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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API
iOS&Mac
API 概览

最近更新时间：2022-02-21 17:01:28
TRTCCloud @ TXLiteAVSDK

创建实例和事件回调
API
sharedInstance
destroySharedIntance
delegate
delegateQueue

描述
创建 TRTCCloud 实例（单例模式）
销毁 TRTCCloud 实例（单例模式）
设置 TRTC 事件回调
设置驱动 TRTCCloudDelegate 事件回调的队列

房间相关接口函数
API
enterRoom
exitRoom
switchRole
switchRoom
connectOtherRoom
disconnectOtherRoom
setDefaultStreamRecvMode
createSubCloud
destroySubClou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进入房间
离开房间
切换角色
切换房间
请求跨房通话
退出跨房通话
设置订阅模式（需要在进入房前设置才能生效）
创建子房间示例（用于多房间并发观看）
销毁子房间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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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N

相关接口函数

API
startPublishing
stopPublishing
startPublishCDNStream
stopPublishCDNStream
setMixTranscodingConfig

描述
开始向腾讯云直播 CDN 上发布音视频流
停止向腾讯云直播 CDN 上发布音视频流
开始向非腾讯云 CDN 上发布音视频流
停止向非腾讯云 CDN 上发布音视频流
设置云端混流的排版布局和转码参数

视频相关接口函数
API
startLocalPreview
startLocalPreview
updateLocalView
stopLocalPreview
muteLocalVideo
setVideoMuteImage
startRemoteView
updateRemoteView
stopRemoteView
stopAllRemoteView
muteRemoteVideoStream
muteAllRemoteVideoStreams
setVideoEncoderParam
setNetworkQosParam
setLocalRenderParams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开启本地摄像头的预览画面（移动端）
开启本地摄像头的预览画面（桌面端）
更新本地摄像头的预览画面
停止摄像头预览
暂停/恢复发布本地的视频流
设置本地画面被暂停期间的替代图片
订阅远端用户的视频流，并绑定视频渲染控件
更新远端用户的视频渲染控件
停止订阅远端用户的视频流，并释放渲染控件
停止订阅所有远端用户的视频流，并释放全部渲染资源
暂停/恢复订阅远端用户的视频流
暂停/恢复订阅所有远端用户的视频流
设置视频编码器的编码参数
设置网络质量控制的相关参数
设置本地画面的渲染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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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setRemoteRenderParams
setVideoEncoderRotation
setVideoEncoderMirror
setGSensorMode
enableEncSmallVideoStream
setRemoteVideoStreamType
snapshotVideo

描述
设置远端画面的渲染模式
设置视频编码器输出的画面方向
设置编码器输出的画面镜像模式
设置重力感应的适配模式
开启大小画面双路编码模式
切换指定远端用户的大小画面
视频画面截图

音频相关接口函数
API
startLocalAudio
stopLocalAudio
muteLocalAudio
muteRemoteAudio
muteAllRemoteAudio
setAudioRoute
setRemoteAudioVolume
setAudioCaptureVolume
getAudioCaptureVolume
setAudioPlayoutVolume
getAudioPlayoutVolume
enableAudioVolumeEvaluation
startAudioRecording
stopAudioRecording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开启本地音频的采集和发布
停止本地音频的采集和发布
暂停/恢复发布本地的音频流
暂停/恢复播放远端的音频流
暂停/恢复播放所有远端用户的音频流
设置音频路由
设定某一个远端用户的声音播放音量
设定本地音频的采集音量
获取本地音频的采集音量
设定远端音频的播放音量
获取远端音频的播放音量
启用音量大小提示
开始录音
停止录音
第6 共163页

实时音视频

描述
开启本地媒体录制
停止本地媒体录制
设置远端音频流智能并发播放策略

API
startLocalRecording
stopLocalRecording
setRemoteAudioParallelParams

设备管理相关接口
API
getDeviceManager

描述
获取设备管理类（TXDeviceManager）

美颜特效和图像水印
API
getBeautyManager
setWatermark

描述
获取美颜管理类（TXBeautyManager）
添加水印

背景音乐和声音特效
API
getAudioEffectManager
startSystemAudioLoopback
stopSystemAudioLoopback
setSystemAudioLoopbackVolume

描述
获取音效管理类（TXAudioEffectManager）
开启系统声音采集（仅适用于 Mac 系统）
停止系统声音采集（仅适用于桌面系统）
设置系统声音的采集音量

屏幕分享相关接口
API
startScreenCaptureInApp
startScreenCaptureByReplaykit
startScreenCapture
stopScreenCaptur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开始应用内的屏幕分享（仅支持 iOS 13.0 及以上系统）
开始全系统的屏幕分享（仅支持 iOS 11.0 及以上系统）
开始桌面端屏幕分享（该接口仅支持桌面系统）
停止屏幕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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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pauseScreenCapture
resumeScreenCapture
getScreenCaptureSourcesWithThumbnailSize
selectScreenCaptureTarget
setSubStreamEncoderParam
setSubStreamMixVolume
addExcludedShareWindow

removeExcludedShareWindow

removeAllExcludedShareWindows

addIncludedShareWindow

removeIncludedShareWindow

removeAllIncludedShareWindows

描述
暂停屏幕分享
恢复屏幕分享
枚举可分享的屏幕和窗口（该接口仅支持 Mac OS 系统）
选取要分享的屏幕或窗口（该接口仅支持 Mac OS 系统）
设置屏幕分享（即辅路）的视频编码参数（桌面系统和移动
系统均已支持）
设置屏幕分享时的混音音量大小（该接口仅支持桌面系统）
将指定窗口加入屏幕分享的排除列表中（该接口仅支持桌面
系统）
将指定窗口从屏幕分享的排除列表中移除（该接口仅支持桌
面系统）
将所有窗口从屏幕分享的排除列表中移除（该接口仅支持桌
面系统）
将指定窗口加入屏幕分享的包含列表中（该接口仅支持桌面
系统）
将指定窗口从屏幕分享的包含列表中移除（该接口仅支持桌
面系统）
将全部窗口从屏幕分享的包含列表中移除（该接口仅支持桌
面系统）

自定义采集和自定义渲染
API
enableCustomVideoCapture
sendCustomVideoData
enableCustomAudioCapture
sendCustomAudioData
enableMixExternalAudioFram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启用/关闭视频自定义采集模式
向 SDK 投送自己采集的视频帧
启用音频自定义采集模式
向 SDK 投送自己采集的音频数据
启用/关闭自定义音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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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mixExternalAudioFrame
setMixExternalAudioVolume
generateCustomPTS
setLocalVideoProcessDelegete
setLocalVideoRenderDelegate
setRemoteVideoRenderDelegate
setAudioFrameDelegate
setCapturedRawAudioFrameDelegateFormat
setLocalProcessedAudioFrameDelegateFormat
setMixedPlayAudioFrameDelegateFormat
enableCustomAudioRendering
getCustomAudioRenderingFrame

描述
向 SDK 混入自定义音轨
设置推流时混入外部音频的推流音量和播放音量
生成自定义采集时的时间戳
设置第三方美颜的视频数据回调
设置本地视频自定义渲染回调
设置远端视频自定义渲染回调
设置音频数据自定义回调
设置本地麦克风采集出的原始音频帧回调格式
设置经过前处理后的本地音频帧回调格式
设置最终要由系统播放出的音频帧回调格式
开启音频自定义播放
获取可播放的音频数据

自定义消息发送接口
API
sendCustomCmdMsg
sendSEIMsg

描述
使用 UDP 通道发送自定义消息给房间内所有用户
使用 SEI 通道发送自定义消息给房间内所有用户

网络测试接口
API
startSpeedTest
stopSpeedTest

描述
开始进行网速测试（进入房间前使用）
停止网络测速

调试相关接口
API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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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getSDKVersion
setLogLevel
setConsoleEnabled
setLogCompressEnabled
setLogDirPath
setLogDelegate
showDebugView
setDebugViewMargin
callExperimentalAPI

描述
获取 SDK 版本信息
设置 Log 输出级别
启用/禁用控制台日志打印
启用/禁用日志的本地压缩
设置本地日志的保存路径
设置日志回调
显示仪表盘
设置仪表盘的边距
调用实验性接口

废弃接口
API
setMicVolumeOnMixing
setBeautyStyle
setEyeScaleLevel
setFaceScaleLevel
setFaceVLevel
setChinLevel
setFaceShortLevel
setNoseSlimLevel
selectMotionTmpl
setMotionMute
startScreenCapture
setFilter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设置麦克风的音量大小
设置美颜、美白以及红润效果级别
设置大眼级别
设置瘦脸级别
设置 V 脸级别
设置下巴拉伸或收缩幅度
设置短脸级别
设置瘦鼻级别
设置动效贴纸
设置动效静音
启动屏幕分享
设置色彩滤镜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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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setFilterConcentration
setGreenScreenFile
playBGM
stopBGM
pauseBGM
resumeBGM
getBGMDuration
setBGMPosition
setBGMVolume
setBGMPlayoutVolume
setBGMPublishVolume
setReverbType
setVoiceChangerType
playAudioEffect
setAudioEffectVolume
setAudioEffectVolume
stopAllAudioEffects
setAllAudioEffectsVolume
pauseAudioEffect
resumeAudioEffect
enableAudioEarMonitoring
startRemoteView
stopRemoteView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设置色彩滤镜浓度
设置绿幕背景视频
启动播放背景音乐
停止播放背景音乐
停止播放背景音乐
停止播放背景音乐
获取背景音乐总时长（单位：毫秒）
设置背景音乐的播放进度
设置背景音乐的音量大小
设置背景音乐的本地播放音量
设置背景音乐的远端播放音量
设置混响效果
设置变声类型
播放音效
设置音效音量
停止播放音效
停止所有音效
设置所有音效音量
暂停音效
暂停音效
开启（或关闭）耳返
开始显示远端视频画面
停止显示远端视频画面，同时不再拉取该远端用户的视频数据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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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setRemoteViewFillMode
setRemoteViewRotation
setLocalViewFillMode
setLocalViewRotation
setLocalViewMirror
startRemoteSubStreamView
stopRemoteSubStreamView
setRemoteSubStreamViewFillMode
setRemoteSubStreamViewRotation
setPriorRemoteVideoStreamType
setAudioQuality
startLocalAudio
switchCamera
isCameraZoomSupported
setZoom
isCameraTorchSupported
enbaleTorch
isCameraFocusPositionInPreviewSupported
setFocusPosition
isCameraAutoFocusFaceModeSupported
enableAutoFaceFoucs
startCameraDeviceTestInView
stopCameraDeviceTest
startMicDeviceTes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设置远端图像的渲染模式
设置远端图像的顺时针旋转角度
设置本地图像的渲染模式
设置本地图像的顺时针旋转角度
设置本地摄像头预览画面的镜像模式
开始显示远端用户的辅路画面
停止显示远端用户的辅路画面
设置辅路画面的填充模式
设置辅路画面的顺时针旋转角度
设定优先观看大画面还是小画面
设置音频质量
设置音频质量
切换摄像头
查询当前摄像头是否支持缩放
设置摄像头缩放倍数（焦距）
查询是否支持开关闪光灯
开关/关闭闪光灯
查询摄像头是否支持设置焦点
设置摄像头焦点坐标位置
查询是否支持自动识别人脸位置
开启/关闭人脸跟踪对焦
开始进行摄像头测试
开始进行摄像头测试
开始进行麦克风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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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stopMicDeviceTest
startSpeakerDeviceTest
stopSpeakerDeviceTest
getMicDevicesList
getCurrentMicDevice
setCurrentMicDevice
getCurrentMicDeviceVolume
setCurrentMicDeviceVolume
getCurrentMicDeviceMute
setCurrentMicDeviceMute
getSpeakerDevicesList
getCurrentSpeakerDevice
setCurrentSpeakerDevice
getCurrentSpeakerDeviceVolume
setCurrentSpeakerDeviceVolume
getCurrentSpeakerDeviceMute
setCurrentSpeakerDeviceMute
getCameraDevicesList
getCurrentCameraDevice
setCurrentCameraDevice
setSystemVolumeType
snapshotVideo
enableCustomVideoCapture
sendCustomVideoData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开始进行麦克风测试
开始进行扬声器测试
停止进行扬声器测试
获取麦克风设备列表
获取当前的麦克风设备
选定当前使用的麦克风
获取当前麦克风的设备音量
设置当前麦克风的设备音量
获取系统当前麦克风设备是否静音
设置系统当前麦克风设备的静音状态
获取扬声器设备列表
获取当前的扬声器设备
设置要使用的扬声器
获取当前扬声器的设备音量
设置当前扬声器的设备音量
获取系统当前扬声器设备是否静音
设置系统当前扬声器设备的静音状态
获取摄像头设备列表
获取当前使用的摄像头
选定当前要使用的摄像头
设置系统音量类型
视频截图
启用视频自定义采集模式
投送自己采集的视频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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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startScreenCaptureInApp
startScreenCaptureByReplaykit
muteLocalVideo
muteRemoteVideoStream
startSpeedTest

描述
开始应用内的屏幕分享（iOS）
开始全系统的屏幕分享（iOS）
暂停/恢复发布本地的视频流
暂停 / 恢复订阅远端用户的视频流
开始进行网络测速（进入房间前使用）

错误和警告事件
API
onError
onWarning

描述
错误事件回调
警告事件回调

房间相关事件回调
API
onEnterRoom
onExitRoom
onSwitchRole
onSwitchRoom
onConnectOtherRoom
onDisconnectOtherRoom

描述
进入房间成功与否的事件回调
离开房间的事件回调
切换角色的事件回调
切换房间的结果回调
请求跨房通话的结果回调
结束跨房通话的结果回调

用户相关事件回调
API
onRemoteUserEnterRoom
onRemoteUserLeaveRoom
onUserVideoAvailabl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有用户加入当前房间
有用户离开当前房间
某远端用户发布/取消了主路视频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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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onUserSubStreamAvailable
onUserAudioAvailable
onFirstVideoFrame
onFirstAudioFrame
onSendFirstLocalVideoFrame
onSendFirstLocalAudioFrame
onRemoteVideoStatusUpdated

描述
某远端用户发布/取消了辅路视频画面
某远端用户发布/取消了自己的音频
SDK 开始渲染自己本地或远端用户的首帧画面
SDK 开始播放远端用户的首帧音频
自己本地的首个视频帧已被发布出去
自己本地的首个音频帧已被发布出去
远端视频状态变化的事件回调

网络和技术指标统计回调
API
onNetworkQuality
onStatistics
onSpeedTestResult

描述
网络质量的实时统计回调
音视频技术指标的实时统计回调
网速测试的结果回调

与云端连接情况的事件回调
API

描述

onConnectionLost

SDK

onTryToReconnect
onConnectionRecovery

与云端的连接已经断开
SDK 正在尝试重新连接到云端
SDK 与云端的连接已经恢复

硬件设备相关事件回调
API
onCameraDidReady
onMicDidReady
onAudioRouteChange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摄像头准备就绪
麦克风准备就绪
当前音频路由发生变化（仅适用于移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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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onUserVoiceVolume
onDevice
onAudioDeviceCaptureVolumeChanged
onAudioDevicePlayoutVolumeChanged
onSystemAudioLoopbackError

描述
音量大小的反馈回调
本地设备的通断状态发生变化（仅适用于桌面系统）
当前麦克风的系统采集音量发生变化
当前系统的播放音量发生变化
系统声音采集是否被成功开启的事件回调（仅适用于 Mac 系统）

自定义消息的接收事件回调
API
onRecvCustomCmdMsgUserId
onMissCustomCmdMsgUserId
onRecvSEIMsg

CDN

描述
收到自定义消息的事件回调
自定义消息丢失的事件回调
收到 SEI 消息的回调

相关事件回调

API
onStartPublishing
onStopPublishing
onStartPublishCDNStream
onStopPublishCDNStream
onSetMixTranscodingConfig

描述
开始向腾讯云直播 CDN 上发布音视频流的事件回调
停止向腾讯云直播 CDN 上发布音视频流的事件回调
开始向非腾讯云 CDN 上发布音视频流的事件回调
停止向非腾讯云 CDN 上发布音视频流的事件回调
设置云端混流的排版布局和转码参数的事件回调

屏幕分享相关事件回调
API
onScreenCaptureStarted
onScreenCapturePaused
onScreenCaptureResume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屏幕分享开启的事件回调
屏幕分享暂停的事件回调
屏幕分享恢复的事件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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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屏幕分享停止的事件回调

API
onScreenCaptureStoped

本地录制和本地截图的事件回调
描述
本地录制任务已经开始的事件回调
本地录制任务正在进行中的进展事件回调
本地录制任务已经结束的事件回调

API
onLocalRecordBegin
onLocalRecording
onLocalRecordComplete

废弃的事件回调
描述
有主播加入当前房间（已废弃）
有主播离开当前房间（已废弃）
音效播放已结束（已废弃）

API
onUserEnter
onUserExit
onAudioEffectFinished

视频数据自定义回调
描述
自定义视频渲染回调
用于对接第三方美颜组件的视频处理回调
SDK 内部 OpenGL 环境被销的通知

API
onRenderVideoFrame
onProcessVideoFrame
onGLContextDestory

音频数据自定义回调
API
onCapturedRawAudioFrame
onLocalProcessedAudioFrame
onRemoteUserAudioFrame
onMixedPlayAudioFrame

描述
本地采集并经过音频模块前处理后的音频数据回调
本地采集并经过音频模块前处理、音效处理和混 BGM 后的音频数据回调
混音前的每一路远程用户的音频数据
将各路待播放音频混合之后并在最终提交系统播放之前的数据回调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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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描述

onMixedAllAudioFrame

SDK

所有音频混合后的音频数据（包括采集到的和待播放的）

更多事件回调接口
API
onLog

描述
本地 LOG 的打印回调

视频相关枚举值定义
API
TRTCVideoResolution
TRTCVideoResolutionMode
TRTCVideoStreamType
TRTCVideoFillMode
TRTCVideoRotation
TRTCBeautyStyle
TRTCVideoPixelFormat
TRTCVideoBufferType
TRTCVideoMirrorType
TRTCSnapshotSourceType

描述
视频分辨率
视频宽高比模式
视频流类型
视频画面填充模式
视频画面旋转方向
美颜（磨皮）算法
视频像素格式
视频数据传递方式
视频的镜像类型
本地视频截图的数据源

网络相关枚举值定义
API
TRTCAppScene
TRTCRoleType
TRTCQosControlMode
TRTCVideoQosPreferenc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应用场景
角色
流控模式（已废弃）
画质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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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TRTCQualityInfo
TRTCAVStatusType
TRTCAVStatusChangeReason

描述
网络质量
视频状态类型
视频状态变化原因类型

音频相关枚举值定义
API
TRTCAudioSampleRate
TRTCAudioQuality
TRTCAudioRoute
TRTCReverbType
TRTCVoiceChangerType
TRTCSystemVolumeType

描述
音频采样率
声音音质
音频路由（即声音的播放模式）
声音混响模式
变声类型
系统音量类型（仅适用于移动设备）

更多枚举值定义
API
TRTCLogLevel
TRTCGSensorMode
TRTCScreenCaptureSourceType
TRTCTranscodingConfigMode
TRTCRecordType
TRTCMixInputType
TRTCMediaDeviceType
TRTCAudioRecordingContent

TRTC

描述
Log 级别
重力感应开关（仅适用于移动端）
屏幕分享的目标类型（仅适用于桌面端）
云端混流的排版模式
媒体录制类型
混流输入类型
设备类型（仅适用于桌面平台）
音频录制内容类型

核心类型定义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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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TRTCParams
TRTCVideoEncParam
TRTCNetworkQosParam
TRTCRenderParams
TRTCQualityInfo
TRTCVolumeInfo
TRTCSpeedTestParams
TRTCSpeedTestResult
TRTCVideoFrame
TRTCAudioFrame
TRTCMixUser
TRTCTranscodingConfig
TRTCPublishCDNParam
TRTCAudioRecordingParams
TRTCLocalRecordingParams
TRTCAudioEffectParam
TRTCSwitchRoomConfig
TRTCAudioFrameDelegateFormat
TRTCScreenCaptureSourceInfo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进房参数
视频编码参数
网络流控（Qos）参数集
视频画面的渲染参数
网络质量
音量大小
测速参数
网络测速结果
视频帧信息
音频帧数据
云端混流中各路画面的描述信息
云端混流的排版布局和转码参数
向非腾讯云 CDN 上发布音视频流时需设置的转推参数
本地音频文件的录制参数
本地媒体文件的录制参数
音效参数（已废弃）
房间切换参数
音频自定义回调的格式参数
屏幕分享的目标信息（仅适用于桌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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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5 09:40:45

错误码表
基础错误码
符号

值

ERR_NULL

0

含义
无错误

进房相关错误码

在进房失败时会触发此类错误码，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EnterRoom() 和 TRTCCloudDelegate.OnError() 捕获相关通知。
符号
值
含义
ERR_ROOM_ENTER_FAIL
-3301
进入房间失败
进房参数为空，请检查
ERR_ENTER_ROOM_PARAM_NULL
-3316
TRTCCloud.enterRoom(): 接口调用是否
传入有效的 param
ERR_SDK_APPID_INVALID
-3317
进房参数 sdkAppId 错误
ERR_ROOM_ID_INVALID
-3318
进房参数 roomId 错误
ERR_USER_ID_INVALID
-3319
进房参数 userID 不正确
ERR_USER_SIG_INVALID
-3320
进房参数 userSig 不正确
ERR_ROOM_REQUEST_ENTER_ROOM_TIMEOUT
-3308
请求进房超时，请检查网络
权限位校验失败，请检查
ERR_SERVER_INFO_PRIVILEGE_FLAG_ERROR
-100006
privateMapKey 是否正确
服务不可用。请检查：套餐包剩余分钟
ERR_SERVER_INFO_SERVICE_SUSPENDED
-100013
数是否大于0，腾讯云账号是否欠费
userSig 校验失败，请检查 userSig 是否
ERR_SERVER_INFO_ECDH_GET_TINYID
-100018
正确
TRTCCloud.enterRoo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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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房相关错误码
TRTCCloud.exitRoom()

相关通知。
符号

在退房失败时会触发此类错误码，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Error() 捕获
值

ERR_ROOM_REQUEST_QUIT_ROOM_TIMEOUT

-3325

含义
请求退房超时

设备（摄像头、麦克风、扬声器）相关错误码

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Error() 捕获相关通知。
符号

值

ERR_CAMERA_START_FAIL

-1301

ERR_CAMERA_NOT_AUTHORIZED

-1314

ERR_CAMERA_SET_PARAM_FAIL

-1315

ERR_CAMERA_OCCUPY

-1316

ERR_MIC_START_FAIL

-1302

ERR_MIC_NOT_AUTHORIZED

-1317

ERR_MIC_SET_PARAM_FAIL

-1318

ERR_MIC_OCCUPY

-1319

ERR_MIC_STOP_FAIL

-1320

ERR_SPEAKER_START_FAIL

-1321

ERR_SPEAKER_SET_PARAM_FAIL

-1322

ERR_SPEAKER_STOP_FAIL

-1323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含义
打开摄像头失败，例如在 Windows 或 Mac 设备，摄像头的
配置程序（驱动程序）异常，禁用后重新启用设备，或者
重启机器，或者更新配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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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像头参数设置出错（参数不支持或其它）
摄像头正在被占用中，可尝试打开其他摄像头
打开麦克风失败，例如在 Windows 或 Mac 设备，麦克风的
配置程序（驱动程序）异常，禁用后重新启用设备，或者
重启机器，或者更新配置程序
麦克风设备未授权，通常在移动设备出现，可能是权限被
用户拒绝了
麦克风设置参数失败
麦克风正在被占用中，例如移动设备正在通话时，打开麦
克风会失败
停止麦克风失败
打开扬声器失败，例如在 Windows 或 Mac 设备，扬声器的
配置程序（驱动程序）异常，禁用后重新启用设备，或者
重启机器，或者更新配置程序
扬声器设置参数失败
停止扬声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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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分享相关错误码

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Error() 捕获相关通知。
符号

值

ERR_SCREEN_CAPTURE_START_FAIL

-1308

ERR_SCREEN_CAPTURE_UNSURPORT

-1309

ERR_SERVER_CENTER_NO_PRIVILEDGE_PUSH_SUB_VIDEO

-102015

ERR_SERVER_CENTER_ANOTHER_USER_PUSH_SUB_VIDEO

-102016

ERR_SCREEN_CAPTURE_STOPPED

-7001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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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
Windows 或 Mac 系统的设
备出现，请检查录屏接口
的参数是否符合要求
录屏失败，在 Android 平
台，需要5.0以上的系统，
在 iOS 平台，需要11.0以
上的系统
没有权限上行辅路
其他用户正在上行辅路
录屏被系统中止

编解码相关错误码

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Error() 捕获相关通知。
符号
值
含义
视频帧编码失败，例如 iOS 设备切换到其他应用时，硬
ERR_VIDEO_ENCODE_FAIL
-1303
编码器可能被系统释放，再切换回来时，硬编码器重启
前，可能会抛出
ERR_UNSUPPORTED_RESOLUTION
-1305
不支持的视频分辨率
音频帧编码失败，例如传入自定义音频数据，SDK 无法
ERR_AUDIO_ENCODE_FAIL
-1304
处理
ERR_UNSUPPORTED_SAMPLERATE
-1306
不支持的音频采样率

自定义采集相关错误码

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Error() 捕获相关通知。
符号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值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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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值

ERR_PIXEL_FORMAT_UNSUPPORTED

-1327

ERR_BUFFER_TYPE_UNSUPPORTED

-1328

CDN

含义
设置的 pixel format 不支持
设置的 buffer type 不支持

绑定和混流相关错误码

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StartPublishing() 和 TRTCCloudDelegate.onSetMixTranscodingConfig()
捕获相关通知。
符号
值
含义
ERR_PUBLISH_CDN_STREAM_REQUEST_TIME_OUT
-3321
旁路转推请求超时
ERR_CLOUD_MIX_TRANSCODING_REQUEST_TIME_OUT
-3322
云端混流请求超时
ERR_PUBLISH_CDN_STREAM_SERVER_FAILED
-3323
旁路转推回包异常
ERR_CLOUD_MIX_TRANSCODING_SERVER_FAILED
-3324
云端混流回包异常
开始向腾讯云的直播 CDN 推流信
ERR_ROOM_REQUEST_START_PUBLISHING_TIMEOUT
-3333
令超时
开始向腾讯云的直播 CDN 推流信
ERR_ROOM_REQUEST_START_PUBLISHING_ERROR
-3334
令异常
停止向腾讯云的直播 CDN 推流信
ERR_ROOM_REQUEST_STOP_PUBLISHING_TIMEOUT
-3335
令超时
停止向腾讯云的直播 CDN 推流信
ERR_ROOM_REQUEST_STOP_PUBLISHING_ERROR
-3336
令异常

