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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档主要讲解音视频终端 SDK 产品家族下各子产品的能力支持及购买方式，并提供了相关 Demo 和 SDK 集成

资源，具体体验步骤如下：

音视频终端 SDK（腾讯云视立方） 产品家族分为基础 SDK 和含 UI 的低代码组件。

步骤一：了解产品

1.1 音视频终端 SDK 产品家族介绍

基础 SDK 仅提供终端基础能力，包含了直播 SDK、短视频 SDK、播放器 SDK、全功能版 SDK 和腾讯特效 

SDK 五个子产品 SDK。

含 UI 的低代码组件提供包含后台服务及终端 SDK 一整套解决方案，支持含 UI 资源快速集成，目前含有音视频

通话 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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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与 SDK 对应关系如下表。您可以根据自身产品的需求选择相应的 SDK。全功能版 SDK 内包含了直播 

SDK、短视频 SDK 、播放器 SDK 和 实时音视频(TRTC) SDK 的全部功能，可解决多款 SDK 同时使用时引起

的依赖库冲突问题 。

1.2 音视频终端 SDK 产品家族功能介绍

基础 SDK 功能介绍

功能 / SDK
全功能版 

SDK 
直播 SDK

短视频 

SDK

播放器 

SDK

腾讯特效 

SDK

主播开播 ✓ ✓ - - -

主播观众连麦/主播跨

房 PK
✓ ✓ - - -

视频录制编辑/视频上

传发布
✓ - ✓ - -

直播播放 ✓ ✓ - ✓ -

点播播放 ✓ - ✓ ✓ -

实时音视频 ✓ - - -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2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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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仅音视频通话 SDK 为含 UI 的低代码组件，可通过音视频通话 SDK 套餐包获得音视频通话 SDK 使用授权及

对应资源。其中，音视频通话 SDK 提供了4个版本的套餐包，各版本功能支持详细请参见 套餐包功能说明 。

为了让您能够快速了解音视频终端（腾讯云视立方）产品和功能，我们提供了多个不同产品的体验 Demo：

更多关于 Demo 体验详情，请参见 Demo 体验。

您可通过免费申请测试版 License 使用授权来体验功能模块。可免费测试的 License 为：

音视频终端 SDK（腾讯云视立方）提供以下多种音视频场景下的终端 SDK，您可结合自身场景需要选择相应的 

SDK 进行下载。

美颜特效 - - - - ✓

含 UI 的 低代码组件功能介绍

组件 / 功能说明 功能说明 

音视频通话SDK

音视频通话 SDK 是基于通话场景深度定制的一款产品，提供了视频通话场景下常见的

双人音视频通话、群组音视频通话、中途呼叫第三方、AI通话降噪、通话卡顿优化等功

能，提供微信视频聊天同款 UI 快速集成方案，仅需三步最快一天完成集成上线。

步骤二：体验产品

2.1 功能体验及调试

平台 平台介绍

腾讯云音视

频 App  

腾讯云音视频 App 提供音视频终端 SDK 产品家族所有产品的相关场景 Demo，具体包含

了秀场直播、视频播放、视频剪辑和美颜特效的等场景 Demo。

Web 

Demo 体验

馆

Web Demo 体验馆可体验音视频相关 Demo，帮助您了解产品、体验核心功能，同时还

为您提供免责资源用于测试产品。目前提供1V1音视频通话 Demo、美颜特效 Demo 和视

频播放 Demo 。

2.2 免费申请测试

直播 License、短视频 License、视频播放 License 和终端极速高清 License，操作说明指引请参见 测试

版 License。

腾讯特效 License 测试版操作涉及审核授权，流程有所区别，详细操作指引请参见 腾讯特效测试版 License 

授权使用说明。

音视频通话SDK 您可以免费领取7天体验版，领取链接参见 免费体验 。

步骤三：SDK 选择及下载

3.1 如何选择 SDK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640/79968#pack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449/5697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449/56977#94397570-7a06-4f06-a3a6-c830551dc1dc
https://rtcube.cloud.tencent.com/component/experience-center/index.html#/hom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449/56981#.E6.B5.8B.E8.AF.95.E7.89.88-licen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449/56982#.E6.B5.8B.E8.AF.95.E7.89.88-licen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640/79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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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视频终端 SDK（腾讯云视立方）提供多种音视频场景下的终端 SDK，包括 直播服务类场景、短视频类场景、音

