera 和 startScreenCapture 同⼀ Pusher 实例下，仅有⼀个能上⾏，三者为覆
盖关系。例如先调⽤ startCamera，后调⽤ startVirtualCamera。此时表现为暂停摄像头推流，开启图⽚推
流。

1. 需要通过 iOS Broadcast Upload Extension 来开启屏幕采集。
2. 然后设置 enableCustomVideoCapture 开启⾃定义采集⽀持。
3. 最后通过 sendCustomVideoFrame 把 Broadcast Upload Extension 中采集到的屏幕画⾯送出去。

Future<V2TXLiveCode> startScreenCapture(String appGroup)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appGroup String 主 App 与 Broadcast 共享的 Application Group Identifier，可以指定为 nil，但按照⽂档
设置会使功能更加可靠。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stopScreenCapture

关闭屏幕采集。

Future<V2TXLiveCode> stopScreenCapture()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snapshot

截取推流过程中的本地画⾯。

说明：

返回值成功后可以在  V2TXLivePusherObserver.onSnapshotComplete  回调中获取截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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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V2TXLiveCode> snapshot()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V2TXLIVE_ERROR_REFUSED：已经停⽌推流，不允许调⽤截图操作。

setWatermark

设置推流器⽔印。默认情况下，⽔印不开启。

Future<V2TXLiveCode> setWatermark(String type, String image, double x, 

double y, double scal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type String network(⽹络资源), file(本地资源)

image String 资源地址

x double ⽔印的坐标。

y double ⽔印的坐标。

scale double ⽔印的缩放⽐例。

setEncoderMirror

设置视频编码镜像。

Future<V2TXLiveCode> setEncoderMirror(bool mirror)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mirror bool 是否镜像。默认值：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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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ableCustomVideoCapture

开启/关闭⾃定义视频采集。在⾃定义视频采集模式下，SDK 不再从摄像头采集图像，只保留编码和发送能⼒。

Future<V2TXLiveCode> enableCustomVideoCapture(bool enabl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enable bool 是否开启⾃定义采集。默认值：false。

sendCustomVideoFrame

在⾃定义视频采集模式下，将采集的视频数据发送到 SDK。

Future<V2TXLiveCode> sendCustomVideoFrame(V2TXLiveVideoFrame videoFram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videoFrame V2TXLiveVideoFrame 向 SDK 发送的 视频帧数据。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V2TXLIVE_ERROR_INVALID_PARAMETER：发送失败，视频帧数据不合法。

V2TXLIVE_ERROR_REFUSED：发送失败，您必须先调⽤ enableCustomVideoCapture 开启⾃定义视频采集。

enableCustomVideoProcess

开启/关闭⾃定义视频处理。

Future<V2TXLiveCode> enableCustomVideoProcess(bool enable, 

V2TXLivePixelFormat pixelFormat, V2TXLiveBufferType bufferTyp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enable bool 是否开启⾃定义视频处理。默认值：false。



直播 SD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33 共160⻚

参数 类型 含义

pixelFormat V2TXLivePixelFormat 视频帧的像素格式。

bufferType V2TXLiveBufferType 视频数据包装格式。

V2TXLivePixelFormat 枚举值

取值 说明

v2TXLivePixelFormatUnknown 未知。

v2TXLivePixelFormatI420 YUV420P I420。

v2TXLivePixelFormatTexture2D OpenGL 2D 纹理。

V2TXLiveBufferType 枚举值

取值 说明

v2TXLiveBufferTypeUnknown 未知。

v2TXLiveBufferTypeByteBuffer DirectBuffer，装载 I420 等 buffer，在 native 层使⽤。

v2TXLiveBufferTypeByteArray byte[]，装载 I420 等 buffer，在 Java 层使⽤。

v2TXLiveBufferTypeTexture 直接操作纹理 ID，性能最好，画质损失最少。

sendSeiMessage

发送 SEI 消息。播放端 V2TXLivePlayer 通过 V2TXLivePlayerObserver 中的  onReceiveSeiMessage  回调来接

