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音视频

实时音视频
无 UI 集成方案
产品文档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 共219页

实时音视频

【版权声明】
©2013-2022 腾讯云版权所有
本文档著作权归腾讯云单独所有，未经腾讯云事先书面许可，任何主体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修改、抄袭、传播全
部或部分本文档内容。
【商标声明】

及其它腾讯云服务相关的商标均为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所有。本文档涉及的第三方主体
的商标，依法由权利人所有。
【服务声明】
本文档意在向客户介绍腾讯云全部或部分产品、服务的当时的整体概况，部分产品、服务的内容可能有所调整。您
所购买的腾讯云产品、服务的种类、服务标准等应由您与腾讯云之间的商业合同约定，除非双方另有约定，否则，
腾讯云对本文档内容不做任何明示或模式的承诺或保证。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 共219页

实时音视频

文档目录
无 UI 集成方案
0. API 代码示例
iOS&Mac
Android
Web
Windows C++
Electron
Flutter
Unity
React Native

1.

导入 SDK 到项目中
iOS
Android
Mac
Windows C++
Web
Electron
Flutter
QT
Unity
React Native

2.

进入房间

Android&iOS&Windows&Mac
Web
Electron

3.

订阅音视频流
Android&iOS&Windows&Mac
Web
Electron

4.

发布音视频流
Android&iOS&Windows&Mac
Web
Electron

5.

退出房间
Android&iOS&Windows&Mac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3 共219页

实时音视频
Web
Electron

6.

感知网络质量
Android&iOS&Windows&Mac
Web
Electron

7.

开启屏幕分享
iOS
Android
Mac
Web
Windows
Electron
Flutter

8.

分享系统声音
Mac
Electron

9.

设定画面质量
Android&iOS&Windows&Mac
Web
Electron

10.

视频画面旋转和缩放

Android&iOS&Windows&Mac
Electron
11.

常见问题
全平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4 共219页

实时音视频

无 UI 集成方案
0. API 代码示例
iOS&Mac

最近更新时间：2022-05-09 15:58:12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快速运行腾讯云 TRTC-API-Example（iOS&Mac）。

环境要求
及以上版本。
请确保您的项目已设置有效的开发者签名。
Qt Creator 4.13.3（Mac）及以上版本。
Xcode 11.0

前提条件
您已 注册腾讯云 账号。

操作步骤

步骤1：创建新的应用

登录实时音视频控制台，选择【开发辅助】>【快速跑通Demo】。
2. 单击【新建应用】输入应用名称，例如 TestTRTC ；若您已创建应用可单击【选择已有应用】。
1.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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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实际业务需求添加或编辑标签，单击【创建】。

说明：
应用名称只能包含数字、中英文字符和下划线，长度不能超过15个字符。
标签用于标识和组织您在腾讯云的各种资源。例如：企业可能有多个业务部门，每个部门有1个或多个
TRTC 应用，这时，企业可以通过给 TRTC 应用添加标签来标记部门信息。标签并非必选项，您可根据
实际业务需求添加或编辑。

步骤2：下载 SDK 和 TRTC-API-Example 源码

根据实际业务需求下载 SDK 及配套的 TRTC-API-Example 源码。
2. 下载完成后，单击【已下载，下一步】。
1.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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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配置 TRTC-API-Example 工程文件
1.
2.

3.

进入修改配置页，根据您下载的源码包，选择相应的开发环境。
找到并打开
件。
设置

版本号/TRTC-API-Example/Debug/GenerateTestUserSig.h 文

LiteAVSDK_TRTC_iOS_

文件中的相关参数：
SDKAPPID：默认为0，请设置为实际的 SDKAppID。
SECRETKEY：默认为空字符串，请设置为实际的密钥信息。
GenerateTestUserSig.h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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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粘贴完成后，单击【已复制粘贴，下一步】即创建成功。

5.

编译完成后，单击【回到控制台概览】即可。
注意：
本文提到的生成 UserSig 的方案是在客户端代码中配置 SECRETKEY，该方法中 SECRETKEY 很容易被反
编译逆向破解，一旦您的密钥泄露，攻击者就可以盗用您的腾讯云流量，因此该方法仅适合本地跑通
TRTC-API-Example 和功能调试。
正确的 UserSig 签发方式是将 UserSig 的计算代码集成到您的服务端，并提供面向 App 的接口，在需要
UserSig 时由您的 App 向业务服务器发起请求获取动态 UserSig。更多详情请参见 服务端生成 UserSig。

步骤4：编译运行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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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XCode（11.0及以上的版本）打开源码目录下的 TRTC-API-Example-OC.xcworkspace 工程，编译并运行
TRTC-API-Example 工程即可。

常见问题
1.

查看密钥时只能获取公钥和私钥信息，要如何获取密钥？

版本（2019年08月）开始启用新的签名算法 HMAC-SHA256。在此之前已创建的应用，需要先升级
签名算法才能获取新的加密密钥。如不升级，您也可以继续使用 老版本算法 ECDSA-SHA256，如已升级，您按需切
换为新旧算法。
升级/切换操作：
1. 登录 实时音视频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应用管理】，单击目标应用所在行的【应用信息】。
3. 选择【快速上手】页签，单击【第二步 获取签发UserSig的密钥】区域的【点此升级】、【非对称式加密】或
【HMAC-SHA256】。
TRTC SDK 6.6

升级：
切换回老版本算法 ECDSA-SHA256：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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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为新版本算法 HMAC-SHA256：

2.

两台手机同时运行工程，为什么看不到彼此的画面？

请确保两台手机在运行工程时使用的是不同的 UserID，TRTC 不支持同一个 UserID （除非 SDKAppID 不同）在两
个终端同时使用。
3.

防火墙有什么限制？

由于 SDK 使用 UDP 协议进行音视频传输，所以在对 UDP 有拦截的办公网络下无法使用。如遇到类似问题，请参见
应对公司防火墙限制 排查并解决。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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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最近更新时间：2022-05-09 15:48:04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快速运行腾讯云 TRTC-API-Example（Android）。

环境要求
最低兼容 Android 4.1（SDK API Level 16），建议使用 Android 5.0 （SDK API Level 21）及以上版本。
Android Studio 3.5 及以上版本。
App 要求 Android 4.1 及以上设备。

前提条件
您已 注册腾讯云 账号。

操作步骤

步骤1：创建新的应用

登录实时音视频控制台，选择【开发辅助】>【快速跑通Demo】。
2. 单击【新建应用】输入应用名称，例如 TestTRTC ；若您已创建应用可单击【选择已有应用】。
3. 根据实际业务需求添加或编辑标签，单击【创建】。
1.

说明：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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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名称只能包含数字、中英文字符和下划线，长度不能超过15个字符。
标签用于标识和组织您在腾讯云的各种资源。例如：企业可能有多个业务部门，每个部门有1个或多个
TRTC 应用，这时，企业可以通过给 TRTC 应用添加标签来标记部门信息。标签并非必选项，您可根据
实际业务需求添加或编辑。

步骤2：下载 SDK 和 TRTC-API-Example 源码

根据实际业务需求下载 SDK 及 TRTC-API-Example 源码。
2. 下载完成后，单击【已下载，下一步】。
1.

步骤3：配置 TRTC-API-Example 工程文件

进入修改配置页，根据您下载的源码包，选择相应的开发环境。
2. 找到并打开 LiteAVSDK_TRTC_Android版本号/TRTC-API1.

Example/Debug/src/main/java/com/tencent/trtc/debug/GenerateTestUserSig.java
3.

设置

文件中的相关参数：
SDKAPPID：默认为 PLACEHOLDER ，请设置为实际的 SDKAppID。
SECRETKEY：默认为 PLACEHOLDER ，请设置为实际的密钥信息。

文件。

GenerateTestUserSig.java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2 共219页

实时音视频

粘贴完成后，单击【已复制粘贴，下一步】即创建成功。
5. 编译完成后，单击【回到控制台概览】即可。
4.

注意：
本文提到的生成 UserSig 的方案是在客户端代码中配置 SECRETKEY，该方法中 SECRETKEY 很容易被反
编译逆向破解，一旦您的密钥泄露，攻击者就可以盗用您的腾讯云流量，因此该方法仅适合本地跑通
TRTC-API-Example 和功能调试。
正确的 UserSig 签发方式是将 UserSig 的计算代码集成到您的服务端，并提供面向 App 的接口，在需要
UserSig 时由您的 App 向业务服务器发起请求获取动态 UserSig。更多详情请参见 服务端生成 UserSig。

步骤4：编译运行

使用 Android Studio（3.5及以上的版本）打开源码工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TRTC-API-Example

，单击【运行】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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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1.

查看密钥时只能获取公钥和私钥信息，该如何获取密钥？

版本（2019年08月）开始启用新的签名算法 HMAC-SHA256。在此之前已创建的应用，需要先升级
签名算法才能获取新的加密密钥。如不升级，您也可以继续使用 老版本算法 ECDSA-SHA256，如已升级，您按需切
换为新旧算法。
升级/切换操作：
1. 登录 实时音视频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应用管理】，单击目标应用所在行的【应用信息】。
3. 选择【快速上手】页签，单击【第二步 获取签发UserSig的密钥】区域的【点此升级】、【非对称式加密】或
【HMAC-SHA256】。
TRTC SDK 6.6

升级：
切换回老版本算法 ECDSA-SHA256：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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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为新版本算法 HMAC-SHA256：

2.

两台手机同时运行 App，为什么看不到彼此的画面？

请确保两台手机在运行 App 时使用的是不同的 UserID，TRTC 不支持同一个 UserID （除非 SDKAppID 不同）在两
个终端同时使用。
3.

防火墙有什么限制？

由于 SDK 使用 UDP 协议进行音视频传输，所以在对 UDP 有拦截的办公网络下无法使用。如遇到类似问题，请参见
应对公司防火墙限制 排查并解决。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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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6 10:15:39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快速运行腾讯云 TRTC Web SDK Demo。

准备工作
运行 TRTC Web SDK Demo 之前需要了解的事项。

支持的平台
TRTC Web SDK

基于 WebRTC 实现，目前支持桌面端和移动端的主流浏览器，详细支持度表格请参见 支持的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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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的应用场景主要为教育场景，那么教师端推荐使用 Electron 解决方案，支持大小双路画面，更灵活的屏幕分
享方案以及更强大的弱网络恢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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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防火墙限制

在使用 TRTC Web SDK 时，用户可能因防火墙限制导致无法正常进行音视频通话，请参考 应对防火墙限制相关 将
相应端口及域名添加至防火墙白名单中。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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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您已 注册腾讯云 账号。

操作步骤

步骤1：创建新的应用

登录实时音视频控制台，选择 开发辅助 > **快速跑通Demo**。
2. 单击 新建应用 输入应用名称，例如 TestTRTC ；若您已创建应用可单击 选择已有应用。
3. 根据实际业务需求添加或编辑标签，单击 创建。
1.

说明：
应用名称只能包含数字、中英文字符和下划线，长度不能超过15个字符。
标签用于标识和组织您在腾讯云的各种资源。例如：企业可能有多个业务部门，每个部门有1个或多个
TRTC 应用，这时，企业可以通过给 TRTC 应用添加标签来标记部门信息。标签并非必选项，您可根据实
际业务需求添加或编辑。

步骤2：下载 SDK 和 Demo 源码

下载 Web 端 SDK 及配套的 Demo 源码。
2. 下载完成后，单击 “已下载，下一步”。
1.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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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获取 SDKAppId 和 密钥（SecretKey)

进入修改配置页，获取 SDKAppID 和 密钥 。
2. 复制粘贴 SDKAppId 和 密钥（SecretKey）完成后，单击 已复制粘贴，下一步 即创建成功。
1.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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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运行 Demo

为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TRTC Web 目前提供以下几种基础 Demo：
Demo 1: base-js

开发框架：jQuery + 原生 JavaScript
TRTC Web 基础 Demo (jQuery 版本) 集成了 TRTC Web SDK 的基础音视频通话、设备选择等功能，可直接在浏
览器中运行。快速体验可访问 base-js 在线体验地址。
Demo 2: quick-demo-js

开发框架：无框架，原生 JavaScript
TRTC Web 快速运行 Demo (原生 JavaScript 版本) 集成了 TRTC Web SDK 的基础音视频通话、设备选择等功
能，可直接在浏览器中运行。快速体验可访问 quick-demo-js 在线体验地址。
Demo 3: quick-demo-vue2-js

开发框架：Vue 2 + JavaScript
TRTC Web 快速运行 Demo (Vue2 版本) 集成了 TRTC Web SDK 的基础音视频通话、设备选择等功能，需要您安
装 Node 环境。快速体验可访问 quick-demo-vue2-js 在线体验地址。
Demo 4: quick-demo-vue3-ts

开发框架：Vue 3 + TypeScript
TRTC Web 快速运行 Demo (Vue3 版本) 集成了 TRTC Web SDK 的基础音视频通话、设备选择等功能，需要您安
装 Node 环境。快速体验可访问 quick-demo-vue3-ts 在线体验地址。
Demo 1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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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 2
Demo 3
Demo 4

目录为 TRTC_Web/base-js 。
1. 在下载的源码中找到并打开 TRTC_Web/base-js/js/debug/GenerateTestUserSig.js 文件。
2. 设置 GenerateTestUserSig.js 文件中的相关参数：
：默认为0，请设置为实际的 SDKAppID 。
SECRETKEY：默认为空字符串，请设置为实际的 密钥 信息。
SDKAPPID

3.

运行 Demo：
使用 Chrome 浏览器打开 Demo 根目录下的

index.html

文件即可运行 Demo。

注意
一般情况下体验 Demo 需要部署至服务器，通过 https://域名/xxx 访问，或者直接在本地搭建服务
器，通过 localhost:端口 访问。
目前桌面端 Chrome 浏览器支持 TRTC Web SDK 的相关特性比较完整，因此建议使用 Chrome 浏览器进
行体验。
单击 加入房间 加入音视频通话房间并且发布本地音视频流。
您可以打开多个页面，每个页面都单击 加入房间，正常情况下可以看到多个画面并模拟实时音视频通话。
单击摄像头图标可以选择摄像头设备。
单击麦克风图标可以选择麦克风设备。
说明

需要使用摄像头和麦克风采集音视频，在体验过程中您可能会收到来自 Chrome 浏览器的相关提
示，单击 允许。
WebRTC

注意：
本文使用的生成 UserSig 的方案是在客户端中配置 SECRETKEY，该方法中 SECRETKEY 很容易被反编译
逆向破解，一旦您的密钥泄露，攻击者就可以盗用您的腾讯云流量，因此该方法仅适合本地跑通 Demo 和
功能调试。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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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 UserSig 签发方式是将 UserSig 的计算代码集成到您的服务端，并提供面向 App 的接口，在需要
UserSig 时由您的 App 向业务服务器发起请求获取动态 UserSig。更多详情请参见 服务端生成 UserSig。

常见问题
1.

查看密钥时只能获取公钥和私钥信息，要如何获取密钥？

（
）版本（2019年08月）开始启用新的签名算法 HMAC-SHA256。在此之前已创建的
应用，需要先升级签名算法才能获取新的加密密钥。如不升级，您也可以继续使用 老版本算法 ECDSA-SHA256，如
已升级，您按需切换为新旧算法。
升级/切换操作：
1. 登录 实时音视频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 应用管理，单击目标应用所在行的 应用信息。
3. 选择 快速上手 页签，单击 第二步 获取签发UserSig的密钥 区域的HMAC-SHA256。
TRTC SDK 6.6 Web SDK 4.0

切换回老版本算法 ECDSA-SHA256：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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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为新版本算法 HMAC-SHA256：

2.

出现客户端错误：“RtcError: no valid ice candidate found”该如何处理？

出现该错误说明 TRTC Web SDK 在 STUN 打洞失败，请根据 应对防火墙限制相关 检查防火墙配置。

出现客户端错误：

3.
"RtcError: ICE/DTLS Transport connection failed"
Transport connection timeout”

该如何处理？

或 “RtcError: DTLS

出现该错误说明 TRTC Web SDK 在建立媒体传输通道时失败，请根据 应对防火墙限制相关 检查防火墙配置。
4.

出现10006 error 该如何处理？

如果出现"Join room failed result: 10006 error: service is suspended,if charge is overdue,renew it"，请确认您的实时音
视频应用的服务状态是否为正常状态。
登录 实时音视频控制台，单击您创建的应用，单击 应用信息，在应用信息面板即可确认服务状态。

说明：
其他常见问题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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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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C++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04 12:15:11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快速运行腾讯云 TRTC Demo（Windows C++）。

环境要求
及以上版本，推荐使⽤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9。
下载并安装 QT 开发环境（QT 5.14.x版本）。
下载并安装 .vsix 插件⽂件，根据官⽹文件命名找对应插件版本安装即可。
打开 VS 并在⼯具栏找到 QT VS Tools -> Qt Options -> Qt Versions ，add 添加我们⾃⼰的 Qt 编
译器 msvc。
需要将 SDK/CPlusPlus/Win64/lib 下的所有的 .dll ⽂件拷⻉到⼯程⽬录下的 debug / release
⽂件夹下。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7

注意：

⽂件夹均是在 VS 上的环境配置完后⾃动⽣成。如果是32位程序，则需要拷贝
SDK/CPlusPlus/Win64/lib 下的所有 .dll 到 debug / release ⽂件夹下。
debug/release

前提条件
您已 注册腾讯云 账号。

操作步骤

步骤1：创建新的应用

登录实时音视频控制台，选择开发辅助 > 快速跑通Demo。
2. 单击新建应用输入应用名称，例如 TestTRTC ；若您已创建应用可单击选择已有应用。
1.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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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实际业务需求添加或编辑标签，单击创建。

说明：
应用名称只能包含数字、中英文字符和下划线，长度不能超过15个字符。
标签用于标识和组织您在腾讯云的各种资源。例如：企业可能有多个业务部门，每个部门有1个或多个
TRTC 应用，这时，企业可以通过给 TRTC 应用添加标签来标记部门信息。标签并非必选项，您可根据
实际业务需求添加或编辑。

步骤2：下载 SDK 和 Demo 源码
1.

根据实际业务需求下载 SDK 及配套的 Demo 源码。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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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载完成后，单击已下载，下一步。

步骤3：配置 Demo 工程文件

进入修改配置页，根据您下载的源码包，选择相应的开发环境。
2. 找到并打开定义 SDKAppID 和密钥信息的文件，如下：
适用平台
文件相对路径
1.

3.

Windows(C++/QT)

Windows/QTDemo/src/Util/defs.h

Windows(C++/Duilib)

Windows/DuilibDemo/GenerateTestUserSig.h

设置

或 GenerateTestUserSig.h 文件中的相关参数：
SDKAppID：默认为0，请设置为实际的 SDKAppID。
SECRETKEY：默认为空字符串，请设置为实际的密钥信息。
defs.h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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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贴完成后，单击已复制粘贴，下一步即创建成功。
5. 编译完成后，单击回到控制台概览即可。
4.

注意：
本文提到的生成 UserSig 的方案是在客户端代码中配置 SECRETKEY，该方法中 SECRETKEY 很容易被反
编译逆向破解，一旦您的密钥泄露，攻击者就可以盗用您的腾讯云流量，因此该方法仅适合本地跑通
Demo 和功能调试。
正确的 UserSig 签发方式是将 UserSig 的计算代码集成到您的服务端，并提供面向 App 的接口，在需要
UserSig 时由您的 App 向业务服务器发起请求获取动态 UserSig。更多详情请参见 服务端生成 UserSig。

步骤4：编译运行
QtDemo

方法一：使⽤ QtCreator 打开源码⽬录下的
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QTDemo\QTDemo.pro

⼯程⽂件，编译并运⾏ QTDemo ⼯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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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二：启动安装了 QT 开发插件的 Visual Studio（建议 VS2015 或以上），在菜单中选择 Qt VS Tools >
Open Qt Project File(.pro)... 打开源码⽬录下的 QTDemo\QTDemo.pro ⼯程⽂件，编译并运⾏
QTDemo ⼯程即可。
DuilibDemo

使用 Visual Studio（建议 VS2015）打开源码目录下的 DuilibDemo\TRTCDuilibDemo.sln 工程文件，推
荐选择 Release/X86 构建平台，编译并运行 Demo 工程即可。

常见问题
1.

查看密钥时只能获取公钥和私钥信息，要如何获取密钥？

版本（2019年08月）开始启用新的签名算法 HMAC-SHA256。在此之前已创建的应用，需要先升级
签名算法才能获取新的加密密钥。如不升级，您也可以继续使用 老版本算法 ECDSA-SHA256，如已升级，您按需切
换为新旧算法。
升级/切换操作：
1. 登录 实时音视频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应用管理，单击目标应用所在行的应用信息。
3. 选择快速上手页签，单击第二步 获取签发UserSig的密钥区域的点此升级、非对称式加密或HMAC-SHA256。
TRTC SDK 6.6

升级
切换回老版本算法 ECDSA-SHA256：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7 共219页

实时音视频

切换为新版本算法 HMAC-SHA256：

2.

两台设备同时运行 Demo，为什么看不到彼此的画面？

请确保两台设备在运行 Demo 时使用的是不同的 UserID，TRTC 不支持同一个 UserID （除非 SDKAppID 不同）在
两个设备同时使用。
3.

防火墙有什么限制？

由于 SDK 使用 UDP 协议进行音视频传输，所以对 UDP 有拦截的办公网络下无法使用，如遇到类似问题，请参见
应对公司防火墙限制。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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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n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08 15:25:06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快速运行腾讯云 TRTC-API-Example（Electron）。

前提条件
您已 注册腾讯云 账号。

操作步骤

步骤1：创建新的应用

登录实时音视频控制台，选择开发辅助 > 快速跑通Demo。
2. 单击新建应用输入应用名称，例如 TestTRTC ；若您已创建应用可单击选择已有应用。
3. 根据实际业务需求添加或编辑标签，单击创建。
1.

说明：
应用名称只能包含数字、中英文字符和下划线，长度不能超过15个字符。
标签用于标识和组织您在腾讯云的各种资源。例如：企业可能有多个业务部门，每个部门有1个或多个
TRTC 应用，这时，企业可以通过给 TRTC 应用添加标签来标记部门信息。标签并非必选项，您可根据
实际业务需求添加或编辑。

步骤2：下载 SDK 和 TRTC-API-Example 源码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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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RTC-API-Example

源码。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TRTCSDK
cd Electron/TRTC-API-Example

步骤3：配置 TRTC-API-Example 工程文件

找到并打开 Electron/TRTC-API-Example/assets/debug/gen-test-user-sig.js 文件。
2. 设置 gen-test-user-sig.js 文件中的相关参数：
SDKAPPID：默认为 0 ，请设置为实际的 SDKAppID。
SECRETKEY：默认为 '' ，请设置为实际的密钥信息。
1.

注意：
本文提到的生成 UserSig 的方案是在客户端代码中配置 SECRETKEY，该方法中 SECRETKEY 很容易被反
编译逆向破解，一旦您的密钥泄露，攻击者就可以盗用您的腾讯云流量，因此该方法仅适合本地跑通
TRTC-API-Example 和功能调试。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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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 UserSig 签发方式是将 UserSig 的计算代码集成到您的服务端，并提供面向 App 的接口，在需要
UserSig 时由您的 App 向业务服务器发起请求获取动态 UserSig。更多详情请参见 服务端生成 UserSig。

步骤4：编译运行
npm install
cd src/app/render/main-page
npm install
cd ../../..
npm run start

常见问题
1.

查看密钥时只能获取公钥和私钥信息，该如何获取密钥？

版本（2019年08月）开始启用新的签名算法 HMAC-SHA256。在此之前已创建的应用，需要先升级
签名算法才能获取新的加密密钥。如不升级，您也可以继续使用 老版本算法 ECDSA-SHA256，如已升级，您按需切
换为新旧算法。
升级/切换操作：
1. 登录 实时音视频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应用管理，单击目标应用所在行的应用信息。
3. 选择快速上手页签，单击第二步 获取签发UserSig的密钥区域的点此升级、非对称式加密或HMAC-SHA256。
TRTC SDK 6.6

升级：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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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回老版本算法 ECDSA-SHA256：

切换为新版本算法 HMAC-SHA256：

2.

防火墙有什么限制？

由于 SDK 使用 UDP 协议进行音视频传输，所以在对 UDP 有拦截的办公网络下无法使用。如遇到类似问题，请参见
应对公司防火墙限制 排查并解决。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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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tter
最近更新时间：2022-05-19 10:26:57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快速运行腾讯云 TRTC Demo（Flutter）。
注意：
目前 Windows/MacOs 端暂不支持屏幕分享及设备选择功能。

环境要求
及以上版本。
Android 端开发：
Android Studio 3.5及以上版本。
App 要求 Android 4.1及以上版本设备。
iOS & macOS 端开发：
Xcode 11.0及以上版本。
osx 系统版本要求 10.11 及以上版本
请确保您的项目已设置有效的开发者签名。
Windows 开发：
操作系统：Windows 7 SP1 或更高的版本（基于 x86-64 的 64 位操作系统）。
磁盘空间：除安装 IDE 和一些工具之外还应有至少 1.64 GB 的空间。
安装 Visual Studio 2019。
Flutter 2.0

前提条件
您已 注册腾讯云 账号。

操作步骤

步骤1：创建新的应用

登录实时音视频控制台，选择开发辅助 > 快速跑通Demo。
2. 单击新建应用输入应用名称，例如 TestTRTC ；若您已创建应用可单击选择已有应用。
1.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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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实际业务需求添加或编辑标签，单击创建。

说明：
应用名称只能包含数字、中英文字符和下划线，长度不能超过15个字符。
标签用于标识和组织您在腾讯云的各种资源。例如：企业可能有多个业务部门，每个部门有1个或多个
TRTC 应用，这时，企业可以通过给 TRTC 应用添加标签来标记部门信息。标签并非必选项，您可根据
实际业务需求添加或编辑。

步骤2：下载 SDK 和 Demo 源码
1.

根据实际业务需求下载 SDK 及配套的 Demo 源码。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34 共219页

实时音视频
2.

下载完成后，单击已下载，下一步。

步骤3：配置 Demo 工程文件
1.

进入修改配置页，根据您下载的源码包，选择相应的开发环境。

2.

找到并打开

3.

设置

TRTC-Simple-Demo/lib/debug/GenerateTestUserSig.dart

文件。

文件中的相关参数：
SDKAPPID：默认为 PLACEHOLDER ，请设置为实际的 SDKAppID。
SECRETKEY：默认为 PLACEHOLDER ，请设置为实际的密钥信息。
GenerateTestUserSig.dar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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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粘贴完成后，单击已复制粘贴，下一步即创建成功。

5.

编译完成后，单击回到控制台概览即可。
说明：
本文提到的生成 UserSig 的方案是在客户端代码中配置 SECRETKEY，该方法中 SECRETKEY 很容易被反
编译逆向破解，一旦您的密钥泄露，攻击者就可以盗用您的腾讯云流量，因此该方法仅适合本地跑通
Demo 和功能调试。
正确的 UserSig 签发方式是将 UserSig 的计算代码集成到您的服务端，并提供面向 App 的接口，在需要
UserSig 时由您的 App 向业务服务器发起请求获取动态 UserSig。更多详情请参见 服务端生成 UserSig。

步骤4：编译运行
1.

执行

flutter pub get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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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译运行调试：
Android 端
iOS 端
Windows 端
macOS 端
i. 执行 flutter run 。
ii. 使用 Android Studio（3.5及以上的版本）打开源码工程，单击运行即可。

常见问题

如何查看 TRTC 日志？

的日志默认压缩加密，后缀为 .xlog 。地址如下：
iOS 端：sandbox 的 Documents/log 。
Android 端：
6.7及之前的版本： /sdcard/log/tencent/liteav 。
6.8之后的版本： /sdcard/Android/data/包名/files/log/tencent/liteav/ 。

TRTC

iOS

无法显示视频（Android 没问题）？

请确认在您的 info.plist 中，

io.flutter.embedded_views_preview

Android Manifest merge failed

是否为 YES。

编译失败？

请打开 /example/android/app/src/main/AndroidManifest.xml 文件。
1. 将 xmlns:tools="http://schemas.android.com/tools" 加入到 manifest 中。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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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

tools:replace="android:label"

加入到 application 中。

说明：
更多常见问题，请参见 Flutter 相关问题。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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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y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20 10:14:50
这个示例项目演示了如何在 Unity 中快速集成 TRTC SDK，实现在游戏中的音视频通话。
在这个示例项目中包含了以下功能：
加入通话和离开通话。
自定义视频渲染。
设备管理、音乐特效和人声特效。
说明：
具体 API 功能参数说明，请参见 Unity API 概览。
Unity 建议版本： 2020.2.1f1c1。
目前支持 Android、iOS、Windows、Mac(Mac 还在内测中)平台。
需要包含 Android Build Support 、 iOS Build Support 、
和 MacOs Build Support 模块。
其中 iOS 端开发还需要：
Xcode 11.0及以上版本。
请确保您的项目已设置有效的开发者签名。

Winodows Build Support

运行示例程序

步骤1：创建新的应用
1.

登录实时音视频控制台，选择【开发辅助】>【快速跑通Demo】。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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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输入应用名称，例如

TestTRTC

，单击【创建应用】。

步骤2：下载 SDK 与源码
1.
2.

根据您的实际业务需求，下载 SDK 及配套的 Demo 源码。
下载完成后，单击【已下载，下一步】。（可直接用 Unity 打开本项目；如果想直接用 SDK 文件，也可把 SDK
包中的 TRTCUnitySDK/Assets/TRTCSDK/SDK 文件夹拷贝到您项目中的 Assets 目录下。）

3.

找到并打开

4.

设置

Assets/TRTCSDK/Demo/Tools/GenerateTestUserSig.cs

文件。

文件中的相关参数：
SDKAPPID：默认为0，请设置为实际的 SDKAppID。
SECRETKEY：默认为空字符串，请设置为实际的密钥信息。
GenerateTestUserSig.cs

步骤3：编译运行
平台
iOS 平台
Windows 平台
macOS 平台
Androi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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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配置 Unity Editor，单击【File】>【Build Setting】，切换至 Android。

连接 Android 真机，单击【 Build And Run】，Demo 就能跑起来。
3. 接口测试，需要先点击调用 enterRoom ，然后自行测试其他相关，数据展示窗口显示点击调用成功，另外一个窗
口显示回调信息。
2.