跨房连麦相关错误码

在跨房失败时会触发此类错误码，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ConnectOtherRoom() 捕获相关通知。
符号
值
TRTCCloud.ConnectOtherRoom()

ERR_ROOM_REQUEST_CONN_ROOM_TIMEOUT

-3326

ERR_ROOM_REQUEST_DISCONN_ROOM_TIMEOUT

-3327

ERR_ROOM_REQUEST_CONN_ROOM_INVALID_PARAM

-3328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含义
请求连麦超时
请求退出连麦超
时
无效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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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值

ERR_CONNECT_OTHER_ROOM_AS_AUDIENCE

-3330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NOT_SUPPORT

-102031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REACH_MAX_NUM

-102032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REACH_MAX_RETRY_TIMES

-102033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REQ_TIMEOUT

-102034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REQ

-102035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NO_SIG

-102036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DECRYPT_SIG

-102037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NO_KEY

-102038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PARSE_SIG

-102039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INVALID_SIG_TIME

-102040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SIG_GROUPID

-102041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NOT_CONNED

-102042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USER_NOT_CONNED

-102043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含义
当前是观众角
色，不能请求或
断开跨房连麦，
需要先
switchRole() 到主
播
不支持跨房间连
麦
达到跨房间连麦
上限
跨房间连麦重试
次数耗尽
跨房间连麦请求
超时
跨房间连麦请求
格式错误
跨房间连麦无签
名
跨房间连麦签名
解密失败
未找到跨房间连
麦签名解密密钥
跨房间连麦签名
解析错误
跨房间连麦签名
时间戳错误
跨房间连麦签名
内房间号不匹配
跨房间连麦签名
内用户名不匹配
本用户未发起连
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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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值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FAILED

-102044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CANCEL_FAILED

-102045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CONNED_ROOM_NOT_EXIST

-102046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CONNED_REACH_MAX_ROOM

-102047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CONNED_USER_NOT_EXIST

-102048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CONNED_USER_DELETED

-102049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CONNED_USER_FULL

-102050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INVALID_SEQ

-102051

含义
跨房间连麦失败
取消跨房间连麦
失败
被连麦房间不存
在
被连麦房间达到
连麦上限
被连麦用户不存
在
被连麦用户已被
删除
被连麦用户达到
资源上限
连麦请求序号错
乱

警告码表
警告码无需特别关注，您可以按需选择是否对当前用户进行相应的提示。
符号

值

WARNING_HW_ENCODER_START_FAIL

1103

WARNING_VIDEO_ENCODER_SW_TO_HW

1107

WARNING_INSUFFICIENT_CAPTURE_FPS

1108

WARNING_SW_ENCODER_START_FAIL

1109

WARNING_REDUCE_CAPTURE_RESOLUTION

1110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含义
硬编码启动出现问题，自动切换到软
编码
当前 CPU 使用率太高，无法满足软
件编码需求，自动切换到硬件编码
摄像头采集帧率不足，部分自带美颜
算法的 Android 手机上会出现
软编码启动失败
摄像头采集分辨率被降低，以满足当
前帧率和性能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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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值

WARNING_CAMERA_DEVICE_EMPTY

1111

WARNING_CAMERA_NOT_AUTHORIZED

1112

WARNING_MICROPHONE_DEVICE_EMPTY

1201

WARNING_SPEAKER_DEVICE_EMPTY

1202

WARNING_MICROPHONE_NOT_AUTHORIZED

1203

WARNING_MICROPHONE_DEVICE_ABNORMAL

1204

WARNING_SPEAKER_DEVICE_ABNORMAL

1205

WARNING_VIDEO_FRAME_DECODE_FAIL

2101

WARNING_AUDIO_FRAME_DECODE_FAIL

2102

WARNING_VIDEO_PLAY_LAG

2105

WARNING_HW_DECODER_START_FAIL

2106

WARNING_VIDEO_DECODER_HW_TO_SW

2108

WARNING_SW_DECODER_START_FAIL

2109

WARNING_VIDEO_RENDER_FAIL

2110

WARNING_START_CAPTURE_IGNORED

4000

WARNING_AUDIO_RECORDING_WRITE_FAIL

7001

WARNING_ROOM_DISCONNECT

5101

WARNING_IGNORE_UPSTREAM_FOR_AUDIENCE

6001

WARNING_NET_BUSY

1101

WARNING_RTMP_SERVER_RECONNECT

1102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含义
没有检测到可用的摄像头设备
用户未授权当前应用使用摄像头
没有检测到可用的麦克风设备
没有检测到可用的扬声器设备
用户未授权当前应用使用麦克风
音频采集设备不可用（例如被占用）
音频播放设备不可用（例如被占用）
当前视频帧解码失败
当前音频帧解码失败
当前视频播放出现卡顿
硬解启动失败，采用软解码
当前流硬解第一个 I 帧失败，SDK 自
动切软解
软解码器启动失败
视频渲染失败
已经在采集，启动采集被忽略
音频录制写入文件失败
网络断开连接
当前是观众角色，忽略上行音视频数
据
网络状况不佳：上行带宽太小，上传
数据受阻
直播推流，网络断连, 已启动自动重
连（自动重连连续失败超过三次会放
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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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值

WARNING_LIVE_STREAM_SERVER_RECONNECT

2103

WARNING_RECV_DATA_LAG

2104

WARNING_RTMP_DNS_FAIL

3001

WARNING_RTMP_SEVER_CONN_FAIL

3002

WARNING_RTMP_SHAKE_FAIL

3003

WARNING_RTMP_SERVER_BREAK_CONNECT

3004

WARNING_RTMP_READ_WRITE_FAIL

3005

WARNING_RTMP_WRITE_FAIL

3006

WARNING_RTMP_READ_FAIL

3007

WARNING_RTMP_NO_DATA

3008

WARNING_PLAY_LIVE_STREAM_INFO_CONNECT_FAIL

3009

WARNING_NO_STEAM_SOURCE_FAIL

3010

WARNING_ROOM_RECONNECT

5102

WARNING_ROOM_NET_BUSY

5103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含义
直播拉流，网络断连, 已启动自动重
连（自动重连连续失败超过三次会放
弃）
网络来包不稳：可能是下行带宽不
足，或由于主播端出流不均匀
直播，DNS 解析失败
直播，服务器连接失败
直播，与 RTMP 服务器握手失败
直播，服务器主动断开
直播，RTMP 读/写失败，将会断开
连接
直播，RTMP 写失败（SDK 内部错
误码，不会对外抛出）
直播，RTMP 读失败（SDK 内部错
误码，不会对外抛出）
直播，超过30s 没有数据发送，主动
断开连接
直播，connect 服务器调用失败
（SDK 内部错误码，不会对外抛出）
直播，连接失败，该流地址无视频
（SDK 内部错误码，不会对外抛出）
网络断连，已启动自动重连
网络状况不佳：上行带宽太小，上传
数据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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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API

概览

最近更新时间：2022-02-21 17:01:28
TRTCCloud @ TXLiteAVSDK

创建实例和事件回调
API
sharedInstance
destroySharedInstance
setListener
setListenerHandler

描述
创建 TRTCCloud 实例（单例模式）
销毁 TRTCCloud 实例（单例模式）
设置 TRTC 事件回调
设置驱动 TRTCCloudDelegate 事件回调的队列

房间相关接口函数
API
enterRoom
exitRoom
switchRole
switchRoom
ConnectOtherRoom
DisconnectOtherRoom
setDefaultStreamRecvMode
createSubCloud
destroySubCloud

CDN

描述
进入房间
离开房间
切换角色
切换房间
请求跨房通话
退出跨房通话
设置订阅模式（需要在进入房前设置才能生效）
创建子房间示例（用于多房间并发观看）
销毁子房间示例

相关接口函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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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startPublishing
stopPublishing
startPublishCDNStream
stopPublishCDNStream
setMixTranscodingConfig

描述
开始向腾讯云直播 CDN 上发布音视频流
停止向腾讯云直播 CDN 上发布音视频流
开始向非腾讯云 CDN 上发布音视频流
停止向非腾讯云 CDN 上发布音视频流
设置云端混流的排版布局和转码参数

视频相关接口函数
API
startLocalPreview
updateLocalView
stopLocalPreview
muteLocalVideo
setVideoMuteImage
startRemoteView
updateRemoteView
stopRemoteView
stopAllRemoteView
muteRemoteVideoStream
muteAllRemoteVideoStreams
setVideoEncoderParam
setNetworkQosParam
setLocalRenderParams
setRemoteRenderParams
setVideoEncoderRotation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开启本地摄像头的预览画面（移动端）
更新本地摄像头的预览画面
停止摄像头预览
暂停/恢复发布本地的视频流
设置本地画面被暂停期间的替代图片
订阅远端用户的视频流，并绑定视频渲染控件
更新远端用户的视频渲染控件
停止订阅远端用户的视频流，并释放渲染控件
停止订阅所有远端用户的视频流，并释放全部渲染资源
暂停/恢复订阅远端用户的视频流
暂停/恢复订阅所有远端用户的视频流
设置视频编码器的编码参数
设置网络质量控制的相关参数
设置本地画面的渲染参数
设置远端画面的渲染模式
设置视频编码器输出的画面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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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setVideoEncoderMirror
setGSensorMode
enableEncSmallVideoStream
setRemoteVideoStreamType
snapshotVideo

描述
设置编码器输出的画面镜像模式
设置重力感应的适配模式
开启大小画面双路编码模式
切换指定远端用户的大小画面
视频画面截图

音频相关接口函数
API
startLocalAudio
stopLocalAudio
muteLocalAudio
muteRemoteAudio
muteAllRemoteAudio
setAudioRoute
setRemoteAudioVolume
setAudioCaptureVolume
getAudioCaptureVolume
setAudioPlayoutVolume
getAudioPlayoutVolume
enableAudioVolumeEvaluation
startAudioRecording
stopAudioRecording
startLocalRecording
stopLocalRecording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开启本地音频的采集和发布
停止本地音频的采集和发布
暂停/恢复发布本地的音频流
暂停/恢复播放远端的音频流
暂停/恢复播放所有远端用户的音频流
设置音频路由
设定某一个远端用户的声音播放音量
设定本地音频的采集音量
获取本地音频的采集音量
设定远端音频的播放音量
获取远端音频的播放音量
启用音量大小提示
开始录音
停止录音
开启本地媒体录制
停止本地媒体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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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查询是否支持音频某种能力（仅适用于 Android）
设置远端音频流智能并发播放策略

API
checkAudioCapabilitySupport
setRemoteAudioParallelParams

设备管理相关接口
API
getDeviceManager

描述
获取设备管理类（TXDeviceManager）

美颜特效和图像水印
API
getBeautyManager
setWatermark

描述
获取美颜管理类（TXBeautyManager）
添加水印

背景音乐和声音特效
描述
获取音效管理类（TXAudioEffectManager）

API
getAudioEffectManager

屏幕分享相关接口
API
startScreenCapture
stopScreenCapture
pauseScreenCapture
resumeScreenCapture
setSubStreamEncoderParam

描述
启动屏幕分享
停止屏幕分享
暂停屏幕分享
恢复屏幕分享
设置屏幕分享（即辅路）的视频编码参数（桌面系统和移动系统均已支持）

自定义采集和自定义渲染
API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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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enableCustomVideoCapture
sendCustomVideoData
enableCustomAudioCapture
sendCustomAudioData
enableMixExternalAudioFrame
mixExternalAudioFrame
setMixExternalAudioVolume
generateCustomPTS
setLocalVideoProcessListener
setLocalVideoRenderListener
setRemoteVideoRenderListener
setAudioFrameListener
setCapturedRawAudioFrameCallbackFormat
setLocalProcessedAudioFrameCallbackFormat
setMixedPlayAudioFrameCallbackFormat
enableCustomAudioRendering
getCustomAudioRenderingFrame

描述
启用/关闭视频自定义采集模式
向 SDK 投送自己采集的视频帧
启用音频自定义采集模式
向 SDK 投送自己采集的音频数据
启用/关闭自定义音轨
向 SDK 混入自定义音轨
设置推流时混入外部音频的推流音量和播放音量
生成自定义采集时的时间戳
设置第三方美颜的视频数据回调
设置本地视频自定义渲染回调
设置远端视频自定义渲染回调
设置音频数据自定义回调
设置本地麦克风采集出的原始音频帧回调格式
设置经过前处理后的本地音频帧回调格式
设置最终要由系统播放出的音频帧回调格式
开启音频自定义播放
获取可播放的音频数据

自定义消息发送接口
API
sendCustomCmdMsg
sendSEIMsg

描述
使用 UDP 通道发送自定义消息给房间内所有用户
使用 SEI 通道发送自定义消息给房间内所有用户

网络测试接口
API

描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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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startSpeedTest
stopSpeedTest

描述
开始进行网速测试（进入房间前使用）
停止网络测速

调试相关接口
API
getSDKVersion
setLogLevel
setConsoleEnabled
setLogCompressEnabled
setLogDirPath
setLogListener
showDebugView
setDebugViewMargin
callExperimentalAPI
setNetEnv

描述
获取 SDK 版本信息
设置 Log 输出级别
启用/禁用控制台日志打印
启用/禁用日志的本地压缩
设置本地日志的保存路径
设置日志回调
显示仪表盘
设置仪表盘的边距
调用实验性接口
设置 TRTC 的后台集群（仅适用于腾讯云研发团队）

废弃接口
API
setMicVolumeOnMixing
setBeautyStyle
setEyeScaleLevel
setFaceSlimLevel
setFaceVLevel
setChinLevel
setFaceShortLevel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设置麦克风的音量大小
设置美颜、美白以及红润效果级别
设置大眼级别
设置瘦脸级别
设置 V 脸级别
设置下巴拉伸或收缩幅度
设置短脸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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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setNoseSlimLevel
selectMotionTmpl
setMotionMute
setFilter
setFilterConcentration
setGreenScreenFile
playBGM
stopBGM
pauseBGM
resumeBGM
getBGMDuration
setBGMPosition
setBGMVolume
setBGMPlayoutVolume
setBGMPublishVolume
setReverbType
setVoiceChangerType
playAudioEffect
setAudioEffectVolume
setAudioEffectVolume
stopAllAudioEffects
setAllAudioEffectsVolume
pauseAudioEffect
resumeAudioEffec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设置瘦鼻级别
设置动效贴纸
设置动效静音
设置色彩滤镜效果
设置色彩滤镜浓度
设置绿幕背景视频
启动播放背景音乐
停止播放背景音乐
停止播放背景音乐
停止播放背景音乐
获取背景音乐总时长（单位：毫秒）
设置背景音乐的播放进度
设置背景音乐的音量大小
设置背景音乐的本地播放音量
设置背景音乐的远端播放音量
设置混响效果
设置变声类型
播放音效
设置音效音量
停止播放音效
停止所有音效
设置所有音效音量
暂停音效
暂停音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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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enableAudioEarMonitoring
startRemoteView
stopRemoteView
setRemoteViewFillMode
setRemoteViewRotation
setLocalViewFillMode
setLocalViewRotation
setLocalViewMirror
startRemoteSubStreamView
stopRemoteSubStreamView
setRemoteSubStreamViewFillMode
setRemoteSubStreamViewRotation
setPriorRemoteVideoStreamType
setAudioQuality
startLocalAudio
switchCamera
isCameraZoomSupported
setZoom
isCameraTorchSupported
enableTorch
isCameraFocusPositionInPreviewSupported
setFocusPosition
isCameraAutoFocusFaceModeSupporte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开启（或关闭）耳返
开始显示远端视频画面
停止显示远端视频画面，同时不再拉取该远端用户的视频数据
流
设置远端图像的渲染模式
设置远端图像的顺时针旋转角度
设置本地图像的渲染模式
设置本地图像的顺时针旋转角度
设置本地摄像头预览画面的镜像模式
开始显示远端用户的辅路画面
停止显示远端用户的辅路画面
设置辅路画面的填充模式
设置辅路画面的顺时针旋转角度
设定优先观看大画面还是小画面
设置音频质量
设置音频质量
切换摄像头
查询当前摄像头是否支持缩放
设置摄像头缩放倍数（焦距）
查询是否支持开关闪光灯
开关/关闭闪光灯
查询摄像头是否支持设置焦点
设置摄像头焦点坐标位置
查询是否支持自动识别人脸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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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setSystemVolumeType
enableCustomVideoCapture
sendCustomVideoData
startScreenCapture
muteLocalVideo
muteRemoteVideoStream
startSpeedTest

描述
设置系统音量类型
启用视频自定义采集模式
投送自己采集的视频数据
启动屏幕分享（Android）
暂停/恢复发布本地的视频流
暂停 / 恢复订阅远端用户的视频流
开始进行网络测速（进入房间前使用）

错误和警告事件
API
onError
onWarning

描述
错误事件回调
警告事件回调

房间相关事件回调
API
onEnterRoom
onExitRoom
onSwitchRole
onSwitchRoom
onConnectOtherRoom
onDisConnectOtherRoom

描述
进入房间成功与否的事件回调
离开房间的事件回调
切换角色的事件回调
切换房间的结果回调
请求跨房通话的结果回调
结束跨房通话的结果回调

用户相关事件回调
API
onRemoteUserEnterRoo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有用户加入当前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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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onRemoteUserLeaveRoom
onUserVideoAvailable
onUserSubStreamAvailable
onUserAudioAvailable
onFirstVideoFrame
onFirstAudioFrame
onSendFirstLocalVideoFrame
onSendFirstLocalAudioFrame
onRemoteVideoStatusUpdated

描述
有用户离开当前房间
某远端用户发布/取消了主路视频画面
某远端用户发布/取消了辅路视频画面
某远端用户发布/取消了自己的音频
SDK 开始渲染自己本地或远端用户的首帧画面
SDK 开始播放远端用户的首帧音频
自己本地的首个视频帧已被发布出去
自己本地的首个音频帧已被发布出去
远端视频状态变化的事件回调

网络和技术指标统计回调
API
onNetworkQuality
onStatistics
onSpeedTestResult

描述
网络质量的实时统计回调
音视频技术指标的实时统计回调
网速测试的结果回调

与云端连接情况的事件回调
API

描述

onConnectionLost

SDK

onTryToReconnect
onConnectionRecovery

与云端的连接已经断开
SDK 正在尝试重新连接到云端
SDK 与云端的连接已经恢复

硬件设备相关事件回调
API
onCameraDidReady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摄像头准备就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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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onMicDidReady
onAudioRouteChanged
onUserVoiceVolume

描述
麦克风准备就绪
当前音频路由发生变化（仅适用于移动设备）
音量大小的反馈回调

自定义消息的接收事件回调
API
onRecvCustomCmdMsg
onMissCustomCmdMsg
onRecvSEIMsg

CDN

描述
收到自定义消息的事件回调
自定义消息丢失的事件回调
收到 SEI 消息的回调

相关事件回调

API
onStartPublishing
onStopPublishing
onStartPublishCDNStream
onStopPublishCDNStream
onSetMixTranscodingConfig

描述
开始向腾讯云直播 CDN 上发布音视频流的事件回调
停止向腾讯云直播 CDN 上发布音视频流的事件回调
开始向非腾讯云 CDN 上发布音视频流的事件回调
停止向非腾讯云 CDN 上发布音视频流的事件回调
设置云端混流的排版布局和转码参数的事件回调

屏幕分享相关事件回调
API
onScreenCaptureStarted
onScreenCapturePaused
onScreenCaptureResumed
onScreenCaptureStopped

描述
屏幕分享开启的事件回调
屏幕分享暂停的事件回调
屏幕分享恢复的事件回调
屏幕分享停止的事件回调

本地录制和本地截图的事件回调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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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本地录制任务已经开始的事件回调
本地录制任务正在进行中的进展事件回调
本地录制任务已经结束的事件回调

API
onLocalRecordBegin
onLocalRecording
onLocalRecordComplete

废弃的事件回调
描述
有主播加入当前房间（已废弃）
有主播离开当前房间（已废弃）
音效播放已结束（已废弃）
服务器测速的结果回调（已废弃）

API
onUserEnter
onUserExit
onAudioEffectFinished
onSpeedTest

视频数据自定义回调
描述
自定义视频渲染回调
SDK 内部 OpenGL 环境已经创建的通知
用于对接第三方美颜组件的视频处理回调
SDK 内部 OpenGL 环境被销的通知

API
onRenderVideoFrame
onGLContextCreated
onProcessVideoFrame
onGLContextDestory

音频数据自定义回调
API
onCapturedRawAudioFrame
onLocalProcessedAudioFrame
onRemoteUserAudioFrame
onMixedPlayAudioFrame
onMixedAllAudioFrame

描述
本地采集并经过音频模块前处理后的音频数据回调
本地采集并经过音频模块前处理、音效处理和混 BGM 后的音频数据回调
混音前的每一路远程用户的音频数据
将各路待播放音频混合之后并在最终提交系统播放之前的数据回调
SDK 所有音频混合后的音频数据（包括采集到的和待播放的）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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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事件回调接口
API
onLog

描述
本地 LOG 的打印回调

视频相关枚举值定义
API
TRTCVideoResolution
TRTCVideoResolutionMode
TRTCVideoStreamType
TRTCVideoFillMode
TRTCVideoRotation
TRTCBeautyStyle
TRTCVideoPixelFormat
TRTCVideoBufferType
TRTCVideoMirrorType
TRTCSnapshotSourceType

描述
视频分辨率
视频宽高比模式
视频流类型
视频画面填充模式
视频画面旋转方向
美颜（磨皮）算法
视频像素格式
视频数据传递方式
视频的镜像类型
本地视频截图的数据源

网络相关枚举值定义
API
TRTCAppScene
TRTCRoleType
TRTCQosControlMode
TRTCVideoQosPreference
TRTCQuality
TRTCAVStatusType
TRTCAVStatusChangeReason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应用场景
角色
流控模式（已废弃）
画质偏好
网络质量
视频状态类型
视频状态变化原因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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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相关枚举值定义
描述
音频采样率
声音音质
音频路由（即声音的播放模式）
声音混响模式
变声类型
系统音量类型（仅适用于移动设备）
系统支持的音频能力类型（仅适用于 Android 设备）

API
TRTCAudioSampleRate
TRTCAudioQuality
TRTCAudioRoute
TRTCReverbType
TRTCVoiceChangerType
TRTCSystemVolumeType
TRTCAudioCapabilityType

更多枚举值定义
描述
Log 级别
重力感应开关（仅适用于移动端）
云端混流的排版模式
媒体录制类型
混流输入类型
音频录制内容类型

API
TRTCLogLevel
TRTCGSensorMode
TRTCTranscodingConfigMode
TRTCRecordType
TRTCMixInputType
TRTCAudioRecordingContent

TRTC

核心类型定义

API
TRTCParams
TRTCVideoEncParam
TRTCNetworkQosParam
TRTCRenderParams
TRTCQualityInfo

描述
进房参数
视频编码参数
网络流控（Qos）参数集
视频画面的渲染参数
网络质量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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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TRTCVolumeInfo
TRTCSpeedTestParams
TRTCSpeedTestResult
TRTCTexture
TRTCVideoFrame
TRTCAudioFrame
TRTCMixUser
TRTCTranscodingConfig
TRTCPublishCDNParam
TRTCAudioRecordingParams
TRTCLocalRecordingParams
TRTCAudioEffectParam
TRTCSwitchRoomConfig
TRTCAudioFrameCallbackFormat
TRTCScreenShareParams

描述
音量大小
测速参数
网络测速结果
视频纹理数据（仅适用于 Android 平台，包含纹理 ID 及 EGL 环境）
视频帧信息
音频帧数据
云端混流中各路画面的描述信息
云端混流的排版布局和转码参数
向非腾讯云 CDN 上发布音视频流时需设置的转推参数
本地音频文件的录制参数
本地媒体文件的录制参数
音效参数（已废弃）
房间切换参数
音频自定义回调的格式参数
屏幕分享参数（仅适用于 Android 平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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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27 15:24:55

错误码表
基础错误码
符号

值

ERR_NULL

0

含义
无错误

进房相关错误码

在进房失败时会触发此类错误码，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EnterRoom() 和 TRTCCloudDelegate.OnError() 捕获相关通知。
符号
值
含义
ERR_ROOM_ENTER_FAIL
-3301
进入房间失败
进房参数为空，请检查
ERR_ENTER_ROOM_PARAM_NULL
-3316
TRTCCloud.enterRoom(): 接口调用是否
传入有效的 param
ERR_SDK_APPID_INVALID
-3317
进房参数 sdkAppId 错误
ERR_ROOM_ID_INVALID
-3318
进房参数 roomId 错误
ERR_USER_ID_INVALID
-3319
进房参数 userID 不正确
ERR_USER_SIG_INVALID
-3320
进房参数 userSig 不正确
ERR_ROOM_REQUEST_ENTER_ROOM_TIMEOUT
-3308
请求进房超时，请检查网络
权限位校验失败，请检查
ERR_SERVER_INFO_PRIVILEGE_FLAG_ERROR
-100006
privateMapKey 是否正确
服务不可用。请检查：套餐包剩余分钟
ERR_SERVER_INFO_SERVICE_SUSPENDED
-100013
数是否大于0，腾讯云账号是否欠费
userSig 校验失败，请检查 userSig 是否
ERR_SERVER_INFO_ECDH_GET_TINYID
-100018
正确
TRTCCloud.enterRoo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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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房相关错误码
TRTCCloud.exitRoom()

相关通知。
符号

在退房失败时会触发此类错误码，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Error() 捕获
值

ERR_ROOM_REQUEST_QUIT_ROOM_TIMEOUT

-3325

含义
请求退房超时

设备（摄像头、麦克风、扬声器）相关错误码

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Error() 捕获相关通知。
符号

值

ERR_CAMERA_START_FAIL

-1301

ERR_CAMERA_NOT_AUTHORIZED

-1314

ERR_CAMERA_SET_PARAM_FAIL

-1315

ERR_CAMERA_OCCUPY

-1316

ERR_MIC_START_FAIL

-1302

ERR_MIC_NOT_AUTHORIZED

-1317

ERR_MIC_SET_PARAM_FAIL

-1318

ERR_MIC_OCCUPY

-1319

ERR_MIC_STOP_FAIL

-1320

ERR_SPEAKER_START_FAIL

-1321

ERR_SPEAKER_SET_PARAM_FAIL

-1322

ERR_SPEAKER_STOP_FAIL

-1323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含义
打开摄像头失败，例如在 Windows 或 Mac 设备，摄像头的
配置程序（驱动程序）异常，禁用后重新启用设备，或者
重启机器，或者更新配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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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像头参数设置出错（参数不支持或其它）
摄像头正在被占用中，可尝试打开其他摄像头
打开麦克风失败，例如在 Windows 或 Mac 设备，麦克风的
配置程序（驱动程序）异常，禁用后重新启用设备，或者
重启机器，或者更新配置程序
麦克风设备未授权，通常在移动设备出现，可能是权限被
用户拒绝了
麦克风设置参数失败
麦克风正在被占用中，例如移动设备正在通话时，打开麦
克风会失败
停止麦克风失败
打开扬声器失败，例如在 Windows 或 Mac 设备，扬声器的
配置程序（驱动程序）异常，禁用后重新启用设备，或者
重启机器，或者更新配置程序
扬声器设置参数失败
停止扬声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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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分享相关错误码