收该消息。

Future<V2TXLiveCode> sendSeiMessage(int payloadType, Uint8List data)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payloadType int 数据类型，⽀持 5、242。推荐填：242

data Uint8List 待发送的数据

返回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V2TXLivePlayer-class.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_observer/v2_tx_live_player_observer-libra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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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美颜相关接⼝

getBeautyManager

获取美颜管理对象 TXBeautyManager。 

通过美颜管理，您可以使⽤以下功能：

设置”美颜⻛格”、”美⽩”、“红润”、“⼤眼”、“瘦脸”、“V脸”、“下巴”、“短脸”、“⼩⿐”、“亮眼”、“⽩⽛”、“祛眼
袋”、“祛皱纹”、“祛法令纹”等美容效果。
调整“发际线”、“眼间距”、“眼⾓”、“嘴形”、“⿐翼”、“⿐⼦位置”、“嘴唇厚度”、“脸型”。
设置⼈脸挂件（素材）等动态效果。

添加美妆。

进⾏⼿势识别。

TXBeautyManager getBeautyManager() 

⾳频相关接⼝

startMicrophone

打开⻨克⻛。

Future<V2TXLiveCode> startMicrophone()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stopMicrophone

关闭⻨克⻛。

Future<V2TXLiveCode> stopMicrophone()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manager_tx_beauty_manager/manager_tx_beauty_manager-libra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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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setAudioQuality

设置推流⾳频质量。

Future<V2TXLiveCode> setAudioQuality(V2TXLiveAudioQuality quality)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quality V2TXLiveAudioQuality ⾳频质量。

V2TXLiveAudioQuality 枚举值

取值 说明

v2TXLiveAudioQualitySpeech 语⾳⾳质。采样率：16k、单声道、⾳频码率：16kbps。 
适合语⾳通话为主的场景，例如在线会议，语⾳通话。

v2TXLiveAudioQualityDefault 默认⾳质。采样率：48k、单声道、⾳频码率：50kbps。 
SDK 默认的⾳频质量，如⽆特殊需求推荐选择之。

v2TXLiveAudioQualityMusic ⾳乐⾳质。采样率：48k、双声道 + 全频带、⾳频码率：128kbps。 
适合需要⾼保真传输⾳乐的场景，例如 K 歌、⾳乐直播等。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V2TXLIVE_ERROR_REFUSED：推流过程中，不允许调整⾳质。

enableVolumeEvaluation

启⽤采集⾳量⼤⼩提⽰。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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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后可以在  V2TXLivePusherObserver.onMicrophoneVolumeUpdate  回调中获取到 SDK 对⾳量

⼤⼩值的评估。

Future<V2TXLiveCode> enableVolumeEvaluation(int intervalMs)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intervalMs int 决定了 onMicrophoneVolumeUpdate ⾳量⼤⼩回调的触发间隔，单位为 ms，最⼩间隔
为 100ms，如果⼩于等于0则会关闭回调，建议设置为 300ms。默认值：0，不开启。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效相关接⼝

getAudioEffectManager

获取⾳效管理对象 TXAudioEffectManager。 
通过⾳效管理，您可以使⽤以下功能：

调整⻨克⻛收集的⼈声⾳量。

设置混响和变声效果。

开启⽿返，并设置⽿返的⾳量。

添加背景⾳乐，调整背景⾳乐的播放效果。

TXAudioEffectManager getAudioEffectManager() 

设备管理相关接⼝

getDeviceManager

获取设备管理对象 TXDeviceManager。 

通过设备管理，您可以使⽤以下功能：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manager_tx_audio_effect_manager/manager_tx_audio_effect_manager-library.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manager_tx_device_manager/manager_tx_device_manager-libra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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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前后摄像头。

设置⾃动聚焦。

设置摄像头缩放倍数。

打开或关闭闪光灯。

TXDeviceManager getDeviceManager() 

更多实⽤接⼝

setProperty

调⽤ V2TXLivePusher 的⾼级 API 接⼝。

Future<V2TXLiveCode> setProperty(String key, String valu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key String ⾼级 API 对应的 key。

value String 调⽤ key 所对应的⾼级 API 时，需要的参数。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V2TXLIVE_ERROR_INVALID_PARAMETER：操作失败，key 不允许为空。

setMixTranscodingConfig

设置云端的混流转码参数。如果您在 实时⾳视频控制台 中的功能配置⻚开启了“启⽤旁路推流”功能，每⼀路画⾯都
会有⼀个默认的直播 CDN 地址。⼀个直播间中可能有不⽌⼀位主播，⽽且每个主播都有⾃⼰的画⾯和声⾳，但对于
CDN 观众来说，他们只需要⼀路直播流，所以您需要将多路⾳视频流混成⼀路标准的直播流，这就需要混流转码。

Future<V2TXLiveCode> setMixTranscodingConfig(V2TXLiveTranscodingConfig? config) 