示例

Demo
Demo

里面包含了已上线的大部分 API，可以测试和作为调用参考，API 文档参见 SDK API（Unity）。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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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UI 可能会有部分调整更新，请以最新版为准。

目录结构
├─Assets
├── Editor // Unity
│ ├── BuildScript.cs // Unity
build
│ ├── IosPostProcess.cs // Unity
ios
├── Plugins
│ ├── Android
│ │ ├── AndroidManifest.xml //Android
├── StreamingAssets // Unity Demo
├── TRTCSDK
├── Demo // Unity
Demo
├── SDK // TRTC Unity SDK
├── Implement // TRTC Unity SDK
├── Include // TRTC Unity SDK
└── Plugins // TRTC Unity SDK

编辑器脚本

编辑器 菜单
编辑器构建 应用脚本
应用配置文件
音视频流文件

示例

实现
头文件
不同平台底层实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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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t Native
最近更新时间：2022-05-09 15:24:26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快速运行腾讯云 TRTC Demo（React Native）。

环境要求
及以上版本
Node & Watchman，node版本需在 v12 以上
Android 端开发：
Android Studio 3.5及以上版本
App 要求 Android 4.1及以上版本设备
iOS & macOS 端开发：
Xcode 11.0及以上版本
osx 系统版本要求 10.11 及以上版本
请确保您的项目已设置有效的开发者签名
环境安装请参见 官方文档
ReactNative 0.63

前提条件
您已 注册腾讯云 账号。

操作步骤

步骤1：创建新的应用

登录实时音视频控制台，选择 开发辅助>快速跑通Demo。
2. 单击 新建应用 输入应用名称，例如 TestTRTC ；若您已创建应用可单击 选择已有应用。
1.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43 共219页

实时音视频
3.

根据实际业务需求添加或编辑标签，单击 创建。

说明：
应用名称只能包含数字、中英文字符和下划线，长度不能超过15个字符。
标签用于标识和组织您在腾讯云的各种资源。例如：企业可能有多个业务部门，每个部门有1个或多个
TRTC 应用，这时，企业可以通过给 TRTC 应用添加标签来标记部门信息。标签并非必选项，您可根据实
际业务需求添加或编辑。

步骤2：下载 SDK 和 Demo 源码

根据实际业务需求下载 SDK 及配套的 Demo 源码。
2. 下载完成后，单击 已下载，下一步。
1.

注意：
控制台暂时无法下载 ReactNative Demo，请直接通过上方链接下载 Demo 源码。

步骤3：配置 Demo 工程文件
1.

进入修改配置页，根据您下载的源码包，选择相应的开发环境。

2.

找到并打开

3.

设置

/debug/config.js

文件。

和 SECRETKEY 参数：
SDKAPPID：默认为 PLACEHOLDER ，请设置为实际的 SDKAppID。
SDKAPPI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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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为 PLACEHOLDER ，请设置为实际的密钥信息。

SECRETKEY

4.

粘贴完成后，单击 已复制粘贴，下一步 即创建成功。

5.

编译完成后，单击 回到控制台概览 即可。
说明：
本文提到的生成 UserSig 的方案是在客户端代码中配置 SECRETKEY，该方法中 SECRETKEY 很容易被反
编译逆向破解，一旦您的密钥泄露，攻击者就可以盗用您的腾讯云流量，因此该方法仅适合本地跑通
Demo 和功能调试。
正确的 UserSig 签发方式是将 UserSig 的计算代码集成到您的服务端，并提供面向 App 的接口，在需要
UserSig 时由您的 App 向业务服务器发起请求获取动态 UserSig。更多详情请参见 服务端生成 UserSig。

步骤4：权限配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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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配置 App 权限才能运行。
Android 端
iOS 端
1.

在

AndroidManifest.xml

中配置 App 的权限，TRTC SDK 需要以下权限：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INTERNET"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NETWORK_STATE"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WIFI_STATE"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WRITE_EXTERNAL_STORAGE"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READ_EXTERNAL_STORAGE"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RECORD_AUDIO"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MODIFY_AUDIO_SETTINGS"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BLUETOOTH"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CAMERA"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READ_PHONE_STATE" />
<uses-feature android:name="android.hardware.camera" />
<uses-feature android:name="android.hardware.camera.autofocus" />

注意
请勿设置
法渲染。
2. Android

android:hardwareAccelerated="false"

，关闭硬件加速之后，会导致对方的视频流无

端音视频权限需要手动申请。

if (Platform.OS === 'android') {
await PermissionsAndroid.requestMultiple([
PermissionsAndroid.PERMISSIONS.RECORD_AUDIO, //
PermissionsAndroid.PERMISSIONS.CAMERA, //
]);
}

音频需要
视频需要

步骤5：编译运行

启动 Metro，在您的 React Native 项目目录下运行
Android 端
iOS 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npx react-native sta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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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开窗口，启动开发调试：
npx react-native run-androi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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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 SDK 到项目中

1.
iOS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31 14:41:31
本文介绍如何将 SDK 导入到您的项目中：

开发环境要求
。
iOS 9.0 以上的 iPhone 或者 iPad 真机。
项目已配置有效的开发者签名。
Xcode 9.0+

第一步：导入 SDK
您可以选择使用 CocoaPods 方案，或者先将 SDK 下载到本地，再将其手动导入到您当前的项目中。

方案一：使用 CocoaPods
1.

安装 CocoaPods
在终端窗口中输入如下命令（需要提前在 Mac 中安装 Ruby 环境）：
sudo gem install cocoapods

2.

创建 Podfile 文件
进入项目所在路径，输入以下命令行之后项目路径下会出现一个 Podfile 文件。
pod init

3.

编辑 Podfile 文件
根据您的项目需要选择合适的版本，并编辑 Podfile 文件：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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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一：TRTC 精简版
安装包体积增量最小，但仅支持实时音视频（TRTC）和 直播播放器（TXLivePlayer）两项功能。如选择此版
本，请按如下方式编辑 Podfile 文件：
platform :ios, '8.0'
target 'App' do
pod 'TXLiteAVSDK_TRTC', :podspec => 'https://liteav.sdk.qcloud.com/pod/liteavsd
kspec/TXLiteAVSDK_TRTC.podspec'
end

选项二：Professional 专业版
包含实时音视频（TRTC）、直播播放器（TXLivePlayer）、RTMP 推流（TXLivePusher）、点播播放器
（TXVodPlayer）和短视频录制和编辑（UGSV）等众多功能。如选择此版本，请按如下方式编辑 Podfile 文件：
platform :ios, '8.0'
target 'App' do
pod 'TXLiteAVSDK_Professional', :podspec => 'https://liteav.sdk.qcloud.com/pod/
liteavsdkspec/TXLiteAVSDK_Professional.podspec'
end

4.

更新并安装 SDK
在终端窗口中输入如下命令以更新本地库文件，并安装 SDK：
pod install

或使用以下命令更新本地库版本：
pod update

pod

命令执行完后，会生成集成了 SDK 的 .xcworkspace 后缀的工程文件，双击打开即可。

方案二：下载 SDK 并手动导入
1.

下载 SDK 并解压到本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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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打开您的 Xcode 工程项目，选择要运行的 target , 选中 Build Phases 项。

3.

单击 Link Binary with Libraries 项展开，单击底下的“+”号图标去添加依赖库。

4.

依次添加下载的

TXLiteAVSDK_TRTC.Framework

TXLiteAVSDK_Professional.Framework

）、

（或者
TXFFmpeg.xcframework

、

TXSoundTouch.xcfra

、及其所需依赖库
GLKit.framework 、 AssetsLibrary.framework 、 SystemConfiguration.framework 、 lib
sqlite3.0.tbd 、 CoreTelephony.framework 、 AVFoundation.framework 、 OpenGLES.fram
ework 、 Accelerate.framework 、 MetalKit.framework 、 libresolv.tbd 、 MobileCoreS
mewor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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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vices.framework

5.

、

libc++.tbd

、

CoreMedia.framework

。

单击 General，选择 Frameworks,Libraries,and Embedded Content，检查 TXLiteAVSDK_TRTC.framework
所需要动态库 TXFFmpeg.xcframework、TXSoundTouch.xcframework是否已经添加，是否正确选择选择
Embed & Sign，如果没有单击底下的“**+**”号图标依次添加。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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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配置 App 权限
1.

2.

如需使用 SDK 提供的音视频功能，需要给 App 授权麦克风和摄像头的使用权限。在 App 的 Info.plist 中添加以下
两项，分别对应麦克风和摄像头在系统弹出授权对话框时的提示信息。
Privacy - Microphone Usage Description，并填入麦克风使用目的提示语。
Privacy - Camera Usage Description，并填入摄像头使用目的提示语。

如需 App 进入后台仍然运行相关功能，可在 XCode 中选中当前工程项目，并在 Capabilities 下将设置项
Background Modes 设定为 ON，并勾选 Audio，AirPlay and Picture in Picture ，如下图所示：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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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在项目中引用 SDK
在完成了第一步的导入和第二步的设备权限授权后，就可以在项目中引用 SDK 中提供的接口 API 了。

通过 Objective-C 或 Swift 接口引用

在 Objective-C 或 Swift 代码中使用 SDK 有两种方式：
模块引用：在项目需要使用 SDK API 的文件里，添加模块引用。
@import TXLiteAVSDK_TRTC;

头文件引用：在项目需要使用 SDK API 的文件里，引入具体的头文件。
#import "TXLiteAVSDK_TRTC/TRTCCloud.h"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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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对于 Objective-C 接口的使用方式，请参见 iOS&Mac API 概览。

通过 C++ 接口引用(可选)

如果您的项目是通过 QT 或者 Electron 这样的跨平台框架引入 SDK，请引用
TXLiteAVSDK_TRTC.framework/Headers/cpp_interface 目录下的头文件：
#include "TXLiteAVSDK_TRTC/cpp_interface/ITRTCCloud.h"

说明：
对于 C++ 接口的使用方式，请参见 全平台（C++）API 概览。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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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11 11:29:20
本文介绍如何将 SDK 导入到您的项目中：

开发环境要求
。

Android Studio 3.5+

（

）及以上系统。

Android 4.1 SDK API 16

第一步：导入SDK
方案一：自动加载（aar）
TRTC SDK
1.

已经发布到 mavenCentral 库，您可以通过配置 gradle 自动下载更新。

在 dependencies 中添加 TRTCSDK 的依赖。
dependencies {
implementation 'com.tencent.liteav:LiteAVSDK_TRTC:latest.release'
}

2.

在 defaultConfig 中，指定 App 使用的 CPU 架构。
defaultConfig {
ndk {
abiFilters "armeabi-v7a", "arm64-v8a"
}
}

说明：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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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TRTC SDK 支持 armeabi-v7a 和 arm64-v8a。

3.

单击

，自动下载 SDK 并集成到工程里。

Sync Now

方案二：下载 SDK 并手动导入

下载 SDK 并解压到本地。
2. 将解压的 aar 文件拷贝到工程的 app/libs 目录下。
3. 在工程根目录下的 build.gradle 中，添加 flatDir，指定本地仓库路径。
1.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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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app/build.gradle 中，添加引用 aar 包的代码。

5.

在 app/build.gradle的defaultConfig 中，指定 App 使用的 CPU 架构。
defaultConfig {
ndk {
abiFilters "armeabi", "armeabi-v7a", "arm64-v8a"
}
}

说明：
目前 TRTC SDK 支持 armeabi ， armeabi-v7a 和 arm64-v8a。

6.

单击

，完成 TRTC SDK 的集成工作。

Sync Now

第二步：配置 App 权限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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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ndroidManifest.xml 中配置 App 的权限，TRTC SDK 需要以下权限：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INTERNET"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NETWORK_STATE"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WIFI_STATE"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RECORD_AUDIO"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MODIFY_AUDIO_SETTINGS"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BLUETOOTH"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CAMERA" />
<uses-feature android:name="android.hardware.camera.autofocus" />

注意：
请勿设置
渲染。

android:hardwareAccelerated="false"

，关闭硬件加速之后，会导致对方的视频流无法

第三步：设置混淆规则
在 proguard-rules.pro 文件，将 TRTC SDK 相关类加入不混淆名单：
-keep class com.tencent.** { *; }

通过 C++ 接口使用 SDK（可选）
如果您更倾向于使用 C++ 接口，而不是 Java 进行开发，可以执行此步骤；如果您仅使用 Java 语言来调用 TRTC
SDK，请忽略此步。
1.
2.

首先需要根据上文的指引，通过导入 jar 和 so 库的方式集成 TRTC SDK。
拷贝头文件：将 SDK 中的 C++ 头文件拷贝到项目中（路径
为： SDK/LiteAVSDK_TRTC_xxx/libs/include ），并在 CMakeLists.txt 中配置 include 文件夹路径及 so
库的动态链接。
cmake_minimum_required(VERSION 3.6)
#
C++
include_directories(
${CMAKE_CURRENT_SOURCE_DIR}/include #

配置

接口头文件路径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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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_library(
native-lib
SHARED
native-lib.cpp)
#
libliteavsdk.so
add_library(libliteavsdk SHARED IMPORTED)
set_target_properties(libliteavsdk PROPERTIES IMPORTED_LOCATION ${CMAKE_CURRENT
_SOURCE_DIR}/../../../libs/${ANDROID_ABI}/libliteavsdk.so)
find_library(
log-lib
log)
#
libliteavsdk.so
target_link_libraries(
native-lib
libliteavsdk
${log-lib})

3.

配置

动态库路径

配置

动态链接

使用命名空间：C++ 全平台接口的方法、类型等均定义在 trtc 命名空间中，为了让代码更加简洁，建议您直接使
用 trtc 命名空间
using namespace trtc;

说明：
配置 Android Studio C/C++ 开发环境具体可以参考 Android Studio 官方文档：向 Android 项目添加 C 和
C++ 代码 。
目前只有 TRTC 版本的 SDK 支持 C++ 接口；对于 C++ 接口的使用方式，请参见 全平台（C++）API 概
览。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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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04 12:15:12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快速地将腾讯云 TRTC SDK（Mac）集成到您的项目中，只要按照如下步骤进行配置，就可以完
成 SDK 的集成工作。

开发环境要求
。
OS X10.10+ 的 Mac 真机。
项目已配置有效的开发者签名。
Xcode 9.0+

第一步：导入 SDK
您可以选择使用 CocoaPods 自动加载的方式，或者手动先下载 SDK 再将其导入到您当前的工程项目中。

方案一：CocoaPods
1.

安装 CocoaPods
在终端窗口中输入如下命令（需要提前在 Mac 中安装 Ruby 环境）：
sudo gem install cocoapods

2.

创建 Podfile 文件
进入项目所在路径，输入以下命令行之后项目路径下会出现一个 Podfile 文件。
pod init

3.

编辑 Podfile 文件
编辑 Podfile 文件，有如下有两种设置方式：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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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一：使用腾讯云 LiteAV SDK 的 pod 路径。
platform :osx, '10.10'
target 'Your Target' do
pod 'TXLiteAVSDK_TRTC_Mac', :podspec => 'https://liteav.sdk.qcloud.com/pod/lite
avsdkspec/TXLiteAVSDK_TRTC_Mac.podspec'
end

方式二：使用 CocoaPod 官方源，支持选择版本号。
platform :osx, '10.10'
source 'https://github.com/CocoaPods/Specs.git'
target 'Your Target' do
pod 'TXLiteAVSDK_TRTC_Mac'
end

4.

安装与更新 SDK
在终端窗口中输入如下命令执行安装 TRTC SDK：
pod install

或使用以下命令更新本地库版本：
pod update

pod

命令执行完后，会生成集成了 SDK 的

.xcworkspace

后缀的工程文件，双击打开即可。

方案二：手动集成

下载 TRTC-SDK 的 Mac 版本。
2. 打开您的 Xcode 工程项目，将第一步中下载的 framework 导入到您的工程。
1.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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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要运行的 target，选中 Build Phases 项。

4.

单击 Link Binary with Libraries 项展开，单击底下的+号图标去添加依赖库。

5.

依次添加所下载的 SDK Framework 及其所需依赖
库： TXFFmpeg.xcframework 、 TXSoundTouch.xcframework 和 libc++.tbd 、
Accelerate.framework 、 SystemConfiguration.framework 、 MetalKit.framework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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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后如下图所示：

第二步：配置 App 权限
使用 SDK 的音视频功能，需要授权麦克风和摄像头的使用权限。在 App 的 Info.plist 中添加以下两项，分别对应麦
克风和摄像头在系统弹出授权对话框时的提示信息。
Privacy - Microphone Usage Description，并填入麦克风使用目的提示语。
Privacy - Camera Usage Description，并填入摄像头使用目的提示语 。
如下图所示：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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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App 启用了 App Sandbox 或 Hardened Runtime，需要勾选上
Input 这几个选项。
App Sandbox 配置如下图所示：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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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dened Runtime

配置如下图所示：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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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在项目中引用 SDK
在完成了第一步的导入和第二步的设备权限授权后，就可以在项目中引用 SDK 中提供的接口 API 了。

通过 Objective-C 或 Swift 接口引用 TRTC SDK
在 Objective-C 或 Swift 代码中使用 SDK 有两种方式：

模块引用：在项目需要使用 SDK API 的文件里，添加模块引用。
@import TXLiteAVSDK_TRTC_Mac;

头文件引用：在项目需要使用 SDK API 的文件里，引入具体的头文件。
#import TXLiteAVSDK_TRTC_Mac/TRTCCloud.h

通过 C++ 接口引用 TRTC SDK（可选）
1.

引用头文件：如果您要使用 C++ 接口来开发Mac应用，请引用
TXLiteAVSDK_TRTC_Mac.framework/Headers/cpp_interface

目录下的头文件。

#include TXLiteAVSDK_TRTC_Mac/cpp_interface/ITRTCCloud.h

2.

使用命名空间：C++ 全平台接口的接口、类型等均定义在 trtc 命名空间中，为了让代码更加简洁，建议您直接使
用 trtc 命名空间。
using namespace trtc;

说明：
对于 C++ 接口的使用方式，请参见 全平台（C++）API 概览。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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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C++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04 12:15:12
本文介绍如何快速地将腾讯云 TRTC SDK（Windows C++ 版本）集成到 MFC 项目中。

开发环境要求
操作系统：Windows 7及以上版本。
开发环境：Visual Studio 2010及以上版本，推荐使用 Visual Studio 2015。

通过 MFC 项目集成 C++ SDK

本节通过创建一个简单的 MFC 项目，介绍如何在 Visual Studio 工程中集成 C++ SDK。

步骤1：下载 SDK

下载 SDK，解压并打开，本文示例中，您只需要引用 SDK 目录下 C++ 版的 SDK 文件即可，以64位为例，其 SDK
位置为 ./SDK/CPlusPlus/Win64/ 下，主要包含以下几个部分：
目录名
include
lib

说明
带有详细接口注释的 API 头文件
编译用的 .lib 文件和运行时加载的 .dll 文件

步骤2：新建工程

打开 Visual Studio，新建一个名字叫 TRTCDemo 的 MFC 应用程序。
为了便于介绍如何快速集成，在向导的应用程序类型页面，我们选择比较简单的基于对话框类型。
其他的向导配置，请选择默认的配置即可。

步骤3：拷贝文件

将解压后的 SDK 文件夹拷贝到

TRTCDemo.vcxproj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所在目录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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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当前只需要 C++ SDK，可以将 SDK 路径下的 CSharp 目录删除。

步骤4：修改工程配置

打开 TRTCDemo 属性页，在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 > TRTCDemo 工程的右键菜单 > 属性，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配
置：
1. 添加包含目录：
在C/C++ > 常规 > 附件包含目录，以64位为例，添加 SDK 头文件目录。
$(ProjectDir)SDK\CPlusPlus\Win64\include 和
$(ProjectDir)SDK\CPlusPlus\Win64\include\TRTC ，如下图所示：
说明：
如果为32位，则需要将 SDK 头文件目录设为

$(ProjectDir)SDK\CPlusPlus\Win32\include

$(ProjectDir)SDK\CPlusPlus\Win32\include\TRTC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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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库目录：
在链接器 > 常规 > 附加库目录，添加 SDK 库目录
示：
2.

说明：
如果为32位，则需要将 SDK 库目录设为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ProjectDir)SDK\CPlusPlus\Win64\lib

$(ProjectDir)SDK\CPlusPlus\Win32\lib

，如下图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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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库文件：
在链接器 > 输入 > 附加依赖项，添加 SDK 库文件
3.

liteav.lib

添加 copy 命令：
在生成事件 > 后期生成事件 > 命令行，添加拷贝命令

，如下图所示：

4.

copy /Y

$(ProjectDir)SDK\CPlusPlus\Win64\lib\*.dll $(OutDir)

文件拷贝到程序的运行目录下，如下图所示：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能够在编译完成后，自动将 SDK 的 .d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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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如果为32位，则添加拷贝命令为
$(OutDir) 。

copy /Y $(ProjectDir)SDK\CPlusPlus\Win32\lib\*.dll

步骤5：打印 SDK 版本号
1.

在 TRTCDemoDlg.cpp 文件顶部增加头文件引入，代码如下：
#include "ITRTCCloud.h"

2.

在

CTRTCDemoDlg::OnInitDialog

函数中，添加下面的测试代码：

ITRTCCloud * pTRTCCloud = getTRTCShareInstance();
CString szText;
szText.Format(L"SDK version: %hs", pTRTCCloud->getSDKVersion());
CWnd *pStatic = GetDlgItem(IDC_STATIC);
pStatic->SetWindowTextW(szTex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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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键盘 F5 运行，打印 SDK 的版本号，如下图所示：

常见问题
若出现以下错误，请按照前面的工程配置，检查 SDK 头文件的目录是否正确添加。
fatal error C1083: 无法打开包括文件: “TRTCCloud.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若出现以下错误，请按照前面的工程配置，检查 SDK 库目录和库文件是否正确添加。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_declspec(dllimport) public: static class TXSt
ring __cdecl TRTCCloud::getSDKVersion(void)" (__imp_?getSDKVersion@TRTCCloud@@S
A?AVTXString@@XZ)，该符号在函数 "protected: virtual int __thiscall CTRTCDemoDlg::
OnInitDialog(void)" (?OnInitDialog@CTRTCDemoDlg@@MAEHXZ) 中被引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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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09 11:17:10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快速地将腾讯云 TRTC Web SDK 集成到您的项目中。

支持的平台
技术由 Google 最先提出， Chrome 、Edge 、 Firefox、Safari 、Opera浏览器等均已支持，腾讯云TRTC
Web SDK基于WebRTC封装，腾讯云 TRTC Web SDK 详细支持度表格请参见 支持的平台。
如果您的应用场景主要为教育场景，那么教师端推荐使用稳定性更好的 Electron 解决方案，支持大小双路画面，
更灵活的屏幕分享方案以及更强大的弱网络恢复能力。
WebRTC

注意：
您可以在浏览器中打开 TRTC Web SDK 能力测试页面 检测当前浏览器是否支持 WebRTC 所有能力。例如
WebView 等浏览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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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L

域名协议限制

应用场景
生产环境
生产环境
本地开发环境
本地开发环境
本地开发环境
本地开发环境

协议
协议
HTTP 协议
HTTPS

http://localhost
http://127.0.0.1

本机IP]

http://[
fil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接收（播放）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发送（上麦）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屏幕分享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备注
推荐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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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墙限制
在使用 TRTC Web SDK 时，用户可能因防火墙限制导致无法正常进行音视频通话，请参考 应对防火墙限制相关 将
相应端口及域名添加至防火墙白名单中。

集成 TRTC Web SDK
NPM
1.

集成

您需要在项目中使用 npm 安装 SDK 包。
npm install trtc-js-sdk --save

2.

在项目脚本里引入模块。
import TRTC from 'trtc-js-sdk';

Script

集成

您只需要在您的 Web 页面中添加如下代码即可：
<script src="trtc.js"></script>

相关资源
下载地址：单击下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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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动直播
切换摄像头和麦克风
设置本地视频属性
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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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引链接
指引链接
指引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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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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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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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单击查看 更多能力。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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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n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08 15:25:07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快速地将腾讯云 TRTC Electron SDK 集成到您的项目中，只要按照如下步骤进行配置，就可以完
成 SDK 的集成工作。

支持的平台
（ ）

Windows PC
Mac

导入 SDK

步骤1. 安装 Node.js

平台安装指引
MacOS 平台安装指引
Windows

1.

根据 Windows 操作系统选择下载最新版本的 Node.js 安装包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Windows Installer (.msi) 64-b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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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打开应用程序列表中的 Node.js command prompt，启动命令行窗口，用于输入后续步骤中的各项命令。

步骤2：安装 Electron

在命令行窗口中执行如下命令，安装 Electron，建议版本号 >= 4.0.0。
$ npm install electron@latest --save-dev

步骤3：安装 Electron 版的 TRTC SDK
1.

在您的 Electron 项目中使用 npm 命令安装 SDK 包：
$ npm install trtc-electron-sdk@latest --save

说明：

最新版可在 trtc-electron-sdk 中查看。
2. 在项目脚本里引入模块并使用：
TRTC Electron 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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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

版本号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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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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tcCloud.getSDKVersion();

获取

版本号

步骤4：打包可执行程序

安装打包工具：推荐使用打包工具
builder 。

electron-builder

进行打包，您可以执行如下命令安装

electron-

$ npm install electron-builder@latest --save-dev

为了正确打包 Electron 版本的 TRTC SDK（也就是
令以安装 native-ext-loader 工具。

trtc_electron_sdk.node

文件），您还需要执行如下命

$ npm install native-ext-loader@latest --save-dev

步骤5：修改打包配置，以 webpack.config.js 为例

包含了项目构建的配置信息， webpack.config.js 文件的位置如下：
通常情况下， webpack.config.js 位于项目的根目录。
使用 create-react-app 创建项目的情况下，此配置文件为 node_modules/reactscripts/config/webpack.config.js 。
使用 vue-cli 创建项目的情况下，webpack 的配置存放在 vue.config.js 配置中的
configureWebpack 属性中。
如您的工程文件经过了定制化，还请自行查找 webpack 配置。

webpack.config.js

1.

首先使 webpack.config.js 在构建时可以接收名为 --target_platform 的命令行参数，以使代码构
建过程按不同的目标平台特点正确打包，在 module.exports 之前添加以下代码：
const os = require('os');
const targetPlatform = (function(){
let target = os.platform();
for (let i=0; i<process.argv.length; i++) {
if (process.argv[i].includes('--target_platform=')) {
target = process.argv[i].replace('--target_platform=', '');
break;
}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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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win32', 'darwin'].includes) target = os.platform();
return target;
})();

注意：
os.platform()

返回的结果中，"darwin" 表示 Mac 平台。"win32" 表示 Windows 平台，不论 64 位还是

位。
2. 然后在 rules 选项中添加以下配置，
同的目标平台切换不同的配置：
32

targetPlatform

变量可以使

rewritePath

可以根据不

rules: [
{
test: /\.node$/,
loader: 'native-ext-loader',
options: {
rewritePath: targetPlatform === 'win32' ? './resources' : '../Resources'
//
// rewritePath: './node_modules/trtc-electron-sdk/build/Release'
}
},
]

针对开发环境

该配置的含义是：
打包 Windows 下的 .exe 文件时，让 native-ext-loader 到 [应用程序根目录]/resources 目录下
加载 TRTC SDK。
打包 Mac 下的 .dmg 时，让 native-ext-loader 到 [应用程序目
录]/Contents/Frameworsk/../Resources 目录下加载 TRTC SDK。
本地开发运行时，让 native-ext-loader 到 ./node_modules/trtc-electronsdk/build/Release 目录下加载 TRTC SDK，请参见 simple demo 配置。
还需要在

package.json

中的构建脚本中添加

--target_platform

参数，将在下一步进行。

步骤6：修改 package.json 配置

位于项目的根目录，其中包含了项目打包所必须的信息。但默认情况下，
的路径是需要修改才能顺利实现打包的，我们可以按如下步骤修改此文件：
package.json

1.

修改

main

package.json

中

配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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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情况下，

文件名称可以任意配置，例如 TRTCSimpleDemo 中的可以配置为：

//
main
"main": "main.electron.js",

但是，使用

//
create-react-app
"main": "public/electron.js",

2.

复制以下 build 配置，添加到您的
配置信息。

脚手架创建的项目，main 文件必须配置为：

package.json

文件中，这是

electron-builder

需要读取到的

"build": {
"appId": "[appId
]",
"directories": {
"output": "./bin"
},
"win": {
"extraFiles": [
{
"from": "node_modules/trtc-electron-sdk/build/Release/",
"to": "./resources",
"filter": ["**/*"]
}
]
},
"mac": {
"extraFiles": [
{
"from": "node_modules/trtc-electron-sdk/build/Release/trtc_electron_sdk.node",
"to": "./Resources"
}
]
}
},

请自行定义

3.