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Error() 捕获相关通知。
符号

值

ERR_SCREEN_CAPTURE_START_FAIL

-1308

ERR_SCREEN_CAPTURE_UNSURPORT

-1309

ERR_SERVER_CENTER_NO_PRIVILEDGE_PUSH_SUB_VIDEO

-102015

ERR_SERVER_CENTER_ANOTHER_USER_PUSH_SUB_VIDEO

-102016

ERR_SCREEN_CAPTURE_STOPPED

-7001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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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
Windows 或 Mac 系统的设
备出现，请检查录屏接口
的参数是否符合要求
录屏失败，在 Android 平
台，需要5.0以上的系统，
在 iOS 平台，需要11.0以
上的系统
没有权限上行辅路
其他用户正在上行辅路
录屏被系统中止

编解码相关错误码

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Error() 捕获相关通知。
符号
值
含义
视频帧编码失败，例如 iOS 设备切换到其他应用时，硬
ERR_VIDEO_ENCODE_FAIL
-1303
编码器可能被系统释放，再切换回来时，硬编码器重启
前，可能会抛出
ERR_UNSUPPORTED_RESOLUTION
-1305
不支持的视频分辨率
音频帧编码失败，例如传入自定义音频数据，SDK 无法
ERR_AUDIO_ENCODE_FAIL
-1304
处理
ERR_UNSUPPORTED_SAMPLERATE
-1306
不支持的音频采样率

自定义采集相关错误码

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Error() 捕获相关通知。
符号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值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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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值

ERR_PIXEL_FORMAT_UNSUPPORTED

-1327

ERR_BUFFER_TYPE_UNSUPPORTED

-1328

CDN

含义
设置的 pixel format 不支持
设置的 buffer type 不支持

绑定和混流相关错误码

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StartPublishing() 和 TRTCCloudDelegate.onSetMixTranscodingConfig()
捕获相关通知。
符号
值
含义
ERR_PUBLISH_CDN_STREAM_REQUEST_TIME_OUT
-3321
旁路转推请求超时
ERR_CLOUD_MIX_TRANSCODING_REQUEST_TIME_OUT
-3322
云端混流请求超时
ERR_PUBLISH_CDN_STREAM_SERVER_FAILED
-3323
旁路转推回包异常
ERR_CLOUD_MIX_TRANSCODING_SERVER_FAILED
-3324
云端混流回包异常
开始向腾讯云的直播 CDN 推流信
ERR_ROOM_REQUEST_START_PUBLISHING_TIMEOUT
-3333
令超时
开始向腾讯云的直播 CDN 推流信
ERR_ROOM_REQUEST_START_PUBLISHING_ERROR
-3334
令异常
停止向腾讯云的直播 CDN 推流信
ERR_ROOM_REQUEST_STOP_PUBLISHING_TIMEOUT
-3335
令超时
停止向腾讯云的直播 CDN 推流信
ERR_ROOM_REQUEST_STOP_PUBLISHING_ERROR
-3336
令异常

跨房连麦相关错误码

在跨房失败时会触发此类错误码，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ConnectOtherRoom() 捕获相关通知。
符号
值
TRTCCloud.ConnectOtherRoom()

ERR_ROOM_REQUEST_CONN_ROOM_TIMEOUT

-3326

ERR_ROOM_REQUEST_DISCONN_ROOM_TIMEOUT

-3327

ERR_ROOM_REQUEST_CONN_ROOM_INVALID_PARAM

-3328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含义
请求连麦超时
请求退出连麦超
时
无效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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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值

ERR_CONNECT_OTHER_ROOM_AS_AUDIENCE

-3330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NOT_SUPPORT

-102031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REACH_MAX_NUM

-102032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REACH_MAX_RETRY_TIMES

-102033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REQ_TIMEOUT

-102034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REQ

-102035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NO_SIG

-102036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DECRYPT_SIG

-102037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NO_KEY

-102038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PARSE_SIG

-102039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INVALID_SIG_TIME

-102040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SIG_GROUPID

-102041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NOT_CONNED

-102042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USER_NOT_CONNED

-102043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含义
当前是观众角
色，不能请求或
断开跨房连麦，
需要先
switchRole() 到主
播
不支持跨房间连
麦
达到跨房间连麦
上限
跨房间连麦重试
次数耗尽
跨房间连麦请求
超时
跨房间连麦请求
格式错误
跨房间连麦无签
名
跨房间连麦签名
解密失败
未找到跨房间连
麦签名解密密钥
跨房间连麦签名
解析错误
跨房间连麦签名
时间戳错误
跨房间连麦签名
内房间号不匹配
跨房间连麦签名
内用户名不匹配
本用户未发起连
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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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值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FAILED

-102044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CANCEL_FAILED

-102045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CONNED_ROOM_NOT_EXIST

-102046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CONNED_REACH_MAX_ROOM

-102047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CONNED_USER_NOT_EXIST

-102048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CONNED_USER_DELETED

-102049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CONNED_USER_FULL

-102050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INVALID_SEQ

-102051

含义
跨房间连麦失败
取消跨房间连麦
失败
被连麦房间不存
在
被连麦房间达到
连麦上限
被连麦用户不存
在
被连麦用户已被
删除
被连麦用户达到
资源上限
连麦请求序号错
乱

警告码表
警告码无需特别关注，您可以按需选择是否对当前用户进行相应的提示。
符号

值

WARNING_HW_ENCODER_START_FAIL

1103

WARNING_VIDEO_ENCODER_SW_TO_HW

1107

WARNING_INSUFFICIENT_CAPTURE_FPS

1108

WARNING_SW_ENCODER_START_FAIL

1109

WARNING_REDUCE_CAPTURE_RESOLUTION

1110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含义
硬编码启动出现问题，自动切换到软
编码
当前 CPU 使用率太高，无法满足软
件编码需求，自动切换到硬件编码
摄像头采集帧率不足，部分自带美颜
算法的 Android 手机上会出现
软编码启动失败
摄像头采集分辨率被降低，以满足当
前帧率和性能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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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值

WARNING_CAMERA_DEVICE_EMPTY

1111

WARNING_CAMERA_NOT_AUTHORIZED

1112

WARNING_MICROPHONE_DEVICE_EMPTY

1201

WARNING_SPEAKER_DEVICE_EMPTY

1202

WARNING_MICROPHONE_NOT_AUTHORIZED

1203

WARNING_MICROPHONE_DEVICE_ABNORMAL

1204

WARNING_SPEAKER_DEVICE_ABNORMAL

1205

WARNING_VIDEO_FRAME_DECODE_FAIL

2101

WARNING_AUDIO_FRAME_DECODE_FAIL

2102

WARNING_VIDEO_PLAY_LAG

2105

WARNING_HW_DECODER_START_FAIL

2106

WARNING_VIDEO_DECODER_HW_TO_SW

2108

WARNING_SW_DECODER_START_FAIL

2109

WARNING_VIDEO_RENDER_FAIL

2110

WARNING_START_CAPTURE_IGNORED

4000

WARNING_AUDIO_RECORDING_WRITE_FAIL

7001

WARNING_ROOM_DISCONNECT

5101

WARNING_IGNORE_UPSTREAM_FOR_AUDIENCE

6001

WARNING_NET_BUSY

1101

WARNING_RTMP_SERVER_RECONNECT

1102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含义
没有检测到可用的摄像头设备
用户未授权当前应用使用摄像头
没有检测到可用的麦克风设备
没有检测到可用的扬声器设备
用户未授权当前应用使用麦克风
音频采集设备不可用（例如被占用）
音频播放设备不可用（例如被占用）
当前视频帧解码失败
当前音频帧解码失败
当前视频播放出现卡顿
硬解启动失败，采用软解码
当前流硬解第一个 I 帧失败，SDK 自
动切软解
软解码器启动失败
视频渲染失败
已经在采集，启动采集被忽略
音频录制写入文件失败
网络断开连接
当前是观众角色，忽略上行音视频数
据
网络状况不佳：上行带宽太小，上传
数据受阻
直播推流，网络断连, 已启动自动重
连（自动重连连续失败超过三次会放
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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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值

WARNING_LIVE_STREAM_SERVER_RECONNECT

2103

WARNING_RECV_DATA_LAG

2104

WARNING_RTMP_DNS_FAIL

3001

WARNING_RTMP_SEVER_CONN_FAIL

3002

WARNING_RTMP_SHAKE_FAIL

3003

WARNING_RTMP_SERVER_BREAK_CONNECT

3004

WARNING_RTMP_READ_WRITE_FAIL

3005

WARNING_RTMP_WRITE_FAIL

3006

WARNING_RTMP_READ_FAIL

3007

WARNING_RTMP_NO_DATA

3008

WARNING_PLAY_LIVE_STREAM_INFO_CONNECT_FAIL

3009

WARNING_NO_STEAM_SOURCE_FAIL

3010

WARNING_ROOM_RECONNECT

5102

WARNING_ROOM_NET_BUSY

5103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含义
直播拉流，网络断连, 已启动自动重
连（自动重连连续失败超过三次会放
弃）
网络来包不稳：可能是下行带宽不
足，或由于主播端出流不均匀
直播，DNS 解析失败
直播，服务器连接失败
直播，与 RTMP 服务器握手失败
直播，服务器主动断开
直播，RTMP 读/写失败，将会断开
连接
直播，RTMP 写失败（SDK 内部错
误码，不会对外抛出）
直播，RTMP 读失败（SDK 内部错
误码，不会对外抛出）
直播，超过30s 没有数据发送，主动
断开连接
直播，connect 服务器调用失败
（SDK 内部错误码，不会对外抛出）
直播，连接失败，该流地址无视频
（SDK 内部错误码，不会对外抛出）
网络断连，已启动自动重连
网络状况不佳：上行带宽太小，上传
数据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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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平台（C++）
API 概览

最近更新时间：2022-02-21 17:01:28
C++

全平台接口简介

自 8.0 版本起，我们在原有的 Windows（C++）接口的基础上，提供了全新的 C++ 接口，适用于 Windows、iOS、
Mac、Android 平台。
如果您暂不清楚如何集成 C++ 接口，请参阅各平台的集成指引。
iOS C++ 接口集成指引
Android C++ 接口集成指引
Mac C++ 接口集成指引
Windows 集成指引
说明：
目前 C++ 接口仅提供在精简版（TRTC）中。
Windows 平台中，TRTC头文件已自动使用“trtc”命名空间，无需重复指定。
ITRTCCloud @ TXLiteAVSDK

创建实例和事件回调
API
getTRTCShareInstance
destroyTRTCShareInstance
addCallback
removeCallback

描述
创建 TRTCCloud 实例（单例模式）
销毁 TRTCCloud 实例（单例模式）
设置 TRTC 事件回调
移除 TRTC 事件回调

房间相关接口函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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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enterRoom
exitRoom
switchRole
switchRoom
connectOtherRoom
disconnectOtherRoom
setDefaultStreamRecvMode
createSubCloud
destroySubCloud

CDN

描述
进入房间
离开房间
切换角色
切换房间
请求跨房通话
退出跨房通话
设置订阅模式（需要在进入房前设置才能生效）
创建子房间示例（用于多房间并发观看）
销毁子房间示例

相关接口函数

API
startPublishing
stopPublishing
startPublishCDNStream
stopPublishCDNStream
setMixTranscodingConfig

描述
开始向腾讯云直播 CDN 上发布音视频流
停止向腾讯云直播 CDN 上发布音视频流
开始向非腾讯云 CDN 上发布音视频流
停止向非腾讯云 CDN 上发布音视频流
设置云端混流的排版布局和转码参数

视频相关接口函数
API
startLocalPreview
startLocalPreview
updateLocalView
stopLocalPreview
muteLocalVideo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开启本地摄像头的预览画面（移动端）
开启本地摄像头的预览画面（桌面端）
更新本地摄像头的预览画面
停止摄像头预览
暂停/恢复发布本地的视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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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startRemoteView
updateRemoteView
stopRemoteView
stopAllRemoteView
muteRemoteVideoStream
muteAllRemoteVideoStreams
setVideoEncoderParam
setNetworkQosParam
setLocalRenderParams
setRemoteRenderParams
setVideoEncoderRotation
setVideoEncoderMirror
enableSmallVideoStream
setRemoteVideoStreamType
snapshotVideo

描述
订阅远端用户的视频流，并绑定视频渲染控件
更新远端用户的视频渲染控件
停止订阅远端用户的视频流，并释放渲染控件
停止订阅所有远端用户的视频流，并释放全部渲染资源
暂停/恢复订阅远端用户的视频流
暂停/恢复订阅所有远端用户的视频流
设置视频编码器的编码参数
设置网络质量控制的相关参数
设置本地画面的渲染参数
设置远端画面的渲染模式
设置视频编码器输出的画面方向
设置编码器输出的画面镜像模式
开启大小画面双路编码模式
切换指定远端用户的大小画面
视频画面截图

音频相关接口函数
API
startLocalAudio
stopLocalAudio
muteLocalAudio
muteRemoteAudio
muteAllRemoteAudio
setRemoteAudioVolum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开启本地音频的采集和发布
停止本地音频的采集和发布
暂停/恢复发布本地的音频流
暂停/恢复播放远端的音频流
暂停/恢复播放所有远端用户的音频流
设定某一个远端用户的声音播放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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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设定本地音频的采集音量
获取本地音频的采集音量
设定远端音频的播放音量
获取远端音频的播放音量
启用音量大小提示
开始录音
停止录音
开启本地媒体录制
停止本地媒体录制
设置远端音频流智能并发播放策略

API
setAudioCaptureVolume
getAudioCaptureVolume
setAudioPlayoutVolume
getAudioPlayoutVolume
enableAudioVolumeEvaluation
startAudioRecording
stopAudioRecording
startLocalRecording
stopLocalRecording
setRemoteAudioParallelParams

设备管理相关接口
API
getDeviceManager

描述
获取设备管理类（TXDeviceManager）

美颜特效和图像水印
API
setBeautyStyle
setWaterMark

描述
设置美颜、美白、红润等特效
添加水印

背景音乐和声音特效
API
getAudioEffectManager
startSystemAudioLoopback
stopSystemAudioLoopbac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获取音效管理类（TXAudioEffectManager）
开启系统声音采集（仅适用于桌面系统）
停止系统声音采集（仅适用于桌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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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设置系统声音的采集音量

API
setSystemAudioLoopbackVolume

屏幕分享相关接口
API
startScreenCapture
stopScreenCapture
pauseScreenCapture
resumeScreenCapture
getScreenCaptureSources
selectScreenCaptureTarget
setSubStreamEncoderParam
setSubStreamMixVolume
addExcludedShareWindow
removeExcludedShareWindow
removeAllExcludedShareWindow
addIncludedShareWindow
removeIncludedShareWindow
removeAllIncludedShareWindow

描述
开始桌面端屏幕分享（该接口仅支持桌面系统）
停止屏幕分享
暂停屏幕分享
恢复屏幕分享
枚举可分享的屏幕和窗口（该接口仅支持桌面系统）
选取要分享的屏幕或窗口（该接口仅支持桌面系统）
设置屏幕分享（即辅路）的视频编码参数（桌面系统和移动系统均已支
持）
设置屏幕分享时的混音音量大小（该接口仅支持桌面系统）
将指定窗口加入屏幕分享的排除列表中（该接口仅支持桌面系统）
将指定窗口从屏幕分享的排除列表中移除（该接口仅支持桌面系统）
将所有窗口从屏幕分享的排除列表中移除（该接口仅支持桌面系统）
将指定窗口加入屏幕分享的包含列表中（该接口仅支持桌面系统）
将指定窗口从屏幕分享的包含列表中移除（该接口仅支持桌面系统）
将全部窗口从屏幕分享的包含列表中移除（该接口仅支持桌面系统）

自定义采集和自定义渲染
API
enableCustomVideoCapture
sendCustomVideoData
enableCustomAudioCaptur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启用/关闭视频自定义采集模式
向 SDK 投送自己采集的视频帧
启用音频自定义采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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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sendCustomAudioData
enableMixExternalAudioFrame
mixExternalAudioFrame
setMixExternalAudioVolume
generateCustomPTS
setLocalVideoProcessCallback
setLocalVideoRenderCallback
setRemoteVideoRenderCallback
setAudioFrameCallback
setMixedPlayAudioFrameCallbackFormat
enableCustomAudioRendering
getCustomAudioRenderingFrame

描述
向 SDK 投送自己采集的音频数据
启用/关闭自定义音轨
向 SDK 混入自定义音轨
设置推流时混入外部音频的推流音量和播放音量
生成自定义采集时的时间戳
设置第三方美颜的视频数据回调
设置本地视频自定义渲染回调
设置远端视频自定义渲染回调
设置音频数据自定义回调
设置最终要由系统播放出的音频帧回调格式
开启音频自定义播放
获取可播放的音频数据

自定义消息发送接口
API
sendCustomCmdMsg
sendSEIMsg

描述
使用 UDP 通道发送自定义消息给房间内所有用户
使用 SEI 通道发送自定义消息给房间内所有用户

网络测试接口
API
startSpeedTest
stopSpeedTest

描述
开始进行网速测试（进入房间前使用）
停止网络测速

调试相关接口
API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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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getSDKVersion
setLogLevel
setConsoleEnabled
setLogCompressEnabled
setLogDirPath
setLogCallback
showDebugView
callExperimentalAPI

描述
获取 SDK 版本信息
设置 Log 输出级别
启用/禁用控制台日志打印
启用/禁用日志的本地压缩
设置本地日志的保存路径
设置日志回调
显示仪表盘
调用实验性接口

废弃接口
API
enableCustomVideoCapture
sendCustomVideoData
muteLocalVideo
muteRemoteVideoStream
startSpeedTest

描述
启用视频自定义采集模式
投送自己采集的视频数据
暂停/恢复发布本地的视频流
暂停 / 恢复订阅远端用户的视频流
开始进行网络测速（进入房间前使用）

错误和警告事件
API
onError
onWarning

描述
错误事件回调
警告事件回调

房间相关事件回调
API
onEnterRoo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进入房间成功与否的事件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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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onExitRoom
onSwitchRole
onSwitchRoom
onConnectOtherRoom
onDisconnectOtherRoom

描述
离开房间的事件回调
切换角色的事件回调
切换房间的结果回调
请求跨房通话的结果回调
结束跨房通话的结果回调

用户相关事件回调
API
onRemoteUserEnterRoom
onRemoteUserLeaveRoom
onUserVideoAvailable
onUserSubStreamAvailable
onUserAudioAvailable
onFirstVideoFrame
onFirstAudioFrame
onSendFirstLocalVideoFrame
onSendFirstLocalAudioFrame
onRemoteVideoStatusUpdated

描述
有用户加入当前房间
有用户离开当前房间
某远端用户发布/取消了主路视频画面
某远端用户发布/取消了辅路视频画面
某远端用户发布/取消了自己的音频
SDK 开始渲染自己本地或远端用户的首帧画面
SDK 开始播放远端用户的首帧音频
自己本地的首个视频帧已被发布出去
自己本地的首个音频帧已被发布出去
远端视频状态变化的事件回调

网络和技术指标统计回调
API
onNetworkQuality
onStatistics
onSpeedTestResult

描述
网络质量的实时统计回调
音视频技术指标的实时统计回调
网速测试的结果回调

与云端连接情况的事件回调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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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描述

onConnectionLost

SDK

onTryToReconnect
onConnectionRecovery

与云端的连接已经断开
SDK 正在尝试重新连接到云端
SDK 与云端的连接已经恢复

硬件设备相关事件回调
API
onCameraDidReady
onMicDidReady
onUserVoiceVolume
onDeviceChange
onAudioDeviceCaptureVolumeChanged
onAudioDevicePlayoutVolumeChanged
onSystemAudioLoopbackError
onTestMicVolume
onTestSpeakerVolume

描述
摄像头准备就绪
麦克风准备就绪
音量大小的反馈回调
本地设备的通断状态发生变化（仅适用于桌面系统）
当前麦克风的系统采集音量发生变化
当前系统的播放音量发生变化
系统声音采集是否被成功开启的事件回调（仅适用于 Mac 系统）
测试麦克风时的音量回调
测试扬声器时的音量回调

自定义消息的接收事件回调
API
onRecvCustomCmdMsg
onMissCustomCmdMsg
onRecvSEIMsg

CDN

描述
收到自定义消息的事件回调
自定义消息丢失的事件回调
收到 SEI 消息的回调

相关事件回调

API
onStartPublishing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开始向腾讯云直播 CDN 上发布音视频流的事件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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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停止向腾讯云直播 CDN 上发布音视频流的事件回调
开始向非腾讯云 CDN 上发布音视频流的事件回调
停止向非腾讯云 CDN 上发布音视频流的事件回调
设置云端混流的排版布局和转码参数的事件回调

API
onStopPublishing
onStartPublishCDNStream
onStopPublishCDNStream
onSetMixTranscodingConfig

屏幕分享相关事件回调
API
onScreenCaptureStarted
onScreenCapturePaused
onScreenCaptureResumed
onScreenCaptureStoped
onScreenCaptureCovered

描述
屏幕分享开启的事件回调
屏幕分享暂停的事件回调
屏幕分享恢复的事件回调
屏幕分享停止的事件回调
屏幕分享的目标窗口被遮挡的事件回调（仅适用于 Windows 操作系统）

本地录制和本地截图的事件回调
API
onLocalRecordBegin
onLocalRecording
onLocalRecordComplete
onSnapshotComplete

描述
本地录制任务已经开始的事件回调
本地录制任务正在进行中的进展事件回调
本地录制任务已经结束的事件回调
本地截图完成的事件回调

废弃的事件回调
API
onUserEnter
onUserExit
onAudioEffectFinishe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有主播加入当前房间（已废弃）
有主播离开当前房间（已废弃）
音效播放已结束（已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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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开始播放背景音乐（已废弃）
背景音乐的播放进度回调（已废弃）
背景音乐播放已经结束（已废弃）
服务器测速的结果回调（已废弃）

API
onPlayBGMBegin
onPlayBGMProgress
onPlayBGMComplete
onSpeedTest

视频数据自定义回调
描述
自定义视频渲染回调
用于对接第三方美颜组件的视频处理回调

API
onRenderVideoFrame
onProcessVideoFrame

音频数据自定义回调
API
onCapturedRawAudioFrame
onLocalProcessedAudioFrame
onPlayAudioFrame
onMixedPlayAudioFrame

描述
本地采集并经过音频模块前处理后的音频数据回调
本地采集并经过音频模块前处理、音效处理和混 BGM 后的音频数据回调
混音前的每一路远程用户的音频数据
将各路待播放音频混合之后并在最终提交系统播放之前的数据回调

更多事件回调接口
API
onLog

描述
本地 LOG 的打印回调

视频相关枚举值定义
API
TRTCVideoResolution
TRTCVideoResolutionMode
TRTCVideoStreamTyp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视频分辨率
视频宽高比模式
视频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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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视频画面填充模式
视频画面旋转方向
美颜（磨皮）算法
视频像素格式
视频数据传递方式
视频的镜像类型
本地视频截图的数据源

API
TRTCVideoFillMode
TRTCVideoRotation
TRTCBeautyStyle
TRTCVideoPixelFormat
TRTCVideoBufferType
TRTCVideoMirrorType
TRTCSnapshotSourceType

网络相关枚举值定义
描述
应用场景
角色
流控模式（已废弃）
画质偏好
网络质量
视频状态类型
视频状态变化原因类型

API
TRTCAppScene
TRTCRoleType
TRTCQosControlMode
TRTCVideoQosPreference
TRTCQualityInfo
TRTCAVStatusType
TRTCAVStatusChangeReason

音频相关枚举值定义
描述
声音音质

API
TRTCAudioQuality

更多枚举值定义
API
TRTCLogLevel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Log 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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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TRTCScreenCaptureSourceType
TRTCTranscodingConfigMode
TRTCLocalRecordType
TRTCMixInputType
TRTCDeviceType
TRTCAudioRecordingContent

TRTC

描述
屏幕分享的目标类型（仅适用于桌面端）
云端混流的排版模式
媒体录制类型
混流输入类型
设备类型（仅适用于桌面平台）
音频录制内容类型

核心类型定义

API
TRTCParams
TRTCVideoEncParam
TRTCNetworkQosParam
TRTCRenderParams
TRTCQualityInfo
TRTCVolumeInfo
TRTCSpeedTestParams
TRTCSpeedTestResult
TRTCVideoFrame
TRTCAudioFrame
TRTCMixUser
TRTCTranscodingConfig
TRTCPublishCDNParam
TRTCAudioRecordingParams
TRTCLocalRecordingParams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进房参数
视频编码参数
网络流控（Qos）参数集
视频画面的渲染参数
网络质量
音量大小
测速参数
网络测速结果
视频帧信息
音频帧数据
云端混流中各路画面的描述信息
云端混流的排版布局和转码参数
向非腾讯云 CDN 上发布音视频流时需设置的转推参数
本地音频文件的录制参数
本地媒体文件的录制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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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TRTCAudioEffectParam
TRTCSwitchRoomConfig
TRTCAudioFrameCallbackFormat
TRTCScreenCaptureSourceInfo
ITRTCScreenCaptureSourceLis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音效参数（已废弃）
房间切换参数
音频自定义回调的格式参数
屏幕分享的目标信息（仅适用于桌面系统）
可分享的屏幕和窗口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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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27 15:24:55

错误码表
基础错误码
符号

值

ERR_NULL

0

含义
无错误

进房相关错误码

在进房失败时会触发此类错误码，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EnterRoom() 和 TRTCCloudDelegate.OnError() 捕获相关通知。
符号
值
含义
ERR_ROOM_ENTER_FAIL
-3301
进入房间失败
进房参数为空，请检查
ERR_ENTER_ROOM_PARAM_NULL
-3316
TRTCCloud.enterRoom(): 接口调用是否
传入有效的 param
ERR_SDK_APPID_INVALID
-3317
进房参数 sdkAppId 错误
ERR_ROOM_ID_INVALID
-3318
进房参数 roomId 错误
ERR_USER_ID_INVALID
-3319
进房参数 userID 不正确
ERR_USER_SIG_INVALID
-3320
进房参数 userSig 不正确
ERR_ROOM_REQUEST_ENTER_ROOM_TIMEOUT
-3308
请求进房超时，请检查网络
权限位校验失败，请检查
ERR_SERVER_INFO_PRIVILEGE_FLAG_ERROR
-100006
privateMapKey 是否正确
服务不可用。请检查：套餐包剩余分钟
ERR_SERVER_INFO_SERVICE_SUSPENDED
-100013
数是否大于0，腾讯云账号是否欠费
userSig 校验失败，请检查 userSig 是否
ERR_SERVER_INFO_ECDH_GET_TINYID
-100018
正确
TRTCCloud.enterRoo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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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房相关错误码
TRTCCloud.exitRoom()