参数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trtc/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5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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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含义参数 类型 含义

config V2TXLiveTranscodingConfig 云端混流（转码）配置。

V2TXLiveTranscodingConfig

取值 说明

v2TXLiveBufferTypeUnknown 未知。

v2TXLiveBufferTypeByteBuffer DirectBuffer，装载 I420 等 buffer，在 native 层使⽤。

v2TXLiveBufferTypeByteArray byte[]，装载 I420 等 buffer，在 Java 层使⽤。

v2TXLiveBufferTypeTexture 直接操作纹理 ID，性能最好，画质损失最少。

showDebugView

显⽰仪表盘。

Future<V2TXLiveCode> showDebugView(bool isShow)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isShow bool 是否显⽰，默认值：fas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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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腾讯云直播的推流的回调通知。

介绍

可以接收 V2TXLivePusher 推流器的⼀些推流通知，包括推流器连接状态、⾳视频⾸帧回调、统计数据、警告和错误
信息等。

SDK 基础回调

onError

直播推流器错误通知，推流出现错误时，会回调该通知。

V2TXLivePusherListenerType.onError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code V2TXLiveCode 错误码。

msg String 错误信息。

extraInfo Map 扩展信息。

onWarning

直播推流器警告通知。

V2TXLivePusherListenerType.onWarning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code V2TXLiveCode 警告码。

V2TXLivePusherObserver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20 15:57:08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_tx_live_pusher-library.html


直播 SD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40 共160⻚

参数 类型 含义

msg String 警告信息。

extraInfo Map 扩展信息。

视频相关回调

onPushStatusUpdate

直播推流器连接状态回调通知。

V2TXLivePusherListenerType.onPushStatusUpdat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status V2TXLivePushStatus 状态码。

msg String 连接状态信息。

extraInfo Map 扩展信息。

V2TXLivePushStatus 枚举值

取值 含义

V2TXLivePushStatusDisconnected: 0 与服务器断开连接。

V2TXLivePushStatusConnecting: 1 正在连接服务器。

V2TXLivePushStatusConnectSuccess: 2 连接服务器成功。

V2TXLivePushStatusReconnecting: 3 重连服务器中。

onSnapshotComplete

截图回调。

V2TXLivePusherListenerType.onSnapshotComplete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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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含义参数 类型 含义

image Uint8List 已截取的视频画⾯。

onProcessVideoFrame

⾃定义视频处理回调。

说明：

调⽤  V2TXLivePusher.enableCustomVideoProcess(bool enable, V2TXLivePixelFormat

pixelFormat, V2TXLiveBufferType bufferType)  开启⾃定义视频处理后，会收到这个回调通知。

V2TXLivePusherListenerType.onProcessVideoFram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srcFrame Map ⽤于承载未处理的视频画⾯。

dstFrame Map ⽤于承载处理过的视频画⾯。

onGLContextDestroyed

⾃定义视频处理 GL 环境销毁回调。

V2TXLivePusherListenerType.onGLContextDestroyed 

onCaptureFirstVideoFrame

⾸帧视频采集完成的回调通知。

V2TXLivePusherListenerType.onCaptureFirstVideoFrame 

⾳频相关回调

onCaptureFirstAudio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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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帧⾳频采集完成的回调通知。

V2TXLivePusherListenerType.onCaptureFirstAudioFrame 

onMicrophoneVolumeUpdate

⻨克⻛采集⾳量值回调。

V2TXLivePusherListenerType.onMicrophoneVolumeUpdate 

统计回调

onStatisticsUpdate

直播推流器统计数据回调。

V2TXLivePusherListenerType.onStatisticsUpdat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statistics Map 推流器统计数据。

混流回调

onSetMixTranscodingConfig

设置云端的混流转码参数的回调。

说明：

调⽤  V2TXLivePusher.setMixTranscodingConfig(V2TXLiveTranscodingConfig config) 

设置云端混流转码参数后，会收到这个回调通知。

V2TXLivePusherListenerType.onSetMixTranscodingConfig 

参数 类型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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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含义

code V2TXLiveCode 0 表⽰成功，其余值表⽰失败。

msg String 具体错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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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腾讯云直播播放器。

