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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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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API

升级指南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15 10:34:16

为了更好地满足客户的接入需求，直播 SDK 在 API 以及支持的协议上做了重要的升级。API 2.0 相比与 API 1.0 

在设计上更简洁也更实用，同时也增加了更多的能力，例如 RTC 的推流以及新的连麦方案。相对于原来的 RTMP 

推流，RTC 推流具有更低地延迟，弱网下也有更好表现，全球覆盖使您出海业务更方便。另外 API 2.0 也增加了快

直播播放，快直播（Live Event Broadcasting，LEB）是标准直播在超低延迟播放场景下的延伸，能够为观众

提供毫秒级的极致直播观看体验。

下面从两个方面介绍升级步骤以及注意事项：

直播 SDK 从 8.4 版本开始增加了一套新的 API V2TXLivePusher  和 V2TXLivePlayer  用来替代 

TXLivePusher  和 TXLivePlayer  ，主要优化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为了方便开发者升级 API，请参考 V1 升级 V2 API 对比说明 。

直播 SDK V1 API 只能使用 RTMP 协议推流，V2 API 新增了 RTC 协议的推流能力。RTC 协议基于 TRTC 

SDK  ，在延迟以及弱网下有极佳的表现，详见 RTC 推流优势 。 

升级概述

仅 API 升级

注意

适用范围：使用 TXLivePusher  和 TXLivePlayer  API 的客户。

去掉了 V1 一些冗余接口，例如 TXLivePushConfig#setAutoAdjustBitrate  等。

简化了 V1 一些复杂的使用方式，例如 TXLivePushConfig  类。

新增了一些实用的接口，例如 V2TXLivePremierObserver#onLicenceLoaded  用来告知用户 Licence 设

置的结果以及失败原因。

新增了一些特性，例如支持 RTC 协议  URL 推流，支持 快直播播放  等。

注意

TXLivePusher  和 TXLivePlayer  会在未来合适的时候废弃，请尽快升级。

推流协议升级

适用范围

对延迟以及弱网表现有更高追求的客户。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8865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6857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592#3.-.E5.88.9D.E5.A7.8B.E5.8C.96-v2txlivepusher-.E7.BB.84.E4.BB.B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68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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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不同的业务状态升级策略会有些不同。

接入时需要注意：

如果您的业务不存在连麦场景

如果当前您的 App 只使用了 RTMP 协议推流，即没有连麦业务，升级到 RTC 协议推流是最简单的。

类型 注意事项

推流端

必要前提：您需要升级使用 V2TXLivePusher 推 RTC 流。

RTC 推流与 RTMP 推流仅在两个 API 使用上有参数差异，其他的 API 调用方式没有任何区

别。

构造 V2TXLivePusher 对象时传入 RTC 协议参数：

V2TXLiveDef.V2TXLiveMode.TXLiveMode_RTC，具体请参见 摄像头推流 # 

初始化 V2TXLivePusher 组件 。

启动推流时传入 RTC 协议 URL，请参见 摄像头推流 - 启动和结束推流 。

播放端

在观众端您有三种方式可以播放，CDN 最便宜但延迟最大，RTC 最贵但延迟最小，快直播是延

迟和费用之间的平衡。三种协议 API 除了播放的 URL 不同，调用方式是一致的。

播放 CDN 流：推荐您升级使用 V2TXLivePlayer 播放 。当前使用 TXLivePlayer 仍然是

可以播放的。

播放 RTC 流：必须升级使用 V2TXLivePlayer 播放。RTC 拉流的 URL 请参见 自主拼装 

RTC 连麦/PK URL 。

播放快直播流：必须升级使用 V2TXLivePlayer 播放，具体请参见 快直播拉流 。

如果您的业务即将接入连麦业务

如果当前您的 App 只使用了 RTMP 协议推流，即将接入连麦业务，此时您需要使用 RTC 实现连麦能力。 

那么接入连麦后您的业务可能存在两种状态：

不推荐：连麦时使用 RTC 协议，非连麦使用 RTMP 协议。不推荐两种协议并存的方式，因为主播在连麦状态

和非连麦状态之间切换时都需要重新推流，这会造成 CDN 观众在观看时会有中断的体验。

推荐：连麦和非连麦都使用 RTC 协议。推荐这种方式，主播在连麦和非连麦状态之间切换，CDN 观众观看时

无感知。

类型 注意事项

推流

端

必要前提：您需要升级使用 V2TXLivePusher 推 RTC 流。

RTC 推流与 RTMP 推流仅在两个 API 使用上有参数差异，其他的 API 调用方式没有任何区

别。

构造 V2TXLivePusher 对象时传入 RTC 协议参数：

V2TXLiveDef.V2TXLiveMode.TXLiveMode_RTC，具体请参见 摄像头推流 # 初始化 

V2TXLivePusher 组件 。

启动推流时传入 RTC 协议 URL，请参见 摄像头推流 - 启动和结束推流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592#3.-.E5.88.9D.E5.A7.8B.E5.8C.96-v2txlivepusher-.E7.BB.84.E4.BB.B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592#5.-.E5.90.AF.E5.8A.A8.E5.92.8C.E7.BB.93.E6.9D.9F.E6.8E.A8.E6.B5.8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59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7915#.E8.87.AA.E4.B8.BB.E6.8B.BC.E8.A3.85-rtc-.E8.BF.9E.E9.BA.A6.2Fpk-ur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68195#.E6.8E.A5.E5.85.A5.E5.B7.A5.E7.A8.8B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592#3.-.E5.88.9D.E5.A7.8B.E5.8C.96-v2txlivepusher-.E7.BB.84.E4.BB.B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592#5.-.E5.90.AF.E5.8A.A8.E5.92.8C.E7.BB.93.E6.9D.9F.E6.8E.A8.E6.B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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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先实现：

2. 再并存：

3. 最终上线：

实现连麦的具体步骤请参见 观众连麦 。

播放

端

连麦的观众或者主播需要用 RTC 协议播放，非连麦的观众可以观看 CDN 流或者快直播流。三种

协议 API 除了传入的 URL 不同，调用方式是一致的。

1. 必要前提：您需要升级使用 V2TXLivePlayer 来拉流播放。

2. 播放 RTC 流：连麦的双方必须播放 RTC 流，具体的 API 使用请参见 观众连麦 。

3. 播放 CDN 流：具体 API 使用请参见 标准直播拉流 。

4. 播放快直播流：具体 API 使用请参见 快直播拉流 。

如果您的业务已有连麦业务

如果当前您的 App 已经存在连麦业务，需要升级到 RTC 连麦，您可以通过以下步骤进行。

实现新连麦：使用 RTC 实现连麦能力（具体方案请参见 即将接入连麦业务 ）。

增加云控：增加云控来获取当前应该使用哪一种连麦方式。

逐步升级含有新连麦方式的 App 版本。

因为新老版本可能会有不通的地方，所以此时不能放开新连麦方式。

版本全覆盖时通过云控全部切换为新连麦方案。

下线老连麦方式。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275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275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59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68195#.E6.8E.A5.E5.85.A5.E5.B7.A5.E7.A8.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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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 升级 V2 API 对比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15 09:49:01

为了更好地满足客户的接入需求，直播 SDK 在 API 以及支持的协议上做了重要的升级。API 2.0 相比与 API 1.0 

在设计上更简洁也更实用。

升级概述

TXLivePushConfig

V1 API V2 API 对应接口 备注

setHomeOrientation

V2TXLivePusher.setVideo

Quality  

请参见

V2TXLiveVideoEncoderparam .

videoResolutionMode

setVideoResolution

请参见

V2TXLiveVideoEncoderparam .

videoResolution

setVideoFPS

请参加

V2TXLiveVideoEncoderparam .

videoFps

setVideoBitrate

请参见

V2TXLiveVideoEncoderparam .

videoBitrate

setMinVideoBitrate

请参见

V2TXLiveVideoEncoderparam .

minVideoBitrate

setVideoEncodeGop V2 API 去掉该接口 -

setAutoAdjustBitrate V2 API 去掉该接口 -

setAutoAdjustStrate

gy
V2 API 去掉该接口 -

setMaxVideoBitrate V2 API 去掉该接口 -

setTouchFocus

V2TXLivePusher.getDevice

Manager.setCameraFocus

Position  

-

setEnableZoom V2 API 去掉该接口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332ab518997a479febf23070a0b0f4b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84372#53241922b2635cf18487ee5b3cebdb3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84372#53241922b2635cf18487ee5b3cebdb3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84372#53241922b2635cf18487ee5b3cebdb3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84372#53241922b2635cf18487ee5b3cebdb3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84372#53241922b2635cf18487ee5b3cebdb3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84370#c50deb76ecaed735d7a7571ae9e1e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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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Watermark(Bitma

p watermark, int x, 

int y) V2TXLivePusher.setWater

mark  

-

setWatermark(Bitma

p watermark, float x, 

float y, float width)

-

setPauseImg(Bitmap 

img)

V2TXLivePusher.startVirtu

alCamera  

V2 中有关垫片推流的场景使用主要会

用到以下接口：

主播上行音视频过程中，切后台

推送默认背景图，回到前台继续

推摄像头数据。

1. 主播上行音视频：

startMicrophone + 

startCamera + 

startPush 

2. 主播切后台，不上行摄像头，

上行主播已离开的提示图片：

stopCamera + 

startVirtualCamera 

3. 主播回到前台，重新上行摄像

头：stopVirtualCamera 

+ startCamera 

startMicrophone  打开麦克风

stopMicrophone  关闭麦克风

startCamera  打开本地摄像头

stopCamera  关闭本地摄像头

startVirtualCamera  开启图片

推流

stopVirtualCamera  关闭图片

推流

pauseAudio  暂停推流器的音频

流

resumeAudio  恢复推流器的音

频流

pauseVideo  暂停推流器的视频

流

resumeVideo  恢复视频推流

场景1 场景2 场景3

setPauseImg(int 

time, int fps)
V2 API 去掉该接口

setPauseFlag V2 API 细分了暂停音频视频推流

的接口，因此去掉该接口。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a0282a22dd6ecc3c82e35b438396d37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ecb03aeaf36fac32b57c75c7c63077da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e40a246a1650b0574e44145f2c93542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5b601596d652d513e2ebfb0a943d9a0a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7fc74020523ae22f57a9d506ffcb801a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6810f55c457161d761f3ca1ffff58af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ecb03aeaf36fac32b57c75c7c63077da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823b2ae33dcc00d21a43bcaa45d97ef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5b601596d652d513e2ebfb0a943d9a0a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e40a246a1650b0574e44145f2c93542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24755a5aeaa2e187819cdb96198a19bb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5b601596d652d513e2ebfb0a943d9a0a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6810f55c457161d761f3ca1ffff58af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ecb03aeaf36fac32b57c75c7c63077da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823b2ae33dcc00d21a43bcaa45d97ef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44b8eb947c5326b7d07772f50fce1d9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78f6b83759197ce441ae340111bd7a2a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b7fe542e0164d95badd2f86fc7e6f84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06a68a70e8430492995423617f87f3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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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AudioSampleRate

V2TXLivePusher.setAudio

Quality  

V2TXLivePusher.setAudioQual

ity  接口可针对以下场景设置：

1. V2TXLiveAudioQualitySpee

ch  采样率：16k、单声道适合在线

会议，语音通话

2. V2TXLiveAudioQualityDefa

ult  采样率：48k、单声道如无特

殊需求推荐

3. V2TXLiveAudioQualityMusi

c  采样率：48k、双声道 、全频带

适合需要高保真传输音乐的场景，

比如K 歌、音乐直播

setAudioChannels

enableAudioEarMoni

toring

V2TXLivePusher.getAudio

EffectManager.enableVoic

eEarMonitor  

-

enablePureAudioPus

h
V2 API 去掉该接口 -

enableScreenCaptur

eAutoRotate
V2 API 去掉该接口 -

enableHighResolutio

nCaptureMode
V2 API 去掉该接口 -

setVideoEncoderXMi

rror
V2 API 去掉该接口 -

setConnectRetryCou

nt

V2 API 去掉该接口，重连逻辑由

内部自动处理
-

setConnectRetryInte

rval

V2 API 去掉该接口，重连逻辑由

内部自动处理
-

setCustomModeTyp

e

开启自定义音频采集：

V2TXLivePusher.enableCu

stomAudioCapture  

开始自定义视频采集：

V2TXLivePusher.enableCu

stomVideoCapture  

-

enableANS
V2 API 去掉该接口，由内部自动

处理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dae96f210ad9ef5912dea7343278323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dae96f210ad9ef5912dea7343278323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84372#a0d29dbec068b11330a53786ccea6b7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84372#a0d29dbec068b11330a53786ccea6b7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84372#a0d29dbec068b11330a53786ccea6b7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94#889cc3da70a6c0820633bc197ed2b2a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c2cd24f8a0b63d14759e4ea25eb4b43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23173ba5287175e34f8c28a0de398d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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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ableAEC V2 API 去掉该接口，由内部自动

处理

-

enableAGC
V2 API 去掉该接口，由内部自动

处理
-

setVolumeType

V2TXLivePusher.getDevice

Manager.setSystemVolum

eType  

-

setHardwareAcceler

ation

V2 API 去掉该接口，由内部自动

处理，优先使用硬编
-

enableVideoHardEnc

oderMainProfile

V2 API 去掉该接口，由内部自动

处理
-

setMetaData V2 API 去掉该接口 -

enableMute
V2TXLivePusher.pauseAu

dio  
-

setFrontCamera
V2TXLivePusher.getDevice

Manager.switchCamera  
-

setBeautyFilter

V2TXLivePusher.getBea

utyManager.setBeautyL

evel  

V2TXLivePusher.getBea

utyManager.setWhitene

ssLevel  

V2TXLivePusher.getBea

utyManager.setRuddyLe

vel  

-

setEyeScaleLevel

V2TXLivePusher.getBeaut

yManager.setEyeScaleLev

el  

-

setFaceSlimLevel

V2TXLivePusher.getBeaut

yManager.setFaceSlimLev

el  

-

enableNearestIP
V2 API 去掉该接口，由内部自动

处理
-

setRtmpChannelTyp

e

V2 API 去掉该接口，由内部自动

处理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84370#d4219ee8b3e722282cd8e564f79d4cd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44b8eb947c5326b7d07772f50fce1d9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84370#98743c4b46e3baea8308a8e27cf44c8a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84369#0f1ab9f5e3c2150d3b7acc043636993b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84369#4156425a7c70c41fd9eb92b0afead86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84369#e910671c2d434f192746135b222b1f2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84369#499ecdc88602c0180a2e429a43f6479c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84369#1541edd89ed993dc95cccc1ad7da2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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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CustomVideoPre

ProcessLibrary

V2 API 去掉该接口 -

setCustomAudioPre

ProcessLibrary
V2 API 去掉该接口 -

TXLivePusher

V1 API V2 API 对应接口 备注

setPushListener

V2TXLivePusher.setObserver  

-

setAudioVolumeEva

luationListener V2TXLivePusherObserver.o

nMicrophoneVolumeUpdate  
enableAudioVolume

Evaluation

V2TXLivePusher.enableVolum

eEvaluation  

startCameraPrevie

w
V2TXLivePusher.startCamera  -

stopCameraPreview V2TXLivePusher.stopCamera  -

startPusher V2TXLivePusher.startPush  -

stopPusher V2TXLivePusher.stopPush  -

pausePusher
V2TXLivePusher.pauseAudio  

V2TXLivePusher.pauseVideo  
-

resumePusher

V2TXLivePusher.resumeAudi

o  

V2TXLivePusher.resumeVide

o  

-

isPushing V2TXLivePusher.isPushing  -

setVideoQuality
V2TXLivePusher.setVideoQua

lity  

adjustBitrate 和 

adjustResolution 不再支持，由

内部自动处理

switchCamera
V2TXLivePusher.getDeviceMa

nager.switchCamera  
-

frontCamera
V2TXLivePusher.getDeviceMa

nager.isFrontCamera  
-

setMirror V2TXLivePusher.setRenderMi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3e5fa5bb8fd2470ac3113aea64d1803c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11#b5b6266f270bc6df811e966180f5855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d965e6a6994a82da421c591a558e516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5b601596d652d513e2ebfb0a943d9a0a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6810f55c457161d761f3ca1ffff58af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7fc74020523ae22f57a9d506ffcb801a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4059c18cacba9fbe332c06543dab79c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44b8eb947c5326b7d07772f50fce1d9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b7fe542e0164d95badd2f86fc7e6f84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78f6b83759197ce441ae340111bd7a2a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06a68a70e8430492995423617f87f3e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8620429beef80abb8015c430fbc4095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332ab518997a479febf23070a0b0f4b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84370#98743c4b46e3baea8308a8e27cf44c8a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84370#71820ed8e774434ec01d6dc6a44dfe3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0341275cb0fcd48362838f7aa74b2e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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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or  

setRenderRotation
V2TXLivePusher.setRenderRo

tation  
-

turnOnFlashLight
V2TXLivePusher.getDeviceMa

nager.enableCameraTorch  
-

getMaxZoom

V2TXLivePusher.getDeviceMa

nager.getCameraZoomMaxRa

tio  

-

setZoom
V2TXLivePusher.getDeviceMa

nager.setCameraZoomRatio  
-

setFocusPosition

V2TXLivePusher.getDeviceMa

nager.setCameraFocusPositio

n  

-

setExposureCompe

nsation

V2TXLivePusher.getDeviceMa

nager.setExposureCompensat

ion

-

getBeautyManager
V2TXLivePusher.getBeautyM

anager  
-

setMute V2TXLivePusher.pauseAudio  -

getAudioEffectMana

ger

V2TXLivePusher.getAudioEffe

ctManager  
-

setVideoRecordList

ener
V2 API 去掉该接口 -

startRecord V2 API 去掉该接口 -

stopRecord V2 API 去掉该接口 -

snapshot V2TXLivePusher.snapshot  
V2TXLivePusherObserver.o

nSnapshotComplete  

sendCustomVideoT

exture

V2TXLivePusher.sendCustom

VideoFrame  

V2TXLiveVideoFrame .pixelF

ormat = 

V2TXLivePixelFormatTextur

e2D  

V2TXLiveVideoFrame .pixelF

ormat.bufferType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0341275cb0fcd48362838f7aa74b2e8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8d0061733ce38d68c174ce0a8fbcdb0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84370#b71d15b7be8cd6fa6f4cf6435d7548b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84370#c792f2cefe9b867591a00071f673da5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84370#de6f0bc85a439308d2bca3f5a338e3f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84370#c50deb76ecaed735d7a7571ae9e1e71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339ccb14c759691aa7c2f212e4a1408c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44b8eb947c5326b7d07772f50fce1d9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4c0541b3fc6023e5e3c5a57d7cacea5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69451687a1a6e1dee02c7964727bf21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11#eaa76bddae38b8f7afdc3ef2eb84f10c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267f17a1dccabcf131ad84f9391eec5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84372#e60e827134d7321094d6c32fb89b8c8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84372#82c384f5e0dc154e93e94cfc4adb5f9a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84372#e60e827134d7321094d6c32fb89b8c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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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TXLiveBufferTypeTextur