相关通知。
符号

在退房失败时会触发此类错误码，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Error() 捕获
值

ERR_ROOM_REQUEST_QUIT_ROOM_TIMEOUT

-3325

含义
请求退房超时

设备（摄像头、麦克风、扬声器）相关错误码

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Error() 捕获相关通知。
符号

值

ERR_CAMERA_START_FAIL

-1301

ERR_CAMERA_NOT_AUTHORIZED

-1314

ERR_CAMERA_SET_PARAM_FAIL

-1315

ERR_CAMERA_OCCUPY

-1316

ERR_MIC_START_FAIL

-1302

ERR_MIC_NOT_AUTHORIZED

-1317

ERR_MIC_SET_PARAM_FAIL

-1318

ERR_MIC_OCCUPY

-1319

ERR_MIC_STOP_FAIL

-1320

ERR_SPEAKER_START_FAIL

-1321

ERR_SPEAKER_SET_PARAM_FAIL

-1322

ERR_SPEAKER_STOP_FAIL

-1323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含义
打开摄像头失败，例如在 Windows 或 Mac 设备，摄像头的
配置程序（驱动程序）异常，禁用后重新启用设备，或者
重启机器，或者更新配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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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像头参数设置出错（参数不支持或其它）
摄像头正在被占用中，可尝试打开其他摄像头
打开麦克风失败，例如在 Windows 或 Mac 设备，麦克风的
配置程序（驱动程序）异常，禁用后重新启用设备，或者
重启机器，或者更新配置程序
麦克风设备未授权，通常在移动设备出现，可能是权限被
用户拒绝了
麦克风设置参数失败
麦克风正在被占用中，例如移动设备正在通话时，打开麦
克风会失败
停止麦克风失败
打开扬声器失败，例如在 Windows 或 Mac 设备，扬声器的
配置程序（驱动程序）异常，禁用后重新启用设备，或者
重启机器，或者更新配置程序
扬声器设置参数失败
停止扬声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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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分享相关错误码

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Error() 捕获相关通知。
符号

值

ERR_SCREEN_CAPTURE_START_FAIL

-1308

ERR_SCREEN_CAPTURE_UNSURPORT

-1309

ERR_SERVER_CENTER_NO_PRIVILEDGE_PUSH_SUB_VIDEO

-102015

ERR_SERVER_CENTER_ANOTHER_USER_PUSH_SUB_VIDEO

-102016

ERR_SCREEN_CAPTURE_STOPPED

-7001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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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
Windows 或 Mac 系统的设
备出现，请检查录屏接口
的参数是否符合要求
录屏失败，在 Android 平
台，需要5.0以上的系统，
在 iOS 平台，需要11.0以
上的系统
没有权限上行辅路
其他用户正在上行辅路
录屏被系统中止

编解码相关错误码

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Error() 捕获相关通知。
符号
值
含义
视频帧编码失败，例如 iOS 设备切换到其他应用时，硬
ERR_VIDEO_ENCODE_FAIL
-1303
编码器可能被系统释放，再切换回来时，硬编码器重启
前，可能会抛出
ERR_UNSUPPORTED_RESOLUTION
-1305
不支持的视频分辨率
音频帧编码失败，例如传入自定义音频数据，SDK 无法
ERR_AUDIO_ENCODE_FAIL
-1304
处理
ERR_UNSUPPORTED_SAMPLERATE
-1306
不支持的音频采样率

自定义采集相关错误码

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Error() 捕获相关通知。
符号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值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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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值

ERR_PIXEL_FORMAT_UNSUPPORTED

-1327

ERR_BUFFER_TYPE_UNSUPPORTED

-1328

CDN

含义
设置的 pixel format 不支持
设置的 buffer type 不支持

绑定和混流相关错误码

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StartPublishing() 和 TRTCCloudDelegate.onSetMixTranscodingConfig()
捕获相关通知。
符号
值
含义
ERR_PUBLISH_CDN_STREAM_REQUEST_TIME_OUT
-3321
旁路转推请求超时
ERR_CLOUD_MIX_TRANSCODING_REQUEST_TIME_OUT
-3322
云端混流请求超时
ERR_PUBLISH_CDN_STREAM_SERVER_FAILED
-3323
旁路转推回包异常
ERR_CLOUD_MIX_TRANSCODING_SERVER_FAILED
-3324
云端混流回包异常
开始向腾讯云的直播 CDN 推流信
ERR_ROOM_REQUEST_START_PUBLISHING_TIMEOUT
-3333
令超时
开始向腾讯云的直播 CDN 推流信
ERR_ROOM_REQUEST_START_PUBLISHING_ERROR
-3334
令异常
停止向腾讯云的直播 CDN 推流信
ERR_ROOM_REQUEST_STOP_PUBLISHING_TIMEOUT
-3335
令超时
停止向腾讯云的直播 CDN 推流信
ERR_ROOM_REQUEST_STOP_PUBLISHING_ERROR
-3336
令异常

跨房连麦相关错误码

在跨房失败时会触发此类错误码，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ConnectOtherRoom() 捕获相关通知。
符号
值
TRTCCloud.ConnectOtherRoom()

ERR_ROOM_REQUEST_CONN_ROOM_TIMEOUT

-3326

ERR_ROOM_REQUEST_DISCONN_ROOM_TIMEOUT

-3327

ERR_ROOM_REQUEST_CONN_ROOM_INVALID_PARAM

-3328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含义
请求连麦超时
请求退出连麦超
时
无效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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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值

ERR_CONNECT_OTHER_ROOM_AS_AUDIENCE

-3330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NOT_SUPPORT

-102031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REACH_MAX_NUM

-102032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REACH_MAX_RETRY_TIMES

-102033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REQ_TIMEOUT

-102034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REQ

-102035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NO_SIG

-102036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DECRYPT_SIG

-102037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NO_KEY

-102038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PARSE_SIG

-102039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INVALID_SIG_TIME

-102040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SIG_GROUPID

-102041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NOT_CONNED

-102042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USER_NOT_CONNED

-102043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含义
当前是观众角
色，不能请求或
断开跨房连麦，
需要先
switchRole() 到主
播
不支持跨房间连
麦
达到跨房间连麦
上限
跨房间连麦重试
次数耗尽
跨房间连麦请求
超时
跨房间连麦请求
格式错误
跨房间连麦无签
名
跨房间连麦签名
解密失败
未找到跨房间连
麦签名解密密钥
跨房间连麦签名
解析错误
跨房间连麦签名
时间戳错误
跨房间连麦签名
内房间号不匹配
跨房间连麦签名
内用户名不匹配
本用户未发起连
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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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值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FAILED

-102044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CANCEL_FAILED

-102045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CONNED_ROOM_NOT_EXIST

-102046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CONNED_REACH_MAX_ROOM

-102047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CONNED_USER_NOT_EXIST

-102048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CONNED_USER_DELETED

-102049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CONNED_USER_FULL

-102050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INVALID_SEQ

-102051

含义
跨房间连麦失败
取消跨房间连麦
失败
被连麦房间不存
在
被连麦房间达到
连麦上限
被连麦用户不存
在
被连麦用户已被
删除
被连麦用户达到
资源上限
连麦请求序号错
乱

警告码表
警告码无需特别关注，您可以按需选择是否对当前用户进行相应的提示。
符号

值

WARNING_HW_ENCODER_START_FAIL

1103

WARNING_VIDEO_ENCODER_SW_TO_HW

1107

WARNING_INSUFFICIENT_CAPTURE_FPS

1108

WARNING_SW_ENCODER_START_FAIL

1109

WARNING_REDUCE_CAPTURE_RESOLUTION

1110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含义
硬编码启动出现问题，自动切换到软
编码
当前 CPU 使用率太高，无法满足软
件编码需求，自动切换到硬件编码
摄像头采集帧率不足，部分自带美颜
算法的 Android 手机上会出现
软编码启动失败
摄像头采集分辨率被降低，以满足当
前帧率和性能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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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值

WARNING_CAMERA_DEVICE_EMPTY

1111

WARNING_CAMERA_NOT_AUTHORIZED

1112

WARNING_MICROPHONE_DEVICE_EMPTY

1201

WARNING_SPEAKER_DEVICE_EMPTY

1202

WARNING_MICROPHONE_NOT_AUTHORIZED

1203

WARNING_MICROPHONE_DEVICE_ABNORMAL

1204

WARNING_SPEAKER_DEVICE_ABNORMAL

1205

WARNING_VIDEO_FRAME_DECODE_FAIL

2101

WARNING_AUDIO_FRAME_DECODE_FAIL

2102

WARNING_VIDEO_PLAY_LAG

2105

WARNING_HW_DECODER_START_FAIL

2106

WARNING_VIDEO_DECODER_HW_TO_SW

2108

WARNING_SW_DECODER_START_FAIL

2109

WARNING_VIDEO_RENDER_FAIL

2110

WARNING_START_CAPTURE_IGNORED

4000

WARNING_AUDIO_RECORDING_WRITE_FAIL

7001

WARNING_ROOM_DISCONNECT

5101

WARNING_IGNORE_UPSTREAM_FOR_AUDIENCE

6001

WARNING_NET_BUSY

1101

WARNING_RTMP_SERVER_RECONNECT

1102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含义
没有检测到可用的摄像头设备
用户未授权当前应用使用摄像头
没有检测到可用的麦克风设备
没有检测到可用的扬声器设备
用户未授权当前应用使用麦克风
音频采集设备不可用（例如被占用）
音频播放设备不可用（例如被占用）
当前视频帧解码失败
当前音频帧解码失败
当前视频播放出现卡顿
硬解启动失败，采用软解码
当前流硬解第一个 I 帧失败，SDK 自
动切软解
软解码器启动失败
视频渲染失败
已经在采集，启动采集被忽略
音频录制写入文件失败
网络断开连接
当前是观众角色，忽略上行音视频数
据
网络状况不佳：上行带宽太小，上传
数据受阻
直播推流，网络断连, 已启动自动重
连（自动重连连续失败超过三次会放
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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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值

WARNING_LIVE_STREAM_SERVER_RECONNECT

2103

WARNING_RECV_DATA_LAG

2104

WARNING_RTMP_DNS_FAIL

3001

WARNING_RTMP_SEVER_CONN_FAIL

3002

WARNING_RTMP_SHAKE_FAIL

3003

WARNING_RTMP_SERVER_BREAK_CONNECT

3004

WARNING_RTMP_READ_WRITE_FAIL

3005

WARNING_RTMP_WRITE_FAIL

3006

WARNING_RTMP_READ_FAIL

3007

WARNING_RTMP_NO_DATA

3008

WARNING_PLAY_LIVE_STREAM_INFO_CONNECT_FAIL

3009

WARNING_NO_STEAM_SOURCE_FAIL

3010

WARNING_ROOM_RECONNECT

5102

WARNING_ROOM_NET_BUSY

5103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含义
直播拉流，网络断连, 已启动自动重
连（自动重连连续失败超过三次会放
弃）
网络来包不稳：可能是下行带宽不
足，或由于主播端出流不均匀
直播，DNS 解析失败
直播，服务器连接失败
直播，与 RTMP 服务器握手失败
直播，服务器主动断开
直播，RTMP 读/写失败，将会断开
连接
直播，RTMP 写失败（SDK 内部错
误码，不会对外抛出）
直播，RTMP 读失败（SDK 内部错
误码，不会对外抛出）
直播，超过30s 没有数据发送，主动
断开连接
直播，connect 服务器调用失败
（SDK 内部错误码，不会对外抛出）
直播，连接失败，该流地址无视频
（SDK 内部错误码，不会对外抛出）
网络断连，已启动自动重连
网络状况不佳：上行带宽太小，上传
数据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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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API

概览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01 11:19:09

支持的平台
基于 WebRTC 实现，目前支持桌面端和移动端的主流浏览器，详细支持度参见下方表格。
如果您的应用场景不在支持的表格里，可以打开 TRTC Web SDK 能力检测页面 检测当前环境是否支持 WebRTC 所
有能力，例如 WebView 等环境。
TRTC Web SDK

操作系统 浏览器类型
Windows

接收
浏览器最低 SDK
版本要求 版本要求 （播放
）

发送
（上麦
）

屏幕分享

桌面版 Chrome 浏览器

56+

-

支持

支持

支持 Chrome72+
版本

桌面版 QQ 浏览器（极
速内核）

10.4+

-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桌面版 Firefox 浏览器

56+

v4.7.0+

支持

支持

80+

v4.7.0+

支持

支持

支持 Firefox66+
版本
支持

11+

v4.7.0+

支持

支持

支持

-

-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46+

v4.7.0+

支持

支持

支持 Opera60+
版本

13+

v4.7.0+

支持

支持

支持

-

-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

-

-

-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桌面版 Edge 浏览器
桌面版搜狗浏览器（高
速模式）
桌面版搜狗浏览器（兼
容模式）
桌面版 Opera 浏览器
桌面版 360 安全浏览器
（极速模式）
桌面版 360 安全浏览器
（兼容模式）
桌面版微信内嵌浏览器
桌面版企业微信内嵌浏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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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器

Mac OS

Android

桌面版 Safari 浏览器

11+

-

支持

支持

桌面版 Chrome 浏览器

56+

-

支持

支持

桌面版 Firefox 浏览器

56+

v4.7.0+

支持

支持

桌面版 Edge 浏览器

80+

v4.7.0+

支持

支持

桌面版 Opera 浏览器

46+

v4.7.0+

支持

支持

-

-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Safari13+
版本
支持 Chrome72+
版本
支持 Firefox66+
版本（注意[3]）
支持
支持 Opera60+
版本
不支持

-

-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

-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

-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

-

-

-

-

-

-

-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桌面版微信内嵌浏览器
桌面版企业微信内嵌浏
览器
微信内嵌浏览器（TBS
内核）
微信内嵌浏览器
（XWEB 内核）
企业微信内嵌浏览器
移动版 Chrome 浏览器
移动版 QQ 浏览器
移动版 UC 浏览器

iOS
12.1.4+

微信内嵌浏览器

-

-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iOS
14.3+

微信内嵌浏览器

6.5+

（微信
版本）

-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iOS

企业微信内嵌浏览器

-

-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iOS
11.1.2+

移动版 Safari 浏览器

11+

-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iOS
12.1.4+

移动版 Chrome 浏览器

-

-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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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
14.3+

移动版 Chrome 浏览器

-

-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注意：
由于 H.264 版权限制，华为 Chrome 88 以下版本，无法使用 H264 编码（即无法推流）。如果您希望在华
为设备 Chrome 浏览器中，使用 TRTC Web SDK 推流，请 提交工单 申请开通 VP8 编解码。
Mac OS 下的 Firefox 屏幕分享效果比较差且暂无解决方案，建议使用 Chrome 或者 Safari 进行屏幕分享。
如果您希望 Web 端在推流时支持双声道编码，请 提交工单 申请WebRTC 双声道编码。
建议您及时将 TRTC Web SDK 更新至最新版本，以便获得更好的产品稳定性及在线支持。版本升级注意
事项请参见：升级指引。
URL

域名协议限制

由于浏览器安全策略的限制，使用 WebRTC 能力对页面的访问协议有严格的要求，请参照以下表格进行开发和部署
应用。
应用场景
协议
接收（播放）
发送（上麦）
屏幕分享
备注
生产环境
HTTPS 协议
支持
支持
支持
推荐
生产环境
HTTP 协议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本地开发环境
http://localhost
支持
支持
支持
推荐
本地开发环境
http://127.0.0.1
支持
支持
支持
本地开发环境
http://[本机IP]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本地开发环境
file:///
支持
支持
支持
API

使用指引

更详细的初始化流程和 API 使用介绍请参见以下指引：
功能
基础音视频通话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Sample Code

指引

指引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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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实现互动直播连麦
切换摄像头和麦克风
设置本地视频属性
动态关闭打开本地音频或视频
屏幕分享
音量大小检测
自定义采集与自定义播放渲染
房间内上行用户个数限制
背景音乐和音效实现方案
通话前环境与设备检测
通话前的网络质量检测
检测设备插拔行为
实现推流到 CDN
开启大小流传输
开启美颜
开启水印
实现跨房连麦
实现云端混流
实现云端录制

Sample Code

指引

指引链接
指引链接
指引链接
指引链接
指引链接
指引链接
指引链接
指引链接
指引链接
指引链接
指引链接
指引链接
指引链接
指引链接
指引链接
指引链接
指引链接
指引链接
指引链接

说明：
单击查看 更多能力。
常见问题参见 Web 端相关。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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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介绍

TRTC

注意：
本文适用于4.x.x版本的 TRTC Web SDK。
是 TRTC Web SDK 的主入口，通过 TRTC 方法可以创建实时音视频通信的客户端对象（Client）和本地音视
频流对象（Stream）。TRTC 方法还可以检测浏览器的兼容性，是否支持屏幕分享，以及设置日志级别及日志上
传。
API
描述
VERSION
TRTC Web SDK 版本号。
检测浏览器是否兼容 TRTC Web SDK。若当前浏览器不兼容 TRTC Web SDK，
checkSystemRequirements
建议引导用户去下载最新版本的 Chrome 浏览器。
检测浏览器是否支持屏幕分享。在创建屏幕分享流之前请调用该方法检查当前浏
isScreenShareSupported
览器是否支持屏幕分享。
检测浏览器是否支持开启大小流模式。在开启大小流模式之前请调用该方法检查
isSmallStreamSupported
当前浏览器是否支持开启大小流。
getDevices
返回媒体输入输出设备列表。
getCameras
返回摄像头设备列表。
getMicrophones
返回麦克风设备列表。
getSpeakers
返回扬声器设备列表。
创建一个实时音视频通话的客户端对象，用于实现进退房间，发布、订阅音视频
createClient
流等功能。
创建一个本地流 Stream 对象，本地流 Stream 对象通过 publish() 方法发布本地
createStream
音视频流。
TRTC

TRTC.Logger

提供日志设置方法，包括设置 日志输出等级、打开或关闭日志上传。
API
描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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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setLogLevel
enableUploadLog
disableUploadLog

描述
设置日志输出等级。
打开日志上传。
关闭日志上传。

Client

音视频通话客户端对象 Client 通过 createClient() 创建，代表一次音视频会话。
API
描述
设置代理服务器。该方法适用于企业自己部署代理服务器，如 nginx+coturn
setProxyServer
方案。
设置 TURN 服务器。该方法配合 setProxyServer() 使用，适用于企业自己部
setTurnServer
署代理服务器和 TURN 中转。
加入一个音视频通话房间，进房代表开始一个音视频通话会话。若房间不存
join
在，系统将自动创建一个新房间。
leave
退出当前音视频通话房间，结束一次音视频通话会话。
发布本地音视频流。该方法需要在 join() 进房后调用，一次音视频会话中只能
publish
发布一个本地流。
unpublish
取消发布本地流。
subscribe
订阅远端流。
unsubscribe
取消订阅远端流。
switchRole
切换用户角色，仅在 ‘live’ 互动直播模式下生效。
on
监听客户端对象事件。
off
取消监听客户端对象事件。
getRemoteMutedState
获取当前房间内远端用户音视频 mute 状态列表。
getTransportStats
获取当前网络传输状况统计数据表。
getLocalAudioStats
获取当前已发布本地流的音频统计数据。该方法需要在 publish() 后调用。
getLocalVideoStats
获取当前已发布本地流的视频统计数据。该方法需要在 publish() 后调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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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getRemoteAudioStats
getRemoteVideoStats
startPublishCDNStream
stopPublishCDNStream
startMixTranscode
stopMixTranscode
enableAudioVolumeEvaluation
enableSmallStream
disableSmallStream
setSmallStreamProfile
setRemoteVideoStreamType

描述
获取当前所有远端流的音频统计数据。
获取当前所有远端流的视频统计数据。
开始发布当前客户端的音视频流到 CDN。
停止发布当前客户端音视频流到 CDN。
开始混流转码，请在进房推流后调用该接口。
停止混流转码。请在成功发布本地流（publish）及成功开始混流转码
startMixTranscode 之后调用该接口。
开启或关闭音量大小回调。
推流端开启大小流模式。
推流端关闭大小流模式。
设置小流的参数。
观看端切换大小流的属性。当只有远端开启小流之后才能成功切换。

LocalStream
LocalStream

本地音视频流，通过 createStream 创建，是 Stream 的子类。

API
initialize
setAudioProfile
setVideoProfile
setScreenProfile
setVideoContentHint
switchDevice
addTrack
removeTrack

描述
初始化本地音视频流对象。
设置音频 Profile。该方法需要在调用 initialize() 之前调用。
设置视频 Profile。该方法需要在调用 initialize() 之前调用。
设置屏幕分享 Profile。该方法需要在调用 initialize() 之前调用。
设置视频内容提示，主要用于提升在不同场景下的视频编码质量。该方法需要在调用
initialize() 成功之后调用。
切换媒体输入设备。
添加音频或视频轨道。
移除视频轨道。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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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replaceTrack
play
stop
resume
close
muteAudio
muteVideo
unmuteAudio
unmuteVideo
getId
getUserId
setAudioOutput
getAudioLevel
hasAudio
hasVideo
getAudioTrack
getVideoTrack
getVideoFrame
on
off

描述
更换音频或视频轨道。
播放该音视频流。
停止播放音视频流。
恢复播放音视频。
关闭音视频流。
禁用音频轨道。
禁用视频轨道。
启用音频轨道。
启用视频轨道。
获取 Stream 唯一标识 ID。
获取该流所属的用户 ID。
设置声音输出设备。
获取当前音量大小。只有当本地流或远端流中有音频数据才有效。
是否包含音频轨道。
是否包含视频轨道。
获取音频轨道。
获取视频轨道。
获取当前视频帧。
监听 Stream 事件。
取消监听 Stream 事件。

RemoteStream

远端音视频流，通过监听 Client.on('stream-added') 事件获得。是 Stream 的子类。
API
描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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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getType
play
stop
resume
close
muteAudio
muteVideo
unmuteAudio
unmuteVideo
getId
getUserId
setAudioOutput
setAudioVolume
getAudioLevel
hasAudio
hasVideo
getAudioTrack
getVideoTrack
getVideoFrame
on
off

描述
获取远端流类型。主要用于判断一个远端流是主音视频流还是辅路视频流，辅路视频流通
常是一个屏幕分享流。
播放该音视频流。
停止播放音视频流。
恢复播放音视频。
关闭音视频流。
禁用音频轨道。
禁用视频轨道。
启用音频轨道。
启用视频轨道。
获取 Stream 唯一标识 ID。
获取该流所属的用户 ID。
设置声音输出设备。
设置播放音量大小。
获取当前音量大小。只有当本地流或远端流中有音频数据才有效。
是否包含音频轨道。
是否包含视频轨道。
获取音频轨道。
获取视频轨道。
获取当前视频帧。
监听 Stream 事件。
取消监听 Stream 事件。

RtcError
RtcError

错误对象。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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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获取错误码。

API
getCode

ClientEvent
Client

会触发的事件列表，即

API
stream-added
stream-removed
stream-updated

client.on('eventName')

事件监听中的事件名称

远端流订阅成功事件，调用 subscribe() 成功后会触发该事件。

connectionstate-changed

本地 client 与腾讯云的连接状态变更事件。

peer-leave
mute-audio
mute-video
unmute-audio
unmute-video

client-banned

network-quality

audio-volume

error

。

描述
远端流添加事件，当远端用户发布流后会收到该通知。
远端流移除事件，当远端用户取消发布流后会收到该通知。
远端流更新事件，当远端用户添加、移除或更换音视频轨道后会收到该通知。

streamsubscribed

peer-join

eventName

远端用户进房通事件。
远端用户退房事件知。
远端流禁用音频事件，远端用户禁用音频时会触发该事件。
远端流禁用视频事件，远端用户禁用视频时会触发该事件。
远端流启用音频事件，远端用户启用音频时会触发该事件。
远端流启用视频事件，远端用户启用视频时会触发该事件。
用户被踢出房间事件，被踢原因有：
同名用户进入同一房间，注意：禁止同名用户同时进入同一房间，会导致双方音视频通
话异常，业务侧应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被账户管理员使用服务端 API 踢出房间。
网络质量统计数据事件，进房后开始统计，每两秒触发一次，包括上、下行的网络质量数
据。
音量大小事件。
调用 enableAudioVolumeEvaluation 接口开启音量大小回调后，SDK 会定时抛出该事件，
通知每个 userId 的音量大小。
错误事件，当出现不可恢复错误后，会抛出此事件。参见 错误码。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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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amEvent
Stream
API

触发的事件列表。
描述
状态变化事件。

player-statechanged

Audio/Video Player

screen-sharingstopped

本地屏幕分享停止事件，仅对本地屏幕分享流有效。

connectionstate-changed

Stream

error

连接状态变更事件。请在 stream-added 事件回调里监听该事件，并在
stream-removed 事件回调里取消该事件监听。
错误事件，当出现不可恢复错误后，会抛出此事件。参见 错误码。

联系我们
如有疑问，请发送邮件至colleenyu@tencent.co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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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5 09:40:45
注意：
本文适用于4.x.x版本的 TRTC Web SDK。

错误码定义
Key

getCode

错误码

INVALID_PARAMETER

4096

0x1000

INVALID_OPERATION

4097

0x1001

NOT_SUPPORTED

4098

0x1002

DEVICE_NOT_FOUND

4099

0x1003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无效参数
处理建议：请检查传入参数是否
符合 SDK 要求，例如参数类型
是否正确。
非法操作
处理建议：请根据对应接口文档
检查 API 调用逻辑是否符合
SDK 要求。例如在未进房的情况
下，调用 publish 接口是被禁止
的。
调用 SDK 接口时抛出，表明当
前浏览器不支持调用对应接口
说明：调用 SDK 接口时抛
出，表明当前浏览器不支持调
用对应接口
处理建议：引导用户使用
SDK 支持的浏览器，请参见
检测浏览器支持性
当前设备没有麦克风或没有摄像
头，但尝试采集麦克风、摄像
头。
处理建议：引导用户检查设备的
摄像头及麦克风是否正常，业务
侧应当增加进房前的设备检测逻
辑，请参见 通话前环境与设备检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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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getCode