主要负责从指定的直播流地址拉取⾳视频数据，并进⾏解码和本地渲染播放。

介绍

播放器包含如下能⼒：

⽀持 RTMP、HTTP-FLV、TRTC、WebRTC 协议。
屏幕截图，可以截取当前直播流的视频画⾯。

延时调节，可以设置播放器缓存⾃动调整的最⼩和最⼤时间。

⾃定义的视频数据处理，您可以根据项⽬需要处理直播流中的视频数据后，再进⾏渲染以及播放。

SDK 基础函数

addListener

设置播放器回调。通过设置回调，可以监听 V2TXLivePlayer 播放器的⼀些回调事件，包括播放器状态、播放⾳量回
调、⾳视频⾸帧回调、统计数据、警告和错误信息等。

void addListener(V2TXLivePlayerObserver func)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observer V2TXLivePlayerObserver 播放器的回调⽬标对象，详情请参⻅ V2TXLivePlayerObserver。

播放基础接⼝

setRenderViewID

设置播放器渲染 View，该控件负责显⽰视频内容。

拉流

V2TXLivePlayer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20 15:57:08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71/4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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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V2TXLiveCode> setRenderViewID(int viewID)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viewID int 播放器渲染 V2TXLiveVideoWidget.onViewCreated viewId。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startLivePlay

开始播放⾳视频流。

Future<V2TXLiveCode> startLivePlay(String url) 

说明：

10.7 版本开始，  startPlay  变更为  startLivePlay ，需要通过

 V2TXLivePremier#setLicence  或者  TXLiveBase#setLicence  设置 License 后⽅可成功播放，

否则将播放失败（⿊屏），全局仅设置⼀次即可。直播 License、短视频 License 和视频播放 License 均可使
⽤，若您暂未获取上述 License ，可 快速免费申请测试版 License 以正常播放，正式版 License 需 购买。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url String ⾳视频流的播放地址，⽀持 RTMP、HTTP-FLV、TRTC、WebRTC 协议。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V2TXLIVE_ERROR_INVALID_PARAMETER：操作失败，URL不合法。

V2TXLIVE_ERROR_REFUSED：RTC 不⽀持同⼀设备上同时推拉同⼀个 StreamId。

stopPlay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live/license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71/38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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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播放⾳视频流。

Future<V2TXLiveCode> stopPlay()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isPlaying

播放器是否正在播放中。

Future<int> isPlaying() 

返回

是否正在播放。

1：正在播放中。
0：已经停⽌播放。

视频相关接⼝

setRenderRotation

设置播放器画⾯的旋转⾓度。

Future<V2TXLiveCode> setRenderRotation(V2TXLiveRotation rotation)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rotation V2TXLiveRotation 旋转⾓度，默认值：0。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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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TXLiveRotation 枚举值

取值 含义

v2TXLiveRotation0 不旋转。

v2TXLiveRotation90 顺时针旋转90度。

v2TXLiveRotation180 顺时针旋转180度。

v2TXLiveRotation270 顺时针旋转270度。

setRenderFillMode

设置画⾯的填充模式。

Future<V2TXLiveCode> setRenderFillMode(V2TXLiveFillMode mod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mode V2TXLiveFillMode 画⾯填充模式，默认值：v2TXLiveFillModeFit。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V2TXLiveFillMode 枚举值

取值 含义

v2TXLiveFillModeFit 图像适应屏幕，保持画⾯完整，但如果图像宽⾼⽐不同于屏幕宽⾼⽐，会有⿊边的存

在。

v2TXLiveFillModeFill 图像铺满屏幕，不留⿊边，如果图像宽⾼⽐不同于屏幕宽⾼⽐，部分画⾯内容会被裁

剪掉。

pauseVideo

暂停播放器的视频流。

Future<V2TXLiveCode> pause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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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resumeVideo

恢复播放器的视频流。

Future<V2TXLiveCode> resumeVideo()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snapshot

截取播放过程中的视频画⾯。

说明：

返回值成功后可以在  V2TXLivePlayerObserver.onSnapshotComplete  回调中获取截图图⽚。

Future<V2TXLiveCode> snapshot()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V2TXLIVE_ERROR_REFUSED：播放器处于停⽌状态，不允许调⽤截图操作。

⾳频相关接⼝

pauseAudio

暂停播放器的⾳频流。

Future<V2TXLiveCode> pauseA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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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resumeAudio

恢复播放器的⾳频流。

Future<V2TXLiveCode> resumeAudio()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setPlayoutVolume

设置⾳量。

Future<V2TXLiveCode> setPlayoutVolume(int volum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volume int ⾳量⼤⼩，取值范围0 - 100，默认值：100。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enableVolumeEvaluation