e  

sendCustomVideoD

ata

V2TXLiveVideoFrame .pixelF

ormat.bufferType = 

V2TXLiveBufferTypeByteArr

ay  

sendCustomPCMDa

ta

V2TXLivePusher.sendCustom

AudioFrame  
-

setVideoProcessLis

tener

V2TXLivePusher.enableCusto

mVideoProcess  

V2TXLivePusherObserver.o

nProcessVideoFrame  

setAudioProcessLis

tener

V2TXLivePusher.enableAudio

ProcessObserver

V2TXLivePusherObserver.o

nProcessAudioFrame

setSurface
V2TXLivePusher.setRenderVi

ew  
-

setSurfaceSize V2 API 去掉该接口 -

sendMessageEx
V2TXLivePusher.sendSeiMes

sage  
-

onLogRecord V2 API 去掉该接口 -

startScreenCapture
V2TXLivePusher.startScreenC

apture  
-

stopScreenCapture
V2TXLivePusher.stopScreenC

apture  
-

pauseScreenCaptur

e
V2 API 去掉该接口 -

resumeScreenCapt

ure
V2 API 去掉该接口 -

getBeautyManager
V2TXLivePusher.getBeautyM

anager  
-

getAudioEffectMana

ger

V2TXLivePusher.getAudioEffe

ctManager  
-

callExperimentalAPI V2TXLivePusher.setProperty  -

ITXLivePushListene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84372#82c384f5e0dc154e93e94cfc4adb5f9a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84372#e60e827134d7321094d6c32fb89b8c8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84372#82c384f5e0dc154e93e94cfc4adb5f9a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21f5282c42ec015bc737304c6b5cb56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db981a3cc4e42cccae091806a0197f4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11#5a3df97953da803257c1a89a542cd9f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dead076c04d8853031a98465539bcfa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76c87d85ed9949185b99afeb376a490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4543247ed0bfc94d6b0a2b0b6ecece2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f208adbfa057a8564eeec550343c88f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339ccb14c759691aa7c2f212e4a1408c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4c0541b3fc6023e5e3c5a57d7cacea5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09#528c4d6b6f7fdf3808885013bdf42d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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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 API V2 API 对应接口 备注

onPus

hEvent

V2TXLivePusherObserver.o

nError  

V2TXLivePusherObserver.o

nWarning  

V2TXLivePusherObserver.o

nPushStatusUpdate  

V2 对 V1 onPushEvent 回调进行了重新设计，

细分为 onError、onWarning、

onPushStatusUpdate 三个模块：

onError 中会抛出阻塞直播推流的错误信息

onWarning 中处理一些不会阻塞直播推流但是

影响体验的警告信息

onPushStatusUpdate 是直播推流状态的改变

信息回调

onNet

Status

V2TXLivePusherObserver.onSt

atisticsUpdate  
-

TXLivePlayConfig

V1 API V2 API 对应接口 备注

setCacheTime

V2TXLivePlayer.setCache

Params  

当正确设置 

V2TXLivePlayer.setCacheParams

中 minTime 和 maxTime 时，播放器

会按照预设的最小值最大值范围内自动调

整

setAutoAdjustCac

heTime

setMaxAutoAdjust

CacheTime

setMinAutoAdjustC

acheTime

setVideoBlockThre

shold
V2 API 去掉该接口 -

setConnectRetryC

ount

V2TXLivePlayer.setPrope

rty  

kV2MaxNumberOfReconnection

setConnectRetryIn

terval

kV2SecondsBetweenReconnectio

n

setHeaders kV2SetHeaders

enableAEC
V2 API 去掉该接口，由内不自

动处理
-

setEnableMessage
V2TXLivePlayer.enableRe

ceiveSeiMessage  

V2 开启接收 SEI 消息后通过 

V2TXLivePlayerObserver.onRecei

veSeiMessage  回调接收到 SEI 消息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11#8e62922474910ccb901f8198ed16bcd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11#dcf6103c80dee01bea899b3d9fa652c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11#abc4990612b3e4eee02bb367cf69469a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611#ef2c6417853bc3c65e996853a74a90f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045#74a9f384c6de2b08a7444ee0c6e567e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045#74a9f384c6de2b08a7444ee0c6e567e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045#528c4d6b6f7fdf3808885013bdf42de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045#29546af65d51cef917fdc88b24a4db0a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049#58076762441d0caf2fc144c592d39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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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EnableMetaDat

a

V2 API 去掉该接口，默认开启 -

setFlvSessionKey V2 API 去掉该接口 -

setEnableNearestI

P

V2 API 去掉该接口，由内不自

动处理
-

setRtmpChannelTy

pe

V2 API 去掉该接口，由内不自

动处理
-

setCacheFolderPat

h
V2 API 去掉该接口 -

setMaxCacheItem

s
V2 API 去掉该接口 -

TXLivePlayer

V1 API V2 API 对应接口 备注

setPlayListener

V2TXLivePlayer.setObserver  

setAudioRawDataLi

stener

V2TXLivePlayerObserver.on

PlayoutAudioFrame  

setAudioVolumeEva

luationListener V2TXLivePlayerObserver.on

PlayoutVolumeUpdate  
enableAudioVolume

Evaluation

V2TXLivePlayer.enableVolum

eEvaluation  

recordDelegate V2 API 去掉该接口

isAutoPlay V2 API 去掉该接口

setPlayerView V2TXLivePlayer.setRenderVi

ew  
setSurface

setSurfaceSize V2 API 去掉该接口

startPlay
V2TXLivePlayer.startLivePla

y  

stopPlay V2TXLivePlayer.stopPlay  

isPlaying V2TXLivePlayer.isPlaying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045#ad0adf0c285f93db3732f1ae6896971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049#8b1153eaaacffa36c15eb1cbfe44d46c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049#359d84ebedc6434570918872cb10472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045#d965e6a6994a82da421c591a558e516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045#dead076c04d8853031a98465539bcfa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045#34f4123034deb0d6444f69d0ddbadb9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045#3e4c6c6635c918ee4e2bada1c5bb303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045#f8ea3de82a2bdfb6b2d945cbe4c17c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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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se V2TXLivePlayer.pauseAudio  

V2TXLivePlayer.pauseVideo  

resume

V2TXLivePlayer.resumeAudi

o  

V2TXLivePlayer.resumeVide

o  

setRenderRotation
V2TXLivePlayer.setRenderRo

tation  

setRenderMode
V2TXLivePlayer.setRenderFil

lMode  

enableHardwareDe

code

V2 API 去掉该接口，有内部自动处

理，优先硬解

snapshot V2TXLivePlayer.snapshot  
V2TXLivePlayerObserver.on

SnapshotComplete  

getCurrentRenderPt

s
V2 API 去掉该接口

setMute

V2TXLivePlayer.pauseAudio  

V2TXLivePlayer.resumeAudi

o  

setVolume
V2TXLivePlayer.setPlayoutV

olume  

setAudioRoute
V2TXLivePlayer.getDeviceMa

nager.setAudioRoute  

prepareLiveSeek V2 API 去掉该接口

resumeLive V2 API 去掉该接口

seek V2 API 去掉该接口

setAutoPlay V2 API 去掉该接口

startRecord V2 API 去掉该接口

stopRecord V2 API 去掉该接口

setRate V2 API 去掉该接口

switchStream V2TXLivePlayer.switchStrea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045#44b8eb947c5326b7d07772f50fce1d9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045#b7fe542e0164d95badd2f86fc7e6f84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045#78f6b83759197ce441ae340111bd7a2a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045#06a68a70e8430492995423617f87f3e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045#8d0061733ce38d68c174ce0a8fbcdb0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045#69c206cead3f082c235b0e96ac682f0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045#69451687a1a6e1dee02c7964727bf21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049#440a14709a0645f74bfc0086bbc70e4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045#44b8eb947c5326b7d07772f50fce1d9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045#78f6b83759197ce441ae340111bd7a2a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045#784dce54a58c32ffe6c89b231edba31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84370#bd5eb5475f6b3cf2e2881fe4c4dee8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045#7cff91848dfdb52dee31980e6c555c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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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callExperimentalAPI V2 API 去掉该接口

ITXLivePlayListener

V1 

API
V2 API 对应接口 备注

onPla

yEven

t

V2TXLivePlayerObserv

er.onError  

V2TXLivePlayerObserv

er.onWarning  

V2TXLivePlayerObserv

er.onVideoPlaying  

V2TXLivePlayerObserv

er.onVideoLoading  

V2TXLivePlayerObserv

er.onAudioPlaying  

V2TXLivePlayerObserv

er.onAudioLoading  

V2 对 V1 onPushEvent 回调进行了重新设计，细分为 

onError、onWarning、onVideoPlaying、

onVideoLoading、onAudioPlaying、

onAudioLoading 六个模块：

onError 中会抛出阻塞拉流的错误信息

onWarning 中处理一些不会阻塞拉流但是影响体验的

警告信息

onAudioPlaying 和 onAudioLoading 是拉流音频

状态的改变信息回调

onVideoPlaying 和 onVideoLoading 是拉流视频

状态的改变信息回调

onNet

Statu

s

V2TXLivePlayerObserver.

onStatisticsUpdate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045#7cff91848dfdb52dee31980e6c555c6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049#82e7654a15f5b28e7fe512059bc2b63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049#5ffee38b5fbff7ba027bede0d7d4431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049#9a8f857467bc4b825e6774b4e9399fd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049#2e19da710340b4984442e9801c363f2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049#e3833a091a649d9a484473e8f49af4ab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049#956541d1f971a905a77d190e5b78e73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049#a2360f585b3dd51d7ed45e3bd6c7c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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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Mac

API 概览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8 19:32:06

V2 推流器相关接口

函数列表 描述

setObserver: 设置推流器回调

setRenderView: 设置本地摄像头预览 View

setRenderMirror: 设置本地摄像头预览镜像

setEncoderMirror: 设置视频编码镜像

setRenderRotation: 设置本地摄像头预览画面的旋转角度

startCamera: 打开本地摄像头

stopCamera 关闭本地摄像头

startMicrophone 打开麦克风

stopMicrophone 关闭麦克风

startVirtualCamera: 开启图片推流

stopVirtualCamera 关闭图片推流

startScreenCapture:
开始全系统的屏幕分享（该接口支持 iOS 11.0 及

以上的 iPhone 和 iPad）

stopScreenCapture 关闭屏幕采集

pauseAudio 静音本地音频

resumeAudio 取消静音本地音频

pauseVideo 暂停推流器的视频流

resumeVideo 恢复推流器的视频流

API 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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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Push: 开始音视频数据推流

stopPush 停止推送音视频数据

isPushing 当前推流器是否正在推流中

setAudioQuality: 设置推流音频质量

setVideoQuality: 设置推流视频编码参数

getAudioEffectManager 获取音效管理对象

getBeautyManager 获取美颜管理对象

getDeviceManager 获取设备管理对象

snapshot 截取推流过程中的本地画面

setWatermark:x:y:scale: 设置推流器水印。默认情况下，水印不开启

enableVolumeEvaluation: 启用采集音量大小提示

enableCustomVideoProcess:pixelForm

at:bufferType:
开启/关闭自定义视频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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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ableCustomAudioCapture: 开启/关闭自定义音频采集

sendCustomVideoFrame:
在自定义视频采集模式下，将采集的视频数据发

送到SDK

sendCustomAudioFrame:
在自定义音频采集模式下，将采集的音频数据发

送到SDK

enableAudioProcessObserver:format:
开启/关闭对经过前处理后的本地音频帧的监听回

调

sendSeiMessage:data: 发送 SEI 消息

showDebugView: 显示仪表盘

setProperty:value: 调用 V2TXLivePusher 的高级 API 接口。

setMixTranscodingConfig: 设置云端的混流转码参数

startLocalRecording: 开始录制音视频流

stopLocalRecording 停止录制音视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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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推流器事件回调

函数列表 描述

onError:message:extraInfo: 直播推流器错误通知，推流器出现错误时，会回调该通知

onWarning:message:extraInfo: 直播推流器警告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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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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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MicrophoneVolumeUpdate: 麦克风采集音量值回调

onPushStatusUpdate:message

:extraInfo:
推流器连接状态回调通知

onStatisticsUpdate: 直播推流器统计数据回调

onSnapshotComplete: 截图回调

onProcessAudioFrame:
本地采集并经过音频模块前处理、音效处理和混 BGM 后的

音频数据回调

onProcessVideoFrame:dstFra

me:
自定义视频处理回调

onGLContextDestroyed SDK 内部的 OpenGL 环境的销毁通知

onSetMixTranscodingConfig:m

essage:

设置云端的混流转码参数的回调，对应于 

setMixTranscodingConfig   接口

onScreenCaptureStarted 当屏幕分享开始时，SDK 会通过此回调通知

onScreenCaptureStopped: 当屏幕分享停止时，SDK 会通过此回调通知

onLocalRecordBegin:storageP

ath:
录制任务开始的事件回调

onLocalRecording:storagePath

:
录制任务正在进行中的进展事件回调

onLocalRecordComplete:stora

gePath:
录制任务已经结束的事件回调

V2 播放器相关接口

函数列表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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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Observer: 设置播放器回调

setRenderView:
设置播放器的视频渲染 View，该控件负责显示视

频内容

setRenderRotation: 设置播放器画面的旋转角度

setRenderFillMode: 设置画面的填充模式

startLivePlay: 开始播放音视频流

stopPlay 停止播放音视频流

isPlaying 播放器是否正在播放中

pauseAudio 暂停播放器的音频流

resumeAudio 恢复播放器的音频流

pauseVideo 暂停播放器的视频流

resumeVideo 恢复播放器的视频流

setPlayoutVolume: 设置播放器音量

setCacheParams:maxTime:
设置播放器缓存自动调整的最小和最大时间 ( 单

位：秒 )

switchStream: 直播流无缝切换，支持 FLV 和 LEB

getStreamList 获取码流信息

enableVolumeEvaluation: 启用播放音量大小提示

snapshot 截取播放过程中的视频画面

enableObserveVideoFrame:pixelForma

t:bufferType:
开启/关闭对视频帧的监听回调

enableObserveAudioFrame: 开启/关闭对音频数据的监听回调

enableReceiveSeiMessage:payloadTyp

e:
开启接收 SEI 消息

showDebugView: 是否显示播放器状态信息的调试浮层

setProperty:value: 调用 V2TXLivePlayer 的高级 API 接口

直播播放器事件回调



直播 SD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3 共450页

函数列表 描述

onError:code:message:extraIn

fo:
直播播放器错误通知，播放器出现错误时，会回调该通知

onWarning:code:message:extr

aInfo:
直播播放器警告通知

onVideoResolutionChanged:wi

dth:height:
直播播放器分辨率变化通知

onConnected:extraInfo: 已经成功连接到服务器

onVideoPlaying:firstPlay:extraI

nfo:
视频播放事件

onAudioPlaying:firstPlay:extraI

nfo:
音频播放事件

onVideoLoading:extraInfo: 视频加载事件

onAudioLoading:extraInfo: 音频加载事件

onPlayoutVolumeUpdate:volu

me:
播放器音量大小回调

onStatisticsUpdate:statistics: 直播播放器统计数据回调

onSnapshotComplete:image: 截图回调

onRenderVideoFrame:frame: 自定义视频渲染回调

onPlayoutAudioFrame:frame: 音频数据回调

onReceiveSeiMessage:payload

Type:data:

收到 SEI 消息的回调，发送端通过  V2TXLivePusher   中

的  sendSeiMessage  来发送 SEI 消息

onStreamSwitched:url:code: 分辨率无缝切换回调

V2TXLive 高级接口

函数列表 描述

getSDKVersionStr 获取 SDK 版本号

setObserver: 设置 V2TXLivePremier 回调接口

setLogConfig: 设置 Log 的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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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Environment: 设置 SDK 接入环境

setLicence:key: 设置 SDK 的授权 License

setSocks5Proxy:port:usernam

e:password:
设置 SDK sock5 代理配置

enableAudioCaptureObserver:f

ormat:
开启/关闭对音频采集数据的监听回调（可读写）

enableAudioPlayoutObserver:f

ormat:
开启/关闭对最终系统要播放出的音频数据的监听回调

enableVoiceEarMonitorObserv

er:
开启/关闭耳返音频数据的监听回调

setUserId: 设置 userId

callExperimentalAPI: 调用实验性 API 接口

V2TXLive 高级回调接口

函数列表 描述

onLog:log: 自定义 Log 输出回调接口

onLicenceLoaded:Rea

son:
setLicence 接口回调

onCaptureAudioFrame

:
本地麦克风采集到的音频数据回调

onPlayoutAudioFrame: 将各路待播放音频混合之后并在最终提交系统播放之前的数据回调

onVoiceEarMonitorAud

ioFrame:
耳返的音频数据

人声相关的特效接口

函数列表 描述

enableVoiceEarMon

itor:
开启耳返

setVoiceEarMonitor

Volume:
设置耳返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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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VoiceReverbTyp

e:

设置人声的混响效果

setVoiceChangerTy

pe:
设置人声的变声特效

setVoiceVolume: 设置语音音量

setVoicePitch: 设置语音音调

背景音乐的相关接口

函数列表 描述

startPlayMusic:onStart:onProgress:o

nComplete:
开始播放背景音乐

stopPlayMusic: 停止播放背景音乐

pausePlayMusic: 暂停播放背景音乐

resumePlayMusic: 恢复播放背景音乐

setAllMusicVolume: 设置所有背景音乐的本地音量和远端音量的大小

setMusicPublishVolume:volume: 设置某一首背景音乐的远端音量的大小

setMusicPlayoutVolume:volume: 设置某一首背景音乐的本地音量的大小

setMusicPitch:pitch: 调整背景音乐的音调高低

setMusicSpeedRate:speedRate: 调整背景音乐的变速效果

getMusicCurrentPosInMS: 获取背景音乐的播放进度（单位：毫秒）

getMusicDurationInMS: 获取背景音乐的总时长（单位：毫秒）

seekMusicToPosInMS:pts: 设置背景音乐的播放进度（单位：毫秒）

setMusicScratchSpeedRate:speedRa

te:
调整搓碟的变速效果

preloadMusic:onProgress:onError: 预加载背景音乐

美颜相关接口

函数列表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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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BeautyStyle: 设置美颜（磨皮）算法

setBeautyLevel: 设置美颜级别

setWhitenessLevel: 设置美白级别

enableSharpnessEnh

ancement:
开启清晰度增强

setRuddyLevel: 设置红润级别

setFilter: 设置色彩滤镜效果

setFilterStrength: 设置色彩滤镜的强度

setGreenScreenFile: 设置绿幕背景视频

setEyeScaleLevel: 设置大眼级别

setFaceSlimLevel: 设置瘦脸级别

setFaceVLevel: 设置 V 脸级别

setChinLevel: 设置下巴拉伸或收缩

setFaceShortLevel: 设置短脸级别

setFaceNarrowLevel: 设置窄脸级别

setNoseSlimLevel: 设置瘦鼻级别

setEyeLightenLevel: 设置亮眼级别

setToothWhitenLevel: 设置牙齿美白级别

setWrinkleRemoveLe

vel:
设置祛皱级别

setPounchRemoveLe

vel:
设置祛眼袋级别

setSmileLinesRemove

Level:
设置法令纹去除级别

setForeheadLevel: 设置发际线调整级别

setEyeDistanceLevel: 设置眼距

setEyeAngleLevel: 设置眼角调整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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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MouthShapeLevel: 设置嘴型调整级别

setNoseWingLevel: 设置鼻翼调整级别

setNosePositionLevel

:
设置鼻子位置

setLipsThicknessLev

el:
设置嘴唇厚度

setFaceBeautyLevel: 设置脸型

setMotionTmpl:inDir: 选择 AI 动效挂件

setMotionMute: 是否在动效素材播放时静音

音视频设备相关的类型定义

函数列表 描述

onDeviceChanged:typ

e:state:
本地设备的通断状态发生变化（仅适用于桌面系统）

移动端设备操作接口（iOS Android）

函数列表 描述

isFrontCamera 判断当前是否为前置摄像头（仅适用于移动端）

switchCamera: 切换前置或后置摄像头（仅适用于移动端）

isCameraZoomSupp

orted
查询当前摄像头是否支持缩放（仅适用于移动端）

getCameraZoomMa

xRatio
获取摄像头的最大缩放倍数（仅适用于移动端）

setCameraZoomRat

io:
设置摄像头的缩放倍数（仅适用于移动端）

isAutoFocusEnable

d
查询是否支持自动识别人脸位置（仅适用于移动端）

enableCameraAutoF

ocus:
开启自动对焦功能（仅适用于移动端）

setCameraFocusPo

sition:

设置摄像头的对焦位置（仅适用于移动端）



直播 SD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8 共450页

isCameraTorchSupp

orted
查询是否支持开启闪光灯（仅适用于移动端）

enableCameraTorc

h:
开启/关闭闪光灯，也就是手电筒模式（仅适用于移动端）

setAudioRoute: 设置音频路由（仅适用于移动端）

setExposureCompe

nsation:
设置摄像头的曝光参数，取值范围从-1到1

桌面端设备操作接口（Windows Mac）

函数列表 描述

getDevicesList: 获取设备列表（仅适用于桌面端）

setCurrentDevice:deviceId: 设置当前要使用的设备（仅适用于桌面端）

getCurrentDevice: 获取当前正在使用的设备（仅适用于桌面端）

setCurrentDeviceVolume:deviceT

ype:
设置当前设备的音量（仅适用于桌面端）

getCurrentDeviceVolume: 获取当前设备的音量（仅适用于桌面端）

setCurrentDeviceMute:deviceTyp

e:
设置当前设备的静音状态（仅适用于桌面端）

getCurrentDeviceMute: 获取当前设备的静音状态（仅适用于桌面端）

enableFollowingDefaultAudioDevi

ce:enable:

设置 SDK 使用的音频设备根据跟随系统默认设备（仅适

用于桌面端）

startCameraDeviceTest: 开始摄像头测试（仅适用于桌面端）

stopCameraDeviceTest 结束摄像头测试（仅适用于桌面端）

startMicDeviceTest: 开始麦克风测试（仅适用于桌面端）

startMicDeviceTest:playback: 开始麦克风测试（仅适用于桌面端）

stopMicDeviceTest 结束麦克风测试（仅适用于桌面端）

startSpeakerDeviceTest: 开始扬声器测试（仅适用于桌面端）

stopSpeakerDeviceTest 结束扬声器测试（仅适用于桌面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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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Observer: 设备热插拔回调（仅适用于 Mac 系统）

弃用接口

函数列表 描述

setSystemVolum

eType:
设置系统音量类型（仅适用于移动端）



直播 SD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30 共450页

V2TXLivePusher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8 19:32:06

Copyright (c) 2021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

Module:   V2TXLivePusher @ TXLiteAVSDK

Function: 腾讯云直播推流器

功能

腾讯云直播推流器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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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流器包含如下能力：

 自定义的视频采集，让您可以根据项目需要定制自己的音视频数据源。

 美颜、滤镜、贴纸，包含多套美颜磨皮算法（自然&光滑）和多款色彩空间滤镜（支持自定义滤镜）。

 Qos 流量控制技术，具备上行网络自适应能力，可以根据主播端网络的具体情况实时调节音视频数据量。

 脸形调整、动效挂件，支持基于优图 AI 人脸识别技术的大眼、瘦脸、隆鼻等脸形微调以及动效挂件效果，只需

要购买 优图 License 就可以轻松实现丰富的直播效果。

V2TXLivePusher

函数列表 描述

setObserver: 设置推流器回调

setRenderView: 设置本地摄像头预览 View

setRenderMirror: 设置本地摄像头预览镜像

setEncoderMirror: 设置视频编码镜像

setRenderRotation: 设置本地摄像头预览画面的旋转角度

V2TXLivePu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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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Camera: 打开本地摄像头

stopCamera 关闭本地摄像头

startMicrophone 打开麦克风

stopMicrophone 关闭麦克风

startVirtualCamera: 开启图片推流

stopVirtualCamera 关闭图片推流

startScreenCapture:
开始全系统的屏幕分享（该接口支持 iOS 11.0 及

以上的 iPhone 和 iPad）

stopScreenCapture 关闭屏幕采集

pauseAudio 静音本地音频

resumeAudio 取消静音本地音频

pauseVideo 暂停推流器的视频流

resumeVideo 恢复推流器的视频流

startPush: 开始音视频数据推流

stopPush 停止推送音视频数据

isPushing 当前推流器是否正在推流中

setAudioQuality: 设置推流音频质量

setVideoQuality: 设置推流视频编码参数

getAudioEffectManager 获取音效管理对象

getBeautyManager 获取美颜管理对象

getDeviceManager 获取设备管理对象

snapshot 截取推流过程中的本地画面

setWatermark:x:y:scale: 设置推流器水印。默认情况下，水印不开启

enableVolumeEvaluation: 启用采集音量大小提示

enableCustomVideoProcess:pixelForm

at:bufferType:
开启/关闭自定义视频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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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推流器回调

通过设置回调，可以监听 V2TXLivePusher 推流器的一些回调事件，

包括推流器状态、音量回调、统计数据、警告和错误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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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ableCustomAudioCapture: 开启/关闭自定义音频采集

sendCustomVideoFrame:
在自定义视频采集模式下，将采集的视频数据发

送到SDK

sendCustomAudioFrame:
在自定义音频采集模式下，将采集的音频数据发

送到SDK

enableAudioProcessObserver:format:
开启/关闭对经过前处理后的本地音频帧的监听回

调

sendSeiMessage:data: 发送 SEI 消息

showDebugView: 显示仪表盘

setProperty:value: 调用 V2TXLivePusher 的高级 API 接口。

setMixTranscodingConfig: 设置云端的混流转码参数

startLocalRecording: 开始录制音视频流

stopLocalRecording 停止录制音视频流

setObserver:

参数 描述

observe

r
推流器的回调目标对象，更多信息请查看  V2TXLivePusherObserver  。

setRend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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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Ob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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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本地摄像头预览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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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本地摄像头预览镜像

本地摄像头分为前置摄像头和后置摄像头，系统默认情况下，是前置摄像头镜像，后置摄像头不镜像，这里可

以修改前置后置摄像头的默认镜像类型。

参数 描述

vie

w
本地摄像头预览 View。

setRenderMirror:

参数 描述

mirrorTyp

e

摄像头镜像类型  V2TXLiveMirrorType  。

 V2TXLiveMirrorTypeAuto  【默认值】: 默认镜像类型. 在这种情况下，前置

摄像头的画面是镜像的，后置摄像头的画面不是镜像的。

 V2TXLiveMirrorTypeEnable:  前置摄像头 和 后置摄像头，都切换为镜像模

式。

 V2TXLiveMirrorTypeDisable: 前置摄像头 和 后置摄像头，都切换为非镜像

模式。

setEncoderMirror:

- (V2TXLiveCode)setRenderView: (TXView *)view

- (V2TXLiveCode)setRenderMirror: ( V2TXLiveMirrorType  )mirrorType

- (V2TXLiveCode)setEncoderMirror: (BOOL)mirror

setRenderView:

setRenderMirror:

setEncoderMi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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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视频编码镜像

设置本地摄像头预览画面的旋转角度

参数 描述

mirro

r

是否镜像。

 NO【默认值】: 播放端看到的是非镜像画面。

 YES: 播放端看到的是镜像画面。

注意

编码镜像只影响观众端看到的视频效果。

setRenderRotation:

参数 描述

rotation

预览画面的旋转角度  V2TXLiveRotation  。

 V2TXLiveRotation0【默认值】: 0度, 不旋转。

 V2TXLiveRotation90:  顺时针旋转90度。

 V2TXLiveRotation180: 顺时针旋转180度。

 V2TXLiveRotation270: 顺时针旋转270度。

注意

只旋转本地预览画面，不影响推流出去的画面。

startCamera:

- (V2TXLiveCode)setRenderRotation: ( V2TXLiveRotation  )rotation

- (V2TXLiveCode)startCamera: (BOOL)frontCamera

setRenderRotation:

startCam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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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本地摄像头

关闭本地摄像头

打开麦克风

关闭麦克风

参数 描述

frontCamer

a

是否为前置摄像头。

 YES 【默认值】: 切换到前置摄像头。

 NO: 切换到后置摄像头。

注意

startVirtualCamera，startCamera，startScreenCapture，同一 Pusher 实例下，仅有一

个采集源可以上行，不同采集源之间切换，请先关闭前一采集源，再开启后一采集源，保证同一采集

源的开启和关闭是成对调用的。比如：采集源从Camera切换到VirtualCamera，调用顺序是 

startCamera -> stopCamera -> startVirtualCamera。

stopCamera

startMicrophone

stopMicrophone

stopCamera

startMicrophone

stopMicro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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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图片推流

关闭图片推流

开始全系统的屏幕分享（该接口支持 iOS 11.0 及以上的 iPhone 和 iPad）

startVirtualCamera:

参数 描述

ima

ge
图片。

注意

startVirtualCamera，startCamera，startScreenCapture，同一 Pusher 实例下，仅有一

个采集源可以上行，不同采集源之间切换，请先关闭前一采集源，再开启后一采集源，保证同一采集

源的开启和关闭是成对调用的。比如：采集源从Camera切换到VirtualCamera，调用顺序是 

startCamera -> stopCamera -> startVirtualCamera。

stopVirtualCamera

startScreenCapture:

参数 描述

appGro

up

主 App 与 Broadcast 共享的 Application Group Identifier，可以指定为 nil，但

按照文档设置会使功能更加可靠。

- (V2TXLiveCode)startVirtualCamera: (TXImage *)image

- (V2TXLiveCode)startScreenCapture: (NSString *)appGroup

startVirtualCamera:

stopVirtualCamera

startScreenCap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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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屏幕采集

静音本地音频

静音本地音频后，SDK 不会继续采集麦克风的声音。

与 stopMicrophone 不同之处在于 pauseAudio 并不会停止发送音频数据，而是继续发送码率极低的静音

包。

由于 MP4 等视频文件格式，对于音频的连续性是要求很高的，使用 stopMicrophone 会导致录制出的 

MP4 不易播放，

因此在对录制质量要求很高的场景中，建议选择 pauseAudio，从而录制出兼容性更好的 MP4 文件。

注意

startVirtualCamera，startCamera，startScreenCapture，同一 Pusher 实例下，仅有一

个采集源可以上行，不同采集源之间切换，请先关闭前一采集源，再开启后一采集源，保证同一采集

源的开启和关闭是成对调用的。比如：采集源从Camera切换到ScreenCapture，调用顺序是 

startCamera -> stopCamera -> startScreenCapture。

stopScreenCapture

注意

iOS 端暂不支持通过此接口关闭屏幕采集，可以直接在 iOS 系统的屏幕录制界面上关闭屏幕录制，也

可以通过  enableCustomVideoCapture   关闭自定义采集支持。

pauseAudio

resumeAudio

stopScreenCapture

pauseAudio

resumeA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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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静音本地音频

暂停推流器的视频流

恢复推流器的视频流

开始音视频数据推流

停止推送音视频数据

pauseVideo

resumeVideo

startPush:

参数 描述

url 推流的目标地址，支持任意推流服务端。

stopPush

- (V2TXLiveCode)startPush: (NSString *)url

pauseVideo

resumeVideo

startPush:

stopPush



直播 SD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39 共450页

当前推流器是否正在推流中

设置推流音频质量

设置推流视频编码参数

isPushing

setAudioQuality:

参数 描述

quality

音频质量  V2TXLiveAudioQuality  。

 V2TXLiveAudioQualityDefault 【默认值】: 通用。

 V2TXLiveAudioQualitySpeech: 语音。

 V2TXLiveAudioQualityMusic:  音乐。

setVideoQuality:

参数 描述

para

m
视频编码参数  V2TXLiveVideoEncoderParam  。

getAudioEffectManager

- (V2TXLiveCode)setAudioQuality: ( V2TXLiveAudioQuality  )quality

- (V2TXLiveCode)setVideoQuality: ( V2TXLiveVideoEncoderParam   *)param

isPushing

setAudioQuality:

setVideo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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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音效管理对象

通过音效管理，您可以使用以下功能：

参考   TXAudioEffectManager  

获取美颜管理对象

通过美颜管理，您可以使用以下功能：

参考   TXBeautyManager  

 调整麦克风收集的人声音量。

 设置混响和变声效果。

 开启耳返，设置耳返音量。

 添加背景音乐，调整背景音乐的播放效果。

getBeautyManager

 设置”美颜风格”、”美白”、“红润”、“大眼”、“瘦脸”、“V脸”、“下巴”、“短脸”、“小

鼻”、“亮眼”、“白牙”、“祛眼袋”、“祛皱纹”、“祛法令纹”等美容效果。

 调整“发际线”、“眼间距”、“眼角”、“嘴形”、“鼻翼”、“鼻子位置”、“嘴唇厚度”、“脸

型”。

 设置人脸挂件（素材）等动态效果。

 添加美妆。

 进行手势识别。

getDeviceManager

getAudioEffectManager

getBeautyManager

getDevice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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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设备管理对象

通过设备管理，您可以使用以下功能：

参考   TXDeviceManager  

截取推流过程中的本地画面

设置推流器水印。默认情况下，水印不开启

 切换前后摄像头。

 设置自动聚焦。

 设置摄像头缩放倍数。

 打开或关闭闪光灯。

 切换耳机或者扬声器。

 修改音量类型(媒体音量或者通话音量)。

snapshot

setWatermark:x:y:scale:

参数 描述

ima

ge
水印图片。如果该值为 nil，则等效于禁用水印。

- (V2TXLiveCode)setWatermark: (TXImage *)image

x: (float)x

y: (float)y

scale: (float)scale

snapshot

setWatermark:x:y: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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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采集音量大小提示

开启后可以在  onMicrophoneVolumeUpdate   回调中获取到 SDK 对音量大小值的评估。

开启/关闭自定义视频处理

scal

e

水印图片的缩放比例，取值范围为0 - 1的浮点数。

x 水印的横坐标，取值范围为0 - 1的浮点数。

y 水印的纵坐标，取值范围为0 - 1的浮点数。

enableVolumeEvaluation:

参数 描述

intervalMs
决定了音量大小回调的触发间隔，单位为 ms，最小间隔为 100ms，如果小于等于0

则会关闭回调，建议设置为 300ms。【默认值】：0，不开启。

enableCustomVideoProcess:pixelFormat:bufferType:

参数 描述

bufferType
指定回调的数据格式，【注意】：RTMP 协议下仅支持 

V2TXLiveBufferTypeTexture。

enable YES: 开启; NO: 关闭。【默认值】：NO。

- (V2TXLiveCode)enableVolumeEvaluation: (NSUInteger)intervalMs

- (V2TXLiveCode)enableCustomVideoProcess: (BOOL)enable

pixelFormat: ( V2TXLivePixelFormat  )pixelFormat

bufferType: ( V2TXLiveBufferType  )bufferType

enableVolumeEvaluation:

enableCustomVideoProcess:pixelFormat:buffer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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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关闭自定义视频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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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启/关闭自定义音频采集

@brief 开启/关闭自定义音频采集。

在自定义音频采集模式下，SDK 不再从麦克风采集声音，只保留编码和发送能力。

pixelFormat 指定回调的像素格式，【注意】：RTMP 协议下仅支持 

V2TXLivePixelFormatTexture2D。

注意

RTMP 协议下仅支持 OpenGL 纹理格式的回调。

enableCustomVideoCapture:

参数 描述

enabl

e
YES：开启自定义采集；NO：关闭自定义采集。【默认值】：NO。

注意

需要在  startPush   之前调用，才会生效。

enableCustomAudioCapture:

- (V2TXLiveCode)enableCustomVideoCapture: (BOOL)enable

- (V2TXLiveCode)enableCustomAudioCapture: (BOOL)enable

enableCustomVideoCapture:

enableCustomAudioCapture:



直播 SD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44 共450页

在自定义视频采集模式下，将采集的视频数据发送到SDK

在自定义视频采集模式下，SDK不再采集摄像头数据，仅保留编码和发送功能。

您可以把采集到的 SampleBuffer 打包到 V2TXLiveVideoFrame 中，然后通过该API定期的发送。

在自定义音频采集模式下，将采集的音频数据发送到SDK

参数 描述

enabl

e
YES: 开启自定义采集; NO: 关闭自定义采集。【默认值】: NO。

注意

需要在  startPush   前调用才会生效。

sendCustomVideoFrame:

参数 描述

videoFram

e
向 SDK 发送的 视频帧数据  V2TXLiveVideoFrame  。

注意

需要在  startPush   之前调用  enableCustomVideoCapture   开启自定义采集。

sendCustomAudioFrame:

- (V2TXLiveCode)sendCustomVideoFrame: ( V2TXLiveVideoFrame   *)videoFrame

- (V2TXLiveCode)sendCustomAudioFrame: ( V2TXLiveAudioFrame   *)audioFrame

sendCustomVideoFrame:

sendCustomAudio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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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 在自定义音频采集模式下，将采集的音频数据发送到SDK，SDK不再采集麦克风数据，仅保留编码和

发送功能。

@param audioFrame 向 SDK 发送的 音频帧数据  V2TXLiveAudioFrame  。

@return 返回值  V2TXLiveCode  。

@note   需要在  startPush   之前调用   enableCustomAudioCapture   开启自定义采集。

开启/关闭对经过前处理后的本地音频帧的监听回调

 V2TXLIVE_OK: 成功。

 V2TXLIVE_ERROR_REFUSED: 发送失败，您必须先调用 enableCustomAudioCapture 开启

自定义音频采集。

enableAudioProcessObserver:format:

参数 描述

enabl

e
是否开启。 【默认值】：false。

form

at
设置回调出的 AudioFrame 的格式。

注意

需要在  startPush   之前调用，才会生效。

sendSeiMessage:data:

- (V2TXLiveCode)enableAudioProcessObserver: (BOOL)enable

format: ( V2TXLiveAudioFrameObserverFor

- (V2TXLiveCode)sendSeiMessage: (int)payloadType

data: (NSData *)data

enableAudioProcessObserver:format:

sendSeiMessage: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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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 SEI 消息

播放端  V2TXLivePlayer   通过  V2TXLivePlayerObserver   中的   onReceiveSeiMessage  回调来接

收该消息。

显示仪表盘

调用 V2TXLivePusher 的高级 API 接口。

参数 描述

data 待发送的数据。

payloadTyp

e
数据类型，支持 5、242。推荐填：242。

showDebugView:

参数 描述

isSho

w
是否显示。【默认值】：NO。

setProperty:value:

参数 描述

key 高级 API 对应的 key, 详情请参考  V2TXLiveProperty   定义。

- (void)showDebugView: (BOOL)isShow

- (V2TXLiveCode)setProperty: (NSString *)key

value: (NSObject *)value

showDebugView:

setProperty: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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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云端的混流转码参数

如果您在实时音视频  控制台   中的功能配置页开启了“启用旁路推流”功能，

房间里的每一路画面都会有一个默认的直播  CDN 地址  。

一个直播间中可能有不止一位主播，而且每个主播都有自己的画面和声音，但对于 CDN 观众来说，他们只需

要一路直播流，

所以您需要将多路音视频流混成一路标准的直播流，这就需要混流转码

当您调用 setMixTranscodingConfig 接口时，SDK 会向腾讯云的转码服务器发送一条指令，目的是将房

间里的多路音视频流混合为一路，

您可以通过 mixUsers 参数来调整每一路画面的位置，以及是否只混合声音，也可以通过 videoWidth、

videoHeight、videoBitrate 等参数控制混合音视频流的编码参数。

【画面1】=> 解码 ====> \

\

【画面2】=> 解码 =>  画面混合 => 编码 => 【混合后的画面】

/

【画面3】=> 解码 ====> /

【声音1】=> 解码 ====> \

valu

e

调用 key 所对应的高级 API 时，需要的参数。

注意

该接口用于调用一些高级功能。

setMixTranscodingConfig:

- (V2TXLiveCode)setMixTranscodingConfig: ( V2TXLiveTranscodingConfig   *)config

setMixTranscodingConfig: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rtc/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16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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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2】=> 解码 =>  声音混合 => 编码 => 【混合后的声音】

/

【声音3】=> 解码 ====> /

参考文档： 云端混流转码 。

开始录制音视频流

参数 描述

confi

g

请参考 V2TXLiveDef.h 中关于  V2TXLiveTranscodingConfig   的介绍。如果传入 nil 

则取消云端混流转码。

注意

关于云端混流的注意事项：

 云端转码会引入一定的 CDN 观看延时，大概会增加1 - 2秒。

 调用该函数的用户，会将连麦中的多路画面混合到自己当前这路画面或者 config 中指定的 

streamId 上。

 请注意，若您还在房间中且不再需要混流，请务必传入 nil 进行取消，因为当您发起混流后，云端

混流模块就会开始工作，不及时取消混流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计费损失。

 请放心，您退房时会自动取消混流状态。

startLocalRecording:

注意

推流开启后才能开始录制，非推流状态下开启录制无效。

 录制过程中不要动态切换分辨率和软/硬剪辑，生成的视频极有可能出现异常。

stopLocalRecording

- (V2TXLiveCode)startLocalRecording: ( V2TXLiveLocalRecordingParams   *)para

startLocalRecording: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16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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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录制音视频流

注意

当停止推流后，如果视频还在录制中，SDK 内部会自动结束录制。

stopLocalReco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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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TXLivePusherObserver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8 19:32:06

Copyright (c) 2021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

Module:   V2TXLivePusherObserver @ TXLiteAVSDK

Function: 腾讯云直播推流的回调通知

功能

腾讯云直播的推流回调通知。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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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信息等。

V2TXLivePusherObserver

函数列表 描述

onError:message:extraInfo: 直播推流器错误通知，推流器出现错误时，会回调该通知

onWarning:message:extraInfo: 直播推流器警告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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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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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MicrophoneVolumeUpdate: 麦克风采集音量值回调

onPushStatusUpdate:message

:extraInfo:
推流器连接状态回调通知

onStatisticsUpdate: 直播推流器统计数据回调

onSnapshotComplete: 截图回调

V2TXLivePusherOb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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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推流器错误通知，推流器出现错误时，会回调该通知

onProcessAudioFrame: 本地采集并经过音频模块前处理、音效处理和混 BGM 后的

音频数据回调

onProcessVideoFrame:dstFra

me:
自定义视频处理回调

onGLContextDestroyed SDK 内部的 OpenGL 环境的销毁通知

onSetMixTranscodingConfig:m

essage:

设置云端的混流转码参数的回调，对应于 

setMixTranscodingConfig   接口

onScreenCaptureStarted 当屏幕分享开始时，SDK 会通过此回调通知

onScreenCaptureStopped: 当屏幕分享停止时，SDK 会通过此回调通知

onLocalRecordBegin:storageP

ath:
录制任务开始的事件回调

onLocalRecording:storagePath

:
录制任务正在进行中的进展事件回调

onLocalRecordComplete:stora

gePath:
录制任务已经结束的事件回调

onError:message:extraInfo:

参数 描述

code 错误码  V2TXLiveCode  。

extraInfo 扩展信息。

msg 错误信息。

- (void)onError: ( V2TXLiveCode  )code

message: (NSString *)msg

extraInfo: (NSDictionary *)extraInfo

onError:message:extra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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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推流器警告通知

首帧音频采集完成的回调通知

首帧视频采集完成的回调通知

onWarning:message:extraInfo:

参数 描述

code 警告码  V2TXLiveCode  。

extraInfo 扩展信息。

msg 警告信息。

onCaptureFirstAudioFrame

onCaptureFirstVideoFrame

onMicrophoneVolumeUpdate:

- (void)onWarning: ( V2TXLiveCode  )code

message: (NSString *)msg

extraInfo: (NSDictionary *)extraInfo

- (void)onMicrophoneVolumeUpdate: (NSInteger)volume

onWarning:message:extraInfo:

onCaptureFirstAudioFrame

onCaptureFirstVideoFrame

onMicrophoneVolume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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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风采集音量值回调

推流器连接状态回调通知

直播推流器统计数据回调

参数 描述

volu

me
音量大小。

注意

调用  enableVolumeEvaluation   开启采集音量大小提示之后，会收到这个回调通知。

onPushStatusUpdate:message:extraInfo:

参数 描述

extraInfo 扩展信息。

msg 连接状态信息。

status 推流器连接状态  V2TXLivePushStatus  。

onStatisticsUpdate:

- (void)onPushStatusUpdate: ( V2TXLivePushStatus  )status

message: (NSString *)msg

extraInfo: (NSDictionary *)extraInfo

- (void)onStatisticsUpdate: ( V2TXLivePusherStatistics   *)statistics

onPushStatusUpdate:message:extraInfo:

onStatistics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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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图回调

本地采集并经过音频模块前处理、音效处理和混 BGM 后的音频数据回调

当您设置完音频数据自定义回调之后，SDK 内部会把刚采集到并经过前处理、音效处理和混 BGM 之后的数

据，在最终进行网络编码之前，以 PCM 格式的形式通过本接口回调给您。

参数 描述

statistics 推流器统计数据  V2TXLivePusherStatistics  

onSnapshotComplete:

参数 描述

ima

ge
已截取的视频画面。

注意

调用  snapshot   截图之后，会收到这个回调通知。

onProcessAudioFrame:

 此接口回调出的音频时间帧长固定为 0.02s，格式为 PCM 格式。

 由时间帧长转化为字节帧长的公式为  采样率 × 时间帧长 × 声道数 × 采样点位宽 。

 以 SDK 默认的音频录制格式 48000 采样率、单声道、16采样点位宽为例，字节帧长为

 48000 × 0.02s × 1 × 16bit = 15360bit = 1920字节 。

参数 描述

- (void)onSnapshotComplete: (nullable TXImage *)image

- (void) onProcessAudioFrame: ( V2TXLiveAudioFrame   *)frame

onSnapshotComplete:

onProcessAudio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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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视频处理回调

fram

e

PCM 格式的音频数据帧。

注意

1. 请不要在此回调函数中做任何耗时操作，由于 SDK 每隔 20ms 就要处理一帧音频数据，如果您的

处理时间超过 20ms，就会导致声音异常。

2. 此接口回调出的音频数据是可读写的，也就是说您可以在回调函数中同步修改音频数据，但请保证

处理耗时。

onProcessVideoFrame:dstFrame:

参数 描述

dstFram

e
用于承载处理过的视频画面。

srcFram

e
用于承载未处理的视频画面。

注意

需要调用  enableCustomVideoProcess   开启自定义视频处理，才会收到这个回调通知。

【情况一】美颜组件会产生新的纹理

如果您使用的美颜组件会在处理图像的过程中产生一帧全新的纹理（用于承载处理后的图像），那请

您在回调函数中将 dstFrame.textureId 设置为新纹理的 ID。

  `ObjectiveC

{

GLuint dstTextureId = renderItemWithTexture(srcFrame.textureId, 

srcFrame.width, srcFrame.height);

dstFrame.textureId = dstTextureId;

 (void) onProcessVideoFrame:(V2TXLiveVideoFrame * _Nonnull)srcFrame 

dstFrame:(V2TXLiveVideoFrame * _Nonnull)dstFrame

- (void)onProcessVideoFrame: ( V2TXLiveVideoFrame   * _Nonnull)srcFram

dstFrame: ( V2TXLiveVideoFrame   * _Nonnull)dstFram

onProcessVideoFrame:dst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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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K 内部的 OpenGL 环境的销毁通知

设置云端的混流转码参数的回调，对应于 {@link setMixTranscodingConfig} 接口

return 0;

}

  `

【情况二】美颜组件并不自身产生新纹理

如果您使用的第三方美颜模块并不生成新的纹理，而是需要您设置给该模块一个输入纹理和一个输出

纹理，则可以考虑如下方案：

  `ObjectiveC

{

thirdparty_process(srcFrame.textureId, srcFrame.width, srcFrame.height, 

dstFrame.textureId);

return 0;

}

  `

 (void) onProcessVideoFrame:(V2TXLiveVideoFrame * _Nonnull)srcFrame 

dstFrame:(V2TXLiveVideoFrame * _Nonnull)dstFrame

onGLContextDestroyed

onSetMixTranscodingConfig:message:

参数 描述

cod

e
0表示成功，其余值表示失败。

- (void)onSetMixTranscodingConfig: ( V2TXLiveCode  )code

message: (NSString *)msg

onGLContextDestroyed

onSetMixTranscodingConfig: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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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屏幕分享开始时，SDK 会通过此回调通知

当屏幕分享停止时，SDK 会通过此回调通知

录制任务开始的事件回调

ms

g

具体错误原因。

onScreenCaptureStarted

onScreenCaptureStopped:

参数 描述

reas

on

停止原因

 0：表示用户主动停止。

 1：iOS 表示录屏被系统中断；Mac、Windows 表示屏幕分享窗口被关闭。

 2：Windows 表示屏幕分享的显示屏状态变更（如接口被拔出、投影模式变更等）；其

他平台不抛出。

onLocalRecordBegin:storagePath:

参数 描述

- (void)onScreenCaptureStopped: (int)reason

- (void)onLocalRecordBegin: (NSInteger)errCode

storagePath: (NSString *)storagePath

onScreenCaptureStarted

onScreenCaptureStopped:

onLocalRecordBegin:storage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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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制任务正在进行中的进展事件回调

录制任务已经结束的事件回调

code 状态码。

 0：录制任务启动成功。

 -1：录制任务启动失败。

 -2: 文件后缀名有误（比如不支持的录制格式）。

storagePat

h
录制的文件地址。

onLocalRecording:storagePath:

参数 描述

durationMs 录制时长。

storagePat

h
录制的文件地址。

onLocalRecordComplete:storagePath:

参数 描述

code 状态码。

  0：结束录制任务成功。

- (void)onLocalRecording: (NSInteger)durationMs

storagePath: (NSString *)storagePath

- (void)onLocalRecordComplete: (NSInteger)errCode

storagePath: (NSString *)storagePath

onLocalRecording:storagePath:

onLocalRecordComplete:storage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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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录制失败。

 -2：切换分辨率或横竖屏导致录制结束。

storagePat

h
录制的文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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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TXLivePlayer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8 19:32:06

Copyright (c) 2021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

Module:   V2TXLivePlayer @ TXLiteAVSDK

Function: 腾讯云直播播放器

功能

腾讯云直播播放器。

主要负责从指定的直播流地址拉取音视频数据，并进行解码和本地渲染播放。

介绍

播放器包含如下能力：

 支持 RTMP、HTTP-FLV、HLS、TRTC、WebRTC 协议。

 屏幕截图，可以截取当前直播流的视频画面。

 延时调节，可以设置播放器缓存自动调整的最小和最大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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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2TXLivePlayer

函数列表 描述

setObserver: 设置播放器回调

setRenderView:
设置播放器的视频渲染 View，该控件负责显示视

频内容

setRenderRotation: 设置播放器画面的旋转角度

setRenderFillMode: 设置画面的填充模式

startLivePlay: 开始播放音视频流

V2TXLiveP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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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播放器回调

通过设置回调，可以监听 V2TXLivePlayer 播放器的一些回调事件，

stopPlay 停止播放音视频流

isPlaying 播放器是否正在播放中

pauseAudio 暂停播放器的音频流

resumeAudio 恢复播放器的音频流

pauseVideo 暂停播放器的视频流

resumeVideo 恢复播放器的视频流

setPlayoutVolume: 设置播放器音量

setCacheParams:maxTime:
设置播放器缓存自动调整的最小和最大时间 ( 单

位：秒 )

switchStream: 直播流无缝切换，支持 FLV 和 LEB

getStreamList 获取码流信息

enableVolumeEvaluation: 启用播放音量大小提示

snapshot 截取播放过程中的视频画面

enableObserveVideoFrame:pixelForma

t:bufferType:
开启/关闭对视频帧的监听回调

enableObserveAudioFrame: 开启/关闭对音频数据的监听回调

enableReceiveSeiMessage:payloadTyp

e:
开启接收 SEI 消息

showDebugView: 是否显示播放器状态信息的调试浮层

setProperty:value: 调用 V2TXLivePlayer 的高级 API 接口

setOb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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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Ob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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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播放器状态、播放音量回调、音视频首帧回调、统计数据、警告和错误信息等。

设置播放器的视频渲染 View，该控件负责显示视频内容

设置播放器画面的旋转角度

参数 描述

observe

r
播放器的回调目标对象，更多信息请查看  V2TXLivePlayerObserver  

setRenderView:

参数 描述

vie

w
播放器渲染 View。

setRenderRotation:

参数 描述

rotation

旋转角度  V2TXLiveRotation  。

 V2TXLiveRotation0【默认值】: 0度, 不旋转。

 V2TXLiveRotation90:  顺时针旋转90度。

 V2TXLiveRotation180: 顺时针旋转180度。

 V2TXLiveRotation270: 顺时针旋转270度。

setRenderFillMode:

- (V2TXLiveCode)setRenderView: (TXView *)view

- (V2TXLiveCode)setRenderRotation: ( V2TXLiveRotation  )rotation

setRenderView:

setRenderR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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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画面的填充模式

开始播放音视频流

参数 描述

mo

de

画面填充模式  V2TXLiveFillMode  。

 V2TXLiveFillModeFill 【默认值】: 图像铺满屏幕，不留黑边，如果图像宽高比不同于

屏幕宽高比，部分画面内容会被裁剪掉。

 V2TXLiveFillModeFit: 图像适应屏幕，保持画面完整，但如果图像宽高比不同于屏幕宽

高比，会有黑边的存在。

 V2TXLiveFillModeScaleFill: 图像拉伸铺满，因此长度和宽度可能不会按比例变化。

startLivePlay:

参数 描述

url 音视频流的播放地址，支持 RTMP，HTTP-FLV，TRTC。

注意

10.7 版本开始，需要通过  setLicence   或者  setLicence   设置 Licence 后方可成功播放，否则

将播放失败（黑屏），全局仅设置一次即可。直播 Licence、短视频 Licence 和视频播放 

Licence 均可使用，若您暂未获取上述 Licence，可 快速免费申请测试版 Licence   以正常播放，

正式版 Licence 需 购买  。

stopPlay

- (V2TXLiveCode)setRenderFillMode: ( V2TXLiveFillMode  )mode

- (V2TXLiveCode)startLivePlay: (NSString *)url

setRenderFillMode:

startLivePlay:

stopPlay

https://cloud.tencent.com/act/event/Licen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74588#.E8.B4.AD.E4.B9.B0.E5.B9.B6.E6.96.B0.E5.BB.BA.E6.AD.A3.E5.BC.8F.E7.89.88-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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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播放音视频流