错误码

INITIALIZE_FAILED

4100

0x1004

SIGNAL_CAHNNEL_SETUP_FAILED

16385

0x4001

SIGNAL_CHANNEL_ERROR

16386

0x4002

ICE_TRANSPORT_ERROR

16387

0x4003

JOIN_ROOM_FAILED

16388

0x4004

CREATE_OFFER_FAILED

16389

0x4005

SIGNAL_CHANNEL_RECONNECTION_FAILED

16390

0x4006

UPLINK_RECONNECTION_FAILED

16391

0x4007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采集失
败，请参见 详细处理建议。
信令通道建立失败。通常与腾讯
云账号有关，参见具体 帐号相关
错误信息。
信令通道错误。
ICE Transport 连接错误，即音
视频数据传输通道错误。这主要
是因为用户端的 UDP 端口异常
（可能是用户电脑防火墙或路由
器防火墙端口限制）引起，具体
端口请参见 端口白名单。
进房失败。详细请参见 进房失败
相关错误信息
创建 sdp offer 失败。
WebSocket 信令通道重连失败
说明：当 WebSocket 断开
时，SDK 会尝试多次重连，
如果都失败了，则会抛出此错
误
处理建议：提醒用户检查网
络，然后重新进房
上行 PeerConnection 重连失败
说明：当上行
PeerConnection 断开时，
SDK 会尝试多次重连，如果
都失败了，则会抛出此错误
处理建议：提醒用户检查网
络，然后重新推流或者重新进
房
LocalStream.initial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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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getCode

错误码

DOWNLINK_RECONNECTION_FAILED

16392

0x4008

REMOTE_STREAM_NOT_EXIST

16400

0x4010

CLIENT_BANNED

16448

0x4040

SERVER_TIMEOUT

16449

0x4041

SUBSCRIPTION_TIMEOUT

16450

0x4042

PLAY_NOT_ALLOWED

16451

0x4043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下行 PeerConnection 重连失败
说明：当下行
PeerConnection 异常断开
时，SDK 会尝试多次重连，
如果都失败了，则会抛出此错
误
处理建议：提醒用户检查网
络，然后重新进房
远端流不存在
说明：在 A 尝试订阅 B 推的
流时，B 取消推流，导致 A 订
阅 B 失败
处理建议：属于正常交互流
程，接入侧无需处理
用户被踢出房间，被踢原因有：
同名用户进入同一房间，注
意：禁止同名用户同时进入同
一房间，会导致双方音视频通
话异常，业务侧应避免出现这
种情况
被账户管理员使用服务端 API
踢出房间
媒体传输服务超时
远端流订阅超时
自动播放被禁止错误
说明：调用 play() 播放
音视频时，由于自动播放策略
的限制导致无法自动播放
处理建议：此时应该引导用户
通过手势操作调用
resume() 继续进行播
放，请参见 自动播放受限处
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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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getCode

错误码

DEVICE_AUTO_RECOVER_FAILED

16452

0x4044

START_PUBLISH_CDN_FAILED

16453

0x4045

STOP_PUBLISH_CDN_FAILED

16454

0x4046

START_MIX_TRANSCODE_FAILED

16455

0x4047

STOP_MIX_TRANSCODE_FAILED

16456

0x4048

NOT_SUPPORTED_H264

16457

0x4049

SWITCH_ROLE_FAILED

16458

0x404a

UNKOWN

65535

0xFFFF

描述
自动恢复摄像头、麦克风采集失
败。该错误在 LocalStream 的
error 事件抛出
当用户的正在推流的媒体设备
变更（例如：插拔摄像头、麦
克风、接口松动等）时，SDK
会尝试恢复采集。发生此错误
说明恢复失败
处理建议：提醒用户 媒体设
备自动恢复采集失败，请检查
摄像头、麦克风接口是否松
动，并确保没有被其他应用占
用
可在页面提供重试按钮，当用
户点击重试时，重新采集摄像
头、麦克风
开始向 CDN 推流失败
停止向 CDN 推流失败
开始混流转码失败
停止混流转码失败
当前设备不支持H.264
切换角色失败
未知错误

帐号相关错误信息
错误码 错误类型 描述
-8
帐号系统 sdkAppId 不正确，请检查 sdkAppId 是否正确填写
过期，请尝试重新生成。如果是刚生成就过期，请检查有效期填写的是否过小
70001
帐号系统 userSig
或者误填为0
长度为0，请确认签名计算是否正确，访问 sign_src 获取计算签名的傻瓜式源
70002
帐号系统 userSig
码，核对参数，确保签名计算正确性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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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错误类型 描述
70003

70004
70005
70006
70007
70008
70009
70010
70013

70014
70015
70016
70017
70018
70019
70020
70052
70101
70102
70103

校验失败，请确认下 userSig 内容是否被截断，例如缓冲区长度不够导致的内
帐号系统 userSig
容截断
校验失败，请确认下 userSig 内容是否被截断，例如缓冲区长度不够导致的内
帐号系统 userSig
容截断
帐号系统 userSig 校验失败，通过工具来验证生成的 userSig 是否正确。
帐号系统 userSig 校验失败，通过工具来验证生成的 userSig 是否正确
帐号系统 userSig 校验失败，通过工具来验证生成的 userSig 是否正确
帐号系统 userSig 校验失败，通过工具来验证生成的 userSig 是否正确
userSig 失败，请确认生成的 userSig 使用的私钥和 sdkAppId 是否对
帐号系统 用业务公钥验证
应
帐号系统 userSig 校验失败，通过工具来验证生成的 userSig 是否正确
中 userId 与请求时的 userId 不匹配，请检查登录时填写的 userId 与 userSig
帐号系统 userSig
中的是否一致
中 sdkAppId 与请求时的 sdkAppId 不匹配，请检查登录时填写的 sdkAppId 与
帐号系统 userSig
userSig 中的是否一致
帐号系统 未找到该 sdkAppId 和帐号类型对应的验证方式，请确认是否已进行帐号集成操作
0，请确认是否已上传公钥，如果是重新上传的公钥需要十分钟后
帐号系统 拉取到的公钥长度为
再尝试
帐号系统 内部第三方票据验证超时，请重试，如果多次重试仍不成功，请联系我们
帐号系统 内部验证第三方票据失败
帐号系统 通过 HTTPS 方式验证的票据字段为空，请正确填写 userSig
帐号系统 sdkAppId 未找到，请确认是否已在腾讯云上配置
帐号系统 userSig 已经失效，请重新生成，再次尝试
帐号系统 请求包信息为空
帐号系统 请求包帐号类型错误
帐号系统 电话号码格式错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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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错误类型
70104
帐号系统
70105
帐号系统
70106
帐号系统
70107
帐号系统
70113
帐号系统
70114
帐号系统
70115
帐号系统
70140
帐号系统
70145
帐号系统
70169
帐号系统
70201
帐号系统
70202
帐号系统
70203
帐号系统
70204
帐号系统
70205
帐号系统
70206
帐号系统
70207
帐号系统
70208
帐号系统
70209
帐号系统
70210
帐号系统
70211
帐号系统
70212
帐号系统
70213
帐号系统
70214
帐号系统

描述
邮箱格式错误
TLS 帐号格式错误
非法帐号格式类型
userId 没有注册
批量数量不合法
安全原因被限制
uin 不是对应 sdkAppId 的开发者 uin
sdkAppId 和 acctype 不匹配
帐号类型错误
内部错误，请重试。如果多次重试仍不成功，请联系我们
内部错误，请重试。如果多次重试仍不成功，请联系我们
内部错误，请重试。如果多次重试仍不成功，请联系我们
内部错误，请重试。如果多次重试仍不成功，请联系我们
sdkAppId 没有对应的 acctype
查找 acctype 失败，请重试
请求中批量数量不合法
内部错误，请重试
内部错误，请重试
获取开发者 uin 标志失败
请求中 uin 为非开发者 uin
请求中 uin 非法
内部错误，请重试。如果多次重试仍不成功，请联系我们
访问内部数据失败，请重试。如果多次重试仍不成功，请联系我们
验证内部票据失败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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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错误类型
70221
帐号系统
70222
帐号系统
70225
帐号系统
70231
帐号系统
70236
帐号系统
70308
帐号系统
70346
帐号系统
70347
帐号系统
70348
帐号系统
70362
帐号系统
70401
帐号系统
70402
帐号系统
70403
帐号系统
70050
帐号系统
70051
帐号系统

描述
登录状态无效，请使用 UserSig 重新鉴权
内部错误，请重试
内部错误，请重试。如果多次重试仍不成功，请联系我们
内部错误，请重试。如果多次重试仍不成功，请联系我们
验证 user signature 失败
内部错误，请重试。如果多次重试仍不成功，请联系我们
票据校验失败。
票据因过期原因校验失败
内部错误，请重试。如果多次重试仍不成功，请联系我们
内部超时，请重试。如果多次重试仍不成功，请联系我们
内部错误，请重试
参数非法。请检查必填字段是否填充，或者字段的填充是否满足协议要求
发起操作者不是 App 管理员，没有权限操作
因失败且重试次数过多导致被限制，请检查票据是否正确，一分钟之后再试
帐号已被拉入黑名单，请联系我们

进房失败相关错误信息
错误码
10006
-10011
-10012
-10013

错误信息
客户服务欠费, 请登录 实时音视频控制台，单击您已创建的应用，单击应用信息，在应用信息面板
即可确认服务状态
服务端未知错误，请重试
未传入 roomId 或者 roomId 不符合规范, 如需使用 string 类型的 roomId，请在调用
TRTC.createClient 时设置 useStringRoomId 为 true
userSig 鉴权失败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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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10015
-10016
-10018

-10019
-10020
-100027

错误信息
服务端获取服务器节点失败，请重试
服务端创建房间失败，请检查 roomId 是否在流控允许范围内
启用高级权限控制后，client.join 未携带 privateMapKey 参数，或者 privateMapKey 为 ' '，请参见
开启高级权限设置
启用高级权限控制后，client.join 携带的 privateMapKey 参数不符合规范，请参见 开启高级权限设
置
服务端超时，请重试
检查 TRTC 状态是否正常，需在腾讯云实时音视频控制台，开启 TRTC 服务后再加入房间

常见报错及处理方式
该类型报错，需要应用程序提供干预，例如获取摄像头权限被拒绝，应用程序需要提示用户授权摄像头才能进行音
视频通话。
错误信息
错误原因
解决方案
publish timeout
publish 超时
请尝试刷新重连，再次操作 publish()
join room timeout
进房超时
建议刷新页面重进
DTLS Transport
connection timeout

DTLS Transport

(10s)
failed to connect to

连接超时

连接失败

请尝试刷新重连
请尝试刷新重连

remote server via
websocket

websocket

ICE/DTLS Transport

建立媒体传输通道时失败

请检查 防火墙配置

已经在 publishing 状态中

publish

由于某些设备/系统未知原因导致设
备无法被使用

建议通话前先进行设备检测

connection failed
previous publishing is
ongoing, please avoid
re-publishing
AbortError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后请避免再次 pub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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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信息
NotReadableError

NotFoundError

NotAllowedError
SignalChannel
reconnect failed
duplicate publishing,
please unpublish and
then re-publish
OverconstrainedError
RtcError: no valid ice
candidate found

错误原因
找不由于操作系统上某个硬件、浏览
器或者网页层面发生的错误导致设备
无法被访问
找不到满足请求参数的媒体类型，如
音频、视频、屏幕分享
用户拒绝了当前的浏览器实例的访问
音频、视频、屏幕分享请求
websocket

断开

解决方案
根据浏览器的报错信息处理，提示用户确
保当前没有其他应用请求访问摄像头/麦
克风，并重试
建议通话前先进行设备检测
用户需授权摄像头/麦克风访问，才能进
行音视频通话
请尝试刷新重连

重复 publish

请先操作 unpublish()，再操作 publish()

浏览器获取不到 cameraId /

请确保 cameraId / microphoneId 的值是
有效的非空字符串

microphoneId

TRTC Web SD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在 STUN 打洞失败

请检查下 防火墙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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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n
API

概览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08 15:25:08
TRTCCloud @ TXLiteAVSDK

腾讯云视频通话功能的主要接口类。
主要文档地址：TRTC Electron SDK
示例代码地址：TRTC Electron Demo

创建 TRTC 对象
const TRTCCloud = require('trtc-electron-sdk').default;
// import TRTCCloud from 'trtc-electron-sdk';
this.rtcCloud = new TRTCCloud();

从v7.9.348起，TRTC Electron SDK 增加了 trtc.d.ts 文件，方便使用 typescript 的开发者
import TRTCCloud from 'trtc-electron-sdk';
const rtcCloud: TRTCCloud = new TRTCCloud();
//
SDK

获取

版本号

rtcCloud.getSDKVersion();

设置回调
subscribeEvents = (rtcCloud) => {
rtcCloud.on('onError', (errcode, errmsg) => {
console.info('trtc_demo: onError :' + errcode + " msg" + errmsg);
});
rtcCloud.on('onEnterRoom', (elapsed) => {
console.info('trtc_demo: onEnterRoom elapsed:' + elapsed);
});
rtcCloud.on('onExitRoom', (reason) => {
console.info('onExitRoom: userenter reason:' + reason);
});
};
subscribeEvents(this.rtcClou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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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与销毁 TRTCCloud 单例
描述
用于动态加载 dll 时，创建 TRTCCloud 对象单例。
释放 TRTCCloud 单例对象并清理资源。

API
getTRTCShareInstance
destroyTRTCShareInstance

房间相关接口函数
API
enterRoom
exitRoom
switchRoom
switchRole
connectOtherRoom
disconnectOtherRoom
setDefaultStreamRecvMode

CDN

描述
进入房间，若房间不存在，系统将自动创建一个新房间。
退出房间。
切换房间。
切换角色，仅适用于直播场景（TRTCAppSceneLIVE 和
TRTCAppSceneVoiceChatRoom）。
请求跨房连麦（主播跨房 PK）。
关闭跨房连麦（主播跨房 PK）。
设置音视频数据接收模式（需要在进房前设置才能生效）。

相关接口函数
描述
开始向腾讯云的直播 CDN 推流。
停止向腾讯云的直播 CDN 推流。
开始向非腾讯云的直播 CDN 转推。
停止向非腾讯云的直播 CDN 推流。
设置云端的混流转码参数。

API
startPublishing
stopPublishing
startPublishCDNStream
stopPublishCDNStream
setMixTranscodingConfig

视频相关接口函数
API
startLocalPreview

描述
启动本地摄像头采集和预览。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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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stopLocalPreview
muteLocalVideo
startRemoteView
stopRemoteView
stopAllRemoteView
muteRemoteVideoStream
muteAllRemoteVideoStreams
setVideoEncoderParam
setNetworkQosParam
setLocalRenderParams
setLocalViewFillMode
setRemoteRenderParams
setRemoteViewFillMode
setLocalViewRotation
setRemoteViewRotation
setVideoEncoderRotation
setLocalViewMirror
setVideoEncoderMirror
enableSmallVideoStream
setRemoteVideoStreamType
setPriorRemoteVideoStreamType
snapshotVideo

描述
停止本地摄像头采集和预览。
是否屏蔽自己的视频画面。
开始显示远端视频画面。
停止显示远端视频画面，同时不再拉取该远端用户的视频数据流。
停止显示所有远端视频画面，同时不再拉取远端用户的视频数据流。
暂停接收指定的远端视频流。
停止接收所有远端视频流。
设置视频编码器相关参数。
设置网络流控相关参数。
设置本地图像（主流）的渲染参数。
废弃接口：设置本地图像的渲染模式。
设置远端图像的渲染参数。
废弃接口：设置远端图像的渲染模式。
废弃接口：设置本地图像的顺时针旋转角度。
废弃接口：设置远端图像的顺时针旋转角度。
设置视频编码输出的（即远端用户观看到的以及服务器录制下来的）画面
方向。
废弃接口：设置本地摄像头预览画面的镜像模式。
设置编码器输出的画面镜像模式。
开启大小画面双路编码模式。
选定观看指定 userId 的大画面或小画面。
废弃接口：设定观看方优先选择的视频质量。
视频画面截图。

音频相关接口函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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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startLocalAudio
stopLocalAudio
muteLocalAudio
muteRemoteAudio
muteAllRemoteAudio
setAudioCaptureVolume
getAudioCaptureVolume
setAudioPlayoutVolume
getAudioPlayoutVolume
enableAudioVolumeEvaluation
startAudioRecording
stopAudioRecording
setAudioQuality
setRemoteAudioVolume

描述
开启本地音频的采集和上行。
关闭本地音频的采集和上行。
静音本地的音频。
静音某一个用户的声音，同时不再拉取该远端用户的音频数据流。
静音所有用户的声音，同时不再拉取远端用户的音频数据流。
设置 SDK 采集音量。
获取 SDK 采集音量。
设置 SDK 播放音量。
获取 SDK 播放音量。
启用或关闭音量大小提示。
开始录音。
停止录音。
废弃接口：设置音频质量。
设置远程用户播放音量。

摄像头相关接口函数
API
getCameraDevicesList
setCurrentCameraDevice
getCurrentCameraDevice

描述
获取摄像头设备列表。
设置要使用的摄像头。
获取当前使用的摄像头。

音频设备相关接口函数
API
getMicDevicesList
getCurrentMicDevic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获取麦克风设备列表。
获取当前选择的麦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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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设置要使用的麦克风。
获取系统当前麦克风设备音量。
设置系统当前麦克风设备的音量。
设置系统当前麦克风设备的静音状态。
获取系统当前麦克风设备是否静音。
获取扬声器设备列表。
获取当前的扬声器设备。
设置要使用的扬声器。
获取系统当前扬声器设备音量。
设置系统当前扬声器设备音量。
设置系统当前扬声器设备的静音状态。
获取系统当前扬声器设备是否静音。

API
setCurrentMicDevice
getCurrentMicDeviceVolume
setCurrentMicDeviceVolume
setCurrentMicDeviceMute
getCurrentMicDeviceMute
getSpeakerDevicesList
getCurrentSpeakerDevice
setCurrentSpeakerDevice
getCurrentSpeakerVolume
setCurrentSpeakerVolume
setCurrentSpeakerDeviceMute
getCurrentSpeakerDeviceMute

美颜相关接口函数
API
setBeautyStyle
setWaterMark

描述
设置美颜、美白以红润效果级别。
设置水印。

辅流相关接口函数
API
startRemoteSubStreamView
stopRemoteSubStreamView
setRemoteSubStreamViewFillMode
setRemoteSubStreamViewRotation
getScreenCaptureSources

描述
废弃接口：开始渲染远端用户的辅流（屏幕分享）画面。
废弃接口：停止渲染远端用户的辅流（屏幕分享）画面。
废弃接口：设置辅流（屏幕分享）画面的渲染模式。
废弃接口：设置辅流（屏幕分享）画面的顺时针旋转角度。
枚举可共享的窗口列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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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selectScreenCaptureTarget
startScreenCapture
pauseScreenCapture
resumeScreenCapture
stopScreenCapture
setSubStreamEncoderParam
setSubStreamMixVolume
addExcludedShareWindow
removeExcludedShareWindow
removeAllExcludedShareWindow

描述
设置屏幕共享参数，该方法在屏幕共享过程中也可以调用。
启动屏幕分享。
暂停屏幕分享。
恢复屏幕分享。
停止屏幕分享。
设置辅流（屏幕分享）的编码器参数。
设置辅流（屏幕分享）的混音音量大小。
将指定窗口加入屏幕分享的排除列表中，加入排除列表中的窗口不会被
分享出去。
将指定窗口从屏幕分享的排除列表中移除。
将所有窗口从屏幕分享的排除列表中移除。

自定义消息发送
描述
发送自定义消息给房间内所有用户。
将小数据量的自定义数据嵌入视频帧中。

API
sendCustomCmdMsg
sendSEIMsg

背景混音相关接口函数
API
playBGM
stopBGM
pauseBGM
resumeBGM
getBGMDuration
setBGMPosition

描述
废弃接口：启动播放背景音乐。
废弃接口：停止播放背景音乐。
废弃接口：暂停播放背景音乐。
废弃接口：继续播放背景音乐。
废弃接口：获取背景音乐文件总时长，单位毫秒。
废弃接口：设置背景音乐播放进度。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99 共163页

实时音视频
API
setBGMVolume
setBGMPlayoutVolume
setBGMPublishVolume
startSystemAudioLoopback
stopSystemAudioLoopback
setSystemAudioLoopbackVolume
startPlayMusic
stopPlayMusic
pausePlayMusic
resumePlayMusic
getMusicDurationInMS
seekMusicToPosInTime
setAllMusicVolume
setMusicPlayoutVolume
setMusicPublishVolume

描述
废弃接口：设置背景音乐播放音量的大小。
废弃接口：设置背景音乐本地播放音量的大小。
废弃接口：设置背景音乐远端播放音量的大小。
打开系统声音采集。
关闭系统声音采集。
设置系统声音采集的音量。
启动播放背景音乐。
停止播放背景音乐。
暂停播放背景音乐。
恢复播放背景音乐。
获取背景音乐文件总时长，单位毫秒。
设置背景音乐播放进度。
设置背景音乐的音量大小，播放背景音乐混音时使用，用来控制背景音音
量大小。
设置背景音乐本地播放音量的大小。
设置背景音乐远端播放音量的大小。

音效相关接口函数
API
playAudioEffect
setAudioEffectVolume
stopAudioEffect
stopAllAudioEffects
setAllAudioEffectsVolume
pauseAudioEffec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废弃接口：播放音效。
废弃接口：设置音效音量。
废弃接口：停止音效。
废弃接口：停止所有音效。
废弃接口：设置所有音效的音量。
废弃接口：暂停音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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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废弃接口：恢复音效。

API
resumeAudioEffect

设备和网络测试
API
startSpeedTest
stopSpeedTest
startCameraDeviceTest
stopCameraDeviceTest
startMicDeviceTest
stopMicDeviceTest
startSpeakerDeviceTest
stopSpeakerDeviceTest

LOG

描述
开始进行网络测速（视频通话期间请勿测试，以免影响通话质量）。
停止网络测速。
开始进行摄像头测试。
停止摄像头测试。
开始进行麦克风测试。
停止麦克风测试。
开始进行扬声器测试。
停止扬声器测试。

相关接口函数

API
getSDKVersion
setLogLevel
setConsoleEnabled
setLogCompressEnabled
setLogDirPath
setLogCallback
callExperimentalAPI

描述
获取 SDK 版本信息。
设置 Log 输出级别。
启用或禁用控制台日志打印。
启用或禁用 Log 的本地压缩。
设置日志保存路径。
设置日志回调。
调用实验性 API 接口。

弃用接口函数
API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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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从 v6.9 版本开始废弃。

API
setMicVolumeOnMixing

TRTCCallback @ TXLiteAVSDK

腾讯云视频通话功能的回调接口类。

错误事件和警告事件
API
onError
onWarning

描述
错误回调：SDK 不可恢复的错误，必须监听，并分情况给用户适当的界面提示。
警告回调：用于告知您一些非严重性问题，例如出现了卡顿或可恢复的解码失败。

房间事件回调
API
onEnterRoom
onExitRoom
onSwitchRole
onConnectOtherRoom
onDisconnectOtherRoom
onSwitchRoom

描述
已加入房间的回调。
退出房间的事件回调。
切换角色的事件回调。
请求跨房连麦（主播跨房 PK）的结果回调。
关闭跨房连麦（主播跨房 PK）的结果回调。
切换房间。

成员事件回调
API
onRemoteUserEnterRoom
onRemoteUserLeaveRoom
onUserVideoAvailable
onUserSubStreamAvailabl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有用户加入当前房间。
有用户离开当前房间。
用户是否开启摄像头视频。
用户是否开启屏幕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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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onUserAudioAvailable
onFirstVideoFrame
onFirstAudioFrame
onSendFirstLocalVideoFrame
onSendFirstLocalAudioFrame
onUserEnter
onUserExit

描述
用户是否开启音频上行。
开始渲染本地或远程用户的首帧画面。
开始播放远程用户的首帧音频（本地声音暂不通知）。
首帧本地视频数据已经被送出。
首帧本地音频数据已经被送出。
废弃接口：有主播加入当前房间。
废弃接口： 有主播离开当前房间。

统计和质量回调
API
onNetworkQuality
onStatistics

描述
网络质量：该回调每2秒触发一次，统计当前网络的上行和下行质量。
技术指标统计回调。

服务器事件回调
API

描述

onConnectionLost

SDK

onTryToReconnect
onConnectionRecovery
onSpeedTest
onSpeedTestResult

与服务器的连接断开。
SDK 尝试重新连接到服务器。
SDK 与服务器的连接恢复。
废弃接口：服务器测速的回调，SDK 对多个服务器 IP 进行测速，每个 IP 的测速结
果通过这个回调通知。
网速测试的结果回调。

硬件设备事件回调
API
onCameraDidReady
onMicDidReady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摄像头准备就绪。
麦克风准备就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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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onUserVoiceVolume
onDeviceChange
onTestMicVolume
onTestSpeakerVolume
onAudioDeviceCaptureVolumeChanged
onAudioDevicePlayoutVolumeChanged

描述
用于提示音量大小的回调,包括每个 userId 的音量和远端总音量；本
地用户 userid 为''。
本地设备通断回调。
麦克风测试音量回调。
扬声器测试音量回调。
当前音频采集设备音量变化回调。
当前音频播放设备音量变化回调。

自定义消息的接收回调
描述
收到自定义消息回调。
自定义消息丢失回调。
收到 SEI 消息的回调。

API
onRecvCustomCmdMsg
onMissCustomCmdMsg
onRecvSEIMsg

CDN

旁路转推回调

API
onStartPublishing

onStopPublishing
onStartPublishCDNStream
onStopPublishCDNStream
onSetMixTranscodingConfig

描述
开始向腾讯云的直播 CDN 推流的回调，对应于 TRTCCloud 中的
startPublishing() 接口。
停止向腾讯云的直播 CDN 推流的回调，对应于 TRTCCloud 中的
stopPublishing() 接口。
启动旁路推流到 CDN 完成的回调。
停止旁路推流到 CDN 完成的回调。
设置云端的混流转码参数的回调，对应于 TRTCCloud 中的
setMixTranscodingConfig() 接口。

系统音量采集回调
API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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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系统音量采集状态的回调（仅在 Mac 上有效）。

API
onSystemAudioLoopbackError

音效回调
描述
废弃接口：播放音效结束回调。

API
onAudioEffectFinished

屏幕分享回调
API
onScreenCaptureCovered
onScreenCaptureStarted
onScreenCapturePaused
onScreenCaptureResumed
onScreenCaptureStopped