在 scripts 节点下添加以下构建和打包的命令脚本：
本文以 create-react-app 和 vue-cli 项目为例，其它工具创建的项目也可以参考此配置：
项目请使用此配置

// create-react-app
"scripts": {
"build:mac": "react-scripts build --target_platform=darwin",
"build:win": "react-scripts build --target_platform=win32",
"compile:mac": "node_modules/.bin/electron-builder --mac",
"compile:win64": "node_modules/.bin/electron-builder --win --x64",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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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mac": "npm run build:mac && npm run compile:mac",
"pack:win64": "npm run build:win && npm run compile:win64"
}
// vue-cli
"scripts": {
"build:mac": "vue-cli-service build --target_platform=darwin",
"build:win": "vue-cli-service build --target_platform=win32",
"compile:mac": "node_modules/.bin/electron-builder --mac",
"compile:win64": "node_modules/.bin/electron-builder --win --x64",
"pack:mac": "npm run build:mac && npm run compile:mac",
"pack:win64": "npm run build:win && npm run compile:win64"
}

项目请使用此配置

参数
main

build.win.extraFiles

build.mac.extraFiles

build.directories.output
build.scripts.build:mac
build.scripts.build:win
build.scripts.compile:mac
build.scripts.compile:win64
build.scripts.pack:mac
build.scripts.pack:win64

说明
的入口文件，一般情况下可以自由配置。但如果项目使用 createreact-app 脚手架创建，则入口文件必须配置为 public/electron.js
打包 Windows 程序时， electron-builder 会把 from 所指目录下的所
有文件复制到 bin/win-unpacked/resources（全小写）
打包 Mac 程序时， electron-builder 会把 from 指向的
trtc_electron_sdk.node 文件复制到 bin/mac/your-appname.app/Contents/Resources（首字母大写）
打包文件的输出路径。例如这个配置会输出到 bin 目录下，可根据实际需要
修改
以 Mac 平台为目标构建脚本
以 Windows 平台为目标构建脚本
编译为 Mac 下的 .dmg 安装文件
编译为 Windows 下的 .exe 安装文件
先调用 build:mac 构建代码，再调用 compile:mac 打包成 .dmg 安装文件
先调用 build:win 构建代码，再调用 compile:win64 打包成 .exe 安装文件
Electron

步骤7：执行打包命令
打包 Mac.dmg 安装文件：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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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目录

$ cd [
]
$ npm run pack:mac

成功执行后，打包工具会生成

bin/your-app-name-0.1.0.dmg

安装文件，请选择此文件发布。

打包 Windows.exe 安装文件：
项目目录

$ cd [
]
$ npm run pack:win64

成功执行后，打包工具会生成

bin/your-app-name Setup 0.1.0.exe

安装文件，请选择此文件发布。

注意：

暂不支持跨平台打包（例如在 Mac 下打包 Windows 的 .exe 文件，或在 Windows 平台下
打包 Mac 的 .dmg 文件）。目前我们正在研究跨平台打包方案，敬请期待。
TRTC Electron SDK

常见问题

防火墙有什么限制？

由于 SDK 使用 UDP 协议进行音视频传输，所以对 UDP 有拦截的办公网络下无法使用，如遇到类似问题，请参见
应对公司防火墙限制。
Electron

安装或打包异常？

如果您在集成 Electron 过程中遇到异常：例如安装超时或失败，打包后出现 trtc_electron_sdk.node 文件加载失败等
情况，相关问题解答请联系我们。

参考文档
手册
SDK 更新日志
Simple Demo 源码
API Example 源码
Electron 常见问题
SDK API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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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tter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01 12:32:03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快速地将腾讯云 TRTC SDK（Flutter）集成到您的项目中，只要按照如下步骤进行配置，就可以
完成 SDK 的集成工作。
注意：
目前 Windows/MacOs 端暂不支持屏幕分享及设备选择功能。

环境要求
及以上版本。
Android 端开发：
Android Studio 3.5及以上版本。
App 要求 Android 4.1及以上版本设备。
iOS & macOS 端开发：
Xcode 11.0及以上版本。
osx 系统版本要求 10.11 及以上版本
请确保您的项目已设置有效的开发者签名。
Windows 开发：
操作系统：Windows 7 SP1 或更高的版本（基于 x86-64 的 64 位操作系统）。
磁盘空间：除安装 IDE 和一些工具之外还应有至少 1.64 GB 的空间。
安装 Visual Studio 2019。
Flutter 2.0

集成 SDK
Flutter SDK
1.

在项目的

已经发布到 pub 库，您可以通过配置
pubspec.yaml

dependencies:
tencent_trtc_cloud:

2.

pubspec.yaml

自动下载更新。

中写如下依赖：
最新版本号

开通摄像头和麦克风的权限，即可开启语音通话功能。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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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

端

端
Android 端
Windows 端
i. 需要在 Info.plist 中加入对相机和麦克风的权限申请：
macOS

<key>NSCameraUsageDescription</key>
<string>
</string>
<key>NSMicrophoneUsageDescription</key>
<string>
</string>

授权摄像头权限才能正常视频通话
授权麦克风权限才能正常语音通话

ii.

添加字段

io.flutter.embedded_views_preview

，并设定值为 YES。

常见问题
打包运行 Crash？
iOS 无法显示视频（Android 正常）？
更新 SDK 版本后，iOS CocoaPods 运行报错？
Android Manifest merge failed 编译失败？
因为没有签名，真机调试报错?
对插件内的 swift 文件做了增删后，build 时查找不到对应文件？
Run 报错“Info.plit, error: No value at that key path or invalid key path: NSBonjourServices”？
Pod install 报错？
Run 的时候 iOS 版本依赖报错？
iOS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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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T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08 15:25:07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快速地将腾讯云 TRTC SDK（QT 的 Windows 和 Mac 版本）集成到您的项目中，只要按照如下步
骤进行配置，就可以快速完成 SDK 的集成工作。

Windows

开发环境要求

端集成

操作系统：Windows 7及以上版本。
开发环境：Visual Studio 2015及以上版本，推荐使用 Visual Studio 2015，前提是您已经配置好 VS 相关的 QT 开
发环境。
说明：
如果您不熟悉配置 VS 相关 QT 开发环境的步骤，请参见 README 中的操作步骤的步骤4相关内容。

操作步骤

本节通过创建一个简单的 QT 项目，介绍如何在 Visual Studio 工程中集成 C++ SDK。
步骤1：下载 SDK
1. 下载 SDK，解压并打开。
本文示例中，您只需要引用 SDK 目录下 C++ 版的 SDK 文件即可。以64位为例，其 SDK 位置为
./SDK/CPlusPlus/Win64/ 下，主要包含以下几个部分：
目录名
说明
include
带有详细接口注释的 API 头文件
lib
编译用的 .lib 文件和运行时加载的 .dll 文件
步骤2：新建工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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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Visual Studio 2015 为例，在确保本地已经安装了 QT 和 VS 开发插件 的前提下，打开 Visual Studio。新建一个名
字叫 TRTCDemo 的 QT 应用程序，如下图所示：

为了便于介绍如何快速集成，在向导中我们选择 Qt Widgets Application 类型，单击确定，在之后的页面中单击
Next 直到工程创建完成即可。
步骤3：拷贝文件
将解压后的 SDK 文件夹拷贝到 TRTCDemo.vcxproj 所在目录下，如下图所示：
说明：
当前只需要 C++ SDK，可以将 SDK 路径下的 CSharp 目录删除。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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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修改工程配置
打开 TRTCDemo 属性页，在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 >TRTCDemo 工程的右键菜单 > 属性，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配
置：
1. 添加包含目录：
在 C/C++ > 常规 > 附加包含目录，以64位为例，添加 SDK 头文件目录
$(ProjectDir)SDK\CPlusPlus\Win64\include 和
$(ProjectDir)SDK\CPlusPlus\Win64\include\TRTC ，如下图所示：
说明：
如果为32位，则需要将 SDK 头文件目录设为

$(ProjectDir)SDK\CPlusPlus\Win32\include

$(ProjectDir)SDK\CPlusPlus\Win32\include\TRTC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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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库目录：
在链接器 > 常规 > 附加库目录，以64位为例，添加 SDK 库目录
$(ProjectDir)SDK\CPlusPlus\Win64\lib ，如下图所示：
2.

说明：
如果为32位，则需要将 SDK 库目录设为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ProjectDir)SDK\CPlusPlus\Win32\lib

。

第88 共219页

实时音视频

添加库文件：
在链接器 > 输入 > 附加依赖项，添加 SDK 库文件
3.

liteav.lib

添加 copy 命令：
在生成事件 > 后期生成事件 > 命令行，添加拷贝命令

，如下图所示：

4.

copy /Y

$(ProjectDir)SDK\CPlusPlus\Win64\lib\*.dll $(OutDir)

文件拷贝到程序的运行目录下，如下图所示：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能够在编译完成后，自动将 SDK 的 .d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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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如果为32位，则添加拷贝命令为
$(OutDir) 。

copy /Y $(ProjectDir)SDK\CPlusPlus\Win32\lib\*.dll

步骤5：打印 SDK 版本号
1.

在

TRTCDemo.cpp

文件顶部增加头文件引入，代码如下：

#include "ITRTCCloud.h"
#include <QLabel>

2.

在

TRTCDemo.cpp

文件的

TRTCDemo::TRTCDemo

构造函数中，添加下面的测试代码：

ITRTCCloud * pTRTCCloud = getTRTCShareInstance();
std::string version(pTRTCCloud->getSDKVersion());
QString sdk_version = QString("SDK Version: %1").arg(version.c_str());
QLabel* label_text = new QLabel(this);
label_text->setAlignment(Qt::AlignCenter);
label_text->resize(this->width(), this->height());
label_text->setText(sdk_version);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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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键盘 F5 运行，打印 SDK 的版本号，如下图所示：

Mac

端集成

开发环境要求

操作系统：Mac10.10及以上版本。
开发环境：Qt Creator 4.10.3及以上版本，推荐使用 Qt Creator 4.13.3及以上。
开发框架：Based on Qt 5.10及以上。

操作步骤

本节以创建一个简单的 QTTest 项目为例，介绍如何在 Qt Creator 工程中集成 C++ 跨平台 SDK。
1.

下载 C++ 跨平台 SDK
i. 下载 SDK，解压并打开文件。
ii. 在您的 QTTest 同级目录下新建一个空的 SDK 文件夹，将 SDK 中
的 TXLiteAVSDKTRTCMacx.x.x/SDK/TXLiteAVSDKTRTC_Mac.framework 拷贝到与您 QTTest 工程
目录同级目录的 SDK 文件夹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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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 QTTest.pro
打开 QTTest 工程目录，使用一任意文本编辑器打开

QTTest.pro

文件，然后添加 SDK 相关引用：

INCLUDEPATH += $$PWD/.
DEPENDPATH += $$PWD/.
LIBS += "-F$$PWD/base/util/mac/usersig"
LIBS += "-F$$PWD/../SDK"
LIBS += -framework TXLiteAVSDK_TRTC_Mac
LIBS += -framework Accelerate
LIBS += -framework AudioUnit
INCLUDEPATH += $$PWD/../SDK/TXLiteAVSDK_TRTC_Mac.framework/Headers/cpp_interfac
e
INCLUDEPATH += $$PWD/base/util/mac/usersig/include
DEPENDPATH += $$PWD/base/util/mac/usersig/include

3.

授权摄像头和麦克风使用权限
因为 SDK 会使用您的摄像头和麦克风，所以您需要在对应的

Info.plist

添加对应的权限申请说明：

申请使用麦克风
申请使用摄像头

NSMicrophoneUsageDescription :
NSCameraUsageDescription :

如下图所示：

4.

引用 TRTC SDK
您可以通过头文件 #include "ITRTCCloud.h" 直接引用。
使用命名空间：C++ 全平台接口的方法、类型等均定义在 trtc 命名空间中，为了让代码更加简洁，建议您直接
使用 trtc 命名空间。
说明：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92 共219页

实时音视频

至此您的集成工作已经完成，可以编译运行您的项目了。关于更多跨平台 SDK 的 API 使用 Demo，请下载
QTDemo 参考。

常见问题
若出现以下错误，请按照前面的工程配置，检查 SDK 头文件的目录是否正确添加。
fatal error C1083: 无法打开包括文件: “TRTCCloud.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若出现以下错误，请按照前面的工程配置，检查 SDK 库目录和库文件是否正确添加。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_declspec(dllimport) public: static class TXSt
ring __cdecl TRTCCloud::getSDKVersion(void)" (__imp_?getSDKVersion@TRTCCloud@@S
A?AVTXString@@XZ)，该符号在函数 "protected: virtual int __thiscall CTRTCDemoDlg::
OnInitDialog(void)" (?OnInitDialog@CTRTCDemoDlg@@MAEHXZ) 中被引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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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y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01 12:31:35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快速地将腾讯云 TRTC SDK（Unity）集成到您的项目中，只要按照如下步骤进行配置，就可以完
成 SDK 的集成工作。

环境要求
建议版本： 2020.2.1f1c1。
目前支持 Android、iOS、Windows、Mac（Mac 还在内测中）平台。
需要包含 Android Build Support 、 iOS Build Support 、
MacOs Build Support 模块。
Unity

Winodows Build Support

和

其中 iOS 端开发还需要：
Xcode 11.0及以上版本。
请确保您的项目已设置有效的开发者签名。

集成 SDK
下载 SDK 及配套的 Demo 源码。
2. 解压后，把项目中的 TRTCUnitySDK/Assets/TRTCSDK/SDK 文件夹拷贝到您项目中的 Assets 目录下。
1.

常见问题
Android

提示网络权限问题？

请将项目中
Android
Android

/Assets/Plugins/AndroidManifest.xml

文件放到同级目录下。

没有音视频的权限？

端的麦克风、摄像头权限要手动申请，具体方法请参见以下代码：

#if PLATFORM_ANDROID
if (!Permission.HasUserAuthorizedPermission(Permission.Microphone))
{
Permission.RequestUserPermission(Permission.Microphone);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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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Permission.HasUserAuthorizedPermission(Permission.Camera))
{
Permission.RequestUserPermission(Permission.Camera);
}
#endif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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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t Native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01 12:32:15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快速地将腾讯云 TRTC SDK（React Native）集成到您的项目中，只要按照如下步骤进行配置，就
可以完成 SDK 的集成工作。

环境要求
及以上版本。
Node & Watchman，node版本需在 v12 以上
Android 端开发：
Android Studio 3.5及以上版本
App 要求 Android 4.1及以上版本设备
ReactNative 0.63

Java Development Kit

端开发：
Xcode 11.0及以上版本
osx 系统版本要求 10.11 及以上版本
请确保您的项目已设置有效的开发者签名
环境安装请参见 官方文档
iOS & macOS

集成 SDK
ReactNative SDK

1.

在项目的

已经发布到 npm，您可以通过配置

package.json

package.json

安装。

中写如下依赖：

"dependencies": {
"trtc-react-native": "^2.0.0"
},

2.

开通摄像头和麦克风的权限，即可开启语音通话功能。
Android 端
iOS 端
i. 在 AndroidManifest.xml 中配置 App 的权限，TRTC SDK 需要以下权限。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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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INTERNET"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NETWORK_STATE" />
<uses-permission
<uses-permission
<uses-permission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WIFI_STATE" />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WRITE_EXTERNAL_STORAGE" />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READ_EXTERNAL_STORAGE" />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RECORD_AUDIO"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MODIFY_AUDIO_SETTINGS"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BLUETOOTH"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CAMERA"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READ_PHONE_STATE" />
<uses-feature android:name="android.hardware.camera" />
<uses-feature android:name="android.hardware.camera.autofocus" />

注意
请勿设置 android:hardwareAccelerated="false" ，关闭硬件加速之后，会导致对方的视频流
无法渲染。
ii. Android

端音视频权限需要手动申请。

if (Platform.OS === 'android') {
await PermissionsAndroid.requestMultiple([
PermissionsAndroid.PERMISSIONS.RECORD_AUDIO, //
PermissionsAndroid.PERMISSIONS.CAMERA, //
]);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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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入房间

Android&iOS&Windows&Mac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04 12:15:12
本文档主要介绍如何进入 TRTC 房间中，只有在进入音视频房间后，用户才能订阅房间中其他用户的音视频流，或
者向房间中的其他用户发布自己的音视频流。

调用指引

步骤1：导入 SDK 并设置 App 权限

请参考文档 导入 SDK 到项目中 完成 SDK 的导入工作。

步骤2：创建 SDK 实例并设置事件监听器

调用各平台的初始化接口创建 TRTC 的对象实例。
Android java
iOS&Mac ObjC
Windows C++

创建

实例（单例模式）并设置事件监听器

//
SDK
// Create trtc instance(singleton) and set up event listeners
mCloud = TRTCCloud.sharedInstance(getApplicationContext());
mCloud.setListener(this);

步骤3：监听 SDK 的事件

通过设置事件回调接口，您可以监听 SDK 在运行期间所发生的错误信息、警告信息、流量统计信息、网络质量信息
以及各种音视频事件。
Android
iOS&Mac ObjC
Windows C++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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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让自己的类继承 **TRTCCloudListener**，并重载 onError 函数，最后将 this 指针通过 *
*setListener** 接口设置给 SDK，就可以在当前类中监听来自 SDK 的回调事件了。
<dx-code-holder data-codeindex="0"></dx-code-holder>

步骤4：准备进房参数 TRTCParams

在调用 enterRoom 接口时需要填写两个关键参数，即 TRTCParams 和
绍：
参数一：TRTCAppScene
该参数用于指定您的应用场景，即在线直播还是实时通话：

TRTCAppScene

，接下来进行详细介

实时通话：
包含 TRTCAppSceneVideoCall 和 TRTCAppSceneAudioCall 两个可选项，分别是视频通话和语音通
话，该模式适合 1对1 的音视频通话，或者参会人数在 300 人以内的在线会议。
在线直播：
包含 TRTCAppSceneLIVE 和 TRTCAppSceneVoiceChatRoom 两个可选项，分别是视频直播和语音直
播，该模式适合十万人以内的在线直播场景，但需要您在接下来介绍的 TRTCParams 参数中指定 角色(role) 这个
字段，也就是将房间中的用户区分为 主播(anchor) 和 观众(audience) 两种不同的角色。
参数二：TRTCParams
TRTCParams 由很多的字段构成，但通常您只需要关心如下几个字段的填写：
参数名称 字段含义 补充说明
数据类型 填写示例
您可以在 实时音视频控制台 中找到这个
SDKAppID
应用 ID SDKAppID，如果没有就单击“创建应
数字
1400000123
用”按钮创建一个新的应用。
即用户名，只允许包含大小写英文字母
（a-z、A-Z）、数字（0-9）及下划线和
userId
用户 ID 连词符。注意 TRTC 不支持同一个
字符串 “denny” 或者 “123321”
userId 在两台不同的设备上同时进入房
间，否则会相互干扰。
您可以使用 SDKAppID 和 userId 计算出
进房鉴权
userSig
userSig，计算方法请参见 如何计算及使
字符串 eJyrVareCeYrSy1SslI...
票据
用 UserSig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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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roomId

strRoomId

role

字段含义 补充说明
数字类型的房间号。注意如果您想使用字
strRoomId
房间号 符串类型的房间号，请使用
字段，而不要使用 roomId 字段，因为
strRoomId 和 roomId 不可以混用。
字符串类型的房间号。注意 strRoomId 和
房间号 roomId 不可以混用，“123” 和 123 在
TRTC 后台服务看来并不是同一个房间。
分为“主播”和“观众”两种角色，只有当
TRTCAppScene 被指定为
TRTCAppSceneLIVE 或
角色
TRTCAppSceneVoiceChatRoom 这
两种直播场景时才需要指定该字段。

数据类型 填写示例
数字

29834

数字

29834

枚举值

TRTCRoleAnchor

或

TRTCRoleAudience

注意：

不支持同一个 userId 在两台不同的设备上同时进入房间，否则会相互干扰。
每个端在应用场景 appScene 上必须要进行统一，否则会出现一些不可预料的问题。
TRTC

步骤5：进入房间（enterRoom）

在准备好步骤4中两个参数（TRTCAppScene 和 TRTCParams）后，就可以调用 enterRoom 接口函数进入房间了。
Android Java
iOS&Mac objectivec
Windows C++

mCloud = TRTCCloud.sharedInstance(getApplicationContext());
mCloud.setListener(mTRTCCloudListener);

组装

进房参数，请将

中的各字段都替换成您自己的参数

//
TRTC
TRTCParams
// Please replace each field in TRTCParams with your own parameters
TRTCCloudDef.TRTCParams param = new TRTCCloudDef.TRTCParams();
params.sdkAppId = 1400000123; // Please replace with your own SDKAppID
params.userId = "denny"; // Please replace with your own userid
params.roomId = 123321; // Please replace with your own room number
params.userSig = "xxx"; // Please replace with your own userSig
params.role = TRTCCloudDef.TRTCRoleAnchor;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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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场景是 在线直播 ，请将应用场景设置为

//
“
”
TRTC_APP_SCENE_LIVE
// If your application scenario is a video call between several people, please u
se "TRTC_APP_SCENE_LIVE"
mCloud.enterRoom(param, TRTCCloudDef.TRTC_APP_SCENE_LIVE);

事件回调
如果进入房间成功，SDK 会回调 onEnterRoom(result) 事件，其中 result 会是一个大于 0 的数值，代表加入房间所消
耗的时间，单位为毫秒（ms）。
如果进入房间失败，SDK 同样会回调 onEnterRoom(result) 事件，但参数 result 会是一个负数，其数值为进房
失败的错误码。
Android Java
iOS&Mac ObjC
Windows C++

监听

的

事件并获知是否成功进入房间

//
SDK
onEnterRoom
// Listen to the onEnterRoom event of the SDK and learn whether the room is succ
essfully entered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nterRoom(long result) {
if (result > 0) {
Log.d(TAG, "Enter room succeed");
} else {
Log.d(TAG, "Enter room failed");
}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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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08 15:25:07
本文档主要介绍如何进入 TRTC 房间中，只有在进入音视频房间后，用户才能订阅房间中其他用户的音视频流，或
者向房间中的其他用户发布自己的音视频流。

在使用 TRTC Web SDK 中，经常会接触到以下对象：
Client 对象，代表一个本地客户端。Client 类的方法提供了进入通话房间、发布本地流、订阅远端流等功能。
Stream 对象，代表一个音视频流对象，包括本地音视频流对象 LocalStream 和远端音视频流对象
RemoteStream。Stream 类的方法主要提供音视频流对象的行为，包括音频和视频的播放控制。

步骤1：创建 Client 对象
通过 TRTC.createClient() 方法创建 Client 对象，主要参数如下：
参数名称
字段含义 补充说明
数据类型 填写示例
实时通话模式
设置为
rtc ，该模
式适合 1对1
的音视频通
话，或者参会
人数在 300 人
mode
应用场景 以内的在线会 string
rtc
议。
在线直播模式
设置为
live ，该
模式适合十万
人以内的在线
直播场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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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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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sdkAppId

userId

userSig

useStringRoomId

字段含义 补充说明
数据类型 填写示例
您可以在 实时
音视频控制台
中找到这个
，如 number 1400000123
应用 ID sdkAppId
果没有就单
击“创建应
用”按钮创建一
个新的应用。
即用户名，只
允许包含大小
写英文字母
（a-z、AZ）、数字
（0-9）及下
划线和连词
用户 ID 符。
string
“denny” 或者 “123321”
注意： TRTC
不支持同一个
userId 在两台
不同的设备上
同时进入房
间，否则会相
互干扰。
计算方法请参
进房鉴权 见 如何计算及 string
eJyrVareCeYrSy1SslI...
票据
使用 UserSig
。
字符串房 是否使用
类型的 boolean true
间号开关 string
roomId。

默认值 备注

无

必填

无

必填

无

必填

false

-

更详细的参数说明参见 TRTC.createClient()。
//

实时通话模式下创建客户端对象

const client = TRTC.createClient({
mode: 'rtc',
sdkAppId,
userId,
userSig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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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直播模式下创建客户端对象

//
const client = TRTC.createClient({
mode: 'live',
sdkAppId,
userId,
userSig
});

步骤2：进入音视频通话房间
调用 Client.join() 进入音视频通话房间。主要参数如下：
参数名称 字段含义 补充说明
默认是 number 类型，如需使用
string 类型的 roomId，请在
createClient() 中设置
useStringRoomId 参数为 true
- roomId 为 number 类型时，取值
要求为 [1, 4294967294] 的整数;
roomId 为 string 类型时，限制长
roomId
房间号 -度为
64字节，且仅支持以下范围的
字符集：
大小写英文字母（a-zA-Z）; 数字
（0-9）; 空格、!、#、$、%、&、
(、)、+、-、:、;、<、=、.、
>、?、@、[、]、^、_、 {、}、|、
~、,
用户角色仅在 live 模式才需要
设置，目前支持两种角
role
角色
色： anchor 主
播， audience 观众

数据类型 填写示例 默认值

number /
string

string

或

3364
classroom

anchor

备注

无

必填

audience

-

更详细的参数说明参见 Client.join()。
//

使用 Promise 的语法

client
.join({ roomId })
.then(() => {

进房成功');

console.log('
})
.catch(error =>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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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房失败，请稍后再试' + error);
的语法，实现同样的效果

console.error('
});
//
async/await
try {
await client.join({ roomId });
console.log('
');

建议使用

进房成功
} catch (error) {
console.error('进房失败，请稍后再试' + error);
}
// 以主播角色进入房间
try {
await client.join({
roomId,
role: 'anchor'
});
console.log('
} catch (error) {
console.error('
}

进房成功');
进房失败，请稍后再试' + error);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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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n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26 15:46:58
本文档主要介绍如何进入 TRTC 房间中，只有在进入音视频房间后，用户才能订阅房间中其他用户的音视频流，或
者向房间中的其他用户发布自己的音视频流。

调用指引

步骤1：导入 SDK

请参考文档 导入 SDK 到项目中 完成 SDK 的导入工作。

步骤2：创建 SDK 实例
import TRTCCloud from 'trtc-electron-sdk';
const rtcCloud = new TRTCCloud();

步骤3：监听 SDK 的事件

通过设置事件回调接口，您可以监听 SDK 在运行期间所发生的错误信息、警告信息、流量统计信息、网络质量信息
以及各种音视频事件。
function onError(errCode, errMsg) {
// errorCod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2257#.E9.94.9
9.E8.AF.AF.E7.A0.81.E8.A1.A8
console.log(errCode, errMsg);
}
function onWarning(warningCode, warningMsg) {
// warningCod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2257#.E8.AD.

可参考

可参考

A6.E5.91.8A.E7.A0.81.E8.A1.A8
console.log(warningCode, warningMsg);
}
rtcCloud.on('onError', onError);
rtcCloud.on('onWarning', onWarning);

步骤4：准备进房参数 TRTCParams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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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用 enterRoom 接口时需要填写两个关键参数，即 TRTCParams 和 TRTCAppScene ，接下来进行详细介
绍：
参数一：TRTCAppScene
该参数用于指定您的应用场景，即在线直播还是实时通话：
实时通话：包含 TRTCAppSceneVideoCall 和 TRTCAppSceneAudioCall 两个可选项，分别是视频通话
和语音通话，该模式适合 1对1 的音视频通话，或者参会人数在 300 人以内的在线会议。
在线直播：包含 TRTCAppSceneLIVE 和 TRTCAppSceneVoiceChatRoom 两个可选项，分别是视频直播
和语音直播，该模式适合十万人以内的在线直播场景，但需要您在接下来介绍的 TRTCParams 参数中指定 角色
(role) 这个字段，也就是将房间中的用户区分为 主播(anchor) 和 观众(audience) 两种不同的角色。
参数二：TRTCParams
TRTCParams 由很多的字段构成，但通常您只需要关心如下几个字段的填写：
参数名称 字段含义 补充说明
数据类型 填写示例
您可以在 实时音视频控制台 中找到这个
SDKAppID
应用 ID SDKAppID，如果没有就单击“创建应
数字
1400000123
用”按钮创建一个新的应用。
即用户名，只允许包含大小写英文字母
（a-z、A-Z）、数字（0-9）及下划线和
userId
用户 ID 连词符。注意 TRTC 不支持同一个
字符串 “denny” 或者 “123321”
userId 在两台不同的设备上同时进入房
间，否则会相互干扰。
您可以使用 SDKAppID 和 userId 计算出
进房鉴权
userSig
userSig，计算方法请参见 如何计算及使
字符串 eJyrVareCeYrSy1SslI...
票据
用 UserSig 。
数字类型的房间号。注意如果您想使用字
strRoomId
roomId
房间号 符串类型的房间号，请使用
数字
29834
字段，而不要使用 roomId 字段，因为
strRoomId 和 roomId 不可以混用。
字符串类型的房间号。注意 strRoomId 和
strRoomId
房间号 roomId 不可以混用，“123” 和 123 在
数字
29834
TRTC 后台服务看来并不是同一个房间。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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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role

字段含义 补充说明
分为“主播”和“观众”两种角色，只有当
TRTCAppScene 被指定为
TRTCAppSceneLIVE 或
角色
TRTCAppSceneVoiceChatRoom 这
两种直播场景时才需要指定该字段。

数据类型 填写示例
枚举值

或

TRTCRoleAnchor
TRTCRoleAudience

注意：

不支持同一个 userId 在两台不同的设备上同时进入房间，否则会相互干扰。
每个端在应用场景 appScene 上必须要进行统一，否则会出现一些不可预料的问题。
TRTC

步骤5：进入房间(enterRoom)

在准备好 步骤4 中两个参数（TRTCAppScene 和 TRTCParams）后，就可以调用 enterRoom 接口函数进入房间
了。
import { TRTCParams, TRTCRoleType, TRTCAppScene } from 'trtc-electron-sdk';
const param = new TRTCParams();
param.sdkAppId = 1400000123;
param.userId = "denny";
param.roomId = 123321;
param.userSig = "xxx";
param.role = TRTCRoleType.TRTCRoleAnchor;
//
“
”
TRTC_APP_SCENE_LIVE
rtcCloud.enterRoom(param, TRTCAppScene.TRTCAppSceneLIVE);

如果您的场景是 在线直播 ，请将应用场景设置为

事件回调：
如果进入房间成功，SDK 会回调 onEnterRoom(result) 事件，其中 result 会是一个大于 0 的数值，代表加入房间
所消耗的时间，单位为毫秒（ms）。
如果进入房间失败，SDK 同样会回调 onEnterRoom(result) 事件，但参数 result 会是一个负数，其数值为进
房失败的错误码。
function onEnterRoom(result) {

参见

// onEnterRoom
https://web.sdk.qcloud.com/trtc/electron/doc/zh-cn/trtc_elect
ron_sdk/TRTCCallback.html#event:onEnterRoom
if (result > 0) {
console.log('Enter room succeed');
} else {
//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647/35124

参见进房错误码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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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log('Enter room failed');
}
}
rtcCloud.on('onEnterRoom', onEnterRoo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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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音视频流

3.
Android&iOS&Windows&Mac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04 12:19:46
本文档主要介绍如何订阅房间中其他用户的音视频流，也就是如何播放其他用户的音频和视频。为了方便起见，我
们在接下来的文档中，会将“房间中的其他用户”统称为“远端用户”。

调用指引

步骤1：完成前序步骤

请参考文档 导入 SDK 到项目中 完成 SDK 的导入和 App 权限的配置。

步骤2：设定订阅模式（非必须）

您可以通过调用 TRTCCloud 中的 setDefaultStreamRecvMode 接口设置订阅模式，TRTC 提供了两种订阅模式：
自动订阅：SDK 会自动播放远端用户的声音，无需您进行额外操作，这是 SDK 的默认行为。
手动订阅：SDK 不会自动拉取和播放远端用户的声音，需要您手动调用 muteRemoteAudio(userId, false) 来触
发声音的播放。
注意：
需要您注意的是，如果您不调用 setDefaultStreamRecvMode 也是没有关系的，SDK 的默认行为是自动订
阅。但如果您希望设置为手动订阅，请务必注意 setDefaultStreamRecvMode 只有在 enterRoom 之前调用
才有效果。

步骤3：进入 TRTC 房间

参考文档 进入房间 让当前用户进入 TRTC 房间，只有在成功进入房间之后才能订阅其他用户的音视频流。

步骤4：音频流的播放

您可以通过调用接口 muteRemoteAudio("denny"，true) 来静音远端用户 denny 的声音，之后也可以通过调用接口
muteRemoteAudio("denny"，false) 来解除对他的静音。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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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Java
iOS&Mac ObjC
Windows C++

// Mute user with id denny
mCloud.muteRemoteAudio("denny", true);
// Unmute user with id denny
mCloud.muteRemoteAudio("denny", false);

步骤5：视频流的播放
开始和停止播放(startRemoteView + stopRemoteView)
您可以通过调用接口 startRemoteView 来播放远端用户的视频画面，但前提是您需要传递给 SDK 一个 view 对象，
用来作为承载该用户的视频画面的渲染控件。
startRemoteView 的第一个参数是远端用户的 userId，第二个参数是远端用户的流类型，第三个参数则是您需要传递
的 view 对象。其中第二个参数 streamType(流类型) 有三个可选的值，分别是：
TRTCVideoStreamTypeBig : 用户的主路画面，一般用来传输用户摄像头的画面。
TRTCVideoStreamTypeSub : 用户的辅路画面，一般用来传输用户屏幕分享的画面。
TRTCVideoStreamTypeSmall : 用户的低清小画面，这是相对于主路画面而言的，只有当远端用户开启了“双路编
码（enableEncSmallVideoStream）”之后，我们才能播放他/她的低清画面。并且同时只能在主路画面和低清小画
面中二选一。
1.