播放器是否正在播放中

暂停播放器的音频流

恢复播放器的音频流

暂停播放器的视频流

isPlaying

pauseAudio

resumeAudio

pauseVideo

resumeVideo

isPlaying

pauseAudio

resumeAudio

pauseVideo

resume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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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播放器的视频流

设置播放器音量

设置播放器缓存自动调整的最小和最大时间 ( 单位：秒 )

setPlayoutVolume:

参数 描述

volu

me
音量大小，取值范围0 - 100。【默认值】: 100。

setCacheParams:maxTime:

参数 描述

maxTi

me
缓存自动调整的最大时间，取值需要大于0。【默认值】：5。

minTim

e
缓存自动调整的最小时间，取值需要大于0。【默认值】：1。

switchStream:

- (V2TXLiveCode)setPlayoutVolume: (NSUInteger)volume

- (V2TXLiveCode)setCacheParams: (CGFloat)minTime

maxTime: (CGFloat)maxTime

setPlayoutVolume:

setCacheParams:maxTime:

switch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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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流无缝切换，支持 FLV 和 LEB

获取码流信息

启用播放音量大小提示

开启后可以在  onPlayoutVolumeUpdate   回调中获取到 SDK 对音量大小值的评估。

截取播放过程中的视频画面

参数 描述

new

Url
新的拉流地址。

getStreamList

enableVolumeEvaluation:

参数 描述

intervalMs

决定了 onPlayoutVolumeUpdate 回调的触发间隔，单位为ms，最小间隔为

100ms，如果小于等于0则会关闭回调，建议设置为300ms；【默认值】：0，不开

启。

snapshot

- (V2TXLiveCode)switchStream: (NSString*)newUrl

- (V2TXLiveCode)enableVolumeEvaluation: (NSUInteger)intervalMs

getStreamList

enableVolumeEvaluation:

snaps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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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关闭对视频帧的监听回调

SDK 在您开启次此开关后将不再渲染视频画面，您可以通过 V2TXLivePlayerObserver 获得视频帧，并

执行自定义的渲染逻辑。

开启/关闭对音频数据的监听回调

如果您开启此开关，您可以通过 V2TXLivePlayerObserver 获得音频数据，并执行自定义的逻辑。

enableObserveVideoFrame:pixelFormat:bufferType:

参数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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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able 是否开启自定义渲染。【默认值】：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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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ableObserveAudioFrame:

参数 描述

enabl

e
是否开启音频数据回调。【默认值】：NO。

- (V2TXLiveCode)enableObserveVideoFrame: (BOOL)enable

pixelFormat: ( V2TXLivePixelFormat  )pixelFormat

bufferType: ( V2TXLiveBufferType  )bufferType

- (V2TXLiveCode)enableObserveAudioFrame: (BOOL)enable

enableObserveVideoFrame:pixelFormat:bufferType:

enableObserveAudio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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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接收 SEI 消息

是否显示播放器状态信息的调试浮层

enableReceiveSeiMessage:payloadType:

参数 描述

enable YES: 开启接收 SEI 消息; NO: 关闭接收 SEI 消息。【默认值】: NO。

payloadTyp

e

指定接收 SEI 消息的 payloadType，支持 5、242，请与发送端的 

payloadType 保持一致。

showDebugView:

参数 描述

isSho

w
是否显示。【默认值】：NO。

setProperty:value:

- (V2TXLiveCode)enableReceiveSeiMessage: (BOOL)enable

payloadType: (int)payloadType

- (void)showDebugView: (BOOL)isShow

- (V2TXLiveCode)setProperty: (NSString *)key

value: (NSObject *)value

enableReceiveSeiMessage:payloadType:

showDebugView:

setProperty:value:



直播 SD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69 共450页

调用 V2TXLivePlayer 的高级 API 接口

参数 描述

key 高级 API 对应的 key, 详情请参考  V2TXLiveProperty   定义。

valu

e
调用 key 所对应的高级 API 时，需要的参数。

注意

该接口用于调用一些高级功能。



直播 SD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70 共450页

V2TXLivePlayerObserver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8 19:32:07

Copyright (c) 2021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

Module:   V2TXLivePlayerObserver @ TXLiteAVSDK

Function: 腾讯云直播的播放器回调通知

功能

腾讯云直播的播放器回调通知。

介绍

可以接收  V2TXLivePlayer   播放器的一些回调通知，包括播放器状态、播放音量回调、音视频首帧回调、统计数

据、警告和错误信息等。

V2TXLivePlayerObserver

函数列表 描述

onError:code:message:extraIn

fo:
直播播放器错误通知，播放器出现错误时，会回调该通知

onWarning:code:message:extr

aInfo:
直播播放器警告通知

onVideoResolutionChanged:wi

dth:height:
直播播放器分辨率变化通知

onConnected:extraInfo: 已经成功连接到服务器

onVideoPlaying:firstPlay:extraI

nfo:
视频播放事件

onAudioPlaying:firstPlay:extraI

nfo:
音频播放事件

V2TXLivePlayerOb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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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播放器错误通知，播放器出现错误时，会回调该通知

onVideoLoading:extraInfo: 视频加载事件

onAudioLoading:extraInfo: 音频加载事件

onPlayoutVolumeUpdate:volu

me:
播放器音量大小回调

onStatisticsUpdate:statistics: 直播播放器统计数据回调

onSnapshotComplete:image: 截图回调

onRenderVideoFrame:frame: 自定义视频渲染回调

onPlayoutAudioFrame:frame: 音频数据回调

onReceiveSeiMessage:payload

Type:data:

收到 SEI 消息的回调，发送端通过  V2TXLivePusher   中

的  sendSeiMessage  来发送 SEI 消息

onStreamSwitched:url:code: 分辨率无缝切换回调

onError:code:message:extraInfo:

参数 描述

code 错误码  V2TXLiveCode  。

extraInfo 扩展信息。

msg 错误信息。

playe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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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de: ( V2TXLiveCode  )code

message: (NSString *)msg

extraInfo: (NSDictionary *)extraInfo

onError:code:message:extra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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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播放器警告通知

直播播放器分辨率变化通知

onWarning:code:message:extraInfo:

参数 描述

code 警告码  V2TXLiveCode  。

extraInfo 扩展信息。

msg 警告信息。

playe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onVideoResolutionChanged:width:height:

参数 描述

heigh

t
视频高。

playe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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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de: ( V2TXLiveCode  )code

message: (NSString *)msg

extraInfo: (NSDictionary *)extra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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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NSInteger)width

height: (NSInteger)height

onWarning:code:message:extraInfo:

onVideoResolutionChanged:width:h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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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成功连接到服务器

视频播放事件

r

width 视频宽。

onConnected:extraInfo:

参数 描述

extraInfo 扩展信息。

playe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onVideoPlaying:firstPlay:extraInfo:

参数 描述

extraInfo 扩展信息。

firstPlay 第一次播放标志。

playe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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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traInfo: (NSDictionary *)extra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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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Play: (BOOL)firstPlay

extraInfo: (NSDictionary *)extraInfo

onConnected:extraInfo:

onVideoPlaying:firstPlay:extra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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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播放事件

视频加载事件

onAudioPlaying:firstPlay:extraInfo:

参数 描述

extraInfo 扩展信息。

firstPlay 第一次播放标志。

playe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onVideoLoading:extraInfo:

参数 描述

extraInfo 扩展信息。

playe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onAudioLoading:extra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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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Play: (BOOL)firstPlay

extraInfo: (NSDictionary *)extra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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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traInfo: (NSDictionary *)extraInfo

onAudioPlaying:firstPlay:extraInfo:

onVideoLoading:extraInfo:

onAudioLoading:extra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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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加载事件

播放器音量大小回调

参数 描述

extraInfo 扩展信息。

playe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onPlayoutVolumeUpdate:volume:

参数 描述

playe

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volu

me
音量大小。

注意

调用  enableVolumeEvaluation   开启播放音量大小提示之后，会收到这个回调通知。

onStatisticsUpdate: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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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traInfo: (NSDictionary *)extra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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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ume: (NSInteger)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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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PlayoutVolumeUpdate:volume:

onStatisticsUpdate: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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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播放器统计数据回调

截图回调

参数 描述

playe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statistics 播放器统计数据  V2TXLivePlayerStatistics  。

onSnapshotComplete:image:

参数 描述

imag

e
已截取的视频画面。

playe

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注意

调用  snapshot   截图之后，会收到这个回调通知。

onRenderVideoFrame:frame:

statistics: ( V2TXLivePlayerStatistic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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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e: (nullable TXImage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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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me: ( V2TXLiveVideoFrame   *)videoFrame

onSnapshotComplete:image:

onRenderVideoFrame: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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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视频渲染回调

音频数据回调

参数 描述

playe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videoFram

e
视频帧数据  V2TXLiveVideoFrame  。

注意

需要您调用  enableObserveVideoFrame   开启回调开关。

onPlayoutAudioFrame:frame:

参数 描述

audioFram

e
音频帧数据  V2TXLiveAudioFrame  。

playe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注意

需要您调用  enableObserveAudioFrame   开启回调开关。请在当前回调中使用 audioFrame 

的 data。

onReceiveSeiMessage:payloadType: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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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me: ( V2TXLiveAudioFrame   *)audio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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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PlayoutAudioFrame:frame:

onReceiveSeiMessage:payloadType: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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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 SEI 消息的回调，发送端通过 {@link V2TXLivePusher} 中的 `sendSeiMessage` 

来发送 SEI 消息

分辨率无缝切换回调

参数 描述

data 数据。

payloadTyp

e
回调数据的SEI payloadType。

playe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注意

调用  V2TXLivePlayer   中的  enableReceiveSeiMessage  开启接收 SEI 消息之后，会收到这

个回调通知。

onStreamSwitched:url:code:

参数 描述

code
状态码，0：成功，-1：切换超时，-2：切换失败，服务端错误，-3：切换失败，客户端错

误。

playe

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url 切换的播放地址。

payloadType: (int)payloadType

data: (NSData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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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l: (NSString *)url

code: (NSInteger)code

onStreamSwitched:url: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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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调用  V2TXLivePlayer   中的  switchStream  切换分辨率，会收到这个回调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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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TXLivePremier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8 19:32:07

Copyright (c) 2021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

Module:   V2TXLivePremier @ TXLiteAVSDK

Function: V2TXLive 高级接口

V2TXLivePremier

函数列表 描述

getSDKVersionStr 获取 SDK 版本号

setObserver: 设置 V2TXLivePremier 回调接口

setLogConfig: 设置 Log 的配置信息

setEnvironment: 设置 SDK 接入环境

setLicence:key: 设置 SDK 的授权 License

setSocks5Proxy:port:usernam

e:password:
设置 SDK sock5 代理配置

enableAudioCaptureObserver:f

ormat:
开启/关闭对音频采集数据的监听回调（可读写）

enableAudioPlayoutObserver:f

ormat:
开启/关闭对最终系统要播放出的音频数据的监听回调

enableVoiceEarMonitorObserv

er:
开启/关闭耳返音频数据的监听回调

setUserId: 设置 userId

callExperimentalAPI: 调用实验性 API 接口

V2TXLivePremierObserver

V2TXLivePrem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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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 SDK 版本号

设置 V2TXLivePremier 回调接口

设置 Log 的配置信息

函数列表 描述

onLog:log: 自定义 Log 输出回调接口

onLicenceLoaded:Rea

son:
setLicence 接口回调

onCaptureAudioFrame

:
本地麦克风采集到的音频数据回调

onPlayoutAudioFrame: 将各路待播放音频混合之后并在最终提交系统播放之前的数据回调

onVoiceEarMonitorAud

ioFrame:
耳返的音频数据

getSDKVersionStr

setObserver:

setLogConfig:

+ (void)setObserver: (id<V2TXLivePremierObserver>)observer

+ (V2TXLiveCode)setLogConfig: ( V2TXLiveLogConfig   *)config

getSDKVersionStr

setObserver:

setLog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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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SDK 接入环境

设置 SDK 的授权 License

文档地址：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50。

setEnvironment:

参数 描述

env

目前支持 “default” 和 “GDPR” 两个参数。

 default：默认环境，SDK 会在全球寻找最佳接入点进行接入。

 GDPR：所有音视频数据和质量统计数据都不会经过中国大陆地区的服务器。

注意

如您的应用无特殊需求，请不要调用此接口进行设置。

setLicence:key:

参数 描述

key licence的秘钥。

url licence的地址。

setSocks5Proxy:port:username:password:

+ (V2TXLiveCode)setEnvironment: (const char *)env

+ (void)setLicence: (NSString *)url

key: (NSString *)key

setEnvironment:

setLicence: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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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SDK sock5 代理配置

开启/关闭对音频采集数据的监听回调（可读写）

参数 描述

host sock5 代理服务器的地址。

passwo

rd
sock5 代理服务器的验证的密码。

port sock5 代理服务器的端口。

userna

me
sock5 代理服务器的验证的用户名。

enableAudioCaptureObserver:format:

参数 描述

enabl

e
是否开启。 【默认值】：false。

form

at
设置回调出的 AudioFrame 的格式。

+ (V2TXLiveCode)setSocks5Proxy: (NSString *)host

port: (NSInteger)port

username: (NSString *)username

password: (NSString *)password

+ (V2TXLiveCode)enableAudioCaptureObserver: (BOOL)enable

format: ( V2TXLiveAudioFrameObserverFor

setSocks5Proxy:port:username:password:

enableAudioCaptureObserver:format:



直播 SD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84 共450页

开启/关闭对最终系统要播放出的音频数据的监听回调

开启/关闭耳返音频数据的监听回调

注意

需要在  startPush   之前调用，才会生效。

enableAudioPlayoutObserver:format:

参数 描述

enabl

e
是否开启。 【默认值】：false。

form

at
设置回调出的 AudioFrame 的格式。

enableVoiceEarMonitorObserver:

参数 描述

enabl

e
是否开启。 【默认值】：false。

setUserId:

+ (V2TXLiveCode)enableAudioPlayoutObserver: (BOOL)enable

format: ( V2TXLiveAudioFrameObserverFor

+ (V2TXLiveCode)enableVoiceEarMonitorObserver: (BOOL)enable

enableAudioPlayoutObserver:format:

enableVoiceEarMonitorObserver:

setUse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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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userId

调用实验性 API 接口

自定义 Log 输出回调接口

参数 描述

userI

d
业务侧自身维护的用户/设备id。

callExperimentalAPI:

参数 描述

jsonStr 接口及参数描述的 JSON 字符串。

注意

该接口用于调用一些实验性功能。

onLog:log:

onLicenceLoaded:Reason:

+ (void)setUserId: (NSString *)userId

+ (V2TXLiveCode)callExperimentalAPI: (NSString *)jsonStr

- (void)onLog: ( V2TXLiveLogLevel  )level

log: (NSString *)log

callExperimentalAPI:

onLog: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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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Licence 接口回调

本地麦克风采集到的音频数据回调

参数 描述

reas

on
设置 licence 失败原因。

resul

t
设置 licence 结果 0 成功，负数失败。

onCaptureAudioFrame:

参数 描述

fram

e
音频数据。

注意

由时间帧长转化为字节帧长的公式为【采样率 × 时间帧长 × 声道数 × 采样点位宽】。

以SDK默认的音频录制格式48000采样率、单声道、16采样点位宽为例，字节帧长为【48000 × 

0.02s × 1 × 16bit = 15360bit = 1920字节】。

 请不要在此回调函数中做任何耗时操作，建议直接拷贝到另一线程进行处理，否则会导致各种声音

问题。

 此接口回调出的音频数据支持修改。

 此接口回调出的音频时间帧长固定为0.02s。

 此接口回调出的音频数据不包含背景音、音效、混响等前处理效果，延迟极低。

- (void)onLicenceLoaded: (int)result

Reason: (NSString *)reason

- (void) onCaptureAudioFrame: ( V2TXLiveAudioFrame   *)frame

onLicenceLoaded:Reason:

onCaptureAudio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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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各路待播放音频混合之后并在最终提交系统播放之前的数据回调

当您设置完音频数据自定义回调之后，SDK 内部会把各路待播放的音频混合之后的音频数据，在提交系统播放

之前，以 PCM 格式的形式通过本接口回调给您。

耳返的音频数据

 需要您调用  enableAudioCaptureObserver   开启回调开关。

onPlayoutAudioFrame:

 此接口回调出的音频时间帧长固定为 0.02s，格式为 PCM 格式。

 由时间帧长转化为字节帧长的公式为  采样率 × 时间帧长 × 声道数 × 采样点位宽 。

 以 SDK 默认的音频录制格式 48000 采样率、单声道、16 采样点位宽为例，字节帧长为 

 48000 × 0.02s × 1 × 16bit = 15360bit = 1920字节 。

参数 描述

fram

e
PCM 格式的音频数据帧。

注意

1. 请不要在此回调函数中做任何耗时操作，由于 SDK 每隔 20ms 就要处理一帧音频数据，如果您的

处理时间超过 20ms，就会导致声音异常。

2. 此接口回调出的音频数据是可读写的，也就是说您可以在回调函数中同步修改音频数据，但请保证

处理耗时。

3. 此接口回调出的是对各路待播放音频数据的混合，但其中并不包含耳返的音频数据。

onVoiceEarMonitorAudioFrame:

- (void) onPlayoutAudioFrame: ( V2TXLiveAudioFrame   *)frame

- (void) onVoiceEarMonitorAudioFrame: ( V2TXLiveAudioFrame   *)frame

onPlayoutAudioFrame:

onVoiceEarMonitorAudio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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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设置完音频数据自定义回调之后，SDK 内部会把耳返的音频数据在播放之前以 PCM 格式的形式通过本

接口回调给您。

 此接口回调出的音频时间帧长不固定，格式为 PCM 格式。

 由时间帧长转化为字节帧长的公式为  采样率 × 时间帧长 × 声道数 × 采样点位宽 。

 以 TRTC 默认的音频录制格式 48000 采样率、单声道、16采样点位宽为例，0.02s 的音频数据字节帧

长为  48000 × 0.02s × 1 × 16bit = 15360bit = 1920字节 。

参数 描述

fram

e
PCM 格式的音频数据帧。

注意

1. 请不要在此回调函数中做任何耗时操作，否则会导致声音异常。

2. 此接口回调出的音频数据是可读写的，也就是说您可以在回调函数中同步修改音频数据，但请保证

处理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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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XAudioEffectManager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8 19:32:07