描述
当屏幕分享窗口被遮挡无法正常捕获时，SDK 会通过此回调通知，可在此回调
里通知用户移开遮挡窗口。
当屏幕分享开始时，SDK 会通过此回调通知。
当屏幕分享暂停时，SDK 会通过此回调通知。
当屏幕分享恢复时，SDK 会通过此回调通知。
当屏幕分享停止时，SDK 会通过此回调通知。

截图回调
API
onSnapshotComplete

描述
截图完成时，SDK 会通过此回调通知。

背景混音事件回调
API
onPlayBGMBegin
onPlayBGMProgress
onPlayBGMComplete

描述
废弃接口：开始播放背景音乐。
废弃接口：播放背景音乐的进度。
废弃接口：播放背景音乐结束。

关键类型定义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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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类型
类名
TRTCParams
TRTCVideoEncParam
TRTCNetworkQosParam
TRTCQualityInfo
TRTCVolumeInfo
TRTCSpeedTestResult
TRTCMixUser
TRTCTranscodingConfig
TRTCPublishCDNParam
TRTCAudioRecordingParams
TRTCLocalStatistics
TRTCRemoteStatistics
TRTCStatistics

描述
进房相关参数。
视频编码参数。
网络流控相关参数。
视频质量。
音量大小。
网络测速结果。
云端混流中每一路子画面的位置信息。
云端混流（转码）配置。
CDN 旁路推流参数。
录音参数。
自己本地的音视频统计信息。
远端成员的音视频统计信息。
统计数据。

枚举值
枚举
TRTCVideoResolution
TRTCVideoResolutionMode
TRTCVideoStreamType
TRTCQuality
TRTCVideoFillMode
TRTCBeautyStyle
TRTCAppScen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视频分辨率。
视频分辨率模式。
视频流类型。
画质级别。
视频画面填充模式。
美颜（磨皮）算法。
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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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举
TRTCRoleType
TRTCQosControlMode
TRTCVideoQosPreference
TRTCDeviceState
TRTCDeviceType
TRTCWaterMarkSrcType
TRTCTranscodingConfigMod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角色，仅适用于直播场景（TRTCAppSceneLIVE）。
流控模式。
画质偏好。
设备操作。
设备类型。
水印图片的源类型。
混流参数配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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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5 09:40:45

错误码表
基础错误码
符号

值

ERR_NULL

0

含义
无错误

进房相关错误码

在进房失败时会触发此类错误码，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EnterRoom() 和 TRTCCloudDelegate.OnError() 捕获相关通知。
符号
值
含义
ERR_ROOM_ENTER_FAIL
-3301
进入房间失败
进房参数为空，请检查
ERR_ENTER_ROOM_PARAM_NULL
-3316
TRTCCloud.enterRoom(): 接口调用是否
传入有效的 param
ERR_SDK_APPID_INVALID
-3317
进房参数 sdkAppId 错误
ERR_ROOM_ID_INVALID
-3318
进房参数 roomId 错误
ERR_USER_ID_INVALID
-3319
进房参数 userID 不正确
ERR_USER_SIG_INVALID
-3320
进房参数 userSig 不正确
ERR_ROOM_REQUEST_ENTER_ROOM_TIMEOUT
-3308
请求进房超时，请检查网络
权限位校验失败，请检查
ERR_SERVER_INFO_PRIVILEGE_FLAG_ERROR
-100006
privateMapKey 是否正确
服务不可用。请检查：套餐包剩余分钟
ERR_SERVER_INFO_SERVICE_SUSPENDED
-100013
数是否大于0，腾讯云账号是否欠费
userSig 校验失败，请检查 userSig 是否
ERR_SERVER_INFO_ECDH_GET_TINYID
-100018
正确
TRTCCloud.enterRoo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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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房相关错误码
TRTCCloud.exitRoom()

相关通知。
符号

在退房失败时会触发此类错误码，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Error() 捕获
值

ERR_ROOM_REQUEST_QUIT_ROOM_TIMEOUT

-3325

含义
请求退房超时

设备（摄像头、麦克风、扬声器）相关错误码

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Error() 捕获相关通知。
符号

值

ERR_CAMERA_START_FAIL

-1301

ERR_CAMERA_NOT_AUTHORIZED

-1314

ERR_CAMERA_SET_PARAM_FAIL

-1315

ERR_CAMERA_OCCUPY

-1316

ERR_MIC_START_FAIL

-1302

ERR_MIC_NOT_AUTHORIZED

-1317

ERR_MIC_SET_PARAM_FAIL

-1318

ERR_MIC_OCCUPY

-1319

ERR_MIC_STOP_FAIL

-1320

ERR_SPEAKER_START_FAIL

-1321

ERR_SPEAKER_SET_PARAM_FAIL

-1322

ERR_SPEAKER_STOP_FAIL

-1323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含义
打开摄像头失败，例如在 Windows 或 Mac 设备，摄像头的
配置程序（驱动程序）异常，禁用后重新启用设备，或者
重启机器，或者更新配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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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像头参数设置出错（参数不支持或其它）
摄像头正在被占用中，可尝试打开其他摄像头
打开麦克风失败，例如在 Windows 或 Mac 设备，麦克风的
配置程序（驱动程序）异常，禁用后重新启用设备，或者
重启机器，或者更新配置程序
麦克风设备未授权，通常在移动设备出现，可能是权限被
用户拒绝了
麦克风设置参数失败
麦克风正在被占用中，例如移动设备正在通话时，打开麦
克风会失败
停止麦克风失败
打开扬声器失败，例如在 Windows 或 Mac 设备，扬声器的
配置程序（驱动程序）异常，禁用后重新启用设备，或者
重启机器，或者更新配置程序
扬声器设置参数失败
停止扬声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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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分享相关错误码

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Error() 捕获相关通知。
符号

值

ERR_SCREEN_CAPTURE_START_FAIL

-1308

ERR_SCREEN_CAPTURE_UNSURPORT

-1309

ERR_SERVER_CENTER_NO_PRIVILEDGE_PUSH_SUB_VIDEO

-102015

ERR_SERVER_CENTER_ANOTHER_USER_PUSH_SUB_VIDEO

-102016

ERR_SCREEN_CAPTURE_STOPPED

-7001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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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
Windows 或 Mac 系统的设
备出现，请检查录屏接口
的参数是否符合要求
录屏失败，在 Android 平
台，需要5.0以上的系统，
在 iOS 平台，需要11.0以
上的系统
没有权限上行辅路
其他用户正在上行辅路
录屏被系统中止

编解码相关错误码

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Error() 捕获相关通知。
符号
值
含义
视频帧编码失败，例如 iOS 设备切换到其他应用时，硬
ERR_VIDEO_ENCODE_FAIL
-1303
编码器可能被系统释放，再切换回来时，硬编码器重启
前，可能会抛出
ERR_UNSUPPORTED_RESOLUTION
-1305
不支持的视频分辨率
音频帧编码失败，例如传入自定义音频数据，SDK 无法
ERR_AUDIO_ENCODE_FAIL
-1304
处理
ERR_UNSUPPORTED_SAMPLERATE
-1306
不支持的音频采样率

自定义采集相关错误码

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Error() 捕获相关通知。
符号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值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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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值

ERR_PIXEL_FORMAT_UNSUPPORTED

-1327

ERR_BUFFER_TYPE_UNSUPPORTED

-1328

CDN

含义
设置的 pixel format 不支持
设置的 buffer type 不支持

绑定和混流相关错误码

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StartPublishing() 和 TRTCCloudDelegate.onSetMixTranscodingConfig()
捕获相关通知。
符号
值
含义
ERR_PUBLISH_CDN_STREAM_REQUEST_TIME_OUT
-3321
旁路转推请求超时
ERR_CLOUD_MIX_TRANSCODING_REQUEST_TIME_OUT
-3322
云端混流请求超时
ERR_PUBLISH_CDN_STREAM_SERVER_FAILED
-3323
旁路转推回包异常
ERR_CLOUD_MIX_TRANSCODING_SERVER_FAILED
-3324
云端混流回包异常
开始向腾讯云的直播 CDN 推流信
ERR_ROOM_REQUEST_START_PUBLISHING_TIMEOUT
-3333
令超时
开始向腾讯云的直播 CDN 推流信
ERR_ROOM_REQUEST_START_PUBLISHING_ERROR
-3334
令异常
停止向腾讯云的直播 CDN 推流信
ERR_ROOM_REQUEST_STOP_PUBLISHING_TIMEOUT
-3335
令超时
停止向腾讯云的直播 CDN 推流信
ERR_ROOM_REQUEST_STOP_PUBLISHING_ERROR
-3336
令异常

跨房连麦相关错误码

在跨房失败时会触发此类错误码，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ConnectOtherRoom() 捕获相关通知。
符号
值
TRTCCloud.ConnectOtherRoom()

ERR_ROOM_REQUEST_CONN_ROOM_TIMEOUT

-3326

ERR_ROOM_REQUEST_DISCONN_ROOM_TIMEOUT

-3327

ERR_ROOM_REQUEST_CONN_ROOM_INVALID_PARAM

-3328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含义
请求连麦超时
请求退出连麦超
时
无效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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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值

ERR_CONNECT_OTHER_ROOM_AS_AUDIENCE

-3330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NOT_SUPPORT

-102031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REACH_MAX_NUM

-102032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REACH_MAX_RETRY_TIMES

-102033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REQ_TIMEOUT

-102034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REQ

-102035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NO_SIG

-102036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DECRYPT_SIG

-102037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NO_KEY

-102038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PARSE_SIG

-102039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INVALID_SIG_TIME

-102040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SIG_GROUPID

-102041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NOT_CONNED

-102042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USER_NOT_CONNED

-102043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含义
当前是观众角
色，不能请求或
断开跨房连麦，
需要先
switchRole() 到主
播
不支持跨房间连
麦
达到跨房间连麦
上限
跨房间连麦重试
次数耗尽
跨房间连麦请求
超时
跨房间连麦请求
格式错误
跨房间连麦无签
名
跨房间连麦签名
解密失败
未找到跨房间连
麦签名解密密钥
跨房间连麦签名
解析错误
跨房间连麦签名
时间戳错误
跨房间连麦签名
内房间号不匹配
跨房间连麦签名
内用户名不匹配
本用户未发起连
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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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值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FAILED

-102044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CANCEL_FAILED

-102045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CONNED_ROOM_NOT_EXIST

-102046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CONNED_REACH_MAX_ROOM

-102047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CONNED_USER_NOT_EXIST

-102048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CONNED_USER_DELETED

-102049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CONNED_USER_FULL

-102050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INVALID_SEQ

-102051

含义
跨房间连麦失败
取消跨房间连麦
失败
被连麦房间不存
在
被连麦房间达到
连麦上限
被连麦用户不存
在
被连麦用户已被
删除
被连麦用户达到
资源上限
连麦请求序号错
乱

警告码表
警告码无需特别关注，您可以按需选择是否对当前用户进行相应的提示。
符号

值

WARNING_HW_ENCODER_START_FAIL

1103

WARNING_VIDEO_ENCODER_SW_TO_HW

1107

WARNING_INSUFFICIENT_CAPTURE_FPS

1108

WARNING_SW_ENCODER_START_FAIL

1109

WARNING_REDUCE_CAPTURE_RESOLUTION

1110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含义
硬编码启动出现问题，自动切换到软
编码
当前 CPU 使用率太高，无法满足软
件编码需求，自动切换到硬件编码
摄像头采集帧率不足，部分自带美颜
算法的 Android 手机上会出现
软编码启动失败
摄像头采集分辨率被降低，以满足当
前帧率和性能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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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值

WARNING_CAMERA_DEVICE_EMPTY

1111

WARNING_CAMERA_NOT_AUTHORIZED

1112

WARNING_MICROPHONE_DEVICE_EMPTY

1201

WARNING_SPEAKER_DEVICE_EMPTY

1202

WARNING_MICROPHONE_NOT_AUTHORIZED

1203

WARNING_MICROPHONE_DEVICE_ABNORMAL

1204

WARNING_SPEAKER_DEVICE_ABNORMAL

1205

WARNING_VIDEO_FRAME_DECODE_FAIL

2101

WARNING_AUDIO_FRAME_DECODE_FAIL

2102

WARNING_VIDEO_PLAY_LAG

2105

WARNING_HW_DECODER_START_FAIL

2106

WARNING_VIDEO_DECODER_HW_TO_SW

2108

WARNING_SW_DECODER_START_FAIL

2109

WARNING_VIDEO_RENDER_FAIL

2110

WARNING_START_CAPTURE_IGNORED

4000

WARNING_AUDIO_RECORDING_WRITE_FAIL

7001

WARNING_ROOM_DISCONNECT

5101

WARNING_IGNORE_UPSTREAM_FOR_AUDIENCE

6001

WARNING_NET_BUSY

1101

WARNING_RTMP_SERVER_RECONNECT

1102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含义
没有检测到可用的摄像头设备
用户未授权当前应用使用摄像头
没有检测到可用的麦克风设备
没有检测到可用的扬声器设备
用户未授权当前应用使用麦克风
音频采集设备不可用（例如被占用）
音频播放设备不可用（例如被占用）
当前视频帧解码失败
当前音频帧解码失败
当前视频播放出现卡顿
硬解启动失败，采用软解码
当前流硬解第一个 I 帧失败，SDK 自
动切软解
软解码器启动失败
视频渲染失败
已经在采集，启动采集被忽略
音频录制写入文件失败
网络断开连接
当前是观众角色，忽略上行音视频数
据
网络状况不佳：上行带宽太小，上传
数据受阻
直播推流，网络断连, 已启动自动重
连（自动重连连续失败超过三次会放
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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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值

WARNING_LIVE_STREAM_SERVER_RECONNECT

2103

WARNING_RECV_DATA_LAG

2104

WARNING_RTMP_DNS_FAIL

3001

WARNING_RTMP_SEVER_CONN_FAIL

3002

WARNING_RTMP_SHAKE_FAIL

3003

WARNING_RTMP_SERVER_BREAK_CONNECT

3004

WARNING_RTMP_READ_WRITE_FAIL

3005

WARNING_RTMP_WRITE_FAIL

3006

WARNING_RTMP_READ_FAIL

3007

WARNING_RTMP_NO_DATA

3008

WARNING_PLAY_LIVE_STREAM_INFO_CONNECT_FAIL

3009

WARNING_NO_STEAM_SOURCE_FAIL

3010

WARNING_ROOM_RECONNECT

5102

WARNING_ROOM_NET_BUSY

5103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含义
直播拉流，网络断连, 已启动自动重
连（自动重连连续失败超过三次会放
弃）
网络来包不稳：可能是下行带宽不
足，或由于主播端出流不均匀
直播，DNS 解析失败
直播，服务器连接失败
直播，与 RTMP 服务器握手失败
直播，服务器主动断开
直播，RTMP 读/写失败，将会断开
连接
直播，RTMP 写失败（SDK 内部错
误码，不会对外抛出）
直播，RTMP 读失败（SDK 内部错
误码，不会对外抛出）
直播，超过30s 没有数据发送，主动
断开连接
直播，connect 服务器调用失败
（SDK 内部错误码，不会对外抛出）
直播，连接失败，该流地址无视频
（SDK 内部错误码，不会对外抛出）
网络断连，已启动自动重连
网络状况不佳：上行带宽太小，上传
数据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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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tter
API

概览

最近更新时间：2022-03-11 15:58:20
TRTCCloud

基础方法
描述
创建 TRTCCloud 单例。
销毁 TRTCCloud单例。
设置事件监听。
移除事件监听。

API
sharedInstance
destroySharedInstance
registerListener
unRegisterListener

房间相关接口函数
API
enterRoom
exitRoom
switchRole
setDefaultStreamRecvMode
connectOtherRoom
disconnectOtherRoom
switchRoom

CDN

描述
进入房间，若房间不存在，系统将自动创建一个新房间。
离开房间。
切换角色，仅适用于直播场景（TRTC_APP_SCENE_LIVE 和
TRTC_APP_SCENE_VOICE_CHATROOM）。
设置音视频数据接收模式，需要在进房前设置才能生效。
请求跨房通话（主播 PK）。
退出跨房通话。
切换房间。

相关接口函数

API
startPublishing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开始向腾讯云的直播 CDN 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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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停止向腾讯云的直播 CDN 推流。
开始向友商云的直播 CDN 转推。
停止向非腾讯云地址转推。
设置云端的混流转码参数。

API
stopPublishing
startPublishCDNStream
stopPublishCDNStream
setMixTranscodingConfig

视频相关接口函数
API
startLocalPreview
stopLocalPreview
muteLocalVideo
startRemoteView
stopRemoteView
stopAllRemoteView
muteRemoteVideoStream
muteAllRemoteVideoStreams
setVideoEncoderParam
setNetworkQosParam
setLocalRenderParams
setRemoteRenderParams
setVideoEncoderRotation
setVideoEncoderMirror
setGSensorMode
enableEncSmallVideoStream
setRemoteVideoStreamType

描述
开启本地视频的预览画面。
停止本地视频采集及预览。
暂停/恢复推送本地的视频数据。
开始显示远端视频画面。
停止显示远端视频画面，同时不再拉取该远端用户的视频数据流。
停止显示所有远端视频画面，同时不再拉取远端用户的视频数据流。
暂停/恢复接收指定的远端视频流。
暂停/恢复接收所有远端视频流。
设置视频编码器相关参数。
设置网络流控相关参数。
设置本地图像的渲染模式。
设置远端图像相关参数。
设置视频编码输出的画面方向，即设置远端用户观看到的和服务器录制的画面
方向。
设置编码器输出的画面镜像模式。
设置重力感应的适应模式。
开启大小画面双路编码模式。
选定观看指定 uid 的大画面或小画面。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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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snapshotVideo

描述
视频画面截图。

音频相关接口函数
描述
开启本地音频的采集和上行。
关闭本地音频的采集和上行。
静音/取消静音本地的音频。
设置暂停推送本地视频时要推送的图片。
设置音频路由。
静音/取消静音指定的远端用户的声音。
静音/取消静音所有用户的声音。
设置 SDK 采集音量。
获取 SDK 采集音量。
设置 SDK 播放音量。
获取 SDK 播放音量。
启用音量大小提示。
开始录音。
停止录音。
设置通话时使用的系统音量类型。

API
startLocalAudio
stopLocalAudio
muteLocalAudio
setVideoMuteImage
setAudioRoute
muteRemoteAudio
muteAllRemoteAudio
setAudioCaptureVolume
getAudioCaptureVolume
setAudioPlayoutVolume
getAudioPlayoutVolume
enableAudioVolumeEvaluation
startAudioRecording
stopAudioRecording
setSystemVolumeType

设备管理接口
API
getDeviceManager

描述
获取设备管理模块，接口详情见 设备管理接口 文档。

美颜滤镜相关接口函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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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getBeautyManager
setWatermark

描述
获取美颜管理对象，接口详情见 美颜管理 文档。
添加水印。

音乐特效和人声特效
API
getAudioEffectManager

描述
获取音效管理类 TXAudioEffectManager，用于管理 BGM，短音效和人声特效，接
口详情见 音效管理 文档。

辅流相关接口函数
描述
启动屏幕分享。
停止屏幕采集。
暂停屏幕分享。
恢复屏幕分享。

API
startScreenCapture
stopScreenCapture
pauseScreenCapture
resumeScreenCapture

自定义消息发送
描述
发送自定义消息给房间内所有用户。
将小数据量的自定义数据嵌入视频帧中。

API
sendCustomCmdMsg
sendSEIMsg

网络测试
API
startSpeedTest
stopSpeedTest

Log

描述
开始进行网络测速（视频通话期间请勿测试，以免影响通话质量）。
停止服务器测速。

相关接口函数

API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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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获取 SDK 版本信息。
设置 Log 输出级别。
修改日志保存路径。
启用或禁用 Log 的本地压缩。
启用或禁用控制台日志打印。

API
getSDKVersion
setLogLevel
setLogDirPath
setLogCompressEnabled
setConsoleEnabled

TRTCCloudListener

腾讯云视频通话功能的事件回调接口。

错误事件和警告事件
API
onError
onWarning

描述
错误回调，表示 SDK 不可恢复的错误，一定要监听并分情况给用户适当的界面提示。
警告回调，用于告知您一些非严重性问题，例如出现卡顿或者可恢复的解码失败。

房间事件回调
描述
已加入房间的回调。
离开房间的事件回调。
切换角色的事件回调。
请求跨房通话（主播 PK）的结果回调。
结束跨房通话（主播 PK）的结果回调。
切换房间 (switchRoom) 的结果回调。

API
onEnterRoom
onExitRoom
onSwitchRole
onConnectOtherRoom
onDisConnectOtherRoom
onSwitchRoom

成员事件回调
API

描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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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onRemoteUserEnterRoom
onRemoteUserLeaveRoom
onUserVideoAvailable
onUserSubStreamAvailable
onUserAudioAvailable
onFirstVideoFrame
onFirstAudioFrame
onSendFirstLocalVideoFrame
onSendFirstLocalAudioFrame

描述
有用户加入当前房间。
有用户离开当前房间。
远端用户是否存在可播放的主路画面（一般用于摄像头）。
远端用户是否存在可播放的辅路画面（一般用于屏幕分享）。
远端用户是否存在可播放的音频数据。
开始渲染本地或远程用户的首帧画面。
开始播放远程用户的首帧音频（本地声音暂不通知）。
首帧本地视频数据已经被送出。
首帧本地音频数据已经被送出。

播放背景音乐的回调接口
播放背景音乐的回调接口。

描述
音乐播放开始的回调通知。
音乐播放进度的回调通知。
音乐播放结束的回调通知。

API
onMusicObserverStart
onMusicObserverPlayProgress
onMusicObserverComplete

统计和质量回调
API
onNetworkQuality
onStatistics

描述
网络质量，该回调每2秒触发一次，统计当前网络的上行和下行质量。
技术指标统计回调。

服务器事件回调
API

描述

onConnectionLost

SDK

跟服务器的连接断开。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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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描述

onTryToReconnect

SDK

onConnectionRecovery
onSpeedTest

尝试重新连接到服务器。
SDK 跟服务器的连接恢复。
服务器测速的回调，SDK 对多个服务器 IP 做测速，每个 IP 的测速结果通过这个回
调通知。

硬件设备事件回调
API
onCameraDidReady
onMicDidReady
onUserVoiceVolume

描述
摄像头准备就绪。
麦克风准备就绪。
用于提示音量大小的回调，包括每个 userId 的音量和远端总音量。

自定义消息的接收回调
描述
收到自定义消息回调。
自定义消息丢失回调。
收到 SEI 消息的回调。

API
onRecvCustomCmdMsg
onMissCustomCmdMsg
onRecvSEIMsg

CDN

旁路转推回调

API
onStartPublishing

onStopPublishing
onStartPublishCDNStream
onStopPublishCDNStream
onSetMixTranscodingConfig

描述
开始向腾讯云的直播 CDN 推流的回调，对应于 TRTCCloud 中的
startPublishing() 接口。
停止向腾讯云的直播 CDN 推流的回调，对应于 TRTCCloud 中的
stopPublishing() 接口。
启动旁路推流到 CDN 完成的回调。
停止旁路推流到 CDN 完成的回调。
设置云端的混流转码参数的回调，对应于 TRTCCloud 中的
setMixTranscodingConfig() 接口。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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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分享回调
API
onScreenCaptureStarted
onScreenCapturePaused
onScreenCaptureResumed
onScreenCaptureStoped

描述
当屏幕分享开始时，SDK 会通过此回调通知
当屏幕分享调用 pauseScreenCapture() 暂停时，SDK 会通过此回调通知。
当屏幕分享调用 resumeScreenCapture() 恢复时，SDK 会通过此回调通知。
当屏幕分享停止时，SDK 会通过此回调通知。

截图回调
描述
截图完成时回调。

API
onSnapshotComplete

关键类型定义
类名
TRTCCloudDef
TRTCParams
TRTCSwitchRoomConfig
TRTCVideoEncParam
TRTCNetworkQosParam
TRTCRenderParams
TRTCMixUser
TRTCTranscodingConfig
TXVoiceChangerType
TXVoiceReverbType
AudioMusicParam
TRTCAudioRecordingParams

描述
关键类型定义变量。
进房参数。
切换房间参数参数。
视频编码参数。
网络流控相关参数。
远端图像参数。
云端混流中每一路子画面的位置信息。
云端混流（转码）配置。
变声类型定义（萝莉、大叔、重金属、外国人等）。
变声类型定义（KTV、小房间、大会堂、低沉、洪亮等）。
音乐和人声设置接口参数。
录音参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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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名

描述

TRTCPublishCDNParam

CDN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转推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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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5 09:40:45

错误码表
基础错误码
符号

值

ERR_NULL

0

含义
无错误

进房相关错误码

在进房失败时会触发此类错误码，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EnterRoom() 和 TRTCCloudDelegate.OnError() 捕获相关通知。
符号
值
含义
ERR_ROOM_ENTER_FAIL
-3301
进入房间失败
进房参数为空，请检查
ERR_ENTER_ROOM_PARAM_NULL
-3316
TRTCCloud.enterRoom(): 接口调用是否
传入有效的 param
ERR_SDK_APPID_INVALID
-3317
进房参数 sdkAppId 错误
ERR_ROOM_ID_INVALID
-3318
进房参数 roomId 错误
ERR_USER_ID_INVALID
-3319
进房参数 userID 不正确
ERR_USER_SIG_INVALID
-3320
进房参数 userSig 不正确
ERR_ROOM_REQUEST_ENTER_ROOM_TIMEOUT
-3308
请求进房超时，请检查网络
权限位校验失败，请检查
ERR_SERVER_INFO_PRIVILEGE_FLAG_ERROR
-100006
privateMapKey 是否正确
服务不可用。请检查：套餐包剩余分钟
ERR_SERVER_INFO_SERVICE_SUSPENDED
-100013
数是否大于0，腾讯云账号是否欠费
userSig 校验失败，请检查 userSig 是否
ERR_SERVER_INFO_ECDH_GET_TINYID
-100018
正确
TRTCCloud.enterRoo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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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房相关错误码
TRTCCloud.exitRoom()