通过调用 stopRemoteView 接口，您可以停止播放某一个远端用户的视频，也可以通过 stopAllRemoteView 接口停止
播放所有远端用户的视频。
Android java
iOS&Mac ObjC
Windows C++

播放

的摄像头画面（我们称之为 主路画面 ）

播放

的屏幕分享画面（我们称之为 辅路画面 ）

播放

的低分辨率画面（主路画面和低清画面只能二选一）

//
denny
“
”
mCloud.startRemoteView("denny", TRTCCloudDef.TRTC_VIDEO_STREAM_TYPE_BIG cameraVi
ew);
//
denny
“
”
mCloud.startRemoteView("denny", TRTCCloudDef.TRTC_VIDEO_STREAM_TYPE_SUB screenVi
ew);
//
denny
mCloud.startRemoteView("denny", TRTCCloudDef.TRTC_VIDEO_STREAM_TYPE_SMALL camera
View);
//

，
，

，

停止播放 denny 的摄像头画面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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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Cloud.stopRemoteView("denny", TRTCCloudDef.TRTC_VIDEO_STREAM_TYPE_BIG cameraVie
w);

停止播放所有视频画面

//
mCloud.stopAllRemoteView();

设置播放参数（updateRemoteView + setRemoteRenderParams）
通过调用 updateRemoteView 接口，您可以在播放中变更 view 对象，这在切换视频渲染控件时非常有用。
通过 setRemoteRenderParams 您可以设置画面的填充模式、旋转角度和镜像模式。
填充模式：分为填充或者适应，两种模式下画面都能保持原始的宽高比例，区别在于有无黑边。
旋转角度：可以设置 0度、90度、180度 和 270度等四个旋转角度。
镜像模式：即画面的左右镜像模式。
2.

Android java
iOS&Mac ObjC
Windows C++

将

的主路画面切换到一个悬浮的小窗口中（假如该迷你小窗口为

）

//
denny
miniFloatingView
mCloud.updateRemoteView("denny", TRTCCloudDef.TRTC_VIDEO_STREAM_TYPE_BIG miniFlo
atingView);

将远端用户

，

的主路画面设置为填充模式，并开启左右镜像模式

//
denny
TRTCCloudDef.TRTCRenderParams param = new TRTCCloudDef.TRTCRenderParams();
param.fillMode = TRTCCloudDef.TRTC_VIDEO_RENDER_MODE_FILL;
param.mirrorType = TRTCCloudDef.TRTC_VIDEO_MIRROR_TYPE_DISABLE;
mCloud.setRemoteRenderParams("denny", TRTCCloudDef.TRTC_VIDEO_STREAM_TYPE_BIG pa
ram);

，

步骤6：感知房间中远端用户的音视频状态

在 步骤4 和步骤5中，您可以控制对远端用户的声音和视频的播放，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信息，您并不知道：
当前房间里有哪些用户？
他们是否开启了摄像头和麦克风？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您需要监听来自 SDK 的几个事件回调：
音频状态变化通知（onUserAudioAvailable）
当远端用户开启或关闭麦克风时，您可以通过监听 onUserAudioAvailable(userId，boolean) 来感知到这个状态的变
化。
视频状态变化通知（onUserVideoAvailable）
当远端用户开启或者关闭摄像头画面时，您可以通过监听 onUserVideoAvailable(userId，boolean) 来感知到这个状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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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变化。
当远端用户开启或关闭屏幕分享画面时，您可以通过监听 onUserSubStreamAvailable(userId，boolean) 来感知到这
个状态的变化。
用户进出房间的通知（onRemoteUserEnter/LeaveRoom）
当有远端用户进入当前房间时，您可以通过 onRemoteUserEnterRoom(userId) 来感知到该用户的 userId，当有远端
用户离开当前方式时，您可以通过 onRemoteUserLeaveRoom(userId, reason) 来感知到该用户的 userId 以及他/她离
开的原因。
注意：
准确地说，onRemoteUserEnter/LeaveRoom 仅能感知角色（role）为主播（anchor）的用户的进出房间的通
知，之所以这样设计，是为了避免当一个房间中观众（audience）在线人数较多时，会因为频繁有人进出房
间导致房间中的所有用户被其他用户进出房间的“信令风暴“攻击到。
有了这些事件回调，您就可以掌握房间中有哪些用户，以及他们是否开启了摄像头和麦克风，参考如下的示例代
码，在这段示例代码中，我们使用了 mCameraUserList、mMicrophoneUserList 以及 mUserList 分别维护了：
房间中的用户（准确的说是主播）是哪些人
其中开启摄像头的用户是哪些人
其中开启麦克风的用户是哪些人
Android java
iOS&Mac ObjC
Windows C++

感知远端用户视频状态的变化，并更新开启了摄像头的用户列表

//
(mCameraUserList)
@Override
public void onUserVideoAvailable(String userId, boolean available) {
available mCameraUserList.add(userId) : mCameraUserList.remove(userId);

？

}
//

感知远端用户音频状态的变化，并更新开启了麦克风的用户列表(mMicrophoneUserList)

@Override
public void onUserAudioAvailable(String userId, boolean available) {
available mMicrophoneUserList.add(userId) : mMicrophoneUserList.remove(userId);

？

}

感知远端用户进入房间的通知，并更新远端用户列表(mUserList)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RemoteUserEnterRoom(String userId)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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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erList.add(userId)
}

感知远端用户离开房间的通知，并更新远端用户列表

//
(mUserList)
@Override
public void onRemoteUserLeaveRoom(String userId int reason) {
mUserList.remove(userId)
}

；

，

进阶指引
1.

同样是“静音”，区别在哪里？

随着您的业务需求不断深入，您会发现有三种不同的“静音”，虽然他们都叫“静音”，但是计数原理却完全不同：
第一种：播放端停止订阅音频流
如果您调用了 muteRemoteAudio("denny", true) 函数，代表您不希望再播放远端用户 denny 的声音，此时 SDK 会
停止拉取 denny 的音频数据流。这种模式是比较节省流量了。当时当您希望再次播放 denny 的声音时，SDK 需要
重新启动一次音频数据的拉取流程，所以从“静音”到“解除静音”的状态，恢复速度会比较慢。
第二种：将播放音量调整为零
如果您的业务场景需要静音切换有更快地反应速度，您可以通过 setRemoteAudioVolume("denny", 0) 将远端用户
denny 的播放音量设置为零，该接口由于不涉及网络操作，因此影响速度非常快。
第三种：远端用户自己关闭麦克风
本文档介绍的所有操作都是在介绍播放端的操作，这些操作所产生的效果仅对当前用户生效，比如您通过
muteRemoteAudio("denny", true) 将远端用户 denny 设置为静音，房间中的其他用户还是能听到 denny 的声音。
如果要让 denny 彻底“闭嘴”，就需要去影响 denny 的音频发布行为，我们会在下一篇文档 发布音视频流 中详细介
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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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08 15:40:34
本文档主要介绍如何订阅房间中其他用户的音视频流，也就是如何播放其他用户的音频和视频。为了方便起见，我
们在接下来的文档中，会将“房间中的其他用户”统称为“远端用户”。

在使用 TRTC Web SDK 中，经常会接触到以下对象：
Client 对象，代表一个本地客户端。Client 类的方法提供了加入通话房间、发布本地流、订阅远端流等功能。
Stream 对象，代表一个音视频流对象，包括本地音视频流对象 LocalStream 和远端音视频流对象
RemoteStream。Stream 类的方法主要提供音视频流对象的行为，包括音频和视频的播放控制。

步骤1：创建 Client 对象
可以参考文档 进入房间-步骤1 创建 client。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创建 Client 时可选择设置订阅模式，TRTC 提供了两种订阅模式：
自动订阅，当收到 stream-added 事件时，SDK 会立刻接收并解码该远端流所包含的音视频数据，这也是 SDK 的
默认行为。
手动订阅，由于负责屏幕分享的 client 只需推流、不需要拉流，因此可在屏幕分享 client 中关闭自动订阅。
const client = TRTC.createClient({
...,
autoSubscribe: false //
true
});

默认为

即自动订阅

步骤2：监听远端流加入事件并订阅远端流
订阅远端流首先需要知道有哪些远端流可以订阅，可以通过监听事件 Client.on('stream-added') 获取房间内的远端
流，收到该事件说明这个远端流可以进行订阅，在事件回调通过 Client.subscribe() 订阅远端音视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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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ent.on('stream-added', event => {
const remoteStream = event.stream;

远端流增加

console.log('
: ' + remoteStream.getId());
//
client.subscribe(remoteStream);
});

订阅远端流

注意：
在进房之前监听 Client.on('stream-added') 事件，以确保您不会错过已在房间内的用户的远端流通知。
远端流离开等其他事件可以在 API 详细文档 中查看。

步骤3：监听订阅成功事件并播放远端流
在远端流订阅成功事件回调中，通过调用 Stream.play() 方法在网页中播放音视频。 play 方法接受一个 div 元素
ID 或者一个 HTMLDivElement 对象作为参数，SDK 会在该 div 元素下自动创建相应的音视频标签并播放音视频。
play 方法更详细的参数说明参见 Stream.play()。
client.on('stream-subscribed', event => {
const remoteStream = event.stream;
console.log('
' + remoteStream.getId());
//
remoteStream.play('remote-stream-' + remoteStream.getId());
});

播放远端流

远端流订阅成功：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由于浏览器限制自动播放策略的影响，调用 play 方法可能会返回 PLAY_NOT_ALLOWED
错误， 此时 SDK 会弹窗引导用户与页面产生交互。当产生交互后，SDK 会主动调用接口恢复播放。
您也可以在 TRTC.createClient() 接口中将 enableAutoPlayDialog 参数设置为 false，来关闭 SDK 的弹窗功能，并且
由自己实现引导用户通过点击等操作调用 Stream.resume() 恢复音视频播放。
client.on('stream-subscribed', event => {
const remoteStream = event.stream;
console.log('
' + remoteStream.getId());
//
remoteStream
error
0x4043
remoteStream.on('error', error => {
const errorCode = error.getCode();
if (errorCode === 0x4043) {
// PLAY_NOT_ALLOWED,
stream.resume

使用

远端流订阅成功：
监听

的方式捕捉并处理

引导用户手势操作并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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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moteStream.resume()
}
});
//
remoteStream.play('remote-stream-' + remoteStream.getId());
});

开始播放远端流

步骤4：进入音视频通话房间
监听事件后，即可调用 Client.join() 进入音视频通话房间。可以参考文档 进入房间-步骤2。

完整代码
const client = TRTC.createClient({
mode: 'rtc',
sdkAppId,
userId,
userSig
});
client.on('stream-added', event => {
const remoteStream = event.stream;
console.log('
: ' + remoteStream.getId());

订阅远端流

远端流增加

//
client.subscribe(remoteStream);
});
client.on('stream-subscribed', event => {
const remoteStream = event.stream;
console.log('
' + remoteStream.getId());
//
remoteStream
error
0x4043
remoteStream.on('error', error => {
const errorCode = error.getCode();
if (errorCode === 0x4043) {
// PLAY_NOT_ALLOWED,
stream.resume
// remoteStream.resume()
}

使用

远端流订阅成功：
监听

的方式捕捉并处理

引导用户手势操作并调用

错误
恢复音视频播放

});
//
remoteStream.play('remote-stream-' + remoteStream.getId());
});

开始播放远端流

try {
await client.join({ roomId });
console.log('
');

进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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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ch (error) {
console.error('
}

进房失败，请稍后再试' + error);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18 共219页

实时音视频

Electron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26 15:46:58
本文档主要介绍如何订阅房间中其他用户的音视频流，也就是如何播放其他用户的音频和视频。为了方便起见，我
们在接下来的文档中，会将“房间中的其他用户”统称为“远端用户”。

调用指引

步骤1：完成前序步骤

请参考文档 导入 SDK 到项目中 完成 SDK 的导入。

步骤2：设定订阅模式（非必须）

您可以通过调用 TRTCCloud 中的 setDefaultStreamRecvMode 接口设置订阅模式，TRTC 提供了两种订阅模式：
自动订阅：SDK 会自动播放远端用户的声音，无需您进行额外操作，这是 SDK 的默认行为。
手动订阅：SDK 不会自动拉取和播放远端用户的声音，需要您手动调用 muteRemoteAudio(userId, false) 来触
发声音的播放。
注意：
需要您注意的是，如果您不调用 setDefaultStreamRecvMode 也是没有关系的，SDK 的默认行为是自动订
阅。但如果您希望设置为手动订阅，请务必注意 setDefaultStreamRecvMode 只有在 enterRoom 之前
调用才有效果。

步骤3：进入 TRTC 房间

参考文档 进入房间 让当前用户进入 TRTC 房间，只有在成功进入房间之后才能订阅其他用户的音视频流。

步骤4：音频流的播放

您可以通过调用接口 muteRemoteAudio("denny"，true) 来静音远端用户 denny 的声音，之后也可以通过调用接口
muteRemoteAudio('denny'，false) 来解除对他的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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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TRTCCloud from 'trtc-electron-sdk';
const rtcCloud = new TRTCCloud();
// Reference https://web.sdk.qcloud.com/trtc/electron/doc/zh-cn/trtc_electron_sd
k/TRTCCloud.html#muteRemoteAudio
// Mute user with id denny
rtcCloud.muteRemoteAudio('denny', true);
// Unmute user with id denny
rtcCloud.muteRemoteAudio('denny', false);

步骤5：视频流的播放
开始和停止播放（startRemoteView + stopRemoteView）
您可以通过调用接口 startRemoteView 来播放远端用户的视频画面，但前提是您需要传递给 SDK 一个 view 对象，
用来作为承载该用户的视频画面的渲染控件。
startRemoteView 的第一个参数是远端用户的 userId，第二个参数是远端用户的流类型，第三个参数则是您需要传递
的 view 对象。其中第二个参数 streamType(流类型) 有三个可选的值，分别是：
TRTCVideoStreamTypeBig：用户的主路画面，一般用来传输用户摄像头的画面。
TRTCVideoStreamTypeSub：用户的辅路画面，一般用来传输用户屏幕分享的画面。
TRTCVideoStreamTypeSmall：用户的低清小画面，这是相对于主路画面而言的，只有当远端用户开启了“双路
编码（enableEncSmallVideoStream）”之后，我们才能播放他/她的低清画面。并且同时只能在主路画面和低清小
画面中二选一。
1.

通过调用 stopRemoteView 接口，您可以停止播放某一个远端用户的视频，也可以通过 stopAllRemoteView 接口停止
播放所有远端用户的视频。

可参考

//
https://web.sdk.qcloud.com/trtc/electron/doc/zh-cn/trtc_electron_sdk/TRT
CCloud.html#startRemoteView
import TRTCCloud, { TRTCVideoStreamType } from 'trtc-electron-sdk';
const cameraView = document.querySelector('.user-dom');
const screenView = document.querySelector('.screen-dom');
const rtcCloud = new TRTCCloud();
//
denny
“
”
rtcCloud.startRemoteView('denny', cameraView, TRTCVideoStreamType.TRTCVideoStream
TypeBig);
//
denny
“
”
rtcCloud.startRemoteView('denny', screenView, TRTCVideoStreamType.TRTCVideoStream

播放

的摄像头画面（我们称之为 主路画面 ）

播放

的屏幕分享画面（我们称之为 辅路画面 ）

TypeSub);
//
denny
rtcCloud.startRemoteView('denny', cameraView, TRTCVideoStreamType.TRTCVideoStream

播放

的低分辨率画面（主路画面和低清画面只能二选一）

TypeSmall);
//
denny

停止播放

的摄像头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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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cCloud.stopRemoteView('denny', TRTCVideoStreamType.TRTCVideoStreamTypeBig);
//

停止播放所有视频画面

rtcCloud.stopAllRemoteView();

设置播放参数（setRemoteRenderParams）
通过 setRemoteRenderParams 您可以设置画面的填充模式、旋转角度和镜像模式。
填充模式：分为填充或者适应，两种模式下画面都能保持原始的宽高比例，区别在于有无黑边。
旋转角度：可以设置 0度、90度、180度 和 270度等四个旋转角度。
镜像模式：即画面的左右镜像模式。
2.

可参考
将远端用户

//
https://web.sdk.qcloud.com/trtc/electron/doc/zh-cn/trtc_electron_sdk/TRT
CCloud.html#setRemoteRenderParams
//
denny
import TRTCCloud, {
TRTCRenderParams, TRTCVideoStreamType, TRTCVideoRotation,
TRTCVideoFillMode, TRTCVideoMirrorType
} from 'trtc-electron-sdk';
const param = new TTRTCRenderParams(
TRTCVideoRotation.TRTCVideoRotation0,
TRTCVideoFillMode.TRTCVideoFillMode_Fill,

的主路画面设置为填充模式，并开启左右镜像模式

TRTCVideoMirrorType.TRTCVideoMirrorType_Enable
);
const rtcCloud = new TRTCCloud();
rtcCloud.setRemoteRenderParams('denny', TRTCVideoStreamType.TRTCVideoStreamTypeBi
g, param);

步骤6：感知房间中远端用户的音视频状态

在 步骤4 和 步骤5 中，您可以控制对远端用户的声音和视频的播放，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信息，您并不知道：
当前房间里有哪些用户？
他们是否开启了摄像头和麦克风？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您需要监听来自 SDK 的几个事件回调：
音频状态变化通知（onUserAudioAvailable）
当远端用户开启或关闭麦克风时，您可以通过监听 onUserAudioAvailable(userId，boolean) 来感知到这个状态的
变化。
视频状态变化通知（onUserVideoAvailable）
当远端用户开启或者关闭摄像头画面时，您可以通过监听 onUserVideoAvailable(userId，boolean) 来感知到这个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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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的变化。
当远端用户开启或关闭屏幕分享画面时，您可以通过监听 onUserSubStreamAvailable(userId，boolean) 来感知到
这个状态的变化。
用户进出房间的通知（onRemoteUserEnter/LeaveRoom）
当有远端用户进入当前房间时，您可以通过 onRemoteUserEnterRoom(userId) 来感知到该用户的 userId，当有远
端用户离开当前方式时，您可以通过 onRemoteUserLeaveRoom(userId, reason) 来感知到该用户的 userId 以及他/
她离开的原因。
注意：
准确地说，onRemoteUserEnter/LeaveRoom 仅能感知角色（role）为主播（anchor）的用户的进出房间的
通知，之所以这样设计，是为了避免当一个房间中观众（audience）在线人数较多时，会因为频繁有人进
出房间导致房间中的所有用户被其他用户进出房间的“信令风暴“攻击到。
有了这些事件回调，您就可以掌握房间中有哪些用户，以及他们是否开启了摄像头和麦克风，参考如下的示例代
码，在这段示例代码中，我们使用了 mCameraUserList、mMicrophoneUserList 以及 mUserList 分别维护了：
房间中的用户（准确的说是主播）是哪些人
其中开启摄像头的用户是哪些人
其中开启麦克风的用户是哪些人
import TRTCCloud from 'trtc-electron-sdk';
let openCameraUserList = [];
let openMicUserList = [];
let roomUserList = [];
function onUserVideoAvailable(userId, available) {
if (available === 1) {
openCameraUserList.push(userId);
} else {
openCameraUserList = openCameraUserList.filter((item) => item !== userId);
}
}
function onUserAudioAvailable(userId, available) {
if (available === 1) {
openMicUserList.push(userId);
} else {
openMicUserList = openMicUserList.filter((item) => item !== userId);
}
}
function onRemoteUserEnterRoom(user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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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mUserList.push(userId);
}
function onRemoteUserLeaveRoom(userId, reason) {
roomUserList = roomUserList.filter((item) => item !== userId);
}
const rtcCloud = new TRTCCloud();
rtcCloud.on('onUserVideoAvailable', onUserVideoAvailable);
rtcCloud.on('onUserAudioAvailable', onUserAudioAvailable);
rtcCloud.on('onRemoteUserEnterRoom', onRemoteUserEnterRoom);
rtcCloud.on('onRemoteUserLeaveRoom', onRemoteUserLeaveRoom);

进阶指引

同样是“静音”，区别在哪里？

随着您的业务需求不断深入，您会发现有三种不同的“静音”，虽然他们都叫“静音”，但是技术原理却完全不同：
第一种：播放端停止订阅音频流
如果您调用了 muteRemoteAudio("denny", true) 函数，代表您不希望再播放远端用户 denny 的声音，此时 SDK 会
停止拉取 denny 的音频数据流。这种模式是比较节省流量了。但是当您希望再次播放 denny 的声音时，SDK 需要
重新启动一次音频数据的拉取流程，所以从“静音”到“解除静音”的状态，恢复速度会比较慢。
第二种：将播放音量调整为零
如果您的业务场景需要静音切换有更快地反应速度，您可以通过 setRemoteAudioVolume("denny", 0) 将远端用户
denny 的播放音量设置为零，该接口由于不涉及网络操作，因此影响速度非常快。
第三种：远端用户自己关闭麦克风
本文档介绍的所有操作都是在介绍播放端的操作，这些操作所产生的效果仅对当前用户生效，比如您通过
muteRemoteAudio("denny", true) 将远端用户 denny 设置为静音，房间中的其他用户还是能听到 denny 的声音。
如果要让 denny 彻底“闭嘴”，就需要去影响 denny 的音频发布行为，我们会在下一篇文档 发布音视频流 中详细介
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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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音视频流

4.
Android&iOS&Windows&Mac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15 15:36:22
本文档主要介绍主播如何发布自己的音视频流，所谓“发布”，也就是打开麦克风和摄像头，让自己的声音和视频能够
被房间中其他用户听到和看到的意思。

调用指引

步骤1：完成前序步骤

请参考文档 导入 SDK 到项目中 完成 SDK 的导入和 App 权限的配置。

步骤2：打开摄像头预览

您可以调用 startLocalPreview 接口打开摄像头预览，此时 SDK 会向系统申请摄像头的使用权限，需要用户授权通
过后才会开启摄像头的采集流程。
如果您希望设置本地画面的渲染参数，可以通过调用 setLocalRenderParams 接口来设置本地预览的渲染参数。为
防止先开启预览再设置预览参数会出现画面跳动，如果您需要设置预览参数，推荐在开启预览之前调用。
如果您希望控制摄像头的各种控制参数，可以用过调用 TXDeviceManager 接口来完成“切换前后摄像头”、“设置对
焦模式“、“打开、关闭闪光灯”等一系列操作。
如果您希望调节美颜效果和画面质量，我们会在 设定画面质量 中进行详细介绍。
Android java
iOS ObjC
Mac ObjC
Windows C++

设置本地画面的预览模式：开启左右镜像，设置画面为填充模式

//
TRTCCloudDef.TRTCRenderParams param = new TRTCCloudDef.TRTCRenderParams();
param.fillMode = TRTCCloudDef.TRTC_VIDEO_RENDER_MODE_FILL;
param.mirrorType = TRTCCloudDef.TRTC_VIDEO_MIRROR_TYPE_A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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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loud.setLocalRenderParams(param);

启动本地摄像头的预览（

是用于渲染本地渲染画面的控件）

//
localCameraVideo
TXCloudVideoView cameraVideo = findViewById(R.id.txcvv_main_local);
mCloud.startLocalPreview(true, cameraVideo);

通过

开启自动对焦并将闪光灯打开

//
TXDeviceManager
TXDeviceManager manager = mCloud.getDeviceManager();
if (manager.isAutoFocusEnabled()) {
manager.enableCameraAutoFocus(true);
}
manager.enableCameraTorch(true);

步骤3：打开麦克风采集

您可以调用 startLocalAudio 来开启麦克风采集，该接口需要您通过 quality 参数确定采集模式。虽然这个参
数的名字叫做 quality，但并不是说质量越高越好，不同的业务场景有最适合的参数选择（这个参数更准确的含义是
scene）。
SPEECH

该模式下的 SDK 音频模块会专注于提炼语音信号，尽最大限度的过滤周围的环境噪音，同时该模式下的音频数据
也会获得最好的差质量网络的抵抗能力，因此该模式特别适合于“视频通话”和“在线会议”等侧重于语音沟通的场
景。
MUSIC

该模式下的 SDK 会采用很高的音频处理带宽以及立体式模式，在最大限度地提升采集质量的同时也会将音频的
DSP 处理模块调节到最弱的级别，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音质。因此该模式适合“音乐直播”场景，尤其适合主播采
用专业的声卡进行音乐直播的场景。
DEFAULT

该模式下的 SDK 会启用智能识别算法来识别当前环境，并针对性地选择最佳的处理模式。不过再好的识别算法也
总是有不准确的时候，如果您非常清楚自己的产品定位，更推荐您在专注语音通信的 SPEECH 和专注音乐音质的
MUSIC 之间二选一。
Android java
iOS&Mac ObjC
Windows C++

开启麦克风采集，并设置当前场景为：语音模式（高噪声抑制能力、强弱网络抗性）

//
mCloud.startLocalAudio(TRTCCloudDef.TRTC_AUDIO_QUALITY_SPEECH );

开启麦克风采集，并设置当前场景为：音乐模式（高保真采集、低音质损失，推荐配合专业声卡使用）

//
mCloud.startLocalAudio(TRTCCloudDef.TRTC_AUDIO_QUALITY_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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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进入 TRTC 房间

参考文档 进入房间 让当前用户进入 TRTC 房间。一旦进入房间后，SDK 便会开始向房间中的其他用户发布自己的
音频流。
注意：
当然，您可以在进入房间（enterRoom）后再启动摄像头预览和麦克风采集，不过在直播场景下，我们需要先
给主播一个测试麦克风和调整美颜的时间，所以更常见的做法是先启动摄像头和麦克风再进入房间。
Android java
iOS&Mac ObjC
Windows C++

mCloud = TRTCCloud.sharedInstance(getApplicationContext());
mCloud.setListener(mTRTCCloudListener);

组装

进房参数，请将

中的各字段都替换成您自己的参数

//
TRTC
TRTCParams
// Please replace each field in TRTCParams with your own parameters
TRTCCloudDef.TRTCParams param = new TRTCCloudDef.TRTCParams();
params.sdkAppId = 1400000123; // Please replace with your own SDKAppID
params.userId = "denny"; // Please replace with your own userid
params.roomId = 123321; // Please replace with your own room number
params.userSig = "xxx"; // Please replace with your own userSig
params.role = TRTCCloudDef.TRTCRoleAnchor;

如果您的场景是 在线直播 ，请将应用场景设置为

//
“
”
TRTC_APP_SCENE_LIVE
// If your application scenario is a video call between several people, please u
se "TRTC_APP_SCENE_LIVE"
mCloud.enterRoom(param, TRTCCloudDef.TRTC_APP_SCENE_LIVE);

步骤5：角色和角色的切换

中的“角色”
在“视频通话”（TRTC_APP_SCENE_VIDEOCALL ） 和 “语音通话”（TRTC_APP_SCENE_AUDIOCALL）这两
个场景中，您无需要在进入房间时设置角色，因为在这两个模式下每个用户默认都是主播（Anchor）。
在“视频直播”（TRTC_APP_SCENE_LIVE） 和 “语音直播”（TRTC_APP_SCENE_VOICE_CHATROOM）这两
个场景中，每个用户在进入房间时都需要指定自己的“角色”，要么是“主播（Anchor）”，要么是“观众
（Audience）”。

TR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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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的切换”
在 TRTC 中，只有“主播（Anchor）”才有权限发布音视频流，“观众（Audience）”是不能发布音视频流的。
因此，如果您在进房时使用的角色是“观众（Audience）”，需要先调用 switchRole 接口将角色切换成“主播
（Anchor）”，才能发布音视频流（也就是俗称的“上麦”）。
Android java
iOS ObjC
Mac ObjC
Windows C++

如果您当前的角色是观众（

），需要先调用

切换到主播（

）

//
Audience
switchRole
Anchor
// If your current role is 'audience', you need to call switchRole to switch to
'anchor' first
mCloud.switchRole(TRTCCloudDef.TRTCRoleAnchor);
mCloud.startLocalAudio(TRTCCloudDef.TRTC_AUDIO_QUALITY_DEFAULT);
mCloud.startLocalPreview(true, cameraVide);

如果切换角色失败，

回调的错误码便不是

//
onSwitchRole
0
// If switching operation failed, the error code of the 'onSwitchRole' is not ze
ro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witchRole(final int errCode, final String errMsg) {
if (errCode != 0) {
Log.d(TAG, "Switching operation failed...");
}
}

注意： 如果房间中已有的主播已经太多，会导致 switchRole 角色切换失败，并通过 TRTC 的 onSwitchRole 将错误
码回调通知您。所以，当您不再需要发布音视频流（也就是俗称的“下麦”）时，就需要您再次调用 switchRole 并切
换为“观众（Audience）”。
说明：
您可以能有一个疑问，既然只要主播才能发布音视频流，那我是不是可以让每一个用户都用主播的角色进入
房间呢？答案肯定是不行的，原因需要看进阶指引 一个房间中同时最多可以有多少路音频和视频？

进阶指引
1.