启⽤播放⾳量⼤⼩提⽰。

说明：

开启后可以在  V2TXLivePlayerObserver.onPlayoutVolumeUpdate  回调中获取到 SDK 对⾳量⼤⼩

值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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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V2TXLiveCode> enableVolumeEvaluation(int intervalMs)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intervalMs int onPlayoutVolumeUpdate ⾳量⼤⼩回调的触发间隔，单位为 ms，最⼩间隔为 100ms。
如果⼩于等于0则会关闭回调，建议设置为 300ms。默认值：0，不开启。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更多实⽤接⼝

setCacheParams

设置播放器缓存⾃动调整的最⼩和最⼤时间（ 单位：秒）。

Future<V2TXLiveCode> setCacheParams(double minTime, double maxTim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minTime double 缓存⾃动调整的最⼩时间，取值需要⼤于0。默认值：1。

maxTime double 缓存⾃动调整的最⼤时间，取值需要⼤于0。默认值：5。

返回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V2TXLIVE_ERROR_INVALID_PARAMETER：操作失败，minTime 和 maxTime 需要⼤于0。
V2TXLIVE_ERROR_REFUSED：播放器处于播放状态，不⽀持修改缓存策略。

showDebugView

是否显⽰播放器状态信息的调试浮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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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void> showDebugView(bool isShow)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isShow bool 是否显⽰，默认值：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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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腾讯云直播的播放器回调通知。

介绍

可以接收 V2TXLivePlayer 播放器的⼀些回调通知，包括播放器状态、播放⾳量回调、⾳视频⾸帧回调、统计数据、
警告和错误信息等。

SDK 基础回调

onError

直播播放器错误通知，播放器出现错误时，会回调该通知。

V2TXLivePlayerListenerType.onError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code V2TXLiveCode 错误码。

msg String 错误信息。

extraInfo Map 扩展信息。

onWarning

直播播放器警告通知。

V2TXLivePlayerListenerType.onWarning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code V2TXLiveCode 警告码。

msg String 警告码信息。

V2TXLivePlayerObserver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20 15:57:08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v2_tx_live_player-libra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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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含义

extraInfo Map 扩展信息。

onConnected

已经成功连接到服务器通知。

V2TXLivePlayerListenerType.onConnected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extraInfo Map 扩展信息。

视频相关回调

onVideoPlaying

视频播放事件通知。

V2TXLivePlayerListenerType.onVideoPlaying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firstPlay bool 第⼀次播放标志。

extraInfo Map 扩展信息。

onVideoLoading

视频加载事件通知。

V2TXLivePlayerListenerType.onVideoLoading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extraInfo Map 扩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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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VideoResolutionChanged

直播播放器分辨率变化通知。

V2TXLivePlayerListenerType.onVideoResolutionChanged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width int 视频宽

height int 视频⾼

onSnapshotComplete

截图回调。

V2TXLivePlayerListenerType.onSnapshotComplet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image Uint8List 已截取的视频画⾯。

onRenderVideoFrame

⾃定义视频渲染回调。

说明：

调⽤  V2TXLivePlayer.enableCustomRendering(pixelFormat:bufferType:)  开启⾃定义渲染

之后，会收到这个回调通知。

V2TXLivePlayerListenerType.onRenderVideoFram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videoFrame Map 视频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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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相关回调

onAudioPlaying

⾳频播放事件通知。

V2TXLivePlayerListenerType.onAudioPlaying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firstPlay bool 第⼀次播放标志。

extraInfo Map 扩展信息。

onAudioLoading

⾳频加载事件通知。

V2TXLivePlayerListenerType.onAudioLoading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extraInfo Map 扩展信息。

onPlayoutVolumeUpdate

播放器⾳量⼤⼩回调。

V2TXLivePlayerListenerType.onPlayoutVolumeUpdat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volume int ⾳量⼤⼩，取值范围：0 - 100。

统计回调

onStatistics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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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播放器统计数据回调。

V2TXLivePlayerListenerType.onStatisticsUpdat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statistics Map 播放器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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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开发者的接⼊反馈的⾼频问题，腾讯云提供有直观易懂的 API-Example ⼯程，⽅便开发者可以快速的了解相关
API 的使⽤，欢迎使⽤。