相关通知。
符号

在退房失败时会触发此类错误码，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Error() 捕获
值

ERR_ROOM_REQUEST_QUIT_ROOM_TIMEOUT

-3325

含义
请求退房超时

设备（摄像头、麦克风、扬声器）相关错误码

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Error() 捕获相关通知。
符号

值

ERR_CAMERA_START_FAIL

-1301

ERR_CAMERA_NOT_AUTHORIZED

-1314

ERR_CAMERA_SET_PARAM_FAIL

-1315

ERR_CAMERA_OCCUPY

-1316

ERR_MIC_START_FAIL

-1302

ERR_MIC_NOT_AUTHORIZED

-1317

ERR_MIC_SET_PARAM_FAIL

-1318

ERR_MIC_OCCUPY

-1319

ERR_MIC_STOP_FAIL

-1320

ERR_SPEAKER_START_FAIL

-1321

ERR_SPEAKER_SET_PARAM_FAIL

-1322

ERR_SPEAKER_STOP_FAIL

-1323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含义
打开摄像头失败，例如在 Windows 或 Mac 设备，摄像头的
配置程序（驱动程序）异常，禁用后重新启用设备，或者
重启机器，或者更新配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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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像头参数设置出错（参数不支持或其它）
摄像头正在被占用中，可尝试打开其他摄像头
打开麦克风失败，例如在 Windows 或 Mac 设备，麦克风的
配置程序（驱动程序）异常，禁用后重新启用设备，或者
重启机器，或者更新配置程序
麦克风设备未授权，通常在移动设备出现，可能是权限被
用户拒绝了
麦克风设置参数失败
麦克风正在被占用中，例如移动设备正在通话时，打开麦
克风会失败
停止麦克风失败
打开扬声器失败，例如在 Windows 或 Mac 设备，扬声器的
配置程序（驱动程序）异常，禁用后重新启用设备，或者
重启机器，或者更新配置程序
扬声器设置参数失败
停止扬声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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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分享相关错误码

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Error() 捕获相关通知。
符号

值

ERR_SCREEN_CAPTURE_START_FAIL

-1308

ERR_SCREEN_CAPTURE_UNSURPORT

-1309

ERR_SERVER_CENTER_NO_PRIVILEDGE_PUSH_SUB_VIDEO

-102015

ERR_SERVER_CENTER_ANOTHER_USER_PUSH_SUB_VIDEO

-102016

ERR_SCREEN_CAPTURE_STOPPED

-7001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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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
Windows 或 Mac 系统的设
备出现，请检查录屏接口
的参数是否符合要求
录屏失败，在 Android 平
台，需要5.0以上的系统，
在 iOS 平台，需要11.0以
上的系统
没有权限上行辅路
其他用户正在上行辅路
录屏被系统中止

编解码相关错误码

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Error() 捕获相关通知。
符号
值
含义
视频帧编码失败，例如 iOS 设备切换到其他应用时，硬
ERR_VIDEO_ENCODE_FAIL
-1303
编码器可能被系统释放，再切换回来时，硬编码器重启
前，可能会抛出
ERR_UNSUPPORTED_RESOLUTION
-1305
不支持的视频分辨率
音频帧编码失败，例如传入自定义音频数据，SDK 无法
ERR_AUDIO_ENCODE_FAIL
-1304
处理
ERR_UNSUPPORTED_SAMPLERATE
-1306
不支持的音频采样率

自定义采集相关错误码

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Error() 捕获相关通知。
符号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值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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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值

ERR_PIXEL_FORMAT_UNSUPPORTED

-1327

ERR_BUFFER_TYPE_UNSUPPORTED

-1328

CDN

含义
设置的 pixel format 不支持
设置的 buffer type 不支持

绑定和混流相关错误码

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StartPublishing() 和 TRTCCloudDelegate.onSetMixTranscodingConfig()
捕获相关通知。
符号
值
含义
ERR_PUBLISH_CDN_STREAM_REQUEST_TIME_OUT
-3321
旁路转推请求超时
ERR_CLOUD_MIX_TRANSCODING_REQUEST_TIME_OUT
-3322
云端混流请求超时
ERR_PUBLISH_CDN_STREAM_SERVER_FAILED
-3323
旁路转推回包异常
ERR_CLOUD_MIX_TRANSCODING_SERVER_FAILED
-3324
云端混流回包异常
开始向腾讯云的直播 CDN 推流信
ERR_ROOM_REQUEST_START_PUBLISHING_TIMEOUT
-3333
令超时
开始向腾讯云的直播 CDN 推流信
ERR_ROOM_REQUEST_START_PUBLISHING_ERROR
-3334
令异常
停止向腾讯云的直播 CDN 推流信
ERR_ROOM_REQUEST_STOP_PUBLISHING_TIMEOUT
-3335
令超时
停止向腾讯云的直播 CDN 推流信
ERR_ROOM_REQUEST_STOP_PUBLISHING_ERROR
-3336
令异常

跨房连麦相关错误码

在跨房失败时会触发此类错误码，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ConnectOtherRoom() 捕获相关通知。
符号
值
TRTCCloud.ConnectOtherRoom()

ERR_ROOM_REQUEST_CONN_ROOM_TIMEOUT

-3326

ERR_ROOM_REQUEST_DISCONN_ROOM_TIMEOUT

-3327

ERR_ROOM_REQUEST_CONN_ROOM_INVALID_PARAM

-3328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含义
请求连麦超时
请求退出连麦超
时
无效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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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值

ERR_CONNECT_OTHER_ROOM_AS_AUDIENCE

-3330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NOT_SUPPORT

-102031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REACH_MAX_NUM

-102032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REACH_MAX_RETRY_TIMES

-102033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REQ_TIMEOUT

-102034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REQ

-102035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NO_SIG

-102036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DECRYPT_SIG

-102037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NO_KEY

-102038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PARSE_SIG

-102039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INVALID_SIG_TIME

-102040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SIG_GROUPID

-102041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NOT_CONNED

-102042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USER_NOT_CONNED

-102043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含义
当前是观众角
色，不能请求或
断开跨房连麦，
需要先
switchRole() 到主
播
不支持跨房间连
麦
达到跨房间连麦
上限
跨房间连麦重试
次数耗尽
跨房间连麦请求
超时
跨房间连麦请求
格式错误
跨房间连麦无签
名
跨房间连麦签名
解密失败
未找到跨房间连
麦签名解密密钥
跨房间连麦签名
解析错误
跨房间连麦签名
时间戳错误
跨房间连麦签名
内房间号不匹配
跨房间连麦签名
内用户名不匹配
本用户未发起连
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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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值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FAILED

-102044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CANCEL_FAILED

-102045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CONNED_ROOM_NOT_EXIST

-102046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CONNED_REACH_MAX_ROOM

-102047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CONNED_USER_NOT_EXIST

-102048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CONNED_USER_DELETED

-102049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CONNED_USER_FULL

-102050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INVALID_SEQ

-102051

含义
跨房间连麦失败
取消跨房间连麦
失败
被连麦房间不存
在
被连麦房间达到
连麦上限
被连麦用户不存
在
被连麦用户已被
删除
被连麦用户达到
资源上限
连麦请求序号错
乱

警告码表
警告码无需特别关注，您可以按需选择是否对当前用户进行相应的提示。
符号

值

WARNING_HW_ENCODER_START_FAIL

1103

WARNING_VIDEO_ENCODER_SW_TO_HW

1107

WARNING_INSUFFICIENT_CAPTURE_FPS

1108

WARNING_SW_ENCODER_START_FAIL

1109

WARNING_REDUCE_CAPTURE_RESOLUTION

1110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含义
硬编码启动出现问题，自动切换到软
编码
当前 CPU 使用率太高，无法满足软
件编码需求，自动切换到硬件编码
摄像头采集帧率不足，部分自带美颜
算法的 Android 手机上会出现
软编码启动失败
摄像头采集分辨率被降低，以满足当
前帧率和性能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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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值

WARNING_CAMERA_DEVICE_EMPTY

1111

WARNING_CAMERA_NOT_AUTHORIZED

1112

WARNING_MICROPHONE_DEVICE_EMPTY

1201

WARNING_SPEAKER_DEVICE_EMPTY

1202

WARNING_MICROPHONE_NOT_AUTHORIZED

1203

WARNING_MICROPHONE_DEVICE_ABNORMAL

1204

WARNING_SPEAKER_DEVICE_ABNORMAL

1205

WARNING_VIDEO_FRAME_DECODE_FAIL

2101

WARNING_AUDIO_FRAME_DECODE_FAIL

2102

WARNING_VIDEO_PLAY_LAG

2105

WARNING_HW_DECODER_START_FAIL

2106

WARNING_VIDEO_DECODER_HW_TO_SW

2108

WARNING_SW_DECODER_START_FAIL

2109

WARNING_VIDEO_RENDER_FAIL

2110

WARNING_START_CAPTURE_IGNORED

4000

WARNING_AUDIO_RECORDING_WRITE_FAIL

7001

WARNING_ROOM_DISCONNECT

5101

WARNING_IGNORE_UPSTREAM_FOR_AUDIENCE

6001

WARNING_NET_BUSY

1101

WARNING_RTMP_SERVER_RECONNECT

1102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含义
没有检测到可用的摄像头设备
用户未授权当前应用使用摄像头
没有检测到可用的麦克风设备
没有检测到可用的扬声器设备
用户未授权当前应用使用麦克风
音频采集设备不可用（例如被占用）
音频播放设备不可用（例如被占用）
当前视频帧解码失败
当前音频帧解码失败
当前视频播放出现卡顿
硬解启动失败，采用软解码
当前流硬解第一个 I 帧失败，SDK 自
动切软解
软解码器启动失败
视频渲染失败
已经在采集，启动采集被忽略
音频录制写入文件失败
网络断开连接
当前是观众角色，忽略上行音视频数
据
网络状况不佳：上行带宽太小，上传
数据受阻
直播推流，网络断连, 已启动自动重
连（自动重连连续失败超过三次会放
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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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值

WARNING_LIVE_STREAM_SERVER_RECONNECT

2103

WARNING_RECV_DATA_LAG

2104

WARNING_RTMP_DNS_FAIL

3001

WARNING_RTMP_SEVER_CONN_FAIL

3002

WARNING_RTMP_SHAKE_FAIL

3003

WARNING_RTMP_SERVER_BREAK_CONNECT

3004

WARNING_RTMP_READ_WRITE_FAIL

3005

WARNING_RTMP_WRITE_FAIL

3006

WARNING_RTMP_READ_FAIL

3007

WARNING_RTMP_NO_DATA

3008

WARNING_PLAY_LIVE_STREAM_INFO_CONNECT_FAIL

3009

WARNING_NO_STEAM_SOURCE_FAIL

3010

WARNING_ROOM_RECONNECT

5102

WARNING_ROOM_NET_BUSY

5103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含义
直播拉流，网络断连, 已启动自动重
连（自动重连连续失败超过三次会放
弃）
网络来包不稳：可能是下行带宽不
足，或由于主播端出流不均匀
直播，DNS 解析失败
直播，服务器连接失败
直播，与 RTMP 服务器握手失败
直播，服务器主动断开
直播，RTMP 读/写失败，将会断开
连接
直播，RTMP 写失败（SDK 内部错
误码，不会对外抛出）
直播，RTMP 读失败（SDK 内部错
误码，不会对外抛出）
直播，超过30s 没有数据发送，主动
断开连接
直播，connect 服务器调用失败
（SDK 内部错误码，不会对外抛出）
直播，连接失败，该流地址无视频
（SDK 内部错误码，不会对外抛出）
网络断连，已启动自动重连
网络状况不佳：上行带宽太小，上传
数据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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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y
API

概览

最近更新时间：2021-06-15 19:46:51

概览

TRTC Unity Api

基础方法

描述
创建 TRTCCloud 单例。
释放 ITRTCCloud 单例对象。
设置回调接口 TRTCCloudCallback。
移除事件回调。

API
getTRTCShareInstance
destroyTRTCShareInstance
addCallback
removeCallback

房间相关接口函数
API
enterRoom
exitRoom
switchRole
setDefaultStreamRecvMode
connectOtherRoom
disconnectOtherRoom
switchRoom

CDN

描述
进入房间，若房间不存在，系统将自动创建一个新房间。
离开房间。
切换角色，仅适用于直播场景（TRTC_APP_SCENE_LIVE 和
TRTC_APP_SCENE_VOICE_CHATROOM）。
设置音视频数据接收模式，需要在进房前设置才能生效。
请求跨房通话（主播 PK）。
退出跨房通话。
切换房间。

相关接口函数

API
startPublishing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开始向腾讯云的直播 CDN 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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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停止向腾讯云的直播 CDN 推流。
开始向友商云的直播 CDN 转推。
停止向非腾讯云地址转推。
设置云端的混流转码参数。

API
stopPublishing
startPublishCDNStream
stopPublishCDNStream
setMixTranscodingConfig

视频相关接口函数
API
startLocalPreview
stopLocalPreview
muteLocalVideo
startRemoteView
stopRemoteView
stopAllRemoteView
muteRemoteVideoStream
muteAllRemoteVideoStreams
setVideoEncoderParam
setNetworkQosParam
setVideoEncoderMirror

描述
开启本地视频的预览画面，目前仅支持自定义渲染。
停止本地视频采集及预览。
暂停/恢复推送本地的视频数据。
开始拉取并显示指定用户的远端画面，目前仅支持自定义渲染。
停止显示远端视频画面，同时不再拉取该远端用户的视频数据流。
停止显示所有远端视频画面，同时不再拉取远端用户的视频数据流。
暂停/恢复接收指定的远端视频流。
暂停/恢复接收所有远端视频流。
设置视频编码器相关参数。
设置网络流控相关参数。
设置编码器输出的画面镜像模式。

音频相关接口函数
API
startLocalAudio
stopLocalAudio
muteLocalAudio
muteRemoteAudio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开启本地音频的采集和上行。
关闭本地音频的采集和上行。
静音/取消静音本地的音频。
静音/取消静音指定的远端用户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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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静音/取消静音所有用户的声音。
设置某个远程用户的播放音量。
设置 SDK 采集音量。
获取 SDK 采集音量。
设置 SDK 播放音量。
获取 SDK 播放音量。
启用音量大小提示。
开始录音。
停止录音。

API
muteAllRemoteAudio
setRemoteAudioVolume
setAudioCaptureVolume
getAudioCaptureVolume
setAudioPlayoutVolume
getAudioPlayoutVolume
enableAudioVolumeEvaluation
startAudioRecording
stopAudioRecording

设备管理接口
描述
获取设备管理模块。接口详情请参见 设备管理详细接口。

API
getDeviceManager

音乐特效和人声特效
API
getAudioEffectManager

描述
获取音效管理类 TXAudioEffectManager，用于管理BGM，短音效和人声特效。接口
详情见 音效管理详细接口。

自定义视频渲染
API
setLocalVideoRenderCallback
setRemoteVideoRenderCallback

描述
设置本地视频自定义渲染。
设置远端视频自定义渲染。

自定义消息发送
API

描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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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将小数据量的自定义数据嵌入视频帧中。

API
sendSEIMsg

网络测试
描述
开始进行网络测速（视频通话期间请勿测试，以免影响通话质量）。
停止服务器测速。

API
startSpeedTest
stopSpeedTest

Log

相关接口函数

API
getSDKVersion
setLogLevel
setLogDirPath
setLogCompressEnabled
callExperimentalAPI

描述
获取 SDK 版本信息。
设置 Log 输出级别。
修改日志保存路径。
启用或禁用 Log 的本地压缩。
启用或禁用 Log 的本地压缩。

ITRTCCloudCallback

腾讯云音频通话功能的事件回调接口。

错误事件和警告事件
API
onError
onWarning

描述
错误回调，表示 SDK 不可恢复的错误，一定要监听并分情况给用户适当的界面提示。
警告回调，用于告知您一些非严重性问题，例如出现卡顿或者可恢复的解码失败。

房间事件回调
API
onEnterRoo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已加入房间的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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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离开房间的事件回调。
切换角色的事件回调。
请求跨房通话（主播 PK）的结果回调。
结束跨房通话（主播 PK）的结果回调。
切换房间 (switchRoom) 的结果回调。

API
onExitRoom
onSwitchRole
onConnectOtherRoom
onDisConnectOtherRoom
onSwitchRoom

成员事件回调
描述
有用户加入当前房间。
有用户离开当前房间。
用户是否开启摄像头视频。
远端用户是否存在可播放的音频数据。
开始渲染本地或远程用户的首帧画面。
开始播放远程用户的首帧音频（本地声音暂不通知）。
首帧本地视频数据已经被送出。
首帧本地音频数据已经被送出。

API
onRemoteUserEnterRoom
onRemoteUserLeaveRoom
onUserVideoAvailable
onUserAudioAvailable
onFirstVideoFrame
onFirstAudioFrame
onSendFirstLocalVideoFrame
onSendFirstLocalAudioFrame

统计和质量回调
API
onNetworkQuality
onStatistics

描述
网络质量，该回调每2秒触发一次，统计当前网络的上行和下行质量。
技术指标统计回调。

服务器事件回调
API

描述

onConnectionLost

SDK

跟服务器的连接断开。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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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描述

onTryToReconnect

SDK

onConnectionRecovery
onSpeedTest

尝试重新连接到服务器。
SDK 跟服务器的连接恢复。
服务器测速的回调，SDK 对多个服务器 IP 做测速，每个 IP 的测速结果通过这个回
调通知。

硬件设备事件回调
API
onCameraDidReady
onMicDidReady
onUserVoiceVolume
onDeviceChange

描述
摄像头准备就绪。
麦克风准备就绪。
用于提示音量大小的回调，包括每个 userId 的音量和远端总音量。
本地设备通断回调。

自定义消息的接收回调
描述
收到 SEI 消息的回调。

API
onRecvSEIMsg

CDN

旁路转推回调

API
onStartPublishing

onStopPublishing
onStartPublishCDNStream
onStopPublishCDNStream
onSetMixTranscodingConfig

描述
开始向腾讯云的直播 CDN 推流的回调，对应于 TRTCCloud 中的
startPublishing() 接口。
停止向腾讯云的直播 CDN 推流的回调，对应于 TRTCCloud 中的
stopPublishing() 接口。
启动旁路推流到 CDN 完成的回调。
停止旁路推流到 CDN 完成的回调。
设置云端的混流转码参数的回调，对应于 TRTCCloud 中的
setMixTranscodingConfig() 接口。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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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类型定义
类名
TRTCParams
TRTCVideoEncParam
TRTCTranscodingConfig
TRTCSwitchRoomConfig
TRTCNetworkQosParam
TXVoiceReverbType
AudioMusicParam
TRTCAudioRecordingParams

描述
进房参数。
视频编码参数。
云端混流（转码）配置。
切换房间参数参数。
网络流控相关参数。
混响类型定义（KTV、小房间、大会堂、低沉、洪亮...）。
音乐和人声设置接口参数。
录音参数。

设备管理详细接口
API
isFrontCamera
switchCamera
getCameraZoomMaxRatio
setCameraZoomRatio
isAutoFocusEnabled
enableCameraAutoFocus
setCameraFocusPosition
enableCameraTorch
setSystemVolumeType
setAudioRout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判断当前是否为前置摄像头。
切换摄像头。
查询当前摄像头支持的最大缩放比例。
设置当前摄像头的缩放比例。
查询是否支持自动识别人脸位置。
设置人脸自动识别。
设置摄像头焦点。
开关闪光灯。
设置通话时使用的系统音量类型。
设置音频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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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特效和人声特效详细接口
API
setVoiceReverbType
setMusicObserver
startPlayMusic
stopPlayMusic
pausePlayMusic
resumePlayMusic
setMusicPublishVolume

setMusicPlayoutVolume
setAllMusicVolume
setMusicPitch
setMusicSpeedRate
getMusicCurrentPosInMS
seekMusicToPosInMS
getMusicDurationInMS

描述
设置人声的混响效果（KTV、小房间、大会堂、低沉、洪亮...）。
设置背景音乐的播放进度回调接口。
开始播放背景音乐。
停止播放背景音乐。
暂停播放背景音乐。
恢复播放背景音乐。
设置背景音乐的远端音量大小，即主播可以通过此接口设置远端观众能听到的背
景音乐的音量大小。
设置背景音乐的本地音量大小，即主播可以通过此接口设置主播自己本地的背景
音乐的音量大小。
设置全局背景音乐的本地和远端音量的大小。
调整背景音乐的音调高低。
调整背景音乐的变速效果。
获取背景音乐当前的播放进度（单位：毫秒）
设置背景音乐的播放进度（单位：毫秒）
获取景音乐文件的总时长（单位：毫秒）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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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最近更新时间：2022-05-19 10:26:58

错误码表
基础错误码
符号

值

ERR_NULL

0

含义
无错误

进房相关错误码

在进房失败时会触发此类错误码，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EnterRoom() 和 TRTCCloudDelegate.OnError() 捕获相关通知。
符号
值
含义
ERR_ROOM_ENTER_FAIL
-3301
进入房间失败
进房参数为空，请检查
ERR_ENTER_ROOM_PARAM_NULL
-3316
TRTCCloud.enterRoom(): 接口调用是否
传入有效的 param
ERR_SDK_APPID_INVALID
-3317
进房参数 sdkAppId 错误
ERR_ROOM_ID_INVALID
-3318
进房参数 roomId 错误
ERR_USER_ID_INVALID
-3319
进房参数 userID 不正确
ERR_USER_SIG_INVALID
-3320
进房参数 userSig 不正确
ERR_ROOM_REQUEST_ENTER_ROOM_TIMEOUT
-3308
请求进房超时，请检查网络
服务不可用。请检查：套餐包剩余分钟
ERR_SERVER_INFO_SERVICE_SUSPENDED
-100013
数是否大于0，腾讯云账号是否欠费
TRTCCloud.enterRoom()

退房相关错误码
TRTCCloud.exitRoom()

相关通知。
符号

在退房失败时会触发此类错误码，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Error() 捕获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值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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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值

ERR_ROOM_REQUEST_QUIT_ROOM_TIMEOUT

-3325

含义
请求退房超时

设备（摄像头、麦克风、扬声器）相关错误码

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Error() 捕获相关通知。
符号
值
含义
打开摄像头失败，例如在 Windows 或 Mac 设备，摄像头的
ERR_CAMERA_START_FAIL
-1301
配置程序（驱动程序）异常，禁用后重新启用设备，或者
重启机器，或者更新配置程序
摄像头设备未授权，通常在移动设备出现，可能是权限被
ERR_CAMERA_NOT_AUTHORIZED
-1314
用户拒绝了
ERR_CAMERA_SET_PARAM_FAIL
-1315
摄像头参数设置出错（参数不支持或其它）
ERR_CAMERA_OCCUPY
-1316
摄像头正在被占用中，可尝试打开其他摄像头
打开麦克风失败，例如在 Windows 或 Mac 设备，麦克风的
ERR_MIC_START_FAIL
-1302
配置程序（驱动程序）异常，禁用后重新启用设备，或者
重启机器，或者更新配置程序
麦克风设备未授权，通常在移动设备出现，可能是权限被
ERR_MIC_NOT_AUTHORIZED
-1317
用户拒绝了
ERR_MIC_SET_PARAM_FAIL
-1318
麦克风设置参数失败
麦克风正在被占用中，例如移动设备正在通话时，打开麦
ERR_MIC_OCCUPY
-1319
克风会失败
ERR_MIC_STOP_FAIL
-1320
停止麦克风失败
打开扬声器失败，例如在 Windows 或 Mac 设备，扬声器的
ERR_SPEAKER_START_FAIL
-1321
配置程序（驱动程序）异常，禁用后重新启用设备，或者
重启机器，或者更新配置程序
ERR_SPEAKER_SET_PARAM_FAIL
-1322
扬声器设置参数失败
ERR_SPEAKER_STOP_FAIL
-1323
停止扬声器失败

屏幕分享相关错误码

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Error() 捕获相关通知。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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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值

ERR_SCREEN_CAPTURE_START_FAIL

-1308

ERR_SCREEN_CAPTURE_UNSURPORT

-1309

ERR_SERVER_CENTER_NO_PRIVILEDGE_PUSH_SUB_VIDEO

-102015

ERR_SERVER_CENTER_ANOTHER_USER_PUSH_SUB_VIDEO

-102016

ERR_SCREEN_CAPTURE_STOPPED

-7001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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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
Windows 或 Mac 系统的设
备出现，请检查录屏接口
的参数是否符合要求
录屏失败，在 Android 平
台，需要5.0以上的系统，
在 iOS 平台，需要11.0以
上的系统
没有权限上行辅路
其他用户正在上行辅路
录屏被系统中止

编解码相关错误码

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Error() 捕获相关通知。
符号
值
含义
视频帧编码失败，例如 iOS 设备切换到其他应用时，硬
ERR_VIDEO_ENCODE_FAIL
-1303
编码器可能被系统释放，再切换回来时，硬编码器重启
前，可能会抛出
ERR_UNSUPPORTED_RESOLUTION
-1305
不支持的视频分辨率
音频帧编码失败，例如传入自定义音频数据，SDK 无法
ERR_AUDIO_ENCODE_FAIL
-1304
处理
ERR_UNSUPPORTED_SAMPLERATE
-1306
不支持的音频采样率

自定义采集相关错误码

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Error() 捕获相关通知。
符号

值

ERR_PIXEL_FORMAT_UNSUPPORTED

-1327

ERR_BUFFER_TYPE_UNSUPPORTED

-1328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含义
设置的 pixel format 不支持
设置的 buffer type 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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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N

绑定和混流相关错误码

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StartPublishing() 和 TRTCCloudDelegate.onSetMixTranscodingConfig()
捕获相关通知。
符号
值
含义
ERR_PUBLISH_CDN_STREAM_REQUEST_TIME_OUT
-3321
旁路转推请求超时
ERR_CLOUD_MIX_TRANSCODING_REQUEST_TIME_OUT
-3322
云端混流请求超时
ERR_PUBLISH_CDN_STREAM_SERVER_FAILED
-3323
旁路转推回包异常
ERR_CLOUD_MIX_TRANSCODING_SERVER_FAILED
-3324
云端混流回包异常
开始向腾讯云的直播 CDN 推流信
ERR_ROOM_REQUEST_START_PUBLISHING_TIMEOUT
-3333
令超时
开始向腾讯云的直播 CDN 推流信
ERR_ROOM_REQUEST_START_PUBLISHING_ERROR
-3334
令异常
停止向腾讯云的直播 CDN 推流信
ERR_ROOM_REQUEST_STOP_PUBLISHING_TIMEOUT
-3335
令超时
停止向腾讯云的直播 CDN 推流信
ERR_ROOM_REQUEST_STOP_PUBLISHING_ERROR
-3336
令异常

跨房连麦相关错误码

在跨房失败时会触发此类错误码，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ConnectOtherRoom() 捕获相关通知。
符号
值
TRTCCloud.ConnectOtherRoom()

ERR_ROOM_REQUEST_CONN_ROOM_TIMEOUT

-3326

ERR_ROOM_REQUEST_DISCONN_ROOM_TIMEOUT

-3327

ERR_ROOM_REQUEST_CONN_ROOM_INVALID_PARAM

-3328

ERR_CONNECT_OTHER_ROOM_AS_AUDIENCE

-3330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含义
请求连麦超时
请求退出连麦超
时
无效参数
当前是观众角
色，不能请求或
断开跨房连麦，
需要先
switchRole() 到主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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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值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NOT_SUPPORT

-102031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REACH_MAX_NUM

-102032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REACH_MAX_RETRY_TIMES