一个房间中同时最多可以有多少路音频和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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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 TRTC 房间中最多允许同时有 50 路音视频流，超出的音视频流会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被放弃掉。
在绝大多数场景下，小到两个人之间的视频通话，大到几万人同时观看的在线直播，50 路的音视频流都能满足应用
场景的需求，但前提是您要做好角色管理。
所谓的“角色管理”就是您需要为进入房间的用户分配角色。
如果一个用户本身就是直播场景中的“主播”，或者是在线教育场景中的“老师”，抑或是在线会议场景中的“主持
人”，都可以分配给“主播（Anchor）”这个角色。
如果一个用户本身就是直播场景中的“观众”，或者是在线教育场景中的“学生”，抑或是在线会议场景中的“旁听
者”，应当分配为“观众（Audience）”这个角色，否则他们庞大的人数会瞬间将主播的人数限制“挤爆”。
只有当“观众”需要发布音视频流（“上麦”）时，才需要通过 switchRole 切换成“主播”角色，等不再需要发布音视频流
（“下麦”）时，则需要立刻切回观众角色"。
通过合理得角色管理，您会发现房间中同时需要发布音视频流的“主播”是通常不会超过 50 路的，否则整个房间中就
会“乱糟糟”，毕竟同时说话的人声一旦超过 6 路，普通人就很难从声音中辨识出当前究竟是谁在说话了。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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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15 11:33:14
本文档主要介绍主播如何发布自己的音视频流，所谓“发布”，也就是打开麦克风和摄像头，让自己的声音和视频能够
被房间中其他用户听到和看到的意思。

在使用 TRTC Web SDK 中，经常会接触到以下对象：
Client 对象，代表一个本地客户端。Client 类的方法提供了加入通话房间、发布本地流、订阅远端流等功能。
Stream 对象，代表一个音视频流对象，包括本地音视频流对象 LocalStream 和远端音视频流对象
RemoteStream。Stream 类的方法主要提供音视频流对象的行为，包括音频和视频的播放控制。

步骤1：完成前序步骤
可以参考文档 进入房间，创建 Client 并进入房间，为接下来发布音视频流做准备。

步骤2：创建本地流
使用 TRTC.createStream() 方法创建本地音视频流，参数设置如下：
参数名称 字段含义 补充说明
数据类型 填写示例
Client 的
“denny” 或者
userId
用户 ID 即用户名，与创建的
string
userId 保持一致
“123321”
是否采集 选择是否通过麦克风采集音频 boolean true
audio
音频
是否采集 选择是否通过摄像头采集视频 boolean true
video
视频

默认值 备注
无

必填

无

必填

无

必填

更详细的参数说明参见 TRTC.createStream()。
const localStream = TRTC.createStream({ userId, audio: true, video: 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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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布之前需要调用 LocalStream.initialize() 初始化本地音视频流。
需要注意的是，在初始化过程中，会通过浏览器获取摄像头和麦克风的使用权限，需要您授权允许使用设备。
在初始化成功的回调中，通过调用 LocalStream.play() 方法可以在页面中预览播放本地音视频。
//

使用 Promise 的语法

localStream
.initialize()
.then(() => {

初始化本地流成功

console.log('
');
localStream.play('local_stream');
})
.catch(error => {
console.error('
' + error);
});
//
async/await
try {
await localStream.initialize();
localStream.play('local_stream');
console.log('
');
} catch (error) {
console.error('
' + error);
}

初始化本地流失败
的语法，实现同样的效果

建议使用

初始化本地流成功
初始化本地流失败

步骤3：发布本地流
在本地流初始化成功后，调用 Client.publish() 方法发布本地流。

使用

//
Promise
client

的语法

.publish(localStream)
.then(() => {
console.log('
');
})
.catch(error => {
console.error('
' + error);
});
//
async/await
try {
await client.publish(localStream);
console.log('
');
} catch (error) {

本地流发布成功

建议使用

本地流发布失败
的语法，实现同样的效果

本地流发布成功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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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流发布失败 ' + error);

console.error('
}

完整代码
const client = TRTC.createClient({
mode: 'rtc',
sdkAppId,
userId,
userSig
});
const localStream = TRTC.createStream({ userId, audio: true, video: true });
try {
await client.join({ roomId });
console.log('
');
} catch (error) {
console.error('
' + error);
}
try {

进房成功
进房失败，请稍后再试

await localStream.initialize();
localStream.play('local_stream');
console.log('
');

初始化本地流成功
} catch (error) {
console.error('初始化本地流失败 ' + error);
}

try {
await client.publish(localStream);
console.log('
');
} catch (error) {
console.error('
' + error);
}

本地流发布成功
本地流发布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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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n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26 15:46:58
本文档主要介绍主播如何发布自己的音视频流，所谓“发布”，也就是打开麦克风和摄像头，让自己的声音和视频能够
被房间中其他用户听到和看到的意思。

调用指引

步骤1：完成前序步骤

请参考文档 导入 SDK 到项目中 完成 SDK 的导入和配置。

步骤2：打开摄像头预览

您可以调用 startLocalPreview 接口打开摄像头预览，此时 SDK 会向系统申请摄像头的使用权限，需要用户授权通
过后才会开启摄像头的采集流程。
如果您希望设置本地画面的渲染参数，可以通过调用 setLocalRenderParams 接口来设置本地预览的渲染参数。为
防止先开启预览再设置预览参数会出现画面跳动，如果您需要设置预览参数，推荐在开启预览之前调用。
//

设置本地画面的预览模式：开启左右镜像，设置画面为填充模式

import TRTCCloud, {
TRTCRenderParams, TRTCVideoRotation,
TRTCVideoFillMode, TRTCVideoMirrorType
} from 'trtc-electron-sdk';
const param = new TRTCRenderParams(
TRTCVideoRotation.TRTCVideoRotation0,
TRTCVideoFillMode.TRTCVideoFillMode_Fill,
TRTCVideoMirrorType.TRTCVideoMirrorType_Auto
);
const rtcCloud = new TRTCCloud();
rtcCloud.setLocalRenderParams(param);
const cameraVideoDom = document.querySelector('.camera-dom');
rtcCloud.startLocalPreview(cameraVideoDom);

步骤3：打开麦克风采集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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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调用 startLocalAudio 来开启麦克风采集，该接口需要您通过 quality 参数确定采集模式。虽然这个参
数的名字叫做 quality，但并不是说质量越高越高，不同的业务场景有最适合的参数选择（这个参数更准确的含义是
scene）。
SPEECH

该模式下的 SDK 音频模块会专注于提炼语音信号，尽最大限度的过滤周围的环境噪音，同时该模式下的音频数据
也会获得最好的差质量网络的抵抗能力，因此该模式特别适合于“视频通话”和“在线会议”等侧重于语音沟通的场
景。
MUSIC

该模式下的 SDK 会采用很高的音频处理带宽以及立体式模式，在最大限度地提升采集质量的同时也会将音频的
DSP 处理模块调节到最弱的级别，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音质。因此该模式适合“音乐直播”场景，尤其适合主播采
用专业的声卡进行音乐直播的场景。
DEFAULT

该模式下的 SDK 会启用智能识别算法来识别当前环境，并针对性地选择最佳的处理模式。不过再好的识别算法也
总是有不准确的时候，如果您非常清楚自己的产品定位，更推荐您在专注语音通信的 SPEECH 和专注音乐音质的
MUSIC 之间二选一。
import { TRTCAudioQuality } from 'trtc-electron-sdk';
//
rtcCloud.startLocalAudio(TRTCAudioQuality.TRTCAudioQualitySpeech);
//
rtcCloud.startLocalAudio(TRTCAudioQuality.TRTCAudioQualityMusic);

开启麦克风采集，并设置当前场景为：语音模式（高噪声抑制能力、强弱网络抗性）
开启麦克风采集，并设置当前场景为：音乐模式（高保真采集、低音质损失，推荐配合专业声卡使用）

步骤4：进入 TRTC 房间

参考文档 进入房间 让当前用户进入 TRTC 房间。一旦进入房间后，SDK 便会开始向房间中的其他用户发布自己的
音频流。
注意：
当然，您可以在进入房间（enterRoom）后再启动摄像头预览和麦克风采集，不过在直播场景下，我们需要先
给主播一个测试麦克风和调整美颜的时间，所以更常见的做法是先启动摄像头和麦克风再进入房间。
import { TRTCParams, TRTCRoleType, TRTCAppScene } from 'trtc-electron-sdk';
//
TRTC
TRTCParams
// Please replace each field in TRTCParams with your own parameters
const param = new TRTCParams();
params.sdkAppId = 1400000123; // Please replace with your own SDKAppID

组装

进房参数，请将

中的各字段都替换成您自己的参数

params.userId = "denny"; // Please replace with your own userid
params.roomId = 123321; // Please replace with your own room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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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s.userSig = "xxx"; // Please replace with your own userSig
params.role = TRTCRoleType.TRTCRoleAnchor;
//
“
”
TRTC_APP_SCENE_LIVE
// If your application scenario is a video call between several people, please us
e "TRTC_APP_SCENE_LIVE"
rtcCloud.enterRoom(param, TRTCAppScene.TRTCAppSceneLIVE);

如果您的场景是 在线直播 ，请将应用场景设置为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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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退出房间

Android&iOS&Windows&Mac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04 12:19:46
本文档主要介绍如何主动退出当前 TRTC 房间，同时还会介绍在什么情况下会被迫退出房间：

调用指引

步骤1：完成前序步骤

请参考文档 导入 SDK 到项目中 完成 SDK 的导入和 App 权限的配置。
请参考文档 进入房间 完成进房流程。

步骤2：主动退出当前房间

调用 exitRoom 接口即可退出当前的房间，SDK 会在退房结束后通过 onExitRoom(int reason) 回调事件通知您。
Android java
iOS&Mac swift
Windows C++

退出当前房间

//
mCloud.exitRoom();

当您调用了 exitRoom 接口之后，SDK 会进入退房流程，其中有两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关键任务一：通告自己的离开
通知房间中的其他用户自己将要退出当前的这个房间，房间中的其他用户会收到来自该用户的
onRemoteUserLeaveRoom 回调，否则其他用户可能误以为该用户已经“卡死了”。
关键任务二：释放设备权限
如果用户在退房之前正在发布音视频流，则退房流程中还需要关闭摄像头和麦克风并释放设备的使用权限。
因此，如果您希望释放 TRTCCloud 实例，建议等收到 onExitRoom 回调之后再释放。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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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被迫退出当前房间

除了用户主动退出房间，还有两种情况下您也会收到 onExitRoom(int reason) 回调：
情况一：被踢出当前房间
您可以通过服务端的 RemoveUser | RemoveUserByStrRoomId 接口将某个用户踢出某个 TRTC 房间，将该用户踢
出后，该用户会收到 onExitRoom(1) 的回调。
情况二：当前房间被解散
您可以通过服务端的 DismissRoom | DismissRoomByStrRoomId接口将某个 TRTC 房间解散，解散房间之后，该
房间的所有用户都会收到 onExitRoom(2) 的回调。
Android java
iOS&Mac ObjC
Windows C++

监听

回调即可获知自己的退房原因

//
onExitRoom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xitRoom(int reason) {
if (reason == 0) {
Log.d(TAG, "Exit current room by calling the 'exitRoom' api of sdk ...");
} else if (reason == 1) {
Log.d(TAG, "Kicked out of the current room by server through the restful api..."
);
} else if (reason == 2) {
Log.d(TAG, "Current room is dissolved by server through the restful ap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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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08 15:25:07
本文档主要介绍如何主动退出当前 TRTC 房间，同时还会介绍在什么情况下会被迫退出房间：

在使用 TRTC Web SDK 中，经常会接触到以下对象：
Client 对象，代表一个本地客户端。Client 类的方法提供了加入通话房间、发布本地流、订阅远端流等功能。
Stream 对象，代表一个音视频流对象，包括本地音视频流对象 LocalStream 和远端音视频流对象
RemoteStream。Stream 类的方法主要提供音视频流对象的行为，包括音频和视频的播放控制。

步骤1：完成前序步骤
可以参考文档 进入房间，创建 Client 并进入房间。

步骤2：主动退出当前房间
通话结束时调用 Client.leave() 方法退出音视频通话房间，整个音视频通话会话结束。
await client.leave();

步骤3：被动退出当前房间
除了用户主动退出房间，在以下情况下，用户会收到

CLIENT_BANNED

事件，表示当前用户被动退出房间：

client.on('client-banned', error => {
console.error('client-banned observed: ' + error.message);
// client-banned observed: client was banned because of duplicated userId joining
the room.
// client-banned observed: client was banned because of you got banned by account
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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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7 共219页

实时音视频

情况一：被同名用户踢出当前房间
在一个房间内，如果同时出现两个 userId 一样且角色都为主播的用户，那么先进入房间的用户会被踢出房间。
例如：A、B 两个用户，先后以相同的 userId 进入房间， A 会被 B 挤出房间。
同名用户同时进入同一房间是不允许的行为，可能会导致双方音视频通话异常，应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情况二：通过服务端 API 踢出当前房间或者解散当前房间
您可以通过服务端的 RemoveUser | RemoveUserByStrRoomId 接口将某个用户踢出某个 TRTC 房间，将该用户踢
出后，该用户会收到 CLIENT_BANNED 事件。也可以通过服务端的 DismissRoom | DismissRoomByStrRoomId
接口将某个 TRTC 房间解散，解散房间之后，该房间的所有用户都会 CLIENT_BANNED 事件。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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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n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21 16:46:53
本文档主要介绍如何主动退出当前 TRTC 房间，同时还会介绍在什么情况下会被迫退出房间：

调用指引

步骤1：完成前序步骤

请参考文档 导入 SDK 到项目中 完成 SDK 的导入和 App 权限的配置。
2. 请参考文档 进入房间 完成进房流程。
1.

步骤2：主动退出当前房间

调用 exitRoom 接口即可退出当前的房间，SDK 会在退房结束后通过 onExitRoom(int reason) 回调事件通知您。
import TRTCCloud from 'trtc-electron-sdk';
const trtcCloud = new TRTCCloud();
//

退出当前房间

trtcCloud.exitRoom();

当您调用了 exitRoom 接口之后，SDK 会进入退房流程，其中有两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关键任务一：通告自己的离开
通知房间中的其他用户自己将要退出当前的这个房间，房间中的其他用户会收到来自该用户的
onRemoteUserLeaveRoom 回调，否则其他用户可能误以为该用户已经“卡死了”。
关键任务二：释放设备权限
如果用户在退房之前正在发布音视频流，则退房流程中还需要关闭摄像头和麦克风并释放设备的使用权限。
因此，如果您希望释放 TRTCCloud 实例，建议等收到 onExitRoom 回调之后再释放。

步骤3：被迫退出当前房间

除了用户主动退出房间，还有两种情况下您也会收到 onExitRoom 回调：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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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一：被踢出当前房间
您可以通过服务端的 RemoveUser | RemoveUserByStrRoomId 接口将某个用户踢出某个 TRTC 房间，将该用户踢
出后，该用户会收到 onExitRoom(1) 的回调。
情况二：当前房间被解散
您可以通过服务端的 DismissRoom | DismissRoomByStrRoomId接口将某个 TRTC 房间解散，解散房间之后，该
房间的所有用户都会收到 onExitRoom(2) 的回调。

监听

回调即可获知自己的退房原因

//
onExitRoom
function onExitRoom(reason) {
console.log(`onExitRoom reason: ${reason}`);
}
trtcCloud.on('onExitRoom', onExitRoo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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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网络质量

6.
Android&iOS&Windows&Mac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04 12:19:46
本文档主要介绍如何感知当前网络的好与坏。
当我们在使用微信视频通话的时候，如果遇到网络环境较差的情况（比如在进入电梯以后），微信会在视频通话的
界面上提示”您当前的网络质量较差“。本文档主要介绍如何通过 TRTC 完成同样的交互。

调用指引
提供了一个叫做 onNetworkQuality 的回调事件，它会每隔两秒钟一次向您汇报当前的网络质量，其参数包
括 localQuality 和 remoteQuality 两个部分：
localQuality ：代表您当前的网络质量，分为 6 个等级，分别是 Excellent、Good、Poor、Bad、VeryBad 和
Down。
remoteQuality：代表远端用户的网络质量，这是一个素组，素组中的每个元素代表一个远端用户的网络质量。
TR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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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名称

0

Unknown

1

Excellent

2

Good

3

Poor

4

Bad

5

VeryBad

6

Down

说明
未感知到
当前网络非常好
当前网络比较好
当前网络一般
当前网络较差，可能会出现明显的卡顿和通话延迟
当前网络很差，TRTC 只能勉强保持连接，但无法保证通讯质量
当前网络不满足 TRTC 的最低要求，无法进行正常的音视频通话

您只需要监听 TRTC 的 onNetworkQuality 并在界面上做相应地提示即可：
Android java
iOS&Mac ObjC
Windows C++

监听

回调并感知当前网络状态的变化

//
onNetworkQuality
@Override
public void onNetworkQuality(TRTCCloudDef.TRTCQuality localQuality,
ArrayList<trtcclouddef.trtcquality> remoteQuality)
{
// Get your local network quality
switch(localQuality) {
case TRTCQuality_Unknown:
Log.d(TAG, "SDK has not yet sensed the current network quality.");
break;
case TRTCQuality_Excellent:
Log.d(TAG, "The current
break;
case TRTCQuality_Good:
Log.d(TAG, "The current
break;
case TRTCQuality_Poor:
Log.d(TAG, "The current
break;
case TRTCQuality_Bad:
Log.d(TAG, "The current
d call delays.");
break;

network is very good.");

network is good.");

network quality barely meets the demand.");

network is poor, and there may be significant freezes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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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TRTCQuality_VeryBad:
Log.d(TAG, "The current network is very poor, the communication quality cannot b
e guaranteed");
break;
case TRTCQuality_Down:
Log.d(TAG, "The current network does not meet the minimum requirements.");
break;
default:
break;
}
// Get the network quality of remote users
for (TRTCCloudDef.TRTCQuality info : arrayList) {
Log.d(TAG, "remote user : = " + info.userId + ", quality = " + info.quality);
}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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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08 15:25:07
在进房之前，或者通话过程中，可以检测用户的网络质量，可以提前判断用户当下的网络质量情况。若用户网络质
量太差，应建议用户更换网络环境，以保证正常通话质量。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基于 NETWORK_QUALITY 事件实现通话前网络质量检测。通话过程中感知网络质量，只需监听
NETWORK_QUALITY 事件即可。

实现流程
调用 TRTC.createClient 创建两个 Client，分别称为 uplinkClient 和 downlinkClient。
2. 这两个 Client 都进入同一个房间。
3. 使用 uplinkClient 进行推流，监听 NETWORK_QUALITY 事件来检测上行网络质量。
4. 使用 downlinkClient 进行拉流，监听 NETWORK_QUALITY 事件来检测下行网络质量。
5. 整个过程可持续 15s 左右，最后取平均网络质量，从而大致判断出上下行网络情况。
1.

注意：
检测过程将产生少量的 基础服务费用。如果未指定推流分辨率，则默认以 640*480 的分辨率推流。

代码示例
用于检测上行网络质量
用于检测下行网络质量
用于测试的流

let uplinkClient = null; //
let downlinkClient = null; //
let localStream = null; //
let testResult = {
//
uplinkNetworkQualities: [],
//
downlinkNetworkQualities: [],
average: {

记录上行网络质量数据
记录下行网络质量数据

uplinkNetworkQuality: 0,
downlinkNetworkQuality: 0
}
}
// 1.
async function testUplinkNetworkQuality() {

检测上行网络质量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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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linkClient = TRTC.createClient({
sdkAppId: 0, //
sdkAppId
userId: 'user_uplink_test',
userSig: '', // uplink_test
userSig
mode: 'rtc'
});

填写

的

localStream = TRTC.createStream({ audio: true, video: true });
//
video profile
localStream.setVideoProfile('480p');

根据实际业务场景设置

await localStream.initialize();
uplinkClient.on('network-quality', event => {
const { uplinkNetworkQuality } = event;
testResult.uplinkNetworkQualities.push(uplinkNetworkQuality);
});
//
await uplinkClient.join({ roomId: 8080 });
await uplinkClient.publish(localStream);
}
// 2.
async function testDownlinkNetworkQuality() {
downlinkClient = TRTC.createClient({
sdkAppId: 0, //
sdkAppId
userId: 'user_downlink_test',
userSig: '', // userSig
mode: 'rtc'
});

加入用于测试的房间，房间号需要随机，避免冲突
检测下行网络质量
填写

downlinkClient.on('stream-added', async event => {
await downlinkClient.subscribe(event.stream, { audio: true, video: true });
//

订阅成功后开始监听网络质量事件

downlinkClient.on('network-quality', event => {
const { downlinkNetworkQuality } = event;
testResult.downlinkNetworkQualities.push(downlinkNetworkQuality);
});
})
//
await downlinkClient.join({ roomId: 8080 });

加入用于测试的房间，房间号需要随机，避免冲突

}
// 3.
testUplinkNetworkQuality();
testDownlinkNetworkQuality();
// 4. 15s
setTimeout(() => {
//
if (testResult.uplinkNetworkQualities.length > 0) {
testResult.average.uplinkNetworkQuality = Math.ceil(
testResult.uplinkNetworkQualities.reduce((value, current) => value + current, 0)
/ testResult.uplinkNetworkQualities.length

开始检测

后停止检测，计算平均网络质量
计算上行平均网络质量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45 共219页

实时音视频
);
}
if (testResult.downlinkNetworkQualities.length > 0) {
//
testResult.average.downlinkNetworkQuality = Math.ceil(
testResult.downlinkNetworkQualities.reduce((value, current) => value + current, 0
) / testResult.downlinkNetworkQualities.length
);
}

计算下行平均网络质量

检测结束，清理相关状态。

//
uplinkClient.leave();
downlinkClient.leave();
localStream.close();
}, 15 * 1000);

结果分析
经过上述步骤，可以拿到上行平均网络质量、下行平均网络质量。网络质量的枚举值如下所示：
数值
0
1
2
3
4
5
6

含义
网络状况未知，表示当前 client 实例还没有建立上行/下行连接
网络状况极佳
网络状况较好
网络状况一般
网络状况差
网络状况极差
网络连接已断开。注意：若下行网络质量为此值，则表示所有下行连接都断开了

建议：
当网络质量大于3时，应引导用户检查网络并尝试更换网络环境，否则难以保证正常的音视频通话。
也可通过下述策略来降低带宽消耗：
若上行网络质量大于3，则可通过 LocalStream.setVideoProfile() 接口降低码率 或 LocalStream.muteVideo()
方式关闭视频，以降低上行带宽消耗。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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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下行网络质量大于3，则可通过订阅小流（参考：开启大小流传输）或者只订阅音频的方式，以降低下行
带宽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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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n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21 16:50:46
本文档主要介绍如何感知当前网络的好与坏。
当我们在使用微信视频通话的时候，如果遇到网络环境较差的情况（比如在进入电梯以后），微信会在视频通话的
界面上提示”您当前的网络质量较差“。本文档主要介绍如何通过 TRTC 完成同样的交互。

调用指引
提供了一个叫做 onNetworkQuality 的回调事件，它会每隔两秒钟一次向您汇报当前的网络质量，其参数包
括 localQuality 和 remoteQuality 两个部分：
localQuality ：代表您当前的网络质量，分为 6 个等级，分别是 Excellent、Good、Poor、Bad、VeryBad 和
Down。
remoteQuality：代表远端用户的网络质量，这是一个素组，素组中的每个元素代表一个远端用户的网络质量。
TRTC

Quality

名称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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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名称

0

Unknown

1

Excellent

2

Good

3

Poor

4

Bad

5

VeryBad

6

Down

说明
未感知到
当前网络非常好
当前网络比较好
当前网络一般
当前网络较差，可能会出现明显的卡顿和通话延迟
当前网络很差，TRTC 只能勉强保持连接，但无法保证通讯质量
当前网络不满足 TRTC 的最低要求，无法进行正常的音视频通话

您只需要监听 TRTC 的 onNetworkQuality 并在界面上做相应地提示即可：
import TRTCCloud, { TRTCQuality } from 'trtc-electron-sdk';
const rtcCloud = new TRTCCloud();
function onNetworkQuality(localQuality, remoteQuality) {
switch(localQuality.quality) {
case TRTCQuality.TRTCQuality_Unknown:
console.log('SDK has not yet sensed the current network quality.');
break;
case TRTCQuality.TRTCQuality_Excellent:
console.log('The current network is very good.');
break;
case TRTCQuality.TRTCQuality_Good:
console.log('The current network is good.');
break;
case TRTCQuality.TRTCQuality_Poor:
console.log('The current network quality barely meets the demand.');
break;
case TRTCQuality.TRTCQuality_Bad:
console.log('The current network is poor, and there may be significant freezes an
d call delays.');
break;
case TRTCQuality.TRTCQuality_Vbad:
console.log('The current network is very poor, the communication quality cannot b
e guaranteed.');
break;
case TRTCQuality.TRTCQuality_Down:
console.log('The current network does not meet the minimum requirements.');
break;
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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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
}
for (let i = 0; i < remoteQuality.length; i++) {
console.log(`remote user: ${remoteQuality[i].userId}, quality: ${remoteQuality
[i].quality}`);
}
}
rtcCloud.on('onNetworkQuality', onNetwork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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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开启屏幕分享

iOS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04 12:15:12
腾讯云 TRTC 在 iOS 平台下支持两种不同的屏幕分享方案：
应用内分享
即只能分享当前 App 的画面，该特性需要 iOS 13 及以上版本的操作系统才能支持。由于无法分享当前 App 之外
的屏幕内容，因此适用于对隐私保护要求高的场景。
跨应用分享
基于苹果的 Replaykit 方案，能够分享整个系统的屏幕内容，但需要当前 App 额外提供一个 Extension 扩展组件，
因此对接步骤也相对应用内分享要多一点。

支持的平台
iOS

Android

Mac OS

Windows

Electron

Chrome

✓

✓

✓

✓

✓

✓

浏览器

应用内分享
应用内分享的方案非常简单，只需要调用 TRTC SDK 提供的接口 startScreenCaptureInApp 并传入编码参
数 TRTCVideoEncParam 即可。该参数可以设置为 nil，此时 SDK 会沿用开始屏幕分享之前的编码参数。
我们推荐的用于 iOS 屏幕分享的编码参数是：
参数项
参数名称
常规推荐值
文字教学场景
分辨率
videoResolution
1280 × 720
1920 × 1080
帧率
videoFps
10 FPS
8 FPS
最高码率
videoBitrate
1600 kbps
2000 kbps
分辨率自适应
enableAdjustRes
NO
NO
由于屏幕分享的内容一般不会剧烈变动，所以设置较高的 FPS 并不经济，推荐10 FPS即可。
如果您要分享的屏幕内容包含大量文字，可以适当提高分辨率和码率设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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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码率（videoBitrate）是指画面在剧烈变化时的最高输出码率，如果屏幕内容变化较少，实际编码码率会比较
低。

跨应用分享
系统上的跨应用屏幕分享，需要增加 Broadcast Upload Extension 录屏进程以配合主 App 进程进行推流。
Extension 录屏进程由系统在需要录屏的时候创建，并负责接收系统采集到屏幕图像。因此需要：
1. 创建 App Group，并在 XCode 中进行配置（可选）。这一步的目的是让 Extension 录屏进程可以同主 App 进程
进行跨进程通信。
2. 在您的工程中，新建一个 Broadcast Upload Extension 的 Target，并在其中集成 SDK 压缩包中专门为扩展模
块定制的 TXLiteAVSDK_ReplayKitExt.framework 。
3. 对接主 App 端的接收逻辑，让主 App 等待来自 Broadcast Upload Extension 的录屏数据。
iOS

注意：
如果跳过步骤1，也就是不配置 App Group（接口传 nil），屏幕分享依然可以运行，但稳定性要打折扣，故虽
然步骤较多，但请尽量配置正确的 App Group 以保障屏幕分享功能的稳定性。
步骤1：创建 App Group
使用您的帐号登录 https://developer.apple.com/ ，进行以下操作，注意完成后需要重新下载对应的 Provisioning
Profile。
1. 单击Certificates, IDs & Profiles。
2. 在右侧的界面中单击加号。
3. 选择App Groups，单击Continue。
4. 在弹出的表单中填写 Description 和 Identifier, 其中 Identifier 需要传入接口中的对应的 AppGroup 参数。完成后单
击Conti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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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 Identifier 页面，左上边的菜单中选择App IDs，然后单击您的 App ID（主 App 与 Extension 的 AppID 需要进
行同样的配置）。
6. 选中App Groups并单击Ed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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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弹出的表单中选择您之前创建的 App Group，单击Continue返回编辑页，单击Save保存。

8.