视频通话类场景、美颜特效类场景、视频播放和视频观看场景和多场景组合。您可结合自身场景需要选择相应的 

SDK 进行下载。前往 场景选择及 SDK 下载 进行选择。

您可前往 SDK 下载 ，了解具体 SDK 包体信息、下载地址和功能详情，选择您需要的终端 SDK。

SDK 下载完成后，您可参考相关集成文档集成 SDK，具体请参见：

音视频终端 SDK（腾讯云视立方）费用包括：SDK授权费用和其他相关云服务费用，详情请参见 价格总览。

说明：

如果您无法通过应用场景确定您需要的 SDK，可以进入 自定义 SDK 下载页 ，勾选您需要的功能，我们

将基于勾选结果为您推荐最合适的 SDK。

3.2 SDK 下载

3.3 SDK 集成指引

直播 SDK 集成：iOS、Android、微信小程序 、Flutter 

短视频 SDK 集成：iOS、Android     

播放器 SDK 集成：iOS、Android、Web、Flutter 

全功能版 SDK 集成：iOS、 Android 、微信小程序 、Flutter 

腾讯特效 SDK 集成：iOS、Android、 Web 、 微信小程序 、 Mac 、 Windows    

音视频通话 SDK 集成： iOS 、 Android 、 Web 、 uni-app 小程序 、 uni-app 客户端 、 微信小程序  

步骤四：付费及购买

4.1 价格总览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449/5697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449/8278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449/56972
https://vcube.cloud.tencent.com/home.htm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58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58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1255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7166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1163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1163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2021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2021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7787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6072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58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58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1255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7166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16/6589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16/6589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16/7567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16/7567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16/8118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16/7923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640/8113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640/8113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640/8113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640/8113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640/8113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640/8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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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新建及续期 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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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视频终端 SDK（腾讯云视立方）包含直播 License、短视频 License、视频播放 License、终端极速高清 

License 和腾讯特效 License，更多 License 详解请参见 License 介绍。

购买获得 License 使用授权后可在 腾讯云视立方控制台 对各 License 进行新增和续期等操作，操作说明指引请

参见 新增与续期 License。

音视频终端 SDK 控制台包含 License 管理、项目管理、连麦管理和播放质量监控功能服务。您可登录 腾讯云视

立方控制台 ，对腾讯云视立方 License 进行新增与续期操作、创建项目搭建专属音视频通话应用、连麦应用进行全

方位管理，以及播放全链路的数据统计和质量监控及可视化分析服务。

License 管理页面可为用户提供基础 SDK 的生命周期管理，包括免费测试、新建、续期等操作。

音视频终端 SDK 的 License 包括直播 License、短视频 License、视频播放 License、终端极速高清 

License 和腾讯特效 License，您可以在  腾讯云视立方控制台  对各 License 进行 新增和续期 等操作。

项目管理为用户提供含 UI 的低代码快速接入方案。

您可以通过创建项目并免费领取体验版资源，简单快速集成，为您的应用快速添加音视频通话能力，更多说明请参见 

免费体验 。

新建项目默认为体验版，创建并领取相关资源即可体验7天免费试用服务。若需正式开发并上线音视频应用，只需在

创建新项目后，参照 集成指南 进行开发包下载、集成与测试，并购买音视频通话套餐包升级业务。

连麦管理功能通过简单配置即可快速跑通 MLVB-API-Example Demo，体验新版连麦方案，全方位管理连麦

应用，实时查看连麦应用相关用量统计，以及辅助用户快速生成可用于新版连麦方案的 TRTC 推拉流地址和 CDN 

播放地址。

腾讯云视立方将新版连麦管理的多个功能集成至一个控制台，具体分为 快速上手、连麦应用、用量统计和 地址生成

器 四个功能，便于用户快捷使用，满足使用场景的实现。

播放质量监控提供点播播放全链路的数据统计、质量监控及可视化分析服务。支持实时数据上报、数据聚合、多维筛

选和精细化定向分析，可帮助企业实时掌控大盘运营状况、了解用户习惯和行为特征，有效指导运营决策、驱动业务

增长。更多说明请参见 播放质量监控。

说明：

音视频通话 SDK 不需要 License 进行解锁使用，购买音视频通话 SDK 套餐包后即可获得相应功能的使

用授权和套餐包内的云端资源。

步骤五：更多功能服务

5.1 License 管理

5.2 项目管理

5.3 连麦管理

5.4 播放质量监控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449/56980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cub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449/56981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cube/mobil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cube/mobil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449/5698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640/7997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640/79972#integrated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cube/micro/start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cube/micro/appmanag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cube/micro/statistics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cube/micro/addres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449/68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