-102033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REQ_TIMEOUT

-102034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REQ

-102035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NO_SIG

-102036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DECRYPT_SIG

-102037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NO_KEY

-102038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PARSE_SIG

-102039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INVALID_SIG_TIME

-102040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SIG_GROUPID

-102041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NOT_CONNED

-102042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USER_NOT_CONNED

-102043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FAILED

-102044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CANCEL_FAILED

-102045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CONNED_ROOM_NOT_EXIST

-102046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含义
不支持跨房间连
麦
达到跨房间连麦
上限
跨房间连麦重试
次数耗尽
跨房间连麦请求
超时
跨房间连麦请求
格式错误
跨房间连麦无签
名
跨房间连麦签名
解密失败
未找到跨房间连
麦签名解密密钥
跨房间连麦签名
解析错误
跨房间连麦签名
时间戳错误
跨房间连麦签名
内房间号不匹配
跨房间连麦签名
内用户名不匹配
本用户未发起连
麦
跨房间连麦失败
取消跨房间连麦
失败
被连麦房间不存
在
第145 共163页

实时音视频

符号

值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CONNED_REACH_MAX_ROOM

-102047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CONNED_USER_NOT_EXIST

-102048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CONNED_USER_DELETED

-102049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CONNED_USER_FULL

-102050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INVALID_SEQ

-102051

含义
被连麦房间达到
连麦上限
被连麦用户不存
在
被连麦用户已被
删除
被连麦用户达到
资源上限
连麦请求序号错
乱

警告码表
警告码无需特别关注，您可以按需选择是否对当前用户进行相应的提示。
符号
值
含义
硬编码启动出现问题，自动切换到软
WARNING_HW_ENCODER_START_FAIL
1103
编码
当前 CPU 使用率太高，无法满足软
WARNING_VIDEO_ENCODER_SW_TO_HW
1107
件编码需求，自动切换到硬件编码
摄像头采集帧率不足，部分自带美颜
WARNING_INSUFFICIENT_CAPTURE_FPS
1108
算法的 Android 手机上会出现
WARNING_SW_ENCODER_START_FAIL
1109
软编码启动失败
摄像头采集分辨率被降低，以满足当
WARNING_REDUCE_CAPTURE_RESOLUTION
1110
前帧率和性能最优解。
WARNING_CAMERA_DEVICE_EMPTY
1111
没有检测到可用的摄像头设备
WARNING_CAMERA_NOT_AUTHORIZED
1112
用户未授权当前应用使用摄像头
WARNING_MICROPHONE_DEVICE_EMPTY
1201
没有检测到可用的麦克风设备
WARNING_SPEAKER_DEVICE_EMPTY
1202
没有检测到可用的扬声器设备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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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值

WARNING_MICROPHONE_NOT_AUTHORIZED

1203

WARNING_MICROPHONE_DEVICE_ABNORMAL

1204

WARNING_SPEAKER_DEVICE_ABNORMAL

1205

WARNING_VIDEO_FRAME_DECODE_FAIL

2101

WARNING_AUDIO_FRAME_DECODE_FAIL

2102

WARNING_VIDEO_PLAY_LAG

2105

WARNING_HW_DECODER_START_FAIL

2106

WARNING_VIDEO_DECODER_HW_TO_SW

2108

WARNING_SW_DECODER_START_FAIL

2109

WARNING_VIDEO_RENDER_FAIL

2110

WARNING_START_CAPTURE_IGNORED

4000

WARNING_AUDIO_RECORDING_WRITE_FAIL

7001

WARNING_ROOM_DISCONNECT

5101

WARNING_IGNORE_UPSTREAM_FOR_AUDIENCE

6001

WARNING_NET_BUSY

1101

WARNING_RTMP_SERVER_RECONNECT

1102

WARNING_LIVE_STREAM_SERVER_RECONNECT

2103

WARNING_RECV_DATA_LAG

2104

WARNING_RTMP_DNS_FAIL

3001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含义
用户未授权当前应用使用麦克风
音频采集设备不可用（例如被占用）
音频播放设备不可用（例如被占用）
当前视频帧解码失败
当前音频帧解码失败
当前视频播放出现卡顿
硬解启动失败，采用软解码
当前流硬解第一个 I 帧失败，SDK 自
动切软解
软解码器启动失败
视频渲染失败
已经在采集，启动采集被忽略
音频录制写入文件失败
网络断开连接
当前是观众角色，忽略上行音视频数
据
网络状况不佳：上行带宽太小，上传
数据受阻
直播推流，网络断连, 已启动自动重
连（自动重连连续失败超过三次会放
弃）
直播拉流，网络断连, 已启动自动重
连（自动重连连续失败超过三次会放
弃）
网络来包不稳：可能是下行带宽不
足，或由于主播端出流不均匀
直播，DNS 解析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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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值

WARNING_RTMP_SEVER_CONN_FAIL

3002

WARNING_RTMP_SHAKE_FAIL

3003

WARNING_RTMP_SERVER_BREAK_CONNECT

3004

WARNING_RTMP_READ_WRITE_FAIL

3005

WARNING_RTMP_WRITE_FAIL

3006

WARNING_RTMP_READ_FAIL

3007

WARNING_RTMP_NO_DATA

3008

WARNING_PLAY_LIVE_STREAM_INFO_CONNECT_FAIL

3009

WARNING_NO_STEAM_SOURCE_FAIL

3010

WARNING_ROOM_RECONNECT

5102

WARNING_ROOM_NET_BUSY

5103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含义
直播，服务器连接失败
直播，与 RTMP 服务器握手失败
直播，服务器主动断开
直播，RTMP 读/写失败，将会断开
连接
直播，RTMP 写失败（SDK 内部错
误码，不会对外抛出）
直播，RTMP 读失败（SDK 内部错
误码，不会对外抛出）
直播，超过30s 没有数据发送，主动
断开连接
直播，connect 服务器调用失败
（SDK 内部错误码，不会对外抛出）
直播，连接失败，该流地址无视频
（SDK 内部错误码，不会对外抛出）
网络断连，已启动自动重连
网络状况不佳：上行带宽太小，上传
数据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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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t Native
API

概览

最近更新时间：2022-02-23 10:21:33
TRTCCloud

基础方法
描述
创建 TRTCCloud 单例。
销毁 TRTCCloud单例。
设置事件监听。
移除事件监听。

API
sharedInstance
destroySharedInstance
registerListener
unRegisterListener

房间相关接口函数
API
enterRoom
exitRoom
switchRole
setDefaultStreamRecvMode
connectOtherRoom
disconnectOtherRoom
switchRoom

CDN

描述
进入房间，若房间不存在，系统将自动创建一个新房间。
离开房间。
切换角色，仅适用于直播场景（TRTC_APP_SCENE_LIVE 和
TRTC_APP_SCENE_VOICE_CHATROOM）。
设置音视频数据接收模式，需要在进房前设置才能生效。
请求跨房通话（主播 PK）。
退出跨房通话。
切换房间。

相关接口函数

API
startPublishing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开始向腾讯云的直播 CDN 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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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停止向腾讯云的直播 CDN 推流。
开始向友商云的直播 CDN 转推。
停止向非腾讯云地址转推。
设置云端的混流转码参数。

API
stopPublishing
startPublishCDNStream
stopPublishCDNStream
setMixTranscodingConfig

视频相关接口函数
API
muteLocalVideo
startRemoteView
stopRemoteView
muteRemoteVideoStream
muteAllRemoteVideoStreams
setVideoEncoderParam
setNetworkQosParam
setVideoEncoderRotation
setVideoEncoderMirror
setGSensorMode
setVideoMuteImage

描述
暂停/恢复推送本地的视频数据。
开始显示远端视频画面。
停止显示远端视频画面，同时不再拉取该远端用户的视频数据流。
暂停/恢复接收指定的远端视频流。
暂停/恢复接收所有远端视频流。
设置视频编码器相关参数。
设置网络流控相关参数。
设置视频编码输出的画面方向，即设置远端用户观看到的和服务器录制的画面
方向。
设置编码器输出的画面镜像模式。
设置重力感应的适应模式。
设置暂停推送本地视频时要推送的图片。

音频相关接口函数
API
startLocalAudio
stopLocalAudio
muteLocalAudio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开启本地音频的采集和上行。
关闭本地音频的采集和上行。
静音/取消静音本地的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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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设置音频路由。
静音/取消静音指定的远端用户的声音。
静音/取消静音所有用户的声音。
设置 SDK 采集音量。
获取 SDK 采集音量。
设置 SDK 播放音量。
获取 SDK 播放音量。
启用音量大小提示。
开始录音。
停止录音。

API
setAudioRoute
muteRemoteAudio
muteAllRemoteAudio
setAudioCaptureVolume
getAudioCaptureVolume
setAudioPlayoutVolume
getAudioPlayoutVolume
enableAudioVolumeEvaluation
startAudioRecording
stopAudioRecording

设备管理接口
API
getDeviceManager

描述
获取设备管理模块，接口详情见 设备管理接口 文档。

美颜滤镜相关接口函数
API
getBeautyManager
setWatermark

描述
获取美颜管理对象，接口详情见 美颜管理 文档。
添加水印。

音乐特效和人声特效
API
getAudioEffectManager

描述
获取音效管理类 TXAudioEffectManager，用于管理 BGM，短音效和人声特效，接
口详情见 音效管理 文档。

网络测试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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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开始进行网络测速（视频通话期间请勿测试，以免影响通话质量）。
停止服务器测速。

API
startSpeedTest
stopSpeedTest

Log

相关接口函数

API
getSDKVersion
setLogLevel
setLogDirPath
setLogCompressEnabled
setConsoleEnabled

描述
获取 SDK 版本信息。
设置 Log 输出级别。
修改日志保存路径。
启用或禁用 Log 的本地压缩。
启用或禁用控制台日志打印。

TRTCCloudListener

腾讯云视频通话功能的事件回调接口。

错误事件和警告事件
API
onError
onWarning

描述
错误回调，表示 SDK 不可恢复的错误，一定要监听并分情况给用户适当的界面提示。
警告回调，用于告知您一些非严重性问题，例如出现卡顿或者可恢复的解码失败。

房间事件回调
API
onEnterRoom
onExitRoom
onSwitchRole
onConnectOtherRoo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已加入房间的回调。
离开房间的事件回调。
切换角色的事件回调。
请求跨房通话（主播 PK）的结果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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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结束跨房通话（主播 PK）的结果回调。
切换房间 (switchRoom) 的结果回调。

API
onDisConnectOtherRoom
onSwitchRoom

成员事件回调
API
onRemoteUserEnterRoom
onRemoteUserLeaveRoom
onUserVideoAvailable
onUserSubStreamAvailable
onUserAudioAvailable
onFirstVideoFrame
onFirstAudioFrame
onSendFirstLocalVideoFrame
onSendFirstLocalAudioFrame

描述
有用户加入当前房间。
有用户离开当前房间。
远端用户是否存在可播放的主路画面（一般用于摄像头）。
远端用户是否存在可播放的辅路画面（一般用于屏幕分享）。
远端用户是否存在可播放的音频数据。
开始渲染本地或远程用户的首帧画面。
开始播放远程用户的首帧音频（本地声音暂不通知）。
首帧本地视频数据已经被送出。
首帧本地音频数据已经被送出。

播放背景音乐的回调接口
播放背景音乐的回调接口。
API
onMusicObserverStart
onMusicObserverPlayProgress
onMusicObserverComplete

描述
音乐播放开始的回调通知。
音乐播放进度的回调通知。
音乐播放结束的回调通知。

统计和质量回调
API
onNetworkQuality

描述
网络质量，该回调每2秒触发一次，统计当前网络的上行和下行质量。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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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onStatistics

描述
技术指标统计回调。

服务器事件回调
API

描述

onConnectionLost

SDK

onTryToReconnect
onConnectionRecovery
onSpeedTest

跟服务器的连接断开。
SDK 尝试重新连接到服务器。
SDK 跟服务器的连接恢复。
服务器测速的回调，SDK 对多个服务器 IP 做测速，每个 IP 的测速结果通过这个回
调通知。

硬件设备事件回调
API
onCameraDidReady
onMicDidReady
onUserVoiceVolume

CDN

描述
摄像头准备就绪。
麦克风准备就绪。
用于提示音量大小的回调，包括每个 userId 的音量和远端总音量。

旁路转推回调

API
onStartPublishing

onStopPublishing
onStartPublishCDNStream
onStopPublishCDNStream
onSetMixTranscodingConfig

描述
开始向腾讯云的直播 CDN 推流的回调，对应于 TRTCCloud 中的
startPublishing() 接口。
停止向腾讯云的直播 CDN 推流的回调，对应于 TRTCCloud 中的
stopPublishing() 接口。
启动旁路推流到 CDN 完成的回调。
停止旁路推流到 CDN 完成的回调。
设置云端的混流转码参数的回调，对应于 TRTCCloud 中的
setMixTranscodingConfig() 接口。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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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类型定义
类名
TRTCCloudDef
TRTCParams
TRTCSwitchRoomConfig
TRTCVideoEncParam
TRTCNetworkQosParam
TRTCRenderParams
TRTCMixUser
TRTCTranscodingConfig
TXVoiceChangerType
TXVoiceReverbType
AudioMusicParam
TRTCAudioRecordingParams
TRTCPublishCDNParam

描述
关键类型定义变量。
进房参数。
切换房间参数参数。
视频编码参数。
网络流控相关参数。
远端图像参数。
云端混流中每一路子画面的位置信息。
云端混流（转码）配置。
变声类型定义（萝莉、大叔、重金属、外国人等）。
变声类型定义（KTV、小房间、大会堂、低沉、洪亮等）。
音乐和人声设置接口参数。
录音参数。
CDN 转推参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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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5 09:40:46

错误码表
基础错误码
符号

值

ERR_NULL

0

含义
无错误

进房相关错误码

在进房失败时会触发此类错误码，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EnterRoom() 和 TRTCCloudDelegate.OnError() 捕获相关通知。
符号
值
含义
ERR_ROOM_ENTER_FAIL
-3301
进入房间失败
进房参数为空，请检查
ERR_ENTER_ROOM_PARAM_NULL
-3316
TRTCCloud.enterRoom(): 接口调用是否
传入有效的 param
ERR_SDK_APPID_INVALID
-3317
进房参数 sdkAppId 错误
ERR_ROOM_ID_INVALID
-3318
进房参数 roomId 错误
ERR_USER_ID_INVALID
-3319
进房参数 userID 不正确
ERR_USER_SIG_INVALID
-3320
进房参数 userSig 不正确
ERR_ROOM_REQUEST_ENTER_ROOM_TIMEOUT
-3308
请求进房超时，请检查网络
权限位校验失败，请检查
ERR_SERVER_INFO_PRIVILEGE_FLAG_ERROR
-100006
privateMapKey 是否正确
服务不可用。请检查：套餐包剩余分钟
ERR_SERVER_INFO_SERVICE_SUSPENDED
-100013
数是否大于0，腾讯云账号是否欠费
userSig 校验失败，请检查 userSig 是否
ERR_SERVER_INFO_ECDH_GET_TINYID
-100018
正确
TRTCCloud.enterRoo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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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房相关错误码
TRTCCloud.exitRoom()

相关通知。
符号

在退房失败时会触发此类错误码，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Error() 捕获
值

ERR_ROOM_REQUEST_QUIT_ROOM_TIMEOUT

-3325

含义
请求退房超时

设备（摄像头、麦克风、扬声器）相关错误码

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Error() 捕获相关通知。
符号

值

ERR_CAMERA_START_FAIL

-1301

ERR_CAMERA_NOT_AUTHORIZED

-1314

ERR_CAMERA_SET_PARAM_FAIL

-1315

ERR_CAMERA_OCCUPY

-1316

ERR_MIC_START_FAIL

-1302

ERR_MIC_NOT_AUTHORIZED

-1317

ERR_MIC_SET_PARAM_FAIL

-1318

ERR_MIC_OCCUPY

-1319

ERR_MIC_STOP_FAIL

-1320

ERR_SPEAKER_START_FAIL

-1321

ERR_SPEAKER_SET_PARAM_FAIL

-1322

ERR_SPEAKER_STOP_FAIL

-1323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含义
打开摄像头失败，例如在 Windows 或 Mac 设备，摄像头的
配置程序（驱动程序）异常，禁用后重新启用设备，或者
重启机器，或者更新配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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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像头参数设置出错（参数不支持或其它）
摄像头正在被占用中，可尝试打开其他摄像头
打开麦克风失败，例如在 Windows 或 Mac 设备，麦克风的
配置程序（驱动程序）异常，禁用后重新启用设备，或者
重启机器，或者更新配置程序
麦克风设备未授权，通常在移动设备出现，可能是权限被
用户拒绝了
麦克风设置参数失败
麦克风正在被占用中，例如移动设备正在通话时，打开麦
克风会失败
停止麦克风失败
打开扬声器失败，例如在 Windows 或 Mac 设备，扬声器的
配置程序（驱动程序）异常，禁用后重新启用设备，或者
重启机器，或者更新配置程序
扬声器设置参数失败
停止扬声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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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分享相关错误码

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Error() 捕获相关通知。
符号

值

ERR_SCREEN_CAPTURE_START_FAIL

-1308

ERR_SCREEN_CAPTURE_UNSURPORT

-1309

ERR_SERVER_CENTER_NO_PRIVILEDGE_PUSH_SUB_VIDEO

-102015

ERR_SERVER_CENTER_ANOTHER_USER_PUSH_SUB_VIDEO

-102016

ERR_SCREEN_CAPTURE_STOPPED

-7001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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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
Windows 或 Mac 系统的设
备出现，请检查录屏接口
的参数是否符合要求
录屏失败，在 Android 平
台，需要5.0以上的系统，
在 iOS 平台，需要11.0以
上的系统
没有权限上行辅路
其他用户正在上行辅路
录屏被系统中止

编解码相关错误码

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Error() 捕获相关通知。
符号
值
含义
视频帧编码失败，例如 iOS 设备切换到其他应用时，硬
ERR_VIDEO_ENCODE_FAIL
-1303
编码器可能被系统释放，再切换回来时，硬编码器重启
前，可能会抛出
ERR_UNSUPPORTED_RESOLUTION
-1305
不支持的视频分辨率
音频帧编码失败，例如传入自定义音频数据，SDK 无法
ERR_AUDIO_ENCODE_FAIL
-1304
处理
ERR_UNSUPPORTED_SAMPLERATE
-1306
不支持的音频采样率

自定义采集相关错误码

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Error() 捕获相关通知。
符号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值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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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值

ERR_PIXEL_FORMAT_UNSUPPORTED

-1327

ERR_BUFFER_TYPE_UNSUPPORTED

-1328

CDN

含义
设置的 pixel format 不支持
设置的 buffer type 不支持

绑定和混流相关错误码

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StartPublishing() 和 TRTCCloudDelegate.onSetMixTranscodingConfig()
捕获相关通知。
符号
值
含义
ERR_PUBLISH_CDN_STREAM_REQUEST_TIME_OUT
-3321
旁路转推请求超时
ERR_CLOUD_MIX_TRANSCODING_REQUEST_TIME_OUT
-3322
云端混流请求超时
ERR_PUBLISH_CDN_STREAM_SERVER_FAILED
-3323
旁路转推回包异常
ERR_CLOUD_MIX_TRANSCODING_SERVER_FAILED
-3324
云端混流回包异常
开始向腾讯云的直播 CDN 推流信
ERR_ROOM_REQUEST_START_PUBLISHING_TIMEOUT
-3333
令超时
开始向腾讯云的直播 CDN 推流信
ERR_ROOM_REQUEST_START_PUBLISHING_ERROR
-3334
令异常
停止向腾讯云的直播 CDN 推流信
ERR_ROOM_REQUEST_STOP_PUBLISHING_TIMEOUT
-3335
令超时
停止向腾讯云的直播 CDN 推流信
ERR_ROOM_REQUEST_STOP_PUBLISHING_ERROR
-3336
令异常

跨房连麦相关错误码

在跨房失败时会触发此类错误码，您可以通过回调函数
TRTCCloudDelegate.onConnectOtherRoom() 捕获相关通知。
符号
值
TRTCCloud.ConnectOtherRoom()

ERR_ROOM_REQUEST_CONN_ROOM_TIMEOUT

-3326

ERR_ROOM_REQUEST_DISCONN_ROOM_TIMEOUT

-3327

ERR_ROOM_REQUEST_CONN_ROOM_INVALID_PARAM

-3328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含义
请求连麦超时
请求退出连麦超
时
无效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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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值

ERR_CONNECT_OTHER_ROOM_AS_AUDIENCE

-3330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NOT_SUPPORT

-102031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REACH_MAX_NUM

-102032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REACH_MAX_RETRY_TIMES

-102033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REQ_TIMEOUT

-102034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REQ

-102035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NO_SIG

-102036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DECRYPT_SIG

-102037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NO_KEY

-102038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PARSE_SIG

-102039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INVALID_SIG_TIME

-102040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SIG_GROUPID

-102041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NOT_CONNED

-102042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USER_NOT_CONNED

-102043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含义
当前是观众角
色，不能请求或
断开跨房连麦，
需要先
switchRole() 到主
播
不支持跨房间连
麦
达到跨房间连麦
上限
跨房间连麦重试
次数耗尽
跨房间连麦请求
超时
跨房间连麦请求
格式错误
跨房间连麦无签
名
跨房间连麦签名
解密失败
未找到跨房间连
麦签名解密密钥
跨房间连麦签名
解析错误
跨房间连麦签名
时间戳错误
跨房间连麦签名
内房间号不匹配
跨房间连麦签名
内用户名不匹配
本用户未发起连
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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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值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FAILED

-102044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CANCEL_FAILED

-102045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CONNED_ROOM_NOT_EXIST

-102046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CONNED_REACH_MAX_ROOM

-102047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CONNED_USER_NOT_EXIST

-102048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CONNED_USER_DELETED

-102049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CONNED_USER_FULL

-102050

ERR_SERVER_CENTER_CONN_ROOM_INVALID_SEQ

-102051

含义
跨房间连麦失败
取消跨房间连麦
失败
被连麦房间不存
在
被连麦房间达到
连麦上限
被连麦用户不存
在
被连麦用户已被
删除
被连麦用户达到
资源上限
连麦请求序号错
乱

警告码表
警告码无需特别关注，您可以按需选择是否对当前用户进行相应的提示。
符号

值

WARNING_HW_ENCODER_START_FAIL

1103

WARNING_VIDEO_ENCODER_SW_TO_HW

1107

WARNING_INSUFFICIENT_CAPTURE_FPS

1108

WARNING_SW_ENCODER_START_FAIL

1109

WARNING_REDUCE_CAPTURE_RESOLUTION

1110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含义
硬编码启动出现问题，自动切换到软
编码
当前 CPU 使用率太高，无法满足软
件编码需求，自动切换到硬件编码
摄像头采集帧率不足，部分自带美颜
算法的 Android 手机上会出现
软编码启动失败
摄像头采集分辨率被降低，以满足当
前帧率和性能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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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值

WARNING_CAMERA_DEVICE_EMPTY

1111

WARNING_CAMERA_NOT_AUTHORIZED

1112

WARNING_MICROPHONE_DEVICE_EMPTY

1201

WARNING_SPEAKER_DEVICE_EMPTY

1202

WARNING_MICROPHONE_NOT_AUTHORIZED

1203

WARNING_MICROPHONE_DEVICE_ABNORMAL

1204

WARNING_SPEAKER_DEVICE_ABNORMAL

1205

WARNING_VIDEO_FRAME_DECODE_FAIL

2101

WARNING_AUDIO_FRAME_DECODE_FAIL

2102

WARNING_VIDEO_PLAY_LAG

2105

WARNING_HW_DECODER_START_FAIL

2106

WARNING_VIDEO_DECODER_HW_TO_SW

2108

WARNING_SW_DECODER_START_FAIL

2109

WARNING_VIDEO_RENDER_FAIL

2110

WARNING_START_CAPTURE_IGNORED

4000

WARNING_AUDIO_RECORDING_WRITE_FAIL

7001

WARNING_ROOM_DISCONNECT

5101

WARNING_IGNORE_UPSTREAM_FOR_AUDIENCE

6001

WARNING_NET_BUSY

1101

WARNING_RTMP_SERVER_RECONNECT

1102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含义
没有检测到可用的摄像头设备
用户未授权当前应用使用摄像头
没有检测到可用的麦克风设备
没有检测到可用的扬声器设备
用户未授权当前应用使用麦克风
音频采集设备不可用（例如被占用）
音频播放设备不可用（例如被占用）
当前视频帧解码失败
当前音频帧解码失败
当前视频播放出现卡顿
硬解启动失败，采用软解码
当前流硬解第一个 I 帧失败，SDK 自
动切软解
软解码器启动失败
视频渲染失败
已经在采集，启动采集被忽略
音频录制写入文件失败
网络断开连接
当前是观众角色，忽略上行音视频数
据
网络状况不佳：上行带宽太小，上传
数据受阻
直播推流，网络断连, 已启动自动重
连（自动重连连续失败超过三次会放
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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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值

WARNING_LIVE_STREAM_SERVER_RECONNECT

2103

WARNING_RECV_DATA_LAG

2104

WARNING_RTMP_DNS_FAIL

3001

WARNING_RTMP_SEVER_CONN_FAIL

3002

WARNING_RTMP_SHAKE_FAIL

3003

WARNING_RTMP_SERVER_BREAK_CONNECT

3004

WARNING_RTMP_READ_WRITE_FAIL

3005

WARNING_RTMP_WRITE_FAIL

3006

WARNING_RTMP_READ_FAIL

3007

WARNING_RTMP_NO_DATA

3008

WARNING_PLAY_LIVE_STREAM_INFO_CONNECT_FAIL

3009

WARNING_NO_STEAM_SOURCE_FAIL

3010

WARNING_ROOM_RECONNECT

5102

WARNING_ROOM_NET_BUSY

5103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含义
直播拉流，网络断连, 已启动自动重
连（自动重连连续失败超过三次会放
弃）
网络来包不稳：可能是下行带宽不
足，或由于主播端出流不均匀
直播，DNS 解析失败
直播，服务器连接失败
直播，与 RTMP 服务器握手失败
直播，服务器主动断开
直播，RTMP 读/写失败，将会断开
连接
直播，RTMP 写失败（SDK 内部错
误码，不会对外抛出）
直播，RTMP 读失败（SDK 内部错
误码，不会对外抛出）
直播，超过30s 没有数据发送，主动
断开连接
直播，connect 服务器调用失败
（SDK 内部错误码，不会对外抛出）
直播，连接失败，该流地址无视频
（SDK 内部错误码，不会对外抛出）
网络断连，已启动自动重连
网络状况不佳：上行带宽太小，上传
数据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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