重新下载 Provisioning Profile 并配置到 XCode 中。

步骤2：创建 Broadcast Upload Extension
1. 在 Xcode 菜单依次单击File、New 、Target...**，选择Broadcast Upload Extension**。
2.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填写相关信息，不用勾选"Include UI Extension，单击Finish完成创建。
3. 将下载到的 SDK 压缩包中的 TXLiteAVSDK_ReplayKitExt.framework 拖动到工程中，勾选刚创建的 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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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中新增加的 Target，依次单击**+ Capability，双击App Groups**，如下图：

操作完成后，会在文件列表中生成一个名为 Target名.entitlements 的文件，如下图所示，选中该文件并
单击 + 号填写上述步骤中的 App Group 即可。

选中主 App 的 Target ，并按照上述步骤对主 App 的 Target 做同样的处理。
6. 在新创建的 Target 中，Xcode 会自动创建一个名为 "SampleHandler.h" 的文件，用如下代码进行替换。需将代码
中的 APPGROUP 改为上文中的创建的 App Group Identifier。
5.

#import "SampleHandler.h"
@import TXLiteAVSDK_ReplayKitExt;
#define APPGROUP @"group.com.tencent.liteav.RPLiveStreamShare"
@interface SampleHandler() <txreplaykitextdelegate>
@end
@implementation SampleHandler
//
APPGROUP
App Group Identifier
- (void)broadcastStartedWithSetupInfo:(NSDictionary<nsstring *,nsobject="" *="">
*)setupInfo {
[[TXReplayKitExt sharedInstance] setupWithAppGroup:APPGROUP delegate:self];
}

注意：此处的

需要改成上文中的创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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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d)broadcastPaused {
// User has requested to pause the broadcast. Samples will stop being delivered.
}
- (void)broadcastResumed {
// User has requested to resume the broadcast. Samples delivery will resume.
}
- (void)broadcastFinished {
[[TXReplayKitExt sharedInstance] finishBroadcast];
// User has requested to finish the broadcast.
}
#pragma mark - TXReplayKitExtDelegate
- (void)broadcastFinished:(TXReplayKitExt *)broadcast reason:(TXReplayKitExtReas
on)reason
{
NSString *tip = @"";
switch (reason) {
case TXReplayKitExtReasonRequestedByMain:
tip = @"
";
break;
case TXReplayKitExtReasonDisconnected:
tip = @"
";
break;

屏幕共享已结束
应用断开

case TXReplayKitExtReasonVersionMismatch:
tip = @"
SDK
";
break;

集成错误（

版本号不相符合）

}
NSError *error = [NSError errorWithDomain:NSStringFromClass(self.class)
code:0
userInfo:@{
NSLocalizedFailureReasonErrorKey:tip
}];
[self finishBroadcastWithError:error];
}
- (void)processSampleBuffer:(CMSampleBufferRef)sampleBuffer withType:(RPSampleBu
fferType)sampleBufferType {
switch (sampleBufferType) {
case RPSampleBufferTypeVideo:
[[TXReplayKitExt sharedInstance] sendVideoSampleBuffer:sampleBuffer];
break;
case RPSampleBufferTypeAudioApp:
// Handle audio sample buffer for app a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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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
case RPSampleBufferTypeAudioMic:
// Handle audio sample buffer for mic audio
break;
default:
break;
}
}
@end

步骤3：对接主 App 端的接收逻辑
按照如下步骤，对接主 App 端的接收逻辑。也就是在用户触发屏幕分享之前，要让主 App 处于“等待”状态，以便随
时接收来自 Broadcast Upload Extension 进程的录屏数据。
1.
2.

3.

4.

确保 TRTCCloud 已经关闭了摄像头采集，如果尚未关闭，请调用 stopLocalPreview 关闭摄像头采集。
调用 startScreenCaptureByReplaykit:appGroup: 方法，并传入 步骤1 中设置的 AppGroup，让 SDK 进入“等待”状
态。
等待用户触发屏幕分享。如果不实现 步骤4 中的“触发按钮”，屏幕分享就需要用户在 iOS 系统的控制中心，通过
长按录屏按钮来触发，这一操作步骤如下图所示：
通过调用 stopScreenCapture 接口可以随时中止屏幕分享。
//

开始屏幕分享，需要将 APPGROUP 替换为上述步骤中创建的 App Group Identifier。

- (void)startScreenCapture {
TRTCVideoEncParam *videoEncConfig = [[TRTCVideoEncParam alloc] init];
videoEncConfig.videoResolution = TRTCVideoResolution_1280_720;
videoEncConfig.videoFps = 10;
videoEncConfig.videoBitrate = 2000;
//
APPGROUP
App Group Identifier:
[[TRTCCloud sharedInstance] startScreenCaptureByReplaykit:videoEncConfig
appGroup:APPGROUP];
}

需要将

替换为上述步骤中创建的

停止屏幕分享

//
- (void)stopScreenCapture {
[[TRTCCloud sharedInstance] stopScreenCapture];
}
//

屏幕分享的启动事件通知，可以通过 TRTCCloudDelegate 进行接收

- (void)onScreenCaptureStarted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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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分享开始"];

[self showTip:@"
}

步骤4：增加屏幕分享的触发按钮（可选）
截止到 步骤3 ，我们的屏幕分享还必须要用户从控制中心中长按录屏按钮来手动启动。您可通过下述方法实现类似
腾讯会议的单击按钮即可触发的效果：
1. 在 Demo 中的 TRTCBroadcastExtensionLauncher 文件实现了唤起屏幕分享，找到并将其加入到您的工程中。
2. 在您的界面上放置一个按钮，并在按钮的响应函数中调用 TRTCBroadcastExtensionLauncher 中的
launch 函数，就可以唤起屏幕分享功能了。
// 自定义按钮响应方法
- (IBAction)onScreenButtonTapped:(id)sender {
[TRTCBroadcastExtensionLauncher launch];
}

注意：
苹果在 iOS 12.0 中增加了
动屏幕分享，到目前为止,
起方法。

RPSystemBroadcastPickerView
RPSystemBroadcastPickerView

TRTCBroadcastExtensionLauncher

的原理就是遍历

可以从应用中弹出启动器供用户确认启
尚不支持自定义界面，也没有官方的唤

RPSystemBroadcastPickerView

的子 View 寻

找 UIButton 并触发了其点击事件。
但该方案不被苹果官方推荐，并可能在新一轮的系统更新中失效，因此 步骤4 只是一个可选方案，您需要
自行承担风险来选用此方案。

观看屏幕分享
观看 Mac / Windows 屏幕分享
当房间里有一个 Mac / Windows 用户启动了屏幕分享，会通过辅流进行分享。房间里的其他用户会通过
TRTCCloudDelegate 中的 onUserSubStreamAvailable 事件获得这个通知。
希望观看屏幕分享的用户可以通过 startRemoteSubStreamView 接口来启动渲染远端用户辅流画面。
观看 Android / iOS 屏幕分享
若用户通过 Android / iOS 进行屏幕分享，会通过主流进行分享。房间里的其他用户会通过 TRTCCloudDel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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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 onUserVideoAvailable 事件获得这个通知。
希望观看屏幕分享的用户可以通过 startRemoteView 接口来启动渲染远端用户主流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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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04 12:15:12
本文档主要介绍如何使用屏幕分享，目前一个 TRTC 音视频房间只能有一路屏幕分享。

调用指引

开启屏幕分享
步骤1：添加 Activity
在 manifest 文件中粘贴如下 activity（若项目代码中存在则不需要添加）。
<activity
android:name="com.tencent.rtmp.video.TXScreenCapture$TXScreenCaptureAssistantActi
vity"
android:theme="@android:style/Theme.Translucent"/>

步骤2： 启动屏幕分享
要开启 Android 端的屏幕分享，只需调用 TRTCCloud 中的 startScreenCapture() 接口即可。
通过设置 startScreenCapture() 中的首个参数 encParams ，您可以指定屏幕分享的编码质量。如果您指定
encParams 为 null，SDK 会自动使用之前设定的编码参数，我们推荐的参数设定如下：
参数项
分辨率
帧率
最高码率
分辨率自适应

参数名称

常规推荐值

文字教学场景

videoResolution

1280 × 720

1920 × 1080

videoFps

10 FPS

8 FPS

videoBitrate

1600 kbps

2000 kbps

enableAdjustRes

NO

NO

由于屏幕分享的内容一般不会剧烈变动，所以设置较高的 FPS 并不经济，推荐10 FPS即可。
如果您要分享的屏幕内容包含大量文字，可以适当提高分辨率和码率设置。
最高码率（videoBitrate）是指画面在剧烈变化时的最高输出码率，如果屏幕内容变化较少，实际编码码率会比较
低。
步骤3：弹出悬浮窗防止应用被强杀（可选）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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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Android 7.0 系统开始，切入到后台运行的普通 App 进程，但凡有 CPU 活动，都很容易会被系统强杀掉。 所以当
App 在切入到后台默默进行屏幕分享时，通过弹出悬浮窗的方案，可以避免被系统强杀掉。 同时，在手机屏幕上显
示悬浮窗也有利于告知用户当前正在做屏幕分享，避免用户泄漏个人隐私。
要弹出悬浮窗，您只需要参考示例代码 FloatingView.java 中的实现即可：
public void showView(View view, int width, int height) {
mWindowManager = (WindowManager) mContext.getSystemService(Context.WINDOW_SERVIC
E);
int type = WindowManager.LayoutParams.TYPE_TOAST;
//TYPE_TOAST
4.4+
TYPE_SYSTEM_ALERT(
)

仅适用于 系统，假如要支持更低版本使用
明权限
//7.1（包含）及以上系统对TYPE_TOAST做了限制

需要在manifest中声

if (Build.VERSION.SDK_INT >= Build.VERSION_CODES.O) {
type = WindowManager.LayoutParams.TYPE_APPLICATION_OVERLAY;
} else if (Build.VERSION.SDK_INT > Build.VERSION_CODES.N) {
type = WindowManager.LayoutParams.TYPE_PHONE;
}
mLayoutParams = new WindowManager.LayoutParams(type);
mLayoutParams.flags = WindowManager.LayoutParams.FLAG_NOT_FOCUSABLE;
mLayoutParams.flags |= WindowManager.LayoutParams.FLAG_WATCH_OUTSIDE_TOUCH;
mLayoutParams.width = width;
mLayoutParams.height = height;
mLayoutParams.format = PixelFormat.TRANSLUCENT;
mWindowManager.addView(view, mLayoutParams);
}

观看屏幕分享
观看 Mac / Windows 屏幕分享
当房间里有一个 Mac / Windows 用户启动了屏幕分享，会通过辅流进行分享。房间里的其他用户会通过
TRTCCloudListener 中的 onUserSubStreamAvailable 事件获得这个通知。
观看 Android / iOS 屏幕分享
若用户通过 Android / iOS 进行屏幕分享，会通过主流进行分享。房间里的其他用户会通过 TRTCCloudListener 中
的 onUserVideoAvailable 事件获得这个通知。
观看屏幕分享的用户可以通过 startRemoteView 接口来启动渲染远端用户主流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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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22 15:33:33
腾讯云 TRTC 支持屏幕分享功能，Mac 平台下的屏幕分享支持主路分享和辅路分享两种方案：
辅路分享
在 TRTC 中，我们可以单独为屏幕分享开启一路上行的视频流，并称之为“辅路（substream）”。辅路分享即主
播同时上行摄像头画面和屏幕画面两路画面。这是腾讯会议的使用方案，您可以在调用
startScreenCapture 接口时，通过将 TRTCVideoStreamType 参数指定为
TRTCVideoStreamTypeSub 来启用该模式。观看该路画面需要使用专门的
startRemoteSubStreamView 接口。
主路分享
在 TRTC 中，我们一般把摄像头走的通道叫做“主路（bigstream）”，主路分享即用摄像头通道分享屏幕。该模
式下，主播只有一路上行视频流，要么上行摄像头画面，要么上行屏幕画面，两者是互斥的。您可以在调用
startScreenCapture 接口时，通过将 TRTCVideoStreamType 参数指定为
TRTCVideoStreamTypeBig 来启用该模式。

支持的平台
iOS

Android

Mac OS

Windows

Electron

Chrome

✓

✓

✓

✓

✓

✓

浏览器

获取分享目标
通过 getScreenCaptureSourcesWithThumbnailSize 可以枚举可共享的窗口列表，每一个可共享的目标都是一
个 TRTCScreenCaptureSourceInfo 对象。
Mac OS 里的桌面屏幕也是一个可共享目标，普通的 Mac 窗口的 type 为
TRTCScreenCaptureSourceTypeWindow ，桌面屏幕的 type 为
TRTCScreenCaptureSourceTypeScreen 。
除了 type，每一个 TRTCScreenCaptureSourceInfo 还有如下字段信息：
字段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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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类型

type

TRTCScreenCaptureSourceType

sourceId

NSString

sourceName

NSString

extInfo

NSDictionary

thumbnail

NSImage

icon

NSImage

含义
采集源类型：指定类型为窗口或屏幕
采集源 ID：对于窗口，该字段指示窗口句柄；
对于屏幕，该字段指示屏幕 ID
窗口名字，如果是屏幕则返回 Screen0 Screen1...
共享窗口的附加信息
窗口缩略图
窗口图标

有了上面这些信息，您就可以实现一个简单的列表页面，将可以分享的目标罗列出来供用户选择。

选择分享目标
TRTC SDK

支持三种分享模式，您可以通过 selectScreenCaptureTarget 来指定：

整个屏幕分享：
即把整个屏幕窗口分享出去，支持多显示器分屏的情况。需要指定一个 type 为
TRTCScreenCaptureSourceTypeScreen 的 screenSource 参数 ，并将 rect 设为 { 0, 0, 0, 0 }。
指定区域分享：
即把屏幕的某个区域分享出去，需要用户圈定区域的位置坐标。需要指定一个 type 为
TRTCScreenCaptureSourceTypeScreen 的 screenSource 参数 ，并将 captureRect 设为非 NULL，例如 {
100, 100, 300, 300 }。
指定窗口分享：
即把目标窗口的内容分享出去，需要用户选择要分享的是哪一个窗口。需要指定一个 type 为
TRTCScreenCaptureSourceTypeWindow 的 screenSource 参数 ，并将 captureRect 设为 { 0, 0, 0, 0 }。
说明：
两个额外参数：
参数 capturesCursor 用于指定是否捕获鼠标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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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highlight 用于指定是否高亮正在共享的窗口，以及当捕获图像被遮挡时提示用户移走遮挡。（这一分
部的 UI 特效是 SDK 内部实现的）

开始屏幕分享
选取分享目标之后，使用 startScreenCapture 接口可以启动屏幕分享。
两个函数 pauseScreenCapture 和 stopScreenCapture 的区别在于 pause 会停止屏幕内容的采集，并以暂停那一
刻的画面垫片，所以在远端看到一直都是最后一帧画面，直到 resumeScreenCapture。
/**
* 7.6

【屏幕共享】启动屏幕分享
* @param view 渲染控件所在的父控件

*/
- (void)startScreenCapture:(NSView *)view;
/**
* 7.7
* @return 0
<0:
*/
- (int)stopScreenCapture;
/**
* 7.8
* @return 0
<0:
*/
- (int)pauseScreenCapture;
/**

【屏幕共享】停止屏幕采集
：成功 失败
【屏幕共享】暂停屏幕分享
：成功 失败
【屏幕共享】恢复屏幕分享
：成功 <0:失败

* 7.9
*
* @return 0

*/
- (int)resumeScreenCapture;

设定画面质量
您可以通过 setSubStreamEncoderParam 接口设定屏幕分享的画面质量，包括分辨率、码率和帧率，我们提供如下
建议参考值：
清晰度级别
超高清（HD+）

分辨率

帧率

码率

1920 × 1080

10

800k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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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度级别
高清（HD）
标清（SD）

分辨率

帧率

码率

1280 × 720

10

600kbps

960 × 720

10

400kbps

观看屏幕分享
观看 Mac / Windows 屏幕分享
当房间里有一个 Mac / Windows 用户启动了屏幕分享，会通过辅流进行分享。房间里的其他用户会通过
TRTCCloudDelegate 中的 onUserSubStreamAvailable 事件获得这个通知。
希望观看屏幕分享的用户可以通过 startRemoteSubStreamView 接口来启动渲染远端用户辅流画面。
观看 Android / iOS 屏幕分享
若用户通过 Android / iOS 进行屏幕分享，会通过主流进行分享。房间里的其他用户会通过 TRTCCloudDelegate
中的 onUserVideoAvailable 事件获得这个通知。
希望观看屏幕分享的用户可以通过 startRemoteView 接口来启动渲染远端用户主流画面。

示例代码：观看屏幕分享的画面

//
- (void)onUserSubStreamAvailable:(NSString *)userId available:(BOOL)available {
if (available) {
[self.trtcCloud startRemoteSubStreamView:userId view:self.capturePreviewWindow.co
ntentView];
} else {
[self.trtcCloud stopRemoteSubStreamView:userId];
}
}

常见问题
一个房间里可以同时有多个人共享屏幕吗？
目前一个 TRTC 音视频房间只能有一路屏幕分享。
指定窗口分享（SourceTypeWindow），当窗口大小变化时，视频流的分辨率会不会也跟着变化？
默认情况下，SDK 内部会自动根据分享的窗口大小进行编码参数的调整。
如需固定分辨率，需调用 setSubStreamEncoderParam 接口设置屏幕分享的编码参数，或在调用
startScreenCapture 时指定对应的编码参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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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08 15:25:08
屏幕分享支持度请查看 浏览器支持情况。同时 SDK 提供 TRTC.isScreenShareSupported 接口判断
当前浏览器是否支持屏幕分享。
本文通过以下不同的场景介绍实现过程。
TRTC Web SDK

注意：

端暂不支持发布辅流，发布屏幕分享是通过发布主流实现的。远端屏幕分享流来自于 Web 用户时，
RemoteStream.getType() 返回值为 'main'，通常会通过 userId 来标识这是来自 Web 端屏幕分享流。
Native（iOS、Android、Mac、Windows 等）端支持发布辅流，并且发布屏幕分享是通过发布辅流实现
的。远端屏幕分享流来自于 Native 用户时，RemoteStream.getType() 返回值为 'auxiliary'。
Web

创建和发布屏幕分享流
步骤1：创建屏幕分享流

屏幕分享流包含视频流和音频流。其中音频流分为麦克风音频或者系统音频。

通常情况下，建议给

加上前缀 `share_`，用来标识这是用于屏幕分享的客户端对象。

//
userId
const userId = 'share_userId';
const roomId = 'roomId';

正确用法
仅采集屏幕视频流
采集麦克风音频及屏幕视频流
const shareStream = TRTC.createStream({ audio: true, screen: true, userId });
// or 采集系统音频及屏幕视频流

// good
//
const shareStream = TRTC.createStream({ audio: false, screen: true, userId });
// or

const shareStream = TRTC.createStream({ screenAudio: true, screen: true, userId
});
// bad
const shareStream = TRTC.createStream({ camera: true, screen: true });

错误用法

// or
const shareStream = TRTC.createStream({ camera: true, screenAudio: true });

注意：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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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screenAudio 属性不能同时设为true，camera 与 screenAudio 属性不能同时设为true。关于
screenAudio 更多信息会在本文第五部分介绍。
camera 与 screen 属性不能同时设为true。
audio

步骤2：初始化屏幕分享流

初始化时浏览器会向用户请求屏幕共享的内容和权限，如果用户拒绝授权或者系统未授予浏览器屏幕分享的权限，
代码会捕获到 NotReadableError 或者 NotAllowedError 错误，这时需要引导用户进行浏览器设置或者
系统设置开启屏幕共享权限，并且重新初始化屏幕分享流。
注意：
由于 Safari 的限制，屏幕分享流的初始化操作，必须在点击事件的回调中完成，该问题详细介绍请参见本文
常见问题
try {
await shareStream.initialize();
} catch (error) {

当屏幕分享流初始化失败时 提醒用户并停止后续进房发布流程

//
,
switch (error.name) {
case 'NotReadableError':
//

提醒用户确保系统允许当前浏览器获取屏幕内容

return;
case 'NotAllowedError':
if (error.message.includes('Permission denied by system')) {
//
} else {
//
/
}
return;
default:
//
return;
}
}

提醒用户确保系统允许当前浏览器获取屏幕内容
用户拒绝 取消屏幕分享

初始化屏幕分享流时遇到了未知错误，提醒用户重试

步骤3：创建负责进行屏幕分享的客户端对象
通常情况下，建议给 userId 加上前缀

share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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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 shareClient = TRTC.createClient({
mode: 'rtc',
sdkAppId,
userId, //
‘share_teacher’
userSig
});
//
try {
await shareClient.join({ roomId });
// ShareClient join room success
} catch (error) {
// ShareClient join room failed
}

例如：

客户端对象进入房间

步骤4：发布屏幕分享流

通过第一步创建的客户端对象进行发布。发布成功后，远端就能收到屏幕分享流。
try {
await shareClient.publish(shareStream);
} catch (error) {
// ShareClient failed to publish local stream
}

完整代码
通常情况下，建议给

加上前缀

，用来标识这是用于屏幕分享的客户端对象。

//
userId
`share_`
const userId = 'share_userId';
const roomId = 'roomId';
//
const shareStream = TRTC.createStream({ audio: false, screen: true, userId });
// or
// const shareStream = TRTC.createStream({ audio: true, screen: true, userId });
// or
// const shareStream = TRTC.createStream({ screenAudio: true, screen: true, userI
d });
try {
await shareStream.initialize();
} catch (error) {
//
,

仅采集屏幕视频流
采集麦克风音频及屏幕视频流
采集系统音频及屏幕视频流

当屏幕分享流初始化失败时 提醒用户并停止后续进房发布流程

switch (error.name) {
case 'NotReadableError':
//

提醒用户确保系统允许当前浏览器获取屏幕内容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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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NotAllowedError':
if (error.message.includes('Permission denied by system')) {

提醒用户确保系统允许当前浏览器获取屏幕内容
用户拒绝 取消屏幕分享

//
} else {
//
/
}
return;
default:
//
return;
}
}
const shareClient = TRTC.createClient({
mode: 'rtc',
sdkAppId,
userId, //
‘share_teacher’

初始化屏幕分享流时遇到了未知错误，提醒用户重试

userSig
});
//

例如：

客户端对象进入房间

try {
await shareClient.join({ roomId });
// ShareClient join room success
} catch (error) {
// ShareClient join room failed
}
try {
await shareClient.publish(shareStream);
} catch (error) {
// ShareClient failed to publish local stream
}

屏幕分享参数配置
可设置的参数包括分辨率、帧率和码率，如果有需要可以通过 setScreenProfile() 接口指定 profile，每个 profile 对应
着一组分辨率、帧率和码率。SDK 默认使用 '1080p' 的配置。
const shareStream = TRTC.createStream({ audio: false, screen: true, userId });

必须在

// setScreenProfile()
initialize()
shareStream.setScreenProfile('1080p');
await shareStream.initialize();

之前调用。

或者使用自定义分辨率、帧率和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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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9 共219页

实时音视频
const shareStream = TRTC.createStream({ audio: false, screen: true, userId });
// setScreenProfile()
initialize()
shareStream.setScreenProfile({ width: 1920, height: 1080, frameRate: 5, bitrate:
1600 /* kbps */});
await shareStream.initialize();

必须在

之前调用。

屏幕分享属性推荐列表：
profile

分辨率（宽 x 高）

帧率（fps）

码率 (kbps)

480p

640 x 480

5

900

480p_2

640 x 480

30

1000

720p

1280 x 720

5

1200

720p_2

1280 x 720

30

3000

1080p

1920 x 1080

5

1600

1080p_2

1920 x 1080

30

4000

注意：
建议按照推荐的参数进行配置，避免设置过高的参数，引发不可预料的问题。

停止屏幕分享
屏幕分享客户端取消发布流
// 关闭屏幕分享流
shareStream.close();
// 屏幕分享客户端退房
await shareClient.leave();
// 以上三个步骤非必须，按照场景需求执行需要的代码即可，通常需要添加是否已进房，是否已经发布流的
判断，更详细的代码示例请参考 [demo 源码](https://github.com/LiteAVSDK/TRTC_Web/blob/ma
in/base-js/js/share-client.js)。
另外用户还可能会通过浏览器自带的按钮停止屏幕分享，因此屏幕分享流需要监听屏幕分享停止事件，并进行相应
的处理。
//
await shareClient.unpublish(share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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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分享流监听屏幕分享停止事件
屏幕分享客户端停止推流
关闭屏幕分享流
// 屏幕分享客户端退房

//
shareStream.on('screen-sharing-stopped', event => {
//
await shareClient.unpublish(shareStream);
//
shareStream.close();
await shareClient.leave();
});

同时发布摄像头视频和屏幕分享
一个 Client 至多只能同时发布一路音频和一路视频。同时发布摄像头视频和屏幕分享，需要创建两个 Client，让它
们“各司其职”。
例如创建两个 Client 分别为：
client：负责发布本地音视频流，并订阅除了 shareClient 之外的所有远端流。
shareClient：负责发布屏幕分享流，且不订阅任何远端流。
注意：
负责屏幕分享的 shareClient 需要关闭自动订阅，否则会出现重复订阅远端流的情况。请参见 API说明。
负责本地音视频流发布的 client 需要取消订阅 shareClient 发布的流。否则会出现自己订阅自己的情况。
示例代码：
const client = TRTC.createClient({ mode: 'rtc', sdkAppId, userId, userSig });
//
shareClient
autoSubscribe: false
const shareClient = TRTC.createClient({ mode: 'rtc', sdkAppId, `share_${userId}`,
userSig, autoSubscribe: false,});
//
client
shareClient
client.on('stream-added', event => {
const remoteStream = event.stream;
const remoteUserId = remoteStream.getUserId();

需要设置

负责本地音视频流发布的

关闭自动订阅远端流，即：
需要取消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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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remoteUserId === `share_${userId}`) {
//

取消订阅自己的屏幕分享流

client.unsubscribe(remoteStream);
} else {
//
client.subscribe(remoteStream);
}
});
await client.join({ roomId });
await shareClient.join({ roomId });
const localStream = TRTC.createStream({ audio: true, video: true, userId });
const shareStream = TRTC.createStream({ audio: false, screen: true, userId });
// ...

订阅其他一般远端流

省略初始化和发布相关代码，按需发布流即可。

屏幕分享采集系统声音
采集系统声音只支持 Chrome M74+ ，在 Windows 和 Chrome OS 上，可以捕获整个系统的音频，在 Linux 和
Mac 上，只能捕获选项卡的音频。其它 Chrome 版本、其它系统、其它浏览器均不支持。
//

创建屏幕分享流 screenAudio 请设置为 true， 不支持同时采集系统和麦克风音量，请勿同时设置 a
属性为

udio
true
const shareStream = TRTC.createStream({ screenAudio: true, screen: true, userId
});
await shareStream.initialize();
...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勾选 分享音频 ，发布的 stream 将会带上系统声音。

常见问题
屏幕分享出现报错 getDisplayMedia must be called from a user gesture handler ？
这是因为 Safari 限制了 getDisplayMedia 屏幕采集的接口，必须在用户点击事件的回调函数执行的 1 秒内
才可以调用。，详情请参见 webkit issue。

1. Safari

// good
async function onClick() {
//
onClick
const screenStream = TRTC.createStream({ screen: true });
await screenStream.initialize();
await client.join({ roomId: 123123 });
}

建议在

执行时，先执行采集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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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d
async function onClick() {
await client.join({ roomId: 123123 });
//
1s
const screenStream = TRTC.createStream({ screen: true });
await screenStream.initialize();

进房可能耗时超过 ，可能会采集失败

}

在已授权屏幕录制的情况下屏幕分享失败，出现 "NotAllowedError: Permission denied by
system" 或者 "NotReadableError: Could not start video source" 错误信息，Chrome bug？
解决方案：打开设置> 单击安全性与隐私> 单击隐私> 单击屏幕录制 > 关闭 Chrome 屏幕录制授权 > 重新打开
Chrome 屏幕录制授权 > 关闭 Chrome 浏览器 > 重新打开 Chrome 浏览器。

2. Mac Chrome

3. WebRTC

屏幕分享已知问题及规避方案

4. Electron

使用 TRTC Web SDK 屏幕分享

5.