Copyright (c) 2021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

Module:   背景音乐、短音效和人声特效的管理类

Function: 用于对背景音乐、短音效和人声特效进行设置的管理类

TXAudioEffectManager

函数列表 描述

enableVoiceEarMonitor: 开启耳返

setVoiceEarMonitorVolume: 设置耳返音量

setVoiceReverbType: 设置人声的混响效果

setVoiceChangerType: 设置人声的变声特效

setVoiceVolume: 设置语音音量

setVoicePitch: 设置语音音调

startPlayMusic:onStart:onProgress:o

nComplete:
开始播放背景音乐

stopPlayMusic: 停止播放背景音乐

pausePlayMusic: 暂停播放背景音乐

resumePlayMusic: 恢复播放背景音乐

setAllMusicVolume: 设置所有背景音乐的本地音量和远端音量的大小

setMusicPublishVolume:volume: 设置某一首背景音乐的远端音量的大小

setMusicPlayoutVolume:volume: 设置某一首背景音乐的本地音量的大小

setMusicPitch:pitch: 调整背景音乐的音调高低

TXAudioEffect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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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耳返

主播开启耳返后，可以在耳机里听到麦克风采集到的自己发出的声音，该特效适用于主播唱歌的应用场景中。

需要您注意的是，由于蓝牙耳机的硬件延迟非常高，所以在主播佩戴蓝牙耳机时无法开启此特效，请尽量在用

户界面上提示主播佩戴有线耳机。

setMusicSpeedRate:speedRate: 调整背景音乐的变速效果

getMusicCurrentPosInMS: 获取背景音乐的播放进度（单位：毫秒）

getMusicDurationInMS: 获取背景音乐的总时长（单位：毫秒）

seekMusicToPosInMS:pts: 设置背景音乐的播放进度（单位：毫秒）

setMusicScratchSpeedRate:speedRa

te:
调整搓碟的变速效果

preloadMusic:onProgress:onError: 预加载背景音乐

结构体类型

函数列表 描述

TXAudioMusi

cParam
背景音乐的播放控制信息

枚举类型

枚举类型 描述

TXVoiceReve

rbType
混响特效

TXVoiceChan

geType
变声特效

enableVoiceEarMonitor:

- (void)enableVoiceEarMonitor: (BOOL)enable

enableVoiceEar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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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需要注意，并非所有的手机开启此特效后都能达到优秀的耳返效果，我们已经对部分耳返效果不佳的手

机屏蔽了该特效。

设置耳返音量

通过该接口您可以设置耳返特效中声音的音量大小。

设置人声的混响效果

参数 描述

enabl

e
YES：开启；NO：关闭。

注意

仅在主播佩戴耳机时才能开启此特效，同时请您提示主播佩戴有线耳机。

setVoiceEarMonitorVolume:

参数 描述

volu

me
音量大小，取值范围为 0 - 100，默认值：100。

注意

如果将 volume 设置成 100 之后感觉音量还是太小，可以将 volume 最大设置成 150，但超过 100 

的 volume 会有爆音的风险，请谨慎操作。

setVoiceReverbType:

- (void)setVoiceEarMonitorVolume: (NSInteger)volume

- (void)setVoiceReverbType: ( TXVoiceReverbType  )reverbType

setVoiceEarMonitorVolume:

setVoiceReverb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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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该接口您可以设置人声的混响效果，具体特效请参见枚举定义  TXVoiceReverbType  。

设置人声的变声特效

通过该接口您可以设置人声的变声特效，具体特效请参见枚举定义  TXVoiceChangeType  。

设置语音音量

该接口可以设置语音音量的大小，一般配合音乐音量的设置接口  setAllMusicVolume   协同使用，用于调谐

语音和音乐在混音前各自的音量占比。

注意

设置的效果在退出房间后会自动失效，如果下次进房还需要对应特效，需要调用此接口再次进行设

置。

setVoiceChangerType:

注意

设置的效果在退出房间后会自动失效，如果下次进房还需要对应特效，需要调用此接口再次进行设

置。

setVoiceVolume:

参数 描述

volu

me
音量大小，取值范围为0 - 100，默认值：100。

注意

- (void)setVoiceChangerType: ( TXVoiceChangeType  )changerType

- (void)setVoiceVolume: (NSInteger)volume

setVoiceChangerType:

setVoice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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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语音音调

该接口可以设置语音音调，用于实现变调不变速的目的。

开始播放背景音乐

每个音乐都需要您指定具体的 ID，您可以通过该 ID 对音乐的开始、停止、音量等进行设置。

如果将 volume 设置成 100 之后感觉音量还是太小，可以将 volume 最大设置成 150，但超过 100 

的 volume 会有爆音的风险，请谨慎操作。

setVoicePitch:

参数 描述

pitc

h
音调，取值范围为-1.0f~1.0f，默认值：0.0f。

startPlayMusic:onStart:onProgress:onComplete:

参数 描述

completeBloc

k
播放结束回调。

musicParam 音乐参数。

-(void)setVoicePitch: (double)pitch

- (void)startPlayMusic: ( TXAudioMusicParam   *)musicParam

onStart: (TXAudioMusicStartBlock _Nullable)startB

onProgress: (TXAudioMusicProgressBlock _Nullable)p

onComplete: (TXAudioMusicCompleteBlock _Nullable)c

setVoicePitch:

startPlayMusic:onStart:onProgress:onComp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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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播放背景音乐

暂停播放背景音乐

progressBlock 播放进度回调。

startBlock 播放开始回调。

注意

1. 如果要多次播放同一首背景音乐，请不要每次播放都分配一个新的 ID，我们推荐使用相同的 ID。

2. 若您希望同时播放多首不同的音乐，请为不同的音乐分配不同的 ID 进行播放。

3. 如果使用同一个 ID 播放不同音乐，SDK 会先停止播放旧的音乐，再播放新的音乐。

stopPlayMusic:

参数 描述

id 音乐 ID。

pausePlayMusic:

参数 描述

id 音乐 ID。

resumePlayMusic:

- (void)stopPlayMusic: (int32_t)id

- (void)pausePlayMusic: (int32_t)id

stopPlayMusic:

pausePlay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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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播放背景音乐

设置所有背景音乐的本地音量和远端音量的大小

该接口可以设置所有背景音乐的本地音量和远端音量。

参数 描述

id 音乐 ID。

setAllMusicVolume:

 本地音量：即主播本地可以听到的背景音乐的音量大小。

 远端音量：即观众端可以听到的背景音乐的音量大小。

参数 描述

volu

me
音量大小，取值范围为0 - 100，默认值：60。

注意

如果将 volume 设置成 100 之后感觉音量还是太小，可以将 volume 最大设置成 150，但超过 100 

的 volume 会有爆音的风险，请谨慎操作。

setMusicPublishVolume:volume:

- (void)resumePlayMusic: (int32_t)id

- (void)setAllMusicVolume: (NSInteger)volume

- (void)setMusicPublishVolume: (int32_t)id

resumePlayMusic:

setAllMusicVolume:

setMusicPublishVolume: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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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某一首背景音乐的远端音量的大小

该接口可以细粒度地控制每一首背景音乐的远端音量，也就是观众端可听到的背景音乐的音量大小。

设置某一首背景音乐的本地音量的大小

该接口可以细粒度地控制每一首背景音乐的本地音量，也就是主播本地可以听到的背景音乐的音量大小。

参数 描述

id 音乐 ID。

volu

me
音量大小，取值范围为0 - 100；默认值：60。

注意

如果将 volume 设置成 100 之后感觉音量还是太小，可以将 volume 最大设置成 150，但超过 100 

的 volume 会有爆音的风险，请谨慎操作。

setMusicPlayoutVolume:volume:

参数 描述

id 音乐 ID。

volu

me
音量大小，取值范围为0 - 100，默认值：60。

注意

如果将 volume 设置成 100 之后感觉音量还是太小，可以将 volume 最大设置成 150，但超过 100 

的 volume 会有爆音的风险，请谨慎操作。

volume: (NSInteger)volume

- (void)setMusicPlayoutVolume: (int32_t)id

volume: (NSInteger)volume

setMusicPlayoutVolume: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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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背景音乐的音调高低

调整背景音乐的变速效果

setMusicPitch:pitch:

参数 描述

id 音乐 ID。

pitc

h
音调，默认值是0.0f，范围是：[-1 ~ 1] 之间的浮点数。

setMusicSpeedRate:speedRate:

参数 描述

id 音乐 ID。

speedRa

te
速度，默认值是1.0f，范围是：[0.5 ~ 2] 之间的浮点数。

getMusicCurrentPosInMS:

- (void)setMusicPitch: (int32_t)id

pitch: (double)pitch

- (void)setMusicSpeedRate: (int32_t)id

speedRate: (double)speedRate

- (NSInteger)getMusicCurrentPosInMS: (int32_t)id

setMusicPitch:pitch:

setMusicSpeedRate:speedRate:

getMusicCurrentPosIn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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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背景音乐的播放进度（单位：毫秒）

获取背景音乐的总时长（单位：毫秒）

设置背景音乐的播放进度（单位：毫秒）

参数 描述

id 音乐 ID。

getMusicDurationInMS:

参数 描述

pat

h
音乐文件路径。

seekMusicToPosInMS:pts:

参数 描述

id 音乐 ID。

pts 单位: 毫秒。

注意

请尽量避免过度频繁地调用该接口，因为该接口可能会再次读写音乐文件，耗时稍高。

- (NSInteger)getMusicDurationInMS: (NSString *)path

- (void)seekMusicToPosInMS: (int32_t)id

pts: (NSInteger)pts

getMusicDurationInMS:

seekMusicToPosInMS: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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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搓碟的变速效果

预加载背景音乐

每个音乐都需要您指定具体的 ID，您可以通过该 ID 对音乐的开始、停止、音量等进行设置。

因此，当用户拖拽音乐的播放进度条时，请在用户完成拖拽操作后再调用本接口。

因为 UI 上的进度条控件往往会以很高的频率反馈用户的拖拽进度，如不做频率限制，会导致较差的用

户体验。

setMusicScratchSpeedRate:speedRate:

参数 描述

id 音乐 ID。

scratchSpeedRat

e

搓碟速度，默认值是1.0f，范围是：[-12.0 ~ 12.0] 之间的浮点数, 速度值

正/负表示方向正/反，绝对值大小表示速度快慢。

注意

前置条件 preloadMusic 成功。

preloadMusic:onProgress:onError:

- (void)setMusicScratchSpeedRate: (int32_t)id

speedRate: (double)scratchSpeedRate

- (void)preloadMusic: ( TXAudioMusicParam   *)preloadParam

onProgress: (TXMusicPreloadProgressBlock _Nullable

onError: (TXMusicPreloadErrorBlock _Nullable)erro

setMusicScratchSpeedRate:speedRate:

preloadMusic:onProgress:onError:



直播 SD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00 共450页

混响特效

混响特效可以作用于人声之上，通过声学算法对声音进行叠加处理，模拟出各种不同环境下的临场感受，目前

支持如下几种混响效果：

0：关闭；1：KTV；2：小房间；3：大会堂；4：低沉；5：洪亮；6：金属声；7：磁性；8：空灵；9：录

音棚；10：悠扬。

参数 描述

preloadPara

m
预加载音乐参数。

注意

1. 预先加载最多同时支持2个不同 ID 的预加载，且预加载时长不超过10分钟，使用完需 

stopPlayMusic，否则内存不释放。

2. 若该ID对应的音乐正在播放中，预加载会失败，需先调用 stopPlayMusic。

3. 当 musicParam 和传入 startPlayMusic 的 musicParam 完全相同时，预加载有效。

TXVoiceReverbType

枚举 取值 描述

TXVoiceReverbTy

pe_0
0 关闭特效

TXVoiceReverbTy

pe_1
1 KTV

TXVoiceReverbTy

pe_2
2 小房间

TXVoiceReverbTy

pe_3
3 大会堂

TXVoiceReverbTy

pe_4
4 低沉

TXVoiceReverbTy

pe_5
5 洪亮

TXVoiceReverb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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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声特效

变声特效可以作用于人声之上，通过声学算法对人声进行二次处理，以获得与原始声音所不同的音色，目前支

持如下几种变声特效：

0：关闭；1：熊孩子；2：萝莉；3：大叔；4：重金属；5：感冒；6：外语腔；7：困兽；8：肥宅；9：强电

流；10：重机械；11：空灵。

TXVoiceReverbTy

pe_6

6 金属声

TXVoiceReverbTy

pe_7
7 磁性

TXVoiceReverbTy

pe_8
8 空灵

TXVoiceReverbTy

pe_9
9 录音棚

TXVoiceReverbTy

pe_10
10 悠扬

TXVoiceChangeType

枚举 取值 描述

TXVoiceChangeTy

pe_0
0 关闭

TXVoiceChangeTy

pe_1
1 熊孩子

TXVoiceChangeTy

pe_2
2 萝莉

TXVoiceChangeTy

pe_3
3 大叔

TXVoiceChangeTy

pe_4
4 重金属

TXVoiceChangeTy 5 感冒

TXVoiceChange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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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音乐的播放控制信息

该信息用于在接口  startPlayMusic   中指定背景音乐的相关信息，包括播放 ID、文件路径和循环次数等：

1. 如果要多次播放同一首背景音乐，请不要每次播放都分配一个新的 ID，我们推荐使用相同的 ID。

2. 若您希望同时播放多首不同的音乐，请为不同的音乐分配不同的 ID 进行播放。

3. 如果使用同一个 ID 播放不同音乐，SDK 会先停止播放旧的音乐，再播放新的音乐。

pe_5

TXVoiceChangeTy

pe_6
6 外语腔

TXVoiceChangeTy

pe_7
7 困兽

TXVoiceChangeTy

pe_8
8 肥宅

TXVoiceChangeTy

pe_9
9 强电流

TXVoiceChangeTy

pe_10
10 重机械

TXVoiceChangeTy

pe_11
11 空灵

TXAudioMusicParam

枚举类型 描述

ID

【字段含义】音乐 ID。

【特殊说明】SDK 允许播放多路音乐，因此需要使用 ID 进行标记，用于控制音乐的

开始、停止、音量等。

endTimeM

S
【字段含义】音乐结束播放时间点，单位毫秒，0表示播放至文件结尾。

isShortFile

【字段含义】播放的是否为短音乐文件。

【推荐取值】YES：需要重复播放的短音乐文件；NO：正常的音乐文件。默认值：

NO。

TXAudioMusicP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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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pCount 【字段含义】音乐循环播放的次数。

【推荐取值】取值范围为0 - 任意正整数，默认值：0。0 表示播放音乐一次；1 表示

播放音乐两次；以此类推。

path
【字段含义】音效文件的完整路径或 URL 地址。支持的音频格式包括 MP3、

AAC、M4A、WAV。

publish

【字段含义】是否将音乐传到远端。

【推荐取值】YES：音乐在本地播放的同时，远端用户也能听到该音乐；NO：主播

只能在本地听到该音乐，远端观众听不到。默认值：NO。

startTimeM

S
【字段含义】音乐开始播放时间点，单位：毫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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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XBeautyManager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8 19:32:07

Copyright (c) 2021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

Module:   美颜与图像处理参数设置类

Function: 修改美颜、滤镜、绿幕等参数

TXBeautyManager

函数列表 描述

setBeautyStyle: 设置美颜（磨皮）算法

setBeautyLevel: 设置美颜级别

setWhitenessLevel: 设置美白级别

enableSharpnessEnh

ancement:
开启清晰度增强

setRuddyLevel: 设置红润级别

setFilter: 设置色彩滤镜效果

setFilterStrength: 设置色彩滤镜的强度

setGreenScreenFile: 设置绿幕背景视频

setEyeScaleLevel: 设置大眼级别

setFaceSlimLevel: 设置瘦脸级别

setFaceVLevel: 设置 V 脸级别

setChinLevel: 设置下巴拉伸或收缩

setFaceShortLevel: 设置短脸级别

setFaceNarrowLevel: 设置窄脸级别

TXBeauty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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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NoseSlimLevel: 设置瘦鼻级别

setEyeLightenLevel: 设置亮眼级别

setToothWhitenLevel: 设置牙齿美白级别

setWrinkleRemoveLe

vel:
设置祛皱级别

setPounchRemoveLe

vel:
设置祛眼袋级别

setSmileLinesRemove

Level:
设置法令纹去除级别

setForeheadLevel: 设置发际线调整级别

setEyeDistanceLevel: 设置眼距

setEyeAngleLevel: 设置眼角调整级别

setMouthShapeLevel: 设置嘴型调整级别

setNoseWingLevel: 设置鼻翼调整级别

setNosePositionLevel

:
设置鼻子位置

setLipsThicknessLev

el:
设置嘴唇厚度

setFaceBeautyLevel: 设置脸型

setMotionTmpl:inDir: 选择 AI 动效挂件

setMotionMute: 是否在动效素材播放时静音

枚举类型

枚举类型 描述

TXBeauty

Style
美颜（磨皮）算法

setBeauty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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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美颜（磨皮）算法

TRTC 内置多种不同的磨皮算法，您可以选择最适合您产品定位的方案：

设置美颜级别

设置美白级别

参数 描述

beautyStyle
美颜风格，TXBeautyStyleSmooth：光滑；TXBeautyStyleNature：自然；

TXBeautyStylePitu：优图。

setBeautyLevel:

参数 描述

beautyLeve

l
美颜级别，取值范围 0 - 9； 0 表示关闭，9 表示效果最明显。

setWhitenessLevel:

参数 描述

whitenessLeve

l
美白级别，取值范围 0 - 9；0 表示关闭，9 表示效果最明显。

- (void)setBeautyStyle: ( TXBeautyStyle  )beautyStyle

- (void)setBeautyLevel: (float)beautyLevel

- (void)setWhitenessLevel: (float)whitenessLevel

setBeautyStyle:

setBeautyLevel:

setWhiteness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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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清晰度增强

设置红润级别

设置色彩滤镜效果

色彩滤镜，是一副包含色彩映射关系的颜色查找表图片，您可以在我们提供的官方 Demo 中找到预先准备好

的几张滤镜图片。

SDK 会根据该查找表中的映射关系，对摄像头采集出的原始视频画面进行二次处理，以达到预期的滤镜效果。

enableSharpnessEnhancement:

setRuddyLevel:

参数 描述

ruddyLeve

l
红润级别，取值范围0 - 9；0 表示关闭，9 表示效果最明显。

setFilter:

参数 描述

ima 包含色彩映射关系的颜色查找表图片，必须是 png 格式。

- (void)enableSharpnessEnhancement: (BOOL)enable

- (void)setRuddyLevel: (float)ruddyLevel

- (void)setFilter: (nullable TXImage *)image

enableSharpnessEnhancement:

setRuddyLevel:

setFi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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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色彩滤镜的强度

该数值越高，色彩滤镜的作用强度越明显，经过滤镜处理后的视频画面跟原画面的颜色差异越大。

我默认的滤镜浓度是 0.5，如果您觉得默认的滤镜效果不明显，可以设置为 0.5 以上的数字，最大值为 1。

设置绿幕背景视频

该接口仅在  企业版 SDK   中生效。

此接口所开启的绿幕功能不具备智能去除背景的能力，需要被拍摄者的背后有一块绿色的幕布来辅助产生特

效。

ge

setFilterStrength:

参数 描述

strengt

h
从 0 到 1，数值越大滤镜效果越明显，默认值为 0.5。

setGreenScreenFile:

参数 描述

pat

h
MP4格式的视频文件路径; 设置空值表示关闭特效。

setEyeScaleLevel:

- (void)setFilterStrength: (float)strength

- (int)setGreenScreenFile: (nullable NSString *)path

setFilterStrength:

setGreenScreenFil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2689#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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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大眼级别

该接口仅在  企业版 SDK   中生效。

设置瘦脸级别

该接口仅在  企业版 SDK   中生效。

设置 V 脸级别

该接口仅在  企业版 SDK   中生效。

参数 描述

eyeScaleLevel 大眼级别，取值范围 0 - 9；0 表示关闭，9 表示效果最明显。

setFaceSlimLevel:

参数 描述

faceSlimLevel 瘦脸级别，取值范围0 - 9；0 表示关闭，9 表示效果最明显。

setFaceVLevel:

参数 描述

faceVLeve V 脸级别，取值范围 0 - 9；0 表示关闭，9 表示效果最明显。

- (int)setEyeScaleLevel: (float)eyeScaleLevel

- (int)setFaceSlimLevel: (float)faceSlimLevel

- (int)setFaceVLevel: (float)faceVLevel

setEyeScaleLevel:

setFaceSlimLevel:

setFaceVLeve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2689#Enterpri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2689#Enterpri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2689#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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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下巴拉伸或收缩

该接口仅在  企业版 SDK   中生效。

设置短脸级别

该接口仅在  企业版 SDK   中生效。

l

setChinLevel:

参数 描述

chinLeve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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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伸。

setFaceShortLevel:

参数 描述

faceShortLevel 短脸级别，取值范围 0 - 9；0 表示关闭，9 表示效果最明显。

setFaceNarrowLevel:

- (int)setChinLevel: (float)chinLevel

- (int)setFaceShortLevel: (float)faceShortLevel

- (int)setFaceNarrowLevel: (float)faceNarrowLevel

setChinLevel:

setFaceShortLevel:

setFaceNarrowLeve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2689#Enterpri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2689#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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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窄脸级别

该接口仅在  企业版 SDK   中生效。

设置瘦鼻级别

该接口仅在  企业版 SDK   中生效。

设置亮眼级别

该接口仅在  企业版 SDK   中生效。

参数 描述

level 窄脸级别，取值范围 0 - 9；0 表示关闭，9 表示效果最明显。

setNoseSlimLevel:

参数 描述

noseSlimLevel 瘦鼻级别，取值范围0 - 9；0 表示关闭，9 表示效果最明显。

setEyeLightenLevel:

参数 描述

eyeLightenLevel 亮眼级别，取值范围 0 - 9；0 表示关闭，9 表示效果最明显。

setToothWhitenLevel:

- (int)setNoseSlimLevel: (float)noseSlimLevel

- (int)setEyeLightenLevel: (float)eyeLightenLevel

setNoseSlimLevel:

setEyeLightenLeve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2689#Enterpri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2689#Enterpri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2689#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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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牙齿美白级别

该接口仅在  企业版 SDK   中生效。

设置祛皱级别

该接口仅在  企业版 SDK   中生效。

设置祛眼袋级别

该接口仅在  企业版 SDK   中生效。

参数 描述

toothWhitenLevel 白牙级别，取值范围 0 - 9；0表示关闭，9 表示效果最明显。

setWrinkleRemoveLevel:

参数 描述

wrinkleRemoveLevel 祛皱级别，取值范围0 - 9；0 表示关闭，9 表示效果最明显。

setPounchRemoveLevel:

参数 描述

pounchRemoveLev 祛眼袋级别，取值范围 0 - 9；0 表示关闭，9 表示效果最明显。

- (int)setToothWhitenLevel: (float)toothWhitenLevel

- (int)setWrinkleRemoveLevel: (float)wrinkleRemoveLevel

- (int)setPounchRemoveLevel: (float)pounchRemoveLevel

setToothWhitenLevel:

setWrinkleRemoveLevel:

setPounchRemoveLeve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2689#Enterpri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2689#Enterpri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2689#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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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法令纹去除级别

该接口仅在  企业版 SDK   中生效。

设置发际线调整级别

该接口仅在  企业版 SDK   中生效。

设置眼距

el

setSmileLinesRemoveLevel:

参数 描述

smileLinesRemoveLevel 法令纹级别，取值范围 0 - 9；0表示关闭，9 表示效果最明显。

setForeheadLevel:

参数 描述

foreheadLevel 发际线级别，取值范围-9 - 9；0表示关闭，9表示效果最明显。

setEyeDistanceLevel:

- (int)setSmileLinesRemoveLevel: (float)smileLinesRemoveLevel

- (int)setForeheadLevel: (float)foreheadLevel

- (int)setEyeDistanceLevel: (float)eyeDistanceLevel

setSmileLinesRemoveLevel:

setForeheadLevel:

setEyeDistanceLeve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2689#Enterpri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2689#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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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接口仅在  企业版 SDK   中生效。

设置眼角调整级别

该接口仅在  企业版 SDK   中生效。

设置嘴型调整级别

该接口仅在  企业版 SDK   中生效。

参数 描述

eyeDistanceLevel
眼距级别，取值范围 -9 - 9；0 表示关闭，小于 0 表示拉伸，大于 0 表示收

缩。

setEyeAngleLevel:

参数 描述

eyeAngleLeve

l
眼角调整级别，取值范围-9 - 9；0表示关闭，9表示效果最明显。

setMouthShapeLevel:

参数 描述

mouthShapeLev

el

嘴型级别，取值范围 -9 - 9；0 表示关闭，小于 0 表示拉伸，大于 0 表示收

缩。

setNoseWingLevel:

- (int)setEyeAngleLevel: (float)eyeAngleLevel

- (int)setMouthShapeLevel: (float)mouthShapeLevel

setEyeAngleLevel:

setMouthShapeLeve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2689#Enterpri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2689#Enterpri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2689#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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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鼻翼调整级别

该接口仅在  企业版 SDK   中生效。

设置鼻子位置

该接口仅在  企业版 SDK   中生效。

设置嘴唇厚度

该接口仅在  企业版 SDK   中生效。

参数 描述

noseWingLev

el

鼻翼调整级别，取值范围 -9 - 9；0 表示关闭，小于 0 表示拉伸，大于 0 表示

收缩。

setNosePositionLevel:

参数 描述

nosePositionLevel
鼻子位置级别，取值范围 -9 - 9；0 表示关闭，小于 0 表示抬高，大于 0 

表示降低。

setLipsThicknessLevel:

参数 描述

- (int)setNoseWingLevel: (float)noseWingLevel

- (int)setNosePositionLevel: (float)nosePositionLevel

- (int)setLipsThicknessLevel: (float)lipsThicknessLevel

setNoseWingLevel:

setNosePositionLevel:

setLipsThicknessLeve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2689#Enterpri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2689#Enterpri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2689#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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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脸型

该接口仅在  企业版 SDK   中生效。

选择 AI 动效挂件

该接口仅在  企业版 SDK   中生效。

lipsThicknessLevel
嘴唇厚度级别，取值范围 -9 - 9；0 表示关闭，小于 0 表示拉伸，大于 

0 表示收缩。

setFaceBeautyLevel:

参数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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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MotionTmpl:inDir:

参数 描述

tmplDir 动效素材文件所在目录。

tmplNa

me
动效挂件名称。

setMotionMute:

- (int)setFaceBeautyLevel: (float)faceBeauty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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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ir: (nullable NSString *)tmplDir

setFaceBeautyLevel:

setMotionTmpl:inDi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2689#Enterpri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2689#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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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在动效素材播放时静音

该接口仅在  企业版 SDK   中生效。

有些挂件本身会有声音特效，通过此 API 可以关闭这些特效播放时所带的声音效果。

美颜（磨皮）算法

TRTC 内置多种不同的磨皮算法，您可以选择最适合您产品定位的方案。

参数 描述

motionMut

e
YES：静音；NO：不静音。

TXBeautyStyle

枚举 取值 描述

TXBeautyStyleSm

ooth
0 光滑，算法比较激进，磨皮效果比较明显，适用于秀场直播。

TXBeautyStyleNa

ture
1

自然，算法更多地保留了面部细节，磨皮效果更加自然，适用于绝

大多数直播场景。

TXBeautyStylePit

u
2

优图，由优图实验室提供，磨皮效果介于光滑和自然之间，比光滑

保留更多皮肤细节，比自然磨皮程度更高。

- (void)setMotionMute: (BOOL)motionMute

setMotionMute:

TXBeautyStyl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2689#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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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XDeviceManager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8 19:32:07

Copyright (c) 2021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

Module:   音视频设备管理模块

Function: 用于管理摄像头、麦克风和扬声器等音视频相关的硬件设备

TXDeviceObserver

函数列表 描述

onDeviceChanged:typ

e:state:
本地设备的通断状态发生变化（仅适用于桌面系统）

TXDeviceManager

函数列表 描述

isFrontCamera 判断当前是否为前置摄像头（仅适用于移动端）

switchCamera: 切换前置或后置摄像头（仅适用于移动端）

isCameraZoomSupported 查询当前摄像头是否支持缩放（仅适用于移动端）

getCameraZoomMaxRatio 获取摄像头的最大缩放倍数（仅适用于移动端）

setCameraZoomRatio: 设置摄像头的缩放倍数（仅适用于移动端）

isAutoFocusEnabled 查询是否支持自动识别人脸位置（仅适用于移动端）

enableCameraAutoFocus: 开启自动对焦功能（仅适用于移动端）

setCameraFocusPosition: 设置摄像头的对焦位置（仅适用于移动端）

isCameraTorchSupported 查询是否支持开启闪光灯（仅适用于移动端）

enableCameraTorch:
开启/关闭闪光灯，也就是手电筒模式（仅适用于移动

端）

TXDevice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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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AudioRoute: 设置音频路由（仅适用于移动端）

setExposureCompensation: 设置摄像头的曝光参数，取值范围从-1到1

getDevicesList: 获取设备列表（仅适用于桌面端）

setCurrentDevice:deviceId: 设置当前要使用的设备（仅适用于桌面端）

getCurrentDevice: 获取当前正在使用的设备（仅适用于桌面端）

setCurrentDeviceVolume:deviceT

ype:
设置当前设备的音量（仅适用于桌面端）

getCurrentDeviceVolume: 获取当前设备的音量（仅适用于桌面端）

setCurrentDeviceMute:deviceTyp

e:
设置当前设备的静音状态（仅适用于桌面端）

getCurrentDeviceMute: 获取当前设备的静音状态（仅适用于桌面端）

enableFollowingDefaultAudioDevi

ce:enable:

设置 SDK 使用的音频设备根据跟随系统默认设备（仅适

用于桌面端）

startCameraDeviceTest: 开始摄像头测试（仅适用于桌面端）

stopCameraDeviceTest 结束摄像头测试（仅适用于桌面端）

startMicDeviceTest: 开始麦克风测试（仅适用于桌面端）

startMicDeviceTest:playback: 开始麦克风测试（仅适用于桌面端）

stopMicDeviceTest 结束麦克风测试（仅适用于桌面端）

startSpeakerDeviceTest: 开始扬声器测试（仅适用于桌面端）

stopSpeakerDeviceTest 结束扬声器测试（仅适用于桌面端）

setObserver: 设备热插拔回调（仅适用于 Mac 系统）

setSystemVolumeType: 设置系统音量类型（仅适用于移动端）

结构体类型

函数列表 描述

TXMediaDevi

ceInfo
音视频设备的相关信息（仅适用于桌面平台）



直播 SD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20 共450页

本地设备的通断状态发生变化（仅适用于桌面系统）

当本地设备（包括摄像头、麦克风以及扬声器）被插入或者拔出时，SDK 便会抛出此事件回调。

枚举类型

枚举类型 描述

TXSystemVolu

meType
系统音量类型（仅适用于移动设备）

TXAudioRoute 音频路由（即声音的播放模式）

TXMediaDevic

eType
设备类型（仅适用于桌面平台）

TXMediaDevic

eState
设备操作

onDeviceChanged:type:state:

参数 描述

deviceI

d
设备 ID

state 通断状态，0：设备已添加；1：设备已被移除；2：设备已启用。

type 设备类型

isFrontCamera

- (void)onDeviceChanged: (NSString*)deviceId

type: ( TXMediaDeviceType  )mediaType

state: ( TXMediaDeviceState  )mediaState

onDeviceChanged:type:state:

isFrontCam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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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当前是否为前置摄像头（仅适用于移动端）

切换前置或后置摄像头（仅适用于移动端）

查询当前摄像头是否支持缩放（仅适用于移动端）

获取摄像头的最大缩放倍数（仅适用于移动端）

设置摄像头的缩放倍数（仅适用于移动端）

switchCamera:

isCameraZoomSupported

getCameraZoomMaxRatio

setCameraZoomRatio:

参数 描述

zoomRat 取值范围1 - 5，取值为1表示最远视角（正常镜头），取值为5表示最近视角（放大镜

- (NSInteger)switchCamera: (BOOL)frontCamera

- (NSInteger)setCameraZoomRatio: (CGFloat)zoomRatio

switchCamera:

isCameraZoomSupported

getCameraZoomMaxRatio

setCameraZoom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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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是否支持自动识别人脸位置（仅适用于移动端）

开启自动对焦功能（仅适用于移动端）

开启后，SDK 会自动检测画面中的人脸位置，并将摄像头的焦点始终对焦在人脸位置上。

设置摄像头的对焦位置（仅适用于移动端）

您可以通过该接口实现如下交互：

1. 在本地摄像头的预览画面上，允许用户单击操作。

2. 在用户的单击位置显示一个矩形方框，以示摄像头会在此处对焦。

3. 随后将用户点击位置的坐标通过本接口传递给 SDK，之后 SDK 会操控摄像头按照用户期望的位置进行对

焦。

io 头）。最大值推荐为5，若超过5，视频数据会变得模糊不清。

isAutoFocusEnabled

enableCameraAutoFocus:

setCameraFocusPosition:

参数 描述

position 对焦位置，请传入期望对焦点的坐标值

注意

- (NSInteger)enableCameraAutoFocus: (BOOL)enabled

- (NSInteger)setCameraFocusPosition: (CGPoint)position

isAutoFocusEnabled

enableCameraAutoFocus:

setCameraFocusPosition:



直播 SD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23 共450页

查询是否支持开启闪光灯（仅适用于移动端）

开启/关闭闪光灯，也就是手电筒模式（仅适用于移动端）

设置音频路由（仅适用于移动端）

手机有两个音频播放设备：一个是位于手机顶部的听筒，一个是位于手机底部的立体声扬声器。

设置音频路由为听筒时，声音比较小，只有将耳朵凑近才能听清楚，隐私性较好，适合用于接听电话。

设置音频路由为扬声器时，声音比较大，不用将手机贴脸也能听清，因此可以实现“免提”的功能。

使用该接口的前提是先通过  enableCameraAutoFocus   关闭自动对焦功能。

isCameraTorchSupported

enableCameraTorch:

setAudioRoute:

setExposureCompensation:

- (NSInteger)enableCameraTorch: (BOOL)enabled

- (NSInteger)setAudioRoute: ( TXAudioRoute  )route

- (NSInteger)setExposureCompensation: (CGFloat)value

isCameraTorchSupported

enableCameraTorch:

setAudioRoute:

setExposureComp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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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摄像头的曝光参数，取值范围从-1到1

获取设备列表（仅适用于桌面端）

设置当前要使用的设备（仅适用于桌面端）

getDevicesList:

参数 描述

typ

e
设备类型，指定需要获取哪种设备的列表。详见 TXMediaDeviceType 定义。

注意

 使用完毕后请调用 release 方法释放资源，这样可以让 SDK 维护 ITXDeviceCollection 对

象的生命周期。

 不要使用 delete 释放返回的 Collection 对象，delete ITXDeviceCollection* 指针会导致

异常崩溃。

 type 只支持 TXMediaDeviceTypeMic、TXMediaDeviceTypeSpeaker、

TXMediaDeviceTypeCamera。

 此接口只支持 Mac 和 Windows 平台。

setCurrentDevice:deviceId:

参数 描述

- (NSArray<TXMediaDeviceInfo *> * _Nullable)getDevicesList: ( TXMediaDeviceType

- (NSInteger)setCurrentDevice: ( TXMediaDeviceType  )type

deviceId: (NSString *)deviceId

getDevicesList:

setCurrentDevice:devic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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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当前正在使用的设备（仅适用于桌面端）

设置当前设备的音量（仅适用于桌面端）

这里的音量指的是麦克风的采集音量或者扬声器的播放音量，摄像头是不支持设置音量的。

获取当前设备的音量（仅适用于桌面端）

deviceI

d

设备ID，您可以通过接口  getDevicesList   获得设备 ID。

type 设备类型，详见 TXMediaDeviceType 定义。

getCurrentDevice:

setCurrentDeviceVolume:deviceType:

参数 描述

volu

me
音量大小，取值范围为0 - 100，默认值：100。

getCurrentDeviceVolume:

- (TXMediaDeviceInfo * _Nullable)getCurrentDevice: ( TXMediaDeviceType  )type

- (NSInteger)setCurrentDeviceVolume: (NSInteger)volume

deviceType: ( TXMediaDeviceType  )type

- (NSInteger)getCurrentDeviceVolume: ( TXMediaDeviceType  )type

getCurrentDevice:

setCurrentDeviceVolume:deviceType:

getCurrentDevice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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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音量指的是麦克风的采集音量或者扬声器的播放音量，摄像头是不支持获取音量的。