⼯程地址

所属平台 GitHub 地址

Flutter Github

⽬录说明

在这个⽰例项⽬中包含了以下基础功能场景：

摄像头推流

录屏推流

直播拉流

连⻨互动

连⻨ PK

应⽤图⽰

⽰例主⻚ 推流⽰例 拉流⽰例

⽰例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20 15:57:08

https://github.com/LiteAVSDK/Live_Flutter.git
https://github.com/LiteAVSDK/Live_Flutter/tree/main/Live-API-Example/lib/page/push/live_camera_push.dart
https://github.com/LiteAVSDK/Live_Flutter/tree/main/Live-API-Example/lib/page/push/live_screen_push.dart
https://github.com/LiteAVSDK/Live_Flutter/tree/main/Live-API-Example/lib/page/play/live_play.dart
https://github.com/LiteAVSDK/Live_Flutter/tree/main/Live-API-Example/lib/page/link_mic
https://github.com/LiteAVSDK/Live_Flutter/tree/main/Live-API-Example/lib/page/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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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主⻚ 推流⽰例 拉流⽰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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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rror 严重错误

SDK 发现了⼀些严重问题，推流⽆法继续了，例如 License 不合法，调⽤失败。

注意：

视频编码失败并不会直接影响推流，SDK 会做⾃⾏处理以保证后⾯的视频编码成功。

code 事件定义 含义说明

0 V2TXLIVE_OK 没有错误

-1 V2TXLIVE_ERROR_FAILED 暂未归类的通⽤错误

-2 V2TXLIVE_ERROR_INVALID_PARAMETER 调⽤ API 时，传⼊的参数不合法

-3 V2TXLIVE_ERROR_REFUSED API 调⽤被拒绝

-4 V2TXLIVE_ERROR_NOT_SUPPORTED 当前 API 不⽀持调⽤

-5 V2TXLIVE_ERROR_INVALID_LICENSE

Licence 不合法，调⽤失败。 注：在
 startLivePlay  之前，需要通过
 V2TXLivePremier#setLicence 

设置 License 后⽅可成功播放，否则
将播放失败（⿊屏），全局仅设置⼀

次即可。直播 License、短视频
License 和视频播放 License 均可使
⽤，若您暂未获取上述 License ，可
快速免费申请测试版 License 以正常
播放，正式版 License 需 购买

-6 V2TXLIVE_ERROR_REQUEST_TIMEOUT 请求服务器超时

-7 V2TXLIVE_ERROR_SERVER_PROCESS_FAILED 服务器拒绝请求

-8 V2TXLIVE_ERROR_DISCONNECTED 连接断开

错误码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20 15:57:08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live/license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71/38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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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事件定义 含义说明

-2304 V2TXLIVE_ERROR_NO_AVAILABLE_HEVC_DECODERS

找不到可⽤的 HEVC 解码器，当抛出
此错误码，说明当前设备不⽀持 H265
解码，请切换⾄ H264 数据流进⾏播
放

onWarning 警告事件

⼤部分的警告事件会触发⼀些重试性的保护逻辑或者恢复逻辑，很⼤概率能够由 SDK ⾃⾏恢复。部分警告事件需要
由开发者处理。警告的⽬的主要⽤于提⽰开发者或者最终⽤户。

code 事件定义 含义说明

1101 V2TXLIVE_WARNING_NETWORK_BUSY ⽹络状况不佳：上⾏带宽太

⼩，上传数据受阻

2105 V2TXLIVE_WARNING_VIDEO_BLOCK 当前视频播放出现卡顿

-1301 V2TXLIVE_WARNING_CAMERA_START_FAILED 摄像头打开失败

-1316 V2TXLIVE_WARNING_CAMERA_OCCUPIED 摄像头正在被占⽤中，可尝试

打开其他摄像头

-1314 V2TXLIVE_WARNING_CAMERA_NO_PERMISSION
摄像头设备未授权，通常在移

动设备出现，可能是权限被⽤

户拒绝了

-1302 V2TXLIVE_WARNING_MICROPHONE_START_FAILED ⻨克⻛打开失败

-1319 V2TXLIVE_WARNING_MICROPHONE_OCCUPIED
⻨克⻛正在被占⽤中，例如移

动设备正在通话时，打开⻨克

⻛会失败

-1317 V2TXLIVE_WARNING_MICROPHONE_NO_PERMISSION
⻨克⻛设备未授权，通常在移

动设备出现，可能是权限被⽤

户拒绝了

-1309 V2TXLIVE_WARNING_SCREEN_CAPTURE_NOT_SUPPORTED 当前系统不⽀持屏幕分享

-1308 V2TXLIVE_WARNING_SCREEN_CAPTURE_START_FAILED
开始录屏失败，如果在移动设

备出现，可能是权限被⽤户拒

绝了

-7001 V2TXLIVE_WARNING_SCREEN_CAPTURE_INTERRUPTED 录屏被系统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