判断用户选择的屏幕分享类型：整个屏幕、窗口、Chrome 标签页。

在屏幕分享采集成功后

//
const shareStream = TRTC.createStream({ screenAudio: true, screen: true, userId
});
await shareStream.initialize();
//
displaySurface
const { displaySurface } = shareStream.getVideoTrack().getSettings();
//
monitor
window
browser
Chrome

根据
例如：

来判断采集的类型。
为整个屏幕、
为某个应用窗口、

为

某个标签页

详情请参见 display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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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14 17:17:53
本文档主要介绍如何使用屏幕分享，目前一个 TRTC 音视频房间只能有一路屏幕分享。
Windows 平台下的屏幕分享支持主路分享和辅路分享两种方案：
辅路分享
在 TRTC 中，我们可以单独为屏幕分享开启一路上行的视频流，并称之为“辅路（substream）”。辅路分享即主
播同时上行摄像头画面和屏幕画面两路画面。这是腾讯会议的使用方案，您可以在调用
startScreenCapture 接口时，通过将 TRTCVideoStreamType 参数指定为
TRTCVideoStreamTypeSub 来启用该模式。
主路分享
在 TRTC 中，我们一般把摄像头走的通道叫做“主路（bigstream）”，主路分享即用摄像头通道分享屏幕。该模
式下，主播只有一路上行视频流，要么上行摄像头画面，要么上行屏幕画面，两者是互斥的。您可以在调用
startScreenCapture 接口时，通过将 TRTCVideoStreamType 参数指定为
TRTCVideoStreamTypeBig 来启用该模式。

依赖的 API
功能
选择分享目标
开始屏幕分享
暂停屏幕分享
恢复屏幕分享
结束屏幕分享
API

C++

版本

C#

版本

Electron

版本

selectScreenCaptureTarget

selectScreenCaptureTarget

selectScreenCaptureTarget

startScreenCapture

startScreenCapture

startScreenCapture

pauseScreenCapture

pauseScreenCapture

pauseScreenCapture

resumeScreenCapture

resumeScreenCapture

resumeScreenCapture

stopScreenCapture

stopScreenCapture

stopScreenCapture

获取分享目标
通过

getScreenCaptureSources

可以枚举可共享的窗口列表，列表通过出参 sourceInfoList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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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里的桌面屏幕也是一个窗口，叫桌面窗口（Desktop），有两台显示器时，每一台显示器都有一个对
应的桌面窗口。所以，getScreenCaptureSources 返回的窗口列表里也会有 Desktop 窗口。
Windows

根据获取到的窗口信息，您可以实现一个简单的列表页面，将可以分享的目标罗列出来供用户选择。

开始屏幕分享
选取分享目标后，使用 startScreenCapture 接口可以启动屏幕分享。
分享过程中，您依然可以通过调用 selectScreenCaptureTarget 更换分享目标。
pauseScreenCapture 和 stopScreenCapture 的区别在于 pause 会停止屏幕内容的采集，并以暂停那
一刻的画面垫片，所以在远端看到一直都是最后一帧画面，直到 resume。

设定画面质量
您可以通过 setSubStreamEncoderParam 接口设定屏幕分享的画面质量，包括分辨率、码率和帧率，我们提
供如下建议参考值：
清晰度级别
分辨率
帧率
码率
超高清（HD+）
1920 × 1080
10
800kbps
高清（HD）
1280 × 720
10
600kbps
标清（SD）
960 × 720
10
400kbps

观看屏幕分享
当房间里有一个用户启动了屏幕分享，会通过辅流进行分享。房间里的其他用户会通过 ITRTCCloudCallback 中的
onUserSubStreamAvailable 事件获得这个通知。
希望观看屏幕分享的用户可以通过 startRemoteView 接口来启动渲染远端用户辅流画面。

示例代码：观看屏幕分享的画面

//

void CTRTCCloudSDK::onUserSubStreamAvailable(const char * userId, bool available)
{
LINFO(L"onUserSubStreamAvailable userId[%s] available[%d]\n", UTF82Wide(userI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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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str(), available);
liteav::ITRTCCloud* trtc_cloud_ = getTRTCShareInstance();
if (available) {
trtc_cloud_->startRemoteView(userId, liteav::TRTCVideoStreamTypeSub, hWnd);
} else {
trtc_cloud_->stopRemoteView(userId, liteav::TRTCVideoStreamTypeSub);
}
}

常见问题
一个房间里可以同时有多路屏幕分享吗？
目前一个 TRTC 音视频房间只能有一路屏幕分享。
2. 指定窗口分享（SourceTypeWindow），当窗口大小变化时，视频流的分辨率会不会也跟着变化？
默认情况下，SDK 内部会自动根据分享的窗口大小进行编码参数的调整。
如需固定分辨率，需调用 setSubStreamEncoderParam 接口设置屏幕分享的编码参数，或在调用
startScreenCapture 时指定对应的编码参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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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n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21 16:57:07
本文档主要介绍如何使用屏幕分享，目前一个 TRTC 音视频房间只能有一路屏幕分享。
Electron 平台下的屏幕分享支持主路分享和辅路分享两种方案：
辅路分享
在 TRTC 中，我们可以单独为屏幕分享开启一路上行的视频流，并称之为“辅路（substream）”。辅路分享即主
播同时上行摄像头画面和屏幕画面两路画面。这是腾讯会议的使用方案，您可以在调用
startScreenCapture 接口时，通过将 TRTCVideoStreamType 参数指定为
TRTCVideoStreamTypeSub 来启用该模式。
主路分享
在 TRTC 中，我们一般把摄像头走的通道叫做“主路（bigstream）”，主路分享即用摄像头通道分享屏幕。该模
式下，主播只有一路上行视频流，要么上行摄像头画面，要么上行屏幕画面，两者是互斥的。您可以在调用
startScreenCapture 接口时，通过将 TRTCVideoStreamType 参数指定为
TRTCVideoStreamTypeBig 来启用该模式。

步骤1：获取分享目标
通过

getScreenCaptureSources

可以枚举可共享的窗口列表，列表通过出参 sourceInfoList 返回。

说明：

里的桌面屏幕也是一个窗口，叫桌面窗口（Desktop），有两台显示器时，每一台显示器都有一个对
应的桌面窗口。所以，getScreenCaptureSources 返回的窗口列表里也会有 Desktop 窗口。
Electron

根据获取到的窗口信息，您可以实现一个简单的列表页面，将可以分享的目标罗列出来供用户选择。
import TRTCCloud from 'trtc-electron-sdk';
const rtcCloud = new TRTCCloud();
// https://web.sdk.qcloud.com/trtc/electron/doc/en-us/trtc_electron_sdk/TRTCClou
d.html#getScreenCaptureSources
const screenList = rtcCloud.getScreenCaptu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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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开始屏幕分享
可以通过调用 selectScreenCaptureTarget 选取分享目标。
选取分享目标后，使用 startScreenCapture 接口可以启动屏幕分享。
分享过程中，您依然可以通过调用 selectScreenCaptureTarget 更换分享目标。
pauseScreenCapture 和 stopScreenCapture 的区别在于 pause 会停止屏幕内容的采集，并以暂停那一刻的画面垫
片，所以在远端看到一直都是最后一帧画面，直到 resume。
import TRTCCloud, {
Rect, TRTCScreenCaptureProperty, TRTCVideoStreamType, TRTCVideoEncParam,
TRTCVideoResolution, TRTCVideoResolutionMode
} from 'trtc-electron-sdk';
const rtcCloud = new TRTCCloud();
// https://web.sdk.qcloud.com/trtc/electron/doc/zh-cn/trtc_electron_sdk/TRTCClou
d.html#getScreenCaptureSources
const screenList = rtcCloud.getScreenCaptureSources();
// https://web.sdk.qcloud.com/trtc/electron/doc/zh-cn/trtc_electron_sdk/Rect.html
const captureRect = new Rect(0, 0, 0, 0);
// https://web.sdk.qcloud.com/trtc/electron/doc/zh-cn/trtc_electron_sdk/TRTCScree
nCaptureProperty.html
const property = new TRTCScreenCaptureProperty(
true, true, true, 0, 0, false
);
if (screenList.length > 0) {
rtcCloud.selectScreenCaptureTarget(screenList[0], captureRect, property)
}
const screenshareDom = document.querySelector('screen-dom');
// https://web.sdk.qcloud.com/trtc/electron/doc/zh-cn/trtc_electron_sdk/TRTCVideo
EncParam.html
const encParam = new TRTCVideoEncParam(
TRTCVideoResolution.TRTCVideoResolution_1920_1080,
TRTCVideoResolutionMode.TRTCVideoResolutionModeLandscape,
15,
2000,
0,
false
);
rtcCloud.startScreenCapture(screenshareDom, TRTCVideoStreamType.TRTCVideoStreamTy
peSub, encParam);

步骤3：设定画面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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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通过 startScreenCapture 接口的第三个参数
括分辨率、码率和帧率，我们提供如下建议参考值：
清晰度级别
分辨率
超高清（HD+）
1920 × 1080
高清（HD）
1280 × 720
标清（SD）
960 × 720

encParam

设定屏幕分享的画面质量(参见 步骤2)，包
帧率

码率

10

2000kbps

10

600kbps

10

400kbps

步骤4：观看屏幕分享
当房间里有一个用户启动了屏幕分享，会通过辅流进行分享。房间里的其他用户会通过 onUserSubStreamAvailable
事件获得这个通知。
希望观看屏幕分享的用户可以通过 startRemoteView 接口来启动渲染远端用户辅流画面。
import TRTCCloud, {
TRTCVideoStreamType
} from 'trtc-electron-sdk';
const rtcCloud = new TRTCCloud();
const remoteDom = document.querySelector('.remote-user');
function onUserSubStreamAvailable(userId, available) {
if (available === 1) {
rtcCloud.startRemoteView(userId, remoteDom, TRTCVideoStreamType.TRTCVideoStreamTy
peSub);
} else {
rtcCloud.stopRemoteView(userId, TRTCVideoStreamType.TRTCVideoStreamTypeSub);
}
}
rtcCloud.on('onUserSubStreamAvailable', onUserSubStreamAvailable);

常见问题
一个房间里可以同时有多路屏幕分享吗？
目前一个 TRTC 音视频房间只能有一路屏幕分享。
2. 指定窗口分享（SourceTypeWindow），当窗口大小变化时，视频流的分辨率会不会也跟着变化？
默认情况下，SDK 内部会自动根据分享的窗口大小进行编码参数的调整。
如需固定分辨率，需调用 setSubStreamEncoderParam 接口设置屏幕分享的编码参数，或在调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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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ScreenCapture

时指定对应的编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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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tter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13 10:49:46

基于 Android 平台
腾讯云 TRTC 在 Android 系统上支持屏幕分享，即将当前系统的屏幕内容通过 TRTC SDK 分享给房间里的其他用
户。关于此功能，有两点需要注意：
移动端 TRTC Android 8.6 之前的版本屏幕分享并不像桌面端版本一样支持“辅路分享”，因此在启动屏幕分享时，
摄像头的采集需要先被停止，否则会相互冲突；8.6 及之后的版本支持“辅路分享”，则不需要停止摄像头的采集。
当一个 Android 系统上的后台 App 在持续使用 CPU 时，很容易会被系统强行杀掉，而且屏幕分享本身又必然会
消耗 CPU。要解决这个看似矛盾的冲突，我们需要在 App 启动屏幕分享的同时，在 Android 系统上弹出悬浮窗。
由于 Android 不会强杀包含前台 UI 的 App 进程，因此该种方案可以让您的 App 可以持续进行屏幕分享而不被系
统自动回收。

启动屏幕分享

要开启 Android 端的屏幕分享，只需调用 TRTCCloud 中的 startScreenCapture() 接口即可。但如果要达到稳定和
清晰的分享效果，您需要关注如下三个问题：
添加 Activity
在 manifest 文件中粘贴如下 activity（若项目代码中存在则不需要添加）。
<activity
android:name="com.tencent.rtmp.video.TXScreenCapture$TXScreenCaptureAssistantActi
vity"
android:theme="@android:style/Theme.Translucent"/>

设定视频编码参数
通过设置 startScreenCapture() 中的首个参数 encParams ，您可以指定屏幕分享的编码质量。如果您指定
encParams 为 null，SDK 会自动使用之前设定的编码参数，我们推荐的参数设定如下：
参数项
分辨率
帧率
最高码率

参数名称

常规推荐值

文字教学场景

videoResolution

1280 × 720

1920 × 1080

videoFps

10 FPS

8 FPS

videoBitrate

1600 kbps

2000 k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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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项
分辨率自适应

参数名称

常规推荐值

文字教学场景

enableAdjustRes

NO

NO

说明：
由于屏幕分享的内容一般不会剧烈变动，所以设置较高的 FPS 并不经济，推荐10 FPS即可。
如果您要分享的屏幕内容包含大量文字，可以适当提高分辨率和码率设置。
最高码率（videoBitrate）是指画面在剧烈变化时的最高输出码率，如果屏幕内容变化较少，实际编码码率
会比较低。

基于 iOS 平台
应用内分享
即只能分享当前 App 的画面，该特性需要 iOS 13 及以上版本的操作系统才能支持。由于无法分享当前 App 之外
的屏幕内容，因此适用于对隐私保护要求高的场景。
跨应用分享
基于苹果的 Replaykit 方案，能够分享整个系统的屏幕内容，但需要当前 App 额外提供一个 Extension 扩展组件，
因此对接步骤也相对应用内分享要多一点。

方案1：iOS 平台应用内分享

应用内分享的方案非常简单，只需要调用 TRTC SDK 提供的接口 startScreenCapture 并传入编码参
数 TRTCVideoEncParam 和 参数 appGroup 设置为 '' 。 TRTCVideoEncParam 参数可以设置为 null，此
时 SDK 会沿用开始屏幕分享之前的编码参数。
我们推荐的用于 iOS 屏幕分享的编码参数是：
参数项
参数名称
常规推荐值
文字教学场景
分辨率
videoResolution
1280 × 720
1920 × 1080
帧率
videoFps
10 FPS
8 FPS
最高码率
videoBitrate
1600 kbps
2000 kbps
分辨率自适应
enableAdjustRes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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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由于屏幕分享的内容一般不会剧烈变动，所以设置较高的 FPS 并不经济，推荐10 FPS即可。
如果您要分享的屏幕内容包含大量文字，可以适当提高分辨率和码率设置。
最高码率（videoBitrate）是指画面在剧烈变化时的最高输出码率，如果屏幕内容变化较少，实际编码码率
会比较低。

方案2：iOS 平台跨应用分享
示例代码
我们在 Github 中的 trtc_demo/ios 目录下放置了一份跨应用分享的示例代码，其包含如下一些文件：

录屏进程

代码详见步骤2
用于设置进程间通信的
信息
│ ├── Broadcast.UploadDebug.entitlements //用于设置进程间通信的 AppGroup 信息（debug
环境）
│ ├── Info.plist
│ └── SampleHandler.swift // 用于接收来自系统的录屏数据
├── Resource // 资源文件
├── Runner // TRTC 精简化 Demo
├── Broadcast.Upload //
Broadcast Upload Extension
│ ├── Broadcast.Upload.entitlements //
AppGroup

├── TXLiteAVSDK_ReplayKitExt.framework //TXLiteAVSDK_ReplayKitExt SDK

您可以通过 README 中的指引跑通该示例 Demo。
对接步骤
iOS 系统上的跨应用屏幕分享，需要增加 Extension 录屏进程以配合主 App 进程进行推流。Extension 录屏进程由系
统在需要录屏的时候创建，并负责接收系统采集到屏幕图像。因此需要：
1. 创建 App Group，并在 XCode 中进行配置（可选）。这一步的目的是让 Extension 录屏进程可以同主 App 进程进
行跨进程通信。
2. 在您的工程中，新建一个 Broadcast Upload Extension 的 Target，并在其中集成 SDK 压缩包中专门为扩展模块定
制的 TXLiteAVSDK_ReplayKitExt.framework 。
3. 对接主 App 端的接收逻辑，让主 App 等待来自 Broadcast Upload Extension 的录屏数据。
4. 编辑 pubspec.yaml 文件引入 replay_kit_launcher 插件 ，实现类似TRTC Demo Screen中点击一个
按钮即可唤起屏幕分享的效果（可选）。
# 引入 trtc sdk和replay_kit_launcher
dependencies:
tencent_trtc_cloud: ^0.2.1

replay_kit_launcher: ^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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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果跳过 步骤1，也就是不配置 App Group（接口传 null），屏幕分享依然可以运行，但稳定性要打折扣，故
虽然步骤较多，但请尽量配置正确的 App Group 以保障屏幕分享功能的稳定性。
步骤1：创建 App Group
使用您的帐号登录 https://developer.apple.com/，进行以下操作，注意完成后需要重新下载对应的 Provisioning
Profile。
1. 单击【Certificates, IDs & Profiles】。
2. 在右侧的界面中单击加号。
3. 选择【App Groups】，单击【Continue】。
4. 在弹出的表单中填写 Description 和 Identifier, 其中 Identifier 需要传入接口中的对应的 AppGroup 参数。完成后单
击【Continue】。

回到 Identifier 页面，左上边的菜单中选择【App IDs】，然后单击您的 App ID（主 App 与 Extension 的 AppID 需
要进行同样的配置）。
6. 选中【App Groups】并单击【Ed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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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弹出的表单中选择您之前创建的 App Group，单击【Continue】返回编辑页，单击【Save】保存。

8.

重新下载 Provisioning Profile 并配置到 XCode 中。

步骤2：创建 Broadcast Upload Extension
1. 在 Xcode 菜单依次单击【File】>【New】 >【Target...】，选择【Broadcast Upload Extension】。
2.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填写相关信息，不用勾选"【Include UI Extension】，单击【Finish】完成创建。
3. 将下载到的 SDK 压缩包中的 TXLiteAVSDK_ReplayKitExt.framework 拖动到工程中，勾选刚创建的 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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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中新增加的 Target，依次单击【+ Capability】，双击【App Groups】，如下图：

操作完成后，会在文件列表中生成一个名为 Target名.entitlements 的文件，如下图所示，选中该文件并
单击 + 号填写上述步骤中的 App Group 即可。

选中主 App 的 Target ，并按照上述步骤对主 App 的 Target 做同样的处理。
6. 在新创建的 Target 中，Xcode 会自动创建一个名为 "SampleHandler.swift" 的文件，用如下代码进行替换。需将代
码中的 APPGROUP 改为上文中的创建的 App Group Identifier。
5.

import ReplayKit
import TXLiteAVSDK_ReplayKitExt

let APPGROUP = "group.com.tencent.comm.trtc.demo"
class SampleHandler: RPBroadcastSampleHandler, TXReplayKitExtDelegate {
let recordScreenKey = Notification.Name.init("TRTCRecordScreenKey")
override func broadcastStarted(withSetupInfo setupInfo: [String : NSObject]?)
{
// User has requested to start the broadcast. Setup info from the UI extension
can be supplied but optional.
TXReplayKitExt.sharedInstance().setup(withAppGroup: APPGROUP, delegate: sel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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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ride func broadcastPaused() {
// User has requested to pause the broadcast. Samples will stop being delivere
d.
}
override func broadcastResumed() {
// User has requested to resume the broadcast. Samples delivery will resume.
}
override func broadcastFinished() {
// User has requested to finish the broadcast.
TXReplayKitExt.sharedInstance() .finishBroadcast()
}
func broadcastFinished(_ broadcast: TXReplayKitExt, reason: TXReplayKitExtReas
on) {
var tip = ""
switch reason {
case TXReplayKitExtReason.requestedByMain:
tip = "
"
break

屏幕共享已结束

case TXReplayKitExtReason.disconnected:
tip = "
"
break
case TXReplayKitExtReason.versionMismatch:

应用断开

集成错误（SDK 版本号不相符合）"

tip = "
break
default:
break
}

let error = NSError(domain: NSStringFromClass(self.classForCoder), code: 0, us
erInfo: [NSLocalizedFailureReasonErrorKey:tip])
finishBroadcastWithError(error)
}
override func processSampleBuffer(_ sampleBuffer: CMSampleBuffer, with sampleB
ufferType: RPSampleBufferType) {
switch sampleBufferType {
case RPSampleBufferType.video:
// Handle video sample buffer
TXReplayKitExt.sharedInstance() .sendVideoSampleBuffer(sampleBuffer)
break
case RPSampleBufferType.audioApp:
// Handle audio sample buffer for app audio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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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RPSampleBufferType.audioMic:
// Handle audio sample buffer for mic audio
break
@unknown default:
// Handle other sample buffer types
fatalError("Unknown type of sample buffer")
}
}
}

步骤3：对接主 App 端的接收逻辑
按照如下步骤，对接主 App 端的接收逻辑。也就是在用户触发屏幕分享之前，要让主 App 处于“等待”状态，以便随
时接收来自 Broadcast Upload Extension 进程的录屏数据。
1. 确保 TRTCCloud 已经关闭了摄像头采集，如果尚未关闭，请调用 stopLocalPreview 关闭摄像头采集。
2. 调用 startScreenCapture 方法，并传入 步骤1 中设置的 AppGroup，让 SDK 进入“等待”状态。
3. 等待用户触发屏幕分享。如果不实现 步骤4 中的“触发按钮”，屏幕分享就需要用户在 iOS 系统的控制中心，通过
长按录屏按钮来触发。
4. 通过调用 stopScreenCapture 接口可以随时中止屏幕分享。
// 开始屏幕分享，需要将 APPGROUP 替换为上述步骤中创建的 App Group
trtcCloud.startScreenCapture(

TRTCVideoEncParam(
videoFps: 10,
videoResolution: TRTCCloudDef.TRTC_VIDEO_RESOLUTION_1280_720,
videoBitrate: 1600,
videoResolutionMode: TRTCCloudDef.TRTC_VIDEO_RESOLUTION_MODE_PORTRAIT,
),
iosAppGroup,
);

停止屏幕分享

//
await trtcCloud.stopScreenCapture();

//

屏幕分享的启动事件通知，可以通过 TRTCCloudListener 进行接收

onRtcListener(type, param){
if (type == TRTCCloudListener.onScreenCaptureStarted) {
//
}
}

屏幕分享开始

步骤4：增加屏幕分享的触发按钮（可选）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88 共219页

实时音视频

截止到 步骤3，我们的屏幕分享还必须要用户从控制中心中长按录屏按钮来手动启动。您可通过下述方法实现类似
TRTC Demo Screen 的单击按钮即可触发的效果。
1. 将 replay_kit_launcher 插件加入到您的工程中。
2. 在您的界面上放置一个按钮，并在按钮的响应函数中调用
ReplayKitLauncher.launchReplayKitBroadcast(iosExtensionName); 函数，就可以唤起屏幕分
享功能了。
// 自定义按钮响应方法
onShareClick() async {

if (Platform.isAndroid) {
if (await SystemAlertWindow.requestPermissions) {
MeetingTool.showOverlayWindow();
}
} else {
//

屏幕分享功能只能在真机测试

ReplayKitLauncher.launchReplayKitBroadcast(iosExtensionName);
}
}

观看屏幕分享
观看 Android / iOS 屏幕分享
若用户通过 Android / iOS 进行屏幕分享，会通过主流进行分享。房间里的其他用户会通过 TRTCCloudListener 中
的 onUserVideoAvailable 事件获得这个通知。
希望观看屏幕分享的用户可以通过 startRemoteView 接口来启动渲染远端用户主流画面。

常见问题
一个房间里可以同时有多路屏幕分享吗？
目前一个 TRTC 音视频房间只能有一路屏幕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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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分享系统声音

Mac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07 15:23:11

场景痛点及解决方案
在屏幕分享等应用场景中，常需要共享系统音频给对方，而 Mac 电脑默认声卡不支持采集系统音频，所以在 Mac 电
脑上共享系统音频比较困难。基于此，TRTC 提供了在 Mac 端录制系统音频的功能来满足该场景需求，具体接入步
骤见下文。

集成说明

步骤1：集成 TRTCPrivilegedTask 库

需要使用 TRTCPrivilegedTask 库来获取 root 权限，从而将虚拟声卡插件 TRTCAudioPlugin.driver 安装至系统
目录 /Library/Audio/Plug-Ins/HAL 。
使用CocoaPods集成
手动集成
SDK

1.

打开您当前项目根目录下的

Podfile

文件，添加下面的内容：

platform :osx, '10.10'
target 'Your Target' do
pod 'TRTCPrivilegedTask', :podspec => 'https://pod-1252463788.cos.ap-guangzho
u.myqcloud.com/liteavsdkspec/TRTCPrivilegedTask.podspec'
end
2.

执行

pod install

命令安装 TRTCPrivilegedTask 库。

说明
如果项目根目录下没有 Podfile 文件，请先执行 pod init 命令新建文件再添加以下内容。
CocoaPods 的安装方法，请参见 CocoaPods 官网安装说明。

步骤2：取消 App Sandbox 功能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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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pp 的 entitlements 描述文件中，删除 App Sandbox 条目。

步骤3：虚拟声卡插件打包

在 集成 TRTCPrivilegedTask 库 和 取消 App Sandbox 功能 后，首次使用系统音频录制功能时，SDK 会从网络下载
虚拟声卡插件并安装。如果想加速这个过程，可以将放置在 TXLiteAVSDK_TRTC_Mac.framework 的 PlugIns
目录下的虚拟声卡插件 TRTCAudioPlugin.driver 打包至 App Bundle 的 Resources 目录。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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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拷贝至 App Bundle 的 PlugIns 目录。如下图：

步骤4：开始系统声音采集

调用 startSystemAudioLoopback 接口开始系统声音采集，并将其混入上行音频流中，接口执行完成会通过
onSystemAudioLoopbackError 回调成功或失败的结果。
TRTCCloud *trtcCloud = [TRTCCloud sharedInstance];
[trtcCloud startLocalAudio];
[trtcCloud startSystemAudioLoopback];

注意：
集成 TRTCPrivilegedTask 库和取消 App Sandbox 功能后，首次调用 startSystemAudioLoopback 会获取 root
权限。
在用户单击好后，开始自动安装虚拟声卡插件。

步骤5：停止系统声音采集

调用 stopSystemAudioLoopback 接口停止系统声音采集。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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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TCCloud *trtcCloud = [TRTCCloud sharedInstance];
[trtcCloud stopSystemAudioLoopback];

步骤6：设置系统声音采集音量

调用 setSystemAudioLoopbackVolume 接口设置系统声音的采集音量。
TRTCCloud *trtcCloud = [TRTCCloud sharedInstance];
[trtcCloud setSystemAudioLoopbackVolume:80];

集成小结
在 Mac 端是通过虚拟声卡插件 TRTCAudioPlugin.driver 来录制系统音频。这个虚拟声卡插件需要
拷贝至系统目录 /Library/Audio/Plug-Ins/HAL 并重启音频服务后生效。 可以通过 启动台 的 其他
文件夹中 音频 MIDI 设置 应用来检查虚拟声卡插件是否安装成功。在该应用的设备列表中，有名称为 “TRTC
Audio Device” 的设备即表明 TRTC 的虚拟声卡插件安装成功。
上述步骤中的 集成 TRTCPrivilegedTask 库 和 取消 App Sandbox 功能 是为 TRTC SDK 自动安装虚拟声卡插件提
供 root 权限。如不集成 TRTCPrivilegedTask 库并保留 App Sandbox 功能， SDK 不会自动安装自动安装虚拟声
卡插件，但如果系统中已安装好虚拟声卡插件，录制系统音频的功能仍然可以正常使用。
TRTC

说明：
除上述方案外，也可以手动安装虚拟声卡插件来集成该功能：
i. 将放置在 TXLiteAVSDK_TRTC_Mac.framework 的 PlugIns 目录下的
TRTCAudioPlugin.driver 拷贝至系统目录 /Library/Audio/Plug-Ins/HAL 。
ii. 重启系统的音频服务。
sudo cp -R TXLiteAVSDK_TRTC_Mac.framework/PlugIns/TRTCAudioPlugin.driver /Librar
y/Audio/Plug-Ins/HAL
sudo kill -9 `ps ax|grep 'coreaudio[a-z]' |awk '{print $1}'`

注意事项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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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取消后，App 内获取到的用户路径会发生变化。
通过 NSSearchPathForDirectoriesInDomains 等系统方法获取到的 ~/Documents 、 ~/Library 等目录会
从沙盒目录切换成用户目录 /Users/用户名/Documents 、 /Users/用户名/Library 。
集成 TRTCPrivilegedTask 库，可能会使 App 无法上架到 Mac App Store。
SDK 自动安装虚拟声卡插件时需要关闭 App Sandbox 功能，并获取 root 权限，App 可能会无法上架到 Mac App
Store。详情请参见 App Store Review Guidelines 。
如需上架 App Store 或者使用 Sandbox 功能，建议选择手动安装虚拟音频插件的方案。
App Sand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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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n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21 17:01:36

场景痛点及解决方案
在屏幕分享等应用场景中，常需要共享系统音频给对方，而采用 Electron 打包 Mac 应用时，Mac 电脑默认声卡不支
持采集系统音频，所以在 Mac 电脑上共享系统音频比较困难。基于此，TRTC 提供了在 Mac 端录制系统音频的功能
来满足该场景需求，具体接入步骤见下文。

步骤1：开始系统声音采集

调用 startSystemAudioLoopback 接口开始系统声音采集，并将其混入上行音频流中，接口执行完成会通过
onSystemAudioLoopbackError 回调成功或失败的结果。
import TRTCCloud, { TRTCAudioQuality } from 'trtc-electron-sdk';
const rtcCloud = new TRTCCloud();
function onSystemAudioLoopbackError(errCode) {
if (errCode === 0) {
console.log('
');
}

启动成功

if (errCode === -1330) {
console.log('
}

开启系统声音录制失败，例如音频驱动插件不可用');

if (errCode === -1331) {
console.log('
}

未授权安装音频驱动插件');

if (errCode === -1332) {
console.log('
');
}
}
trtcCloud.on('onSystemAudioLoopbackError', onSystemAudioLoopbackError);
trtcCloud.startLocalAudio(TRTCAudioQuality.TRTCAudioQualityDefault);
trtcCloud.startSystemAudioLoopback();

安装音频驱动插件失败

注意：
首次调用 startSystemAudioLoopback 会获取 root 权限（如下图）， 在用户单击好后，开始自动安装虚拟声
卡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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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停止系统声音采集

调用 stopSystemAudioLoopback 接口停止系统声音采集。
trtcCloud.stopSystemAudioLoopback();

步骤3：设置系统声音采集音量

调用 setSystemAudioLoopbackVolume 接口设置系统声音的采集音量。
trtcCloud.setSystemAudioLoopbackVolume(60);

集成小结
在 Mac 端是通过虚拟声卡插件 TRTCAudioPlugin.driver 来录制系统音频。这个虚拟声卡插件需要拷
贝至系统目录 /Library/Audio/Plug-Ins/HAL 并重启音频服务后生效。 可以通过 启动台 的 其他 文件
夹中 音频 MIDI 设置 应用来检查虚拟声卡插件是否安装成功。在该应用的设备列表中，有名称为 “TRTC Audio
Device” 的设备即表明 TRTC 的虚拟声卡插件安装成功。
TR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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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画面质量

9.

Android&iOS&Windows&Mac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06 10:41:17

内容介绍
在 TRTCCloud 中，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调整画质：
TRTCCloud.enterRoom 中的 TRTCAppScene 参数：用于选择您的应用场景。
TRTCCloud.setVideoEncoderParam：用于设置编码参数。
TRTCCloud.setNetworkQosParam：用于设置网络调控策略。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配置上述参数，使 TRTC SDK 的画质效果符合您的项目需要。
您也可以参考以下 Demo：
iOS：SetVideoQualityViewController.m
Android：SetVideoQualityActivity.java
Windows：TRTCMainViewController.cpp

支持的平台
iOS

Android

Mac OS

Windows

Web

Electron

Flutter

✓

✓

✓

✓

✓

✓

✓

端设定画面质量的详细操作，请参见 设定指引。

Web

TRTCAppScene
VideoCall

对应视频通话场景，即绝大多数时间都是两人或两人以上视频通话的场景，内部编码器和网络协议优化侧重流畅
性，降低通话延迟和卡顿率。
LIVE

对应直播场景，即绝大多数时间都是一人直播，偶尔有多人视频互动的场景，内部编码器和网络协议优化侧重性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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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和兼容性，性能和清晰度表现更佳。
TRTCVideoEncParam

推荐的配置
应用场景
视频通话（手机）
视频会议（主画面 @ Mac Win）
视频会议（主画面 @ 手机）
视频会议（小画面）
在线教育（老师 @ Mac Win）
在线教育（老师 @ iPad）
在线教育（学生）

videoResolution

videoFps

videoBitrate

640x360

15

550kbps

1280x720

15

1200kbps

640x360

15

900kbps

320x180

15

250kbps

960x540

15

850kbps

640x360

15

550kbps

320x180

15

250kbps

各字段详解
(TRTCVideoResolution) videoResolution

编码分辨率，例如 640 x 360 是指编码出的画面的宽（像素） x 高（像素），我们在 TRTCVideoResolution 枚举
定义里只定义了宽 >= 高的横屏（Landscape）分辨率，如果想要使用竖屏分辨率，需要将 resMode 设置为
Portrait。
注意：
由于很多硬件编解码器只支持能被 16 整除的像素宽度，所以 SDK 实际编码出的分辨率并不一定完全按照
参数自定，而是会自动进行 16 整除修正。例如 640 x 360 的分辨率，在 SDK 内部有可能会适配为 640 x
368。
(TRTCVideoResolutionMode) resMode

指横屏或竖屏分辨率，由于 TRTCVideoResolution 中只定义了横屏分辨率，如果您希望使用 360 x 640 这样的竖
屏分辨率，就需要指定 resMode 为 TRTCVideoResolutionModePortrait。一般 PC 和 Mac 采用横屏
（Landscape）分辨率，手机采用竖屏（Portrait）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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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videoFps

帧率（FPS），也就是每秒钟要编码多少帧画面。推荐设置为 15 FPS，这样既能保证画面足够流畅，又不会因为
每秒帧数太多而拉低单幅画面的清晰度。
如果您对流畅度要求比较高，可以设置为 20 FPS 或 25 FPS。但请不要设置 25 FPS 以上的数值，因为电影的常
规帧率也只有 24 FPS。
(int) videoBitrate

视频码率（Bitrate），即每秒钟编码器输出多少 Kbit 的编码后的二进制数据。如果您将 videoBitrate 设置为
800kbps，那么每秒钟编码器会产生 800kbit 的视频数据，这些数据如果存储成一个文件，那么文件大小就是
800kbit，也就是100KB，也就是 0.1M。
视频码率并不是越高越好，它跟分辨率之间要有比较恰当的映射关系，如下表所示。

分辨率码率参照表
分辨率定义

宽高比

建议码率（VideoCall）

建议码率（LIVE）

TRTCVideoResolution_120_120

1:1

80kbps

120kbps

TRTCVideoResolution_160_160

1:1

100kbps

150kbps

TRTCVideoResolution_270_270

1:1

200kbps

300kbps

TRTCVideoResolution_480_480

1:1

350kbps

525kbps

TRTCVideoResolution_160_120

4:3

100kbps

150kbps

TRTCVideoResolution_240_180

4:3

150kbps

225kbps

TRTCVideoResolution_280_210

4:3

200kbps

300kbps

TRTCVideoResolution_320_240

4:3

250kbps

375kbps

TRTCVideoResolution_400_300

4:3

300kbps

450kbps

TRTCVideoResolution_480_360

4:3

400kbps

600kbps

TRTCVideoResolution_640_480

4:3

600kbps

900kbps

TRTCVideoResolution_960_720

4:3

1000kbps

1500kbps

TRTCVideoResolution_160_90

16:9

150kbps

250kbps

TRTCVideoResolution_256_144

16:9

200kbps

300k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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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率定义

宽高比

建议码率（VideoCall）

建议码率（LIVE）

TRTCVideoResolution_320_180

16:9

250kbps

400kbps

TRTCVideoResolution_480_270

16:9

350kbps

550kbps

TRTCVideoResolution_640_360

16:9

550kbps

900kbps

TRTCVideoResolution_960_540

16:9

850kbps

1300kbps

TRTCVideoResolution_1280_720

16:9

1200kbps

1800kbps

TRTCVideoResolution_1920_1080

16:9

2000kbps

3000kbps

TRTCNetworkQosParam
QosPreference

在网络带宽比较充裕的情况下，清晰和流畅是可以兼顾的，但当用户的网络并不理想时，究竟是优先保证清晰还是
优先保证流畅？您可以通过指定 TRTCNetworkQosParam 中的 preference 参数来做出选择。
流畅优先（TRTCVideoQosPreferenceSmooth）
在用户遭遇弱网环境时，画面会变得模糊，且会有较多马赛克，但可以保持流畅或轻微卡顿。
清晰优先（TRTCVideoQosPreferenceClear）
在用户遭遇弱网环境时，画面会尽可能保持清晰，但可能会更容易出现卡顿。
ControlMode

参数选择 TRTCQosControlModeServer 即可，TRTCQosControlModeClient 是腾讯云研发团队做内
部调试用的，请勿关注。
controlMode

常见的误区
分辨率越高越好？
较高的分辨率也需要较高的码率来支撑，如果分辨率选择 1280 x 720，但码率却指定为 200kbps，画面就会有大量
的马赛克。推荐参考 分辨率码率参照表 进行设置。
2. 帧率越高越好？
由于摄像头采集的画面是曝光阶段中所有现实物体的完整映射，所以并不是帧率越高，感官就越流畅，这一点跟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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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里的FPS是不一样的。恰恰相反，帧率过高，会拉低每帧画面的画质，也会减少摄像机的曝光时间，效果可能会更
差。
3. 码率越高越好？
较高的码率也需要较高的分辨率来匹配，对于 320 x 240 这样分辨率，1000kbps 的码率就很浪费了，推荐参考 分辨
率码率参照表 进行设置。
4. 用 Wi-Fi 的时候就可以设置很高的分辨率和码率
并不是说 Wi-Fi 的网速是恒定不变的，如果离无线路由器较远， 或者路由器信道被占用，可能网速还不如 4G。
针对这种情况， TRTC SDK 提供了测速功能，可以在视频通话前先进行测速，根据打分值来确定网络好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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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08 15:25:08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在视频通话或互动直播中设置画面质量，开发者可以根据具体业务需求调整视频画面的清晰度和
流畅度，获得更好的用户体验。
视频属性包括分辨率、帧率和码率。

实现方式
通过本地音视频流 Stream 对象的 {@link LocalStream#setVideoProfile setVideoProfile()} 方法
设置视频属性：
指定一个预定义的 Profile，每个 Profile 对应着一套推荐的分辨率、帧率和码率。
const localStream = TRTC.createStream({ userId, audio: true, video: true });
//
Profile
‘480p’

设置视频属性

为

localStream.setVideoProfile('480p');
localStream.initialize().then(() => {
console.log('local stream init success');
localStream.play('local_stream');
});

指定自定义分辨率、帧率和码率
const localStream = TRTC.createStream({ userId, audio: true, video: true });
//
localStream.setVideoProfile({ width: 640, height: 480, frameRate: 15, bitrate:
900 /* kpbs */});

自定义视频分辨率、帧率和码率

localStream.initialize().then(() => {
console.log('local stream init success');
localStream.play('local_stream');
});

注意：

及其之后版本， {@link LocalStream#setVideoProfile setVideoProfile()} 方法支
持动态调用，详细信息请查看 {@link LocalStream#setVideoProfile setVideoProfile()}
接口描述。
v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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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版本， {@link LocalStream#setVideoProfile setVideoProfile()} 需要在本地
流调用 {@link LocalStream#initialize initialize()} 初始化之前调用，不支持在通话过程
中动态调整视频属性。
v4.8.4

视频属性 Profile 列表
视频 Profile

分辨率（宽 × 高）

帧率（fps）

码率（kbps）

120p

160 × 120

15

200

180p

320 × 180

15

350

240p

320 × 240

15

400

360p

640 × 360

15

800

480p

640 × 480

15

900

720p

1280 × 720

15

1500

1080p

1920 × 1080

15

2000

1440p

2560 × 1440

30

4860

4K

3840 × 2160

30

9000

由于设备和浏览器的限制，视频分辨率不一定能够完全匹配，在这种情况下，浏览器会自动调整分辨率使其接近
Profile 对应的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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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n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21 17:07:40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在视频通话或互动直播中设置画面质量，开发者可以根据具体业务需求调整视频画面的清晰度和
流畅度，获得更好的用户体验。
视频属性包括分辨率、帧率和码率。

内容介绍
在 Electron SDK 中，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调整画质：
enterRoom 中的 TRTCAppScene 参数：用于选择您的应用场景。
setVideoEncoderParam ：用于设置编码参数。
setNetworkQosParam ：用于设置网络调控策略。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配置上述参数，使 TRTC SDK 的画质效果符合您的项目需要。
您也可以参考 Electron API Example：video-quality Demo。
TRTCAppScene

：对应视频通话场景，即绝大多数时间都是两人或两人以上视频通话的场景，内部编码器和网络协议优
化侧重流畅性，降低通话延迟和卡顿率。
LIVE：对应直播场景，即绝大多数时间都是一人直播，偶尔有多人视频互动的场景，内部编码器和网络协议优化
侧重性能和兼容性，性能和清晰度表现更佳。
VideoCall

TRTCVideoEncParam

推荐的配置
应用场景
视频会议（主画面 @ Mac Win）
在线教育（老师 @ Mac Win）

videoResolution

videoFps

videoBitrate

1280x720

15

1200kbps

960x540

15

850kbps

各字段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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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TCVideoResolution) videoResolution

编码分辨率，例如 640 x 360 是指编码出的画面的宽（像素） x 高（像素），我们在 TRTCVideoResolution 枚举
定义里只定义了宽 >= 高的横屏（Landscape）分辨率，如果想要使用竖屏分辨率，需要将 resMode 设置为
Portrait。
注意：
由于很多硬件编解码器只支持能被 16 整除的像素宽度，所以 SDK 实际编码出的分辨率并不一定完全按照
参数自定，而是会自动进行 16 整除修正。例如 640 x 360 的分辨率，在 SDK 内部有可能会适配为 640 x
368。
(TRTCVideoResolutionMode) resMode

指横屏或竖屏分辨率，由于 TRTCVideoResolution 中只定义了横屏分辨率，如果您希望使用 360 x 640 这样的竖
屏分辨率，就需要指定 resMode 为 TRTCVideoResolutionModePortrait。一般 PC 和 Mac 采用横屏
（Landscape）分辨率，手机采用竖屏（Portrait）分辨率。
(int) videoFps

帧率（FPS），也就是每秒钟要编码多少帧画面。推荐设置为 15 FPS，这样既能保证画面足够流畅，又不会因为
每秒帧数太多而拉低单幅画面的清晰度。
如果您对流畅度要求比较高，可以设置为 20 FPS 或 25 FPS。但请不要设置 25 FPS 以上的数值，因为电影的常
规帧率也只有 24 FPS。
(int) videoBitrate

视频码率（Bitrate），即每秒钟编码器输出多少 Kbit 的编码后的二进制数据。如果您将 videoBitrate 设置为
800kbps，那么每秒钟编码器会产生 800kbit 的视频数据，这些数据如果存储成一个文件，那么文件大小就是
800kbit，也就是100KB，也就是 0.1M。
视频码率并不是越高越好，它跟分辨率之间要有比较恰当的映射关系，如下表所示。

分辨率码率参照表
分辨率定义

宽高比

建议码率（VideoCall）

建议码率（LIVE）

TRTCVideoResolution_120_120

1:1

80kbps

120kbps

TRTCVideoResolution_160_160

1:1

100kbps

150kbps

TRTCVideoResolution_270_270

1:1

200kbps

300kbps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05 共219页

实时音视频

分辨率定义

宽高比

建议码率（VideoCall）

建议码率（LIVE）

TRTCVideoResolution_480_480

1:1

350kbps

525kbps

TRTCVideoResolution_160_120

4:3

100kbps

150kbps

TRTCVideoResolution_240_180

4:3

150kbps

225kbps

TRTCVideoResolution_280_210

4:3

200kbps

300kbps

TRTCVideoResolution_320_240

4:3

250kbps

375kbps

TRTCVideoResolution_400_300

4:3

300kbps

450kbps

TRTCVideoResolution_480_360

4:3

400kbps

600kbps

TRTCVideoResolution_640_480

4:3

600kbps

900kbps

TRTCVideoResolution_960_720

4:3

1000kbps

1500kbps

TRTCVideoResolution_160_90

16:9

150kbps

250kbps

TRTCVideoResolution_256_144

16:9

200kbps

300kbps

TRTCVideoResolution_320_180

16:9

250kbps

400kbps

TRTCVideoResolution_480_270

16:9

350kbps

550kbps

TRTCVideoResolution_640_360

16:9

550kbps

900kbps

TRTCVideoResolution_960_540

16:9

850kbps

1300kbps

TRTCVideoResolution_1280_720

16:9

1200kbps

1800kbps

TRTCVideoResolution_1920_1080

16:9

2000kbps

3000kbps

TRTCNetworkQosParam
QosPreference

在网络带宽比较充裕的情况下，清晰和流畅是可以兼顾的，但当用户的网络并不理想时，究竟是优先保证清晰还是
优先保证流畅？您可以通过指定 TRTCNetworkQosParam 中的 preference 参数来做出选择。
流畅优先（TRTCVideoQosPreferenceSmooth）
在用户遭遇弱网环境时，画面会变得模糊，且会有较多马赛克，但可以保持流畅或轻微卡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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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优先（TRTCVideoQosPreferenceClear）
在用户遭遇弱网环境时，画面会尽可能保持清晰，但可能会更容易出现卡顿。
ControlMode

参数选择 TRTCQosControlModeServer 即可，TRTCQosControlModeClient 是腾讯云研发团队做内
部调试用的，请勿关注。
controlMode

常见的误区
分辨率越高越好？
较高的分辨率也需要较高的码率来支撑，如果分辨率选择 1280 x 720，但码率却指定为 200kbps，画面就会有大量
的马赛克。推荐参考 分辨率码率参照表 进行设置。
2. 帧率越高越好？
由于摄像头采集的画面是曝光阶段中所有现实物体的完整映射，所以并不是帧率越高，感官就越流畅，这一点跟游
戏里的FPS是不一样的。恰恰相反，帧率过高，会拉低每帧画面的画质，也会减少摄像机的曝光时间，效果可能会更
差。
3. 码率越高越好？
较高的码率也需要较高的分辨率来匹配，对于 320 x 240 这样分辨率，1000kbps 的码率就很浪费了，推荐参考 分辨
率码率参照表 进行设置。
4. 用 Wi-Fi 的时候就可以设置很高的分辨率和码率
并不是说 Wi-Fi 的网速是恒定不变的，如果离无线路由器较远， 或者路由器信道被占用，可能网速还不如 4G。
针对这种情况， TRTC SDK 提供了测速功能，可以在视频通话前先进行测速，根据打分值来确定网络好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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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视频画面旋转和缩放

Android&iOS&Windows&Mac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04 12:23:51

内容介绍
跟手机直播千篇一律的竖屏体验不同，实时音视频（TRTC）需要兼顾横屏和竖屏两种场景，因此就会有很多横竖屏
的处理逻辑需要去应对，本文主要介绍：
如何实现竖屏模式，例如：微信的视频通话就是一个典型的竖屏体验模式。
如何实现横屏模式，例如：多人音视频房间 App（类似小鱼易连）往往都是采用横屏模式。
如何自定义控制本地画面和远程画面的旋转方向和填充模式。

平台支持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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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

Android

Mac OS

Windows

Electron

Web

✓

✓

✓

✓

✓

×

端

竖屏模式
如果要实现类似微信视频通话的体验模式，需要做两项工作：
1.

配置 App 的 UI 界面为竖屏

平台
Android 平台
iOS

可以直接在 XCode 的 General > Deployment Info > Device Orientation 中进行设置：

您也可以通过实现 Appdelegate 中的
标：

supportedInterfaceOrientationsForWindow

方法来达到相同目

- (UIInterfaceOrientationMask)application:(UIApplication *)application
supportedInterfaceOrientationsForWindow:(UIWindow *)window
{
return UIInterfaceOrientationMaskPortrait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09 共219页

实时音视频
}

说明
CSDN

验。
2.

上有一篇文章 iOS横竖屏旋转及其基本适配方法，详细介绍了 iOS 平台中关于屏幕方向的一些开发经

配置 SDK 使用竖屏分辨率

在使用 TRTCCloud 的 setVideoEncoderParam 接口设置视频编码参数时，将 resMode 指定为
TRTCVideoResolutionModePortrait 即可。
示例代码如下：
iOS swift
Android java

TRTCVideoEncParam* encParam = [TRTCVideoEncParam new];
encParam.videoResolution = TRTCVideoResolution_640_360;
encParam.videoBitrate = 600;
encParam.videoFps = 15;
encParam.resMode = TRTCVideoResolutionModePortrait; //

设置分辨率模式为竖屏模式

[trtc setVideoEncoderParam: encParam];

横屏模式
如果希望 App 是横屏体验，那么您需要做的工作跟竖屏模式类似，只是将第一步和第二步中的参数都进行相应的调
整即可。
尤其是 第二步 中，TRTCVideoEncParam 中的 resMode 值：
在 iOS 平台中应该指定为 TRTCVideoResolutionModeLandscape 。
在 Android 平台中应该指定为 TRTC_VIDEO_RESOLUTION_MODE_LANDSCAPE 。

自定义控制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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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提供了大量的接口函数可以操控本地和远程画面的旋转方向和填充模式：
接口函数
功能作用
备注说明
支持顺时针旋转90度、180度和270度三个
setLocalViewRotation
本地预览画面的顺时针旋转角度
方向
setLocalViewFillMode
本地预览画面的填充模式
是裁剪还是留黑边
支持顺时针旋转90度、180度和270度三个
setRemoteViewRotation
远端视频画面的顺时针旋转角度
方向
setRemoteViewFillMode
远端视频画面的填充模式
是裁剪还是留黑边
设置编码器输出的画面顺时针旋转 支持顺时针旋转90度、180度和270度三个
setVideoEncoderRotation
角度
方向

TRTC SDK

GSensorMode

考虑到画面旋转牵扯到录制和 CDN 旁路直播的各种适配问题， TRTC SDK 仅提供了一种简单的重力感应自适应功
能，您可以通过 TRTCCloud 的 setGSensorMode 接口来开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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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功能目前仅支持180度上下旋转的自适应，也就是当用户自己的手机上下颠倒180度时，对方看到的画面朝向还是
会保持不变（旋转90度或者270度的适应尚不支持）。而且这种自适应是基于对编码器的方向调整而实现的，因此录
制出的视频，以及H5 端看到的视频画面也能做到保持原方向不变。
注意：
重力感应自适应的另一种实现方案是在每一帧视频信息里都带上当前视频的重力朝向，然后在远程用户那里
自适应的调整渲染方向，但这种方案需要引入额外的转码资源才能解决录制出的视频朝向跟期望的视频朝向
保持一致的问题，因此并不推荐。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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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n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21 17:10:34
实时音视频（TRTC）支持自定义控制本地画面和远程画面的旋转方向和填充模式。

自定义控制本地画面
可以通过调用 setLocalRenderParams 设置本地渲染参数。
import TRTCCloud, {
TRTCRenderParams, TRTCVideoRotation, TRTCVideoFillMode,
TRTCVideoMirrorType
} from 'trtc-electron-sdk';
const trtcCloud = new TRTCCloud();
const param = new TRTCRenderParams(
TRTCVideoRotation.TRTCVideoRotation90,
TRTCVideoFillMode.TRTCVideoFillMode_Fill,
TRTCVideoMirrorType.TRTCVideoMirrorType_Enable
);
trtcCloud.setLocalRenderParams(param);
const localUserDom = document.querySelector('local-user');
trtcCloud.startLocalPreview(localUserDom);

自定义控制远程画面画面
可以通过调用 setRemoteRenderParams 设置远端渲染参数。
import TRTCCloud, {
TRTCRenderParams, TRTCVideoRotation, TRTCVideoFillMode,
TRTCVideoMirrorType, TRTCVideoStreamType
} from 'trtc-electron-sdk';
const trtcCloud = new TRTCCloud();
const param = new TRTCRenderParams(
TRTCVideoRotation.TRTCVideoRotation180,
TRTCVideoFillMode.TRTCVideoFillMode_Fill,
TRTCVideoMirrorType.TRTCVideoMirrorType_Disable
);
const remoteUserId = 'remoteUser';
trtcCloud.setRemoteRenderParams(remoteUserId, TRTCVideoStreamType.TRTCVideoStream
TypeBig, para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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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 remoteUserDom = document.querySelector('remote-user');
trtcCloud.startRemoteView(remoteUserId, remoteUserDom, TRTCVideoStreamType.TRTCVi
deoStreamTypeBig);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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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全平台
11.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01 14:14:48

什么是 UserSig？

是腾讯云设计的一种安全保护签名，目的是为了阻止恶意攻击者盗用您的云服务使用权。
目前，腾讯云的实时音视频（TRTC）、即时通信（IM）以及移动直播（MLVB）等服务都采用了该套安全保护机
制。要使用这些服务，您都需要在相应 SDK 的初始化或登录函数中提供 SDKAppID，UserID 和 UserSig 三个关键信
息。
其中 SDKAppID 用于标识您的应用，UserID 用于标识您的用户，而 UserSig 则是基于前两者计算出的安全签名，它
由 HMAC SHA256 加密算法计算得出。只要攻击者不能伪造 UserSig，就无法盗用您的云服务流量。
UserSig 的计算原理如下图所示，其本质就是对 SDKAppID、UserID、ExpireTime 等关键信息进行了一次哈希加
密：
UserSig

计算公式，其中

为计算

用的加密密钥

//UserSig
secretkey
usersig
usersig = hmacsha256(secretkey, (userid + sdkappid + currtime + expire +
base64(userid + sdkappid + currtime + expire)))

说明：

为当前系统的时间， expire 为签名过期的时间。
如需了解 UserSig 具体计算获取方法，请参见 UserSig 详情说明。
currtime

实时音视频最多可以同时创建多少个房间？

支持同时并发存在4294967294个房间，累计房间数量无限制。

实时音视频延时大约多少？

全球端到端平均延时小于300ms。

实时音视频接入 PC 端是否支持屏幕分享功能？
支持，您可以参考如下文档：
屏幕分享（Windows）
屏幕分享（Mac）
屏幕分享（Web）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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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分享接口详情请参见 Windows（C++）API 。另外，您也可以使用 Electron 接口。
TRTC

支持哪些平台？

支持的平台包括 iOS、Android、Windows(C++)、Windows(C#)、Mac、Web、Electron，更多详情请参见 平台支
持。

实时音视频最多可以支持多少个人同时通话？

通话模式下，单个房间最多支持300人同时在线，最多支持50人同时开启摄像头或麦克风。
直播模式下，单个房间支持10万人以观众身份在线观看，最多支持50人以主播身份开启摄像头或麦克风。

TRTC

怎么实现直播场景类应用？

专门针对在线直播场景推出了10万人低延时互动直播解决方案，能保证主播与连麦主播的最低延时到
200ms，普通观众的延时在1s以内，并且超强的抗弱网能力适应移动端复杂的网络环境。
具体操作指引请参考 跑通直播模式。
TRTC

TRTC

直播支持什么角色？有什么区别？

直播场景（TRTCAppSceneLIVE 和 TRTCAppSceneVoiceChatRoom）支持 TRTCRoleAnchor（主播）和
TRTCRoleAudience（观众）两种角色，区别是主播角色可以同时上行、下行音视频数据，观众角色只支持下行播放
其他人的数据。您可以通过调用 switchRole() 进行角色切换。
TRTC

房间支不支持踢人、禁止发言、静音？

支持。
如果是简单的信令操作，可以使用 TRTC 的自定义信令接口 sendCustomCmdMsg，开发者自己定义相应的控制
信令，收到控制信令的通话方执行对应操作即可。例如，踢人就是定义一个踢人的信令，收到此信令的用户就自
行退出房间。
如果是需要实现更完善的操作逻辑，建议开发者通过 即时通信 IM 来实现相关逻辑，将 TRTC 的房间与 IM 群组进
行映射，在 IM 群组中收发自定义消息来实现相应的操作。
TRTC

支持。

音视频流是否支持通过 CDN 拉流观看？

在 iOS 端是否支持 Swift 集成？

支持，直接按照支持集成三方库的流程集成 SDK 即可，还可以参考 跑通Demo(iOS&Mac)。
Web

端 SDK 的支持哪些浏览器？

目前主要在桌面版 Chrome 浏览器、桌面版 Safari 浏览器以及移动版的 Safari 浏览器上有较为完整的支持，其他平
台（例如 Android 平台的浏览器）支持情况均比较差，具体详情请参见 支持的平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16 共219页

实时音视频

您可以在浏览器打开 WebRTC 能力测试 测试是否完整的支持 WebRTC 的功能。

端

日志中报错
以及

、NotAllowedError、NotReadableError、
分别是什么意思？

Web
SDK
NotFoundError
OverConstrainedError
AbortError

错误名
NotFoundError

NotAllowedError

NotReadableError

OverConstrainedError

AbortError

描述
找不到满足请求参数的媒体类
型（包括音频、视频、屏幕分
享）。
例如：PC 没有摄像头，但是
请求浏览器获取视频流，则会
报此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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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已授权使用相应的设备，
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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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meraId/microphoneId 参数
的值无效。
由于某些未知原因导致设备无
法被使用。

处理建议
建议在通话开始前引导用户检查通话所需的摄像
头或麦克风等设备，若没有摄像头且需要进行语
音通话，可在 TRTC.createStream({ audio: true,
video: false }) 指明仅采集麦克风。
提示用户不授权摄像头/麦克风访问将无法进行音
视频通话。
根据浏览器的报错信息处理，并提示用户“暂时无
法访问摄像头/麦克风，请确保当前没有其他应用
请求访问摄像头/麦克风，并重试”。
请确保 cameraId/microphoneId 传值正确且有效。
-

更多详情请参考 initialize。

怎么确认 Web 端 SDK 是否能正常获取到设备（摄像头/麦克风）列表？
1.

检查浏览器是否能够正常使用设备：
直接在页面打开控制台，输入 navigator.mediaDevices.enumerateDevices() 确认能否获取到设备列
表。
如果正常获取到设备会返回一个 Promise，里面会有 MediaDeviceInfo 对象数组，数组里的每个对象对应一个可用
的媒体设备。
如果枚举失败，Promise 将返回 rejected，说明浏览器都没有识别到设备，需检查浏览器或设备。

2.

如果能获取设备列表，则输入 navigator.mediaDevices.getUserMedia({ audio: true, video:
true }) 确认能否正常返回 MediaStream 对象，不能正常返回说明浏览器没有获取到数据，需检查浏览器的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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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互动直播、实时音视频以及旁路直播有什么区别和关系？

直播（关键词：一对多，RTMP/HLS/HTTP-FLV，CDN）
直播分为推流端、播放端以及直播云服务，云服务使用 CDN 进行直播流的分发。推流使用的是通用标准的协议
RTMP，经过 CDN 分发后，播放时一般可以选择 RTMP、HTTP-FLV 或 HLS（H5 支持）等方式进行观看。
互动直播（关键词：连麦、PK）
互动直播是一种业务形式，指主播与观众之间进行互动连麦，主播与主播之间进行互动PK的一种直播类型。
实时音视频（关键词：多人互动，UDP 私有协议，低延时）
实时音视频（Tencent Real-Time Communication，TRTC）主要应用场景是音视频互动和低延时直播，使用基于
UDP 的私有协议，其延迟可低至100ms，典型的场景就是 zoom meeting、FaceTime、大班课等。 腾讯云实时音
视频（TRTC）覆盖全平台，除了 iOS/Android/Windows 之外，还支持 WebRTC 互通，并且支持通过云端混流的
方式将画面旁路直播到 CDN。
旁路直播（关键词：云端混流，RTC 旁路转推，CDN）
旁路直播是一种技术，指的是将低延时连麦房间里的多路推流画面复制出来，在云端将画面混合成一路，并将混
流后的画面推流给直播 CDN 进行分发播放。

TRTC

如何查看通话时长和使用量？

可在实时音视频控制台的【用量统计】页面查看。
TRTC

出现卡顿怎么排查？

可以通过对应的 RoomID、UserID 在实时音视频控制台的【监控仪表盘】页面查看通话质量：
通过接受端视角查看发送端和接收端用户情况。
查看发送端和接收端是否丢包率比较高，如果丢包率过高一般是网络状况不稳定导致卡顿。
查看帧率和 CPU 占用率，帧率比较低和 CPU 使用率过高都会导致卡顿现象。
TRTC

出现画质不佳，模糊、马赛克等现象怎么排查？

清晰度主要和码率有关，检查 SDK 码率是否配置的比较低，如果高分辨率低码率容易产生马赛克现象。
TRTC 会通过云端 QOS 流控策略，根据网络状况动态调整码率、分辨率，网络比较差时容易降低码率导致清晰度
下降。
检查进房时使用的 VideoCall 模式还是 Live 模式，针对通话场景 VideoCall 模式主打低延时和保流畅，所以在弱网
情况下会更容易牺牲画质确保流畅，对画质更加看重的场景建议使用 Live 模式。

如何查询 SDK 最新版本号？

若您使用自动加载的方法， latest.release 为匹配最新版并进行自动加载，不需要对版本号进行修改。具
体集成方法请参见 一分钟集成 SDK。
当前 SDK 最新版本号可通过发布日志查看，具体请参见：
iOS & Android 端，请参见 发布日志（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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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请参见 发布日志（Web）。
Electron 端，请参见 发布日志（Electron）。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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