设置当前设备的静音状态（仅适用于桌面端）

这里的音量指的是麦克风和扬声器，摄像头是不支持静音操作的。

获取当前设备的静音状态（仅适用于桌面端）

这里的音量指的是麦克风和扬声器，摄像头是不支持静音操作的。

设置 SDK 使用的音频设备根据跟随系统默认设备（仅适用于桌面端）

仅支持设置麦克风和扬声器类型，摄像头暂不支持跟随系统默认设备

setCurrentDeviceMute:deviceType:

getCurrentDeviceMute:

enableFollowingDefaultAudioDevice:enable:

参数 描述

enabl

e

是否跟随系统默认的音频设备。

 true：跟随。当系统默认音频设备发生改变或者有新音频设备插入时，SDK 立即切换音

- (NSInteger)setCurrentDeviceMute: (BOOL)mute

deviceType: ( TXMediaDeviceType  )type

- (BOOL)getCurrentDeviceMute: ( TXMediaDeviceType  )type

- (NSInteger)enableFollowingDefaultAudioDevice: ( TXMediaDeviceType  )type

enable: (BOOL)enable

setCurrentDeviceMute:deviceType:

getCurrentDeviceMute:

enableFollowingDefaultAudioDevice: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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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摄像头测试（仅适用于桌面端）

结束摄像头测试（仅适用于桌面端）

开始麦克风测试（仅适用于桌面端）

该接口可以测试麦克风是否能正常工作，测试到的麦克风采集音量的大小，会以回调的形式通知给您，其中 

volume 的取值范围为0 - 100。

频设备。

 false：不跟随。当系统默认音频设备发生改变或者有新音频设备插入时，SDK 不会切

换音频设备。

type 设备类型，详见 TXMediaDeviceType 定义。

startCameraDeviceTest:

注意

在测试过程中可以使用  setCurrentDevice   接口切换摄像头。

stopCameraDeviceTest

startMicDeviceTest:

参数 描述

- (NSInteger)startCameraDeviceTest: (NSView *)view

- (NSInteger)startMicDeviceTest: (NSInteger)interval

startCameraDeviceTest:

stopCameraDeviceTest

startMicDevice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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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麦克风测试（仅适用于桌面端）

该接口可以测试麦克风是否能正常工作，测试到的麦克风采集音量的大小，会以回调的形式通知给您，其中 

volume 的取值范围为0 - 100。

结束麦克风测试（仅适用于桌面端）

interval 麦克风音量的回调间隔。

注意

该接口调用后默认会回播麦克风录制到的声音到扬声器中。

startMicDeviceTest:playback:

参数 描述

interval 麦克风音量的回调间隔。

playbac

k
是否开启回播麦克风声音，开启后用户测试麦克风时会听到自己的声音。

stopMicDeviceTest

startSpeakerDeviceTest:

- (NSInteger)startMicDeviceTest: (NSInteger)interval

playback: (BOOL)playback

- (NSInteger)startSpeakerDeviceTest: (NSString *)audioFilePath

startMicDeviceTest:playback:

stopMicDeviceTest

startSpeakerDevice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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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扬声器测试（仅适用于桌面端）

该接口通过播放指定的音频文件，用于测试播放设备是否能正常工作。如果用户在测试时能听到声音，说明播

放设备能正常工作。

结束扬声器测试（仅适用于桌面端）

设备热插拔回调（仅适用于 Mac 系统）

设置系统音量类型（仅适用于移动端）

@deprecated v9.5 版本开始不推荐使用，建议使用  TRTCCloud   中的 startLocalAudio(quality) 接

口替代之，通过 quality 参数来决策音质。

参数 描述

filePath 声音文件的路径

stopSpeakerDeviceTest

setObserver:

setSystemVolumeType:

TXSystemVolumeType(Deprecated)

- (void)setObserver: (nullable id<TXDeviceObserver>) observe

- (NSInteger)setSystemVolumeType: ( TXSystemVolumeType  )type

stopSpeakerDeviceTest

setObserver:

setSystemVolume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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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音量类型（仅适用于移动设备）

@deprecated v9.5 版本开始不推荐使用。

现代智能手机中一般都具备两套系统音量类型，即“通话音量”和“媒体音量”。

当您通过手机侧面的音量按键下调手机音量时，如果无法将其调至零（也就是无法彻底静音），说明您的手机

当前出于通话音量。

当您通过手机侧面的音量按键下调手机音量时，如果能够将手机音量调至彻底静音，说明您的手机当前出于媒

体音量。

SDK 目前提供了三种系统音量类型的控制模式：自动切换模式、全程通话音量模式、全程媒体音量模式。

音频路由（即声音的播放模式）

音频路由，即声音是从手机的扬声器还是从听筒中播放出来，因此该接口仅适用于手机等移动端设备。

手机有两个扬声器：一个是位于手机顶部的听筒，一个是位于手机底部的立体声扬声器。

 通话音量：手机专门为接打电话所设计的音量类型，自带回声抵消（AEC）功能，并且支持通过蓝牙耳机

上的麦克风进行拾音，缺点是音质比较一般。

 媒体音量：手机专门为音乐场景所设计的音量类型，无法使用系统的 AEC 功能，并且不支持通过蓝牙耳

机的麦克风进行拾音，但具备更好的音乐播放效果。

枚举 取值 描述

TXSystemVolumeTyp

eAuto
0 自动切换模式

TXSystemVolumeTyp

eMedia
1 全程媒体音量

TXSystemVolumeTyp

eVOIP
2 全程通话音量

TXAudioRoute

 设置音频路由为听筒时，声音比较小，只有将耳朵凑近才能听清楚，隐私性较好，适合用于接听电话。

 设置音频路由为扬声器时，声音比较大，不用将手机贴脸也能听清，因此可以实现“免提”的功能。

TXSystemVolumeType(Deprecated)

TXAudio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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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类型（仅适用于桌面平台）

该枚举值用于定义三种类型的音视频设备，即摄像头、麦克风和扬声器，以便让一套设备管理接口可以操控三

种不同类型的设备。

设备操作

该枚举值用于本地设备的状态变化通知  onDeviceChanged  。

枚举 取值 描述

TXAudioRouteSpeaker

phone
0

Speakerphone：使用扬声器播放（即“免提”），扬声

器位于手机底部，声音偏大，适合外放音乐。

TXAudioRouteEarpiec

e
1

Earpiece：使用听筒播放，听筒位于手机顶部，声音偏

小，适合需要保护隐私的通话场景。

TXMediaDeviceType

枚举 取值 描述

TXMediaDeviceTypeUnkn

own
-1 未定义的设备类型

TXMediaDeviceTypeAudi

oInput
0 麦克风类型设备

TXMediaDeviceTypeAudi

oOutput
1 扬声器类型设备

TXMediaDeviceTypeVide

oCamera
2 摄像头类型设备

TXMediaDeviceState

TXMediaDeviceType

TXMediaDevice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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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视频设备的相关信息（仅适用于桌面平台）

该结构体用于描述一个音视频设备的关键信息，比如设备 ID、设备名称等等，以便用户能够在用户界面上选择

自己期望使用的音视频设备。

枚举 取值 描述

TXMediaDeviceStateA

dd
0 设备已被插入

TXMediaDeviceStateR

emove
1 设备已被移除

TXMediaDeviceStateA

ctive
2 设备已启用

TXMediaDeviceInfo

枚举类型 描述

deviceId 设备 ID （UTF-8）

deviceName 设备名称 （UTF-8）

devicePropertie

s
设备属性

type 设备类型

TXMediaDevice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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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8 19:32:07

Copyright (c) 2021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

Module:   V2TXLiveCode @ TXLiteAVSDK

Function: 腾讯云直播服务(LVB)错误码和警告码的定义。

V2 错误码和警告码

枚举类型

枚举类型 描述

V2TXLive

Code
V2 错误码和警告码

V2TXLiveCode

枚举 取值 描述

V2TXLIVE_OK 0 没有错误。

V2TXLIVE_ERROR_FAILED -1 暂未归类的通用错误。

V2TXLIVE_ERROR_INVALID_PARAMET

ER
-2 调用 API 时，传入的参数不合法。

V2TXLIVE_ERROR_REFUSED -3 API 调用被拒绝。

V2TXLIVE_ERROR_NOT_SUPPORTED -4 当前 API 不支持调用。

V2TXLIVE_ERROR_INVALID_LICENSE -5 license 不合法，调用失败。

错误码表

V2TXLive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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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TXLIVE_ERROR_REQUEST_TIMEOU

T

-6 请求服务器超时。

V2TXLIVE_ERROR_SERVER_PROCESS

_FAILED
-7 服务器无法处理您的请求。

V2TXLIVE_ERROR_DISCONNECTED -8 连接断开。

V2TXLIVE_ERROR_NO_AVAILABLE_H

EVC_DECODERS

-23

04
找不到可用的 HEVC 解码器。

V2TXLIVE_WARNING_NETWORK_BUS

Y
1101

网络状况不佳：上行带宽太小，上传

数据受阻。

V2TXLIVE_WARNING_VIDEO_BLOCK 2105 当前视频播放出现卡顿。

V2TXLIVE_WARNING_CAMERA_START

_FAILED

-13

01
摄像头打开失败。

V2TXLIVE_WARNING_CAMERA_OCCU

PIED

-131

6

摄像头正在被占用中，可尝试打开其

他摄像头。

V2TXLIVE_WARNING_CAMERA_NO_P

ERMISSION

-131

4

摄像头设备未授权，通常在移动设备

出现，可能是权限被用户拒绝了。

V2TXLIVE_WARNING_MICROPHONE_S

TART_FAILED

-13

02
麦克风打开失败。

V2TXLIVE_WARNING_MICROPHONE_

OCCUPIED

-131

9

麦克风正在被占用中，例如移动设备

正在通话时，打开麦克风会失败。

V2TXLIVE_WARNING_MICROPHONE_

NO_PERMISSION

-131

7

麦克风设备未授权，通常在移动设备

出现，可能是权限被用户拒绝了。

V2TXLIVE_WARNING_SCREEN_CAPTU

RE_NOT_SUPPORTED

-13

09
当前系统不支持屏幕分享。

V2TXLIVE_WARNING_SCREEN_CAPTU

RE_START_FAILED

-13

08

开始录屏失败，如果在移动设备出

现，可能是权限被用户拒绝了。

V2TXLIVE_WARNING_SCREEN_CAPTU

RE_INTERRUPTED

-70

01
录屏被系统中断。

V2TXLIVE_WARNING_CURRENT_ENC

ODE_TYPE_CHANGED

1104 表示编码器发生改变，可以通过 

onWarning 函数的扩展信息中的 

codec_type 字段来获取当前的编码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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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 代表 265 编码，0 代表 264 

编码。注意 Windows 端不支持此错

误码的扩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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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定义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8 19:32:07

Copyright (c) 2021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

Module:   V2TXLiveDef @ TXLiteAVSDK

Function: 腾讯云直播服务(LVB)关键类型定义

结构体类型

函数列表 描述

V2TXLiveVideoEncoderPa

ram
视频编码参数

V2TXLiveVideoFrame 视频帧信息

V2TXLiveAudioFrame 音频帧数据

V2TXLiveAudioFrameObs

erverFormat
音频帧回调格式

V2TXLivePusherStatistics 推流器的统计数据

V2TXLivePlayerStatistics 播放器的统计数据

V2TXLiveMixStream 云端混流中每一路子画面的位置信息

V2TXLiveTranscodingCon

fig
云端混流（转码）配置

V2TXLiveLocalRecordingP

arams
本地录制音视频配置

V2TXLiveLogConfig Log配置

V2TXLiveStreamInfo 支持自适应切换的码流信息

枚举类型

类型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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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协议

枚举类型 描述

V2TXLiveMode 支持协议

V2TXLiveVideoResolutio

n
视频分辨率

V2TXLiveVideoResolution

Mode
视频宽高比模式

V2TXLiveMirrorType 本地摄像头镜像类型

V2TXLiveFillMode 视频画面填充模式

V2TXLiveRotation 视频画面顺时针旋转角度

V2TXLivePixelFormat 视频帧的像素格式

V2TXLiveBufferType 视频数据包装格式

V2TXLiveAudioQuality 声音音质

V2TXLiveAudioFrameOpe

rationMode
音频回调数据读写模式

V2TXLivePushStatus 直播流的连接状态

V2TXAudioRoute 声音播放模式（音频路由）

V2TXLiveMixInputType 混流输入类型配置

V2TXLiveRecordMode 本地音视频录制模式

V2TXLiveLogLevel 日志级别枚举值

V2TXLiveMode

枚举 取值 描述

V2TXLiveMode_

RTMP

Not 

Defi

支持协议: RTMP。

V2TXLive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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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分辨率

ned

V2TXLiveMode_

RTC

Not 

Defi

ned

支持协议: TRTC。

V2TXLiveVideoResolution

枚举 取值 描述

V2TXLiveVideoResolution16

0x160

Not 

Defi

ned

分辨率 160*160，码率范围：100Kbps ~ 

150Kbps，帧率：15fps。

V2TXLiveVideoResolution27

0x270

Not 

Defi

ned

分辨率 270*270，码率范围：200Kbps ~ 

300Kbps，帧率：15fps。

V2TXLiveVideoResolution48

0x480

Not 

Defi

ned

分辨率 480*480，码率范围：350Kbps ~ 

525Kbps，帧率：15fps。

V2TXLiveVideoResolution32

0x240

Not 

Defi

ned

分辨率 320*240，码率范围：250Kbps ~ 

375Kbps，帧率：15fps。

V2TXLiveVideoResolution48

0x360

Not 

Defi

ned

分辨率 480*360，码率范围：400Kbps ~ 

600Kbps，帧率：15fps。

V2TXLiveVideoResolution64

0x480

Not 

Defi

ned

分辨率 640*480，码率范围：600Kbps ~ 

900Kbps，帧率：15fps。

V2TXLiveVideoResolution32

0x180

Not 

Defi

ned

分辨率 320*180，码率范围：250Kbps ~ 

400Kbps，帧率：15fps。

V2TXLiveVideoResolution48

0x270

Not 

Defi

分辨率 480*270，码率范围：350Kbps ~ 

550Kbps，帧率：15fps。

V2TXLiveVideoRe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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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宽高比模式

ned

V2TXLiveVideoResolution64

0x360

Not 

Defi

ned

分辨率 640*360，码率范围：500Kbps ~ 

900Kbps，帧率：15fps。

V2TXLiveVideoResolution96

0x540

Not 

Defi

ned

分辨率 960*540，码率范围：800Kbps ~ 

1500Kbps，帧率：15fps。

V2TXLiveVideoResolution12

80x720

Not 

Defi

ned

分辨率 1280*720，码率范围：1000Kbps ~ 

1800Kbps，帧率：15fps。

V2TXLiveVideoResolution19

20x1080

Not 

Defi

ned

分辨率 1920*1080，码率范围：2500Kbps ~ 

3000Kbps，帧率：15fps。

V2TXLiveVideoResolutionMode

注意

 横屏模式下的分辨率: V2TXLiveVideoResolution640x360 + 

V2TXLiveVideoResolutionModeLandscape = 640 × 360。

 竖屏模式下的分辨率: V2TXLiveVideoResolution640x360 + 

V2TXLiveVideoResolutionModePortrait  = 360 × 640。

枚举 取值 描述

V2TXLiveVideoResolutionModeL

andscape
0 横屏模式。

V2TXLiveVideoResolutionMode

Portrait
1 竖屏模式。

V2TXLiveMirrorType

V2TXLiveVideoResolution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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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摄像头镜像类型

视频画面填充模式

枚举 取值 描述

V2TXLiveMirrorTypeAu

to

Not 

Defi

ned

系统默认镜像类型，前置摄像头镜像，后置摄像头不镜

像。

V2TXLiveMirrorTypeEn

able

Not 

Defi

ned

前置摄像头和后置摄像头，都切换为镜像模式。

V2TXLiveMirrorTypeDis

able

Not 

Defi

ned

前置摄像头和后置摄像头，都切换为非镜像模式。

V2TXLiveFillMode

枚举 取值 描述

V2TXLiveFillModeFill

Not 

Defi

ned

图像铺满屏幕，超出显示视窗的视频部分将被裁剪，画面

显示可能不完整。

V2TXLiveFillModeFit

Not 

Defi

ned

图像长边填满屏幕，短边区域会被填充黑色，画面的内容

完整。

V2TXLiveFillModeScale

Fill

Not 

Defi

ned

图像拉伸铺满，因此长度和宽度可能不会按比例变化。

V2TXLiveRotation

V2TXLiveMirrorType

V2TXLiveFill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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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画面顺时针旋转角度

视频帧的像素格式

枚举 取值 描述

V2TXLiveRotation

0

Not 

Defi

ned

不旋转。

V2TXLiveRotation

90

Not 

Defi

ned

顺时针旋转90度。

V2TXLiveRotation

180

Not 

Defi

ned

顺时针旋转180度。

V2TXLiveRotation

270

Not 

Defi

ned

顺时针旋转270度。

V2TXLivePixelFormat

枚举 取值 描述

V2TXLivePixelFormatUnk

nown

Not 

Defi

ned

未知。

V2TXLivePixelFormatI420

Not 

Defi

ned

YUV420P I420。

V2TXLivePixelFormatNV1

2

Not 

Defi

ned

YUV420SP NV12。

V2TXLiveRotation

V2TXLivePixelFor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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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数据包装格式

V2TXLivePixelFormatBGR

A32

Not 

Defi

ned

BGRA8888。

V2TXLivePixelFormatText

ure2D

Not 

Defi

ned

OpenGL 2D 纹理。

V2TXLiveBufferType

注意

在自定义采集和自定义渲染功能，您需要用到下列枚举值来指定您希望以什么样的格式来包装视频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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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SData：     当使用自定义渲染时，PixelBuffer拷贝一次到NSData。当使用自定义采集时，

NSData拷贝一次到PixelBuffer。因此，性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枚举 取值 描述

V2TXLiveBufferTypeUnkn

own

Not 

Defi

ned

未知。

V2TXLiveBufferTypePixelB

uffer

Not 

Defi

ned

直接使用效率最高，iOS 系统提供了众多 API 获取或

处理 PixelBuffer。

V2TXLiveBufferTypeNSDa

ta

Not 

Defi

ned

会有一定的性能消耗，SDK 内部是直接处理 

PixelBuffer 的，所以会存在 NSData 和 

PixelBuffer 之间类型转换所产生的内存拷贝开销。

V2TXLiveBufferTypeTextu

re

Not 

Defi

ned

直接操作纹理 ID，性能最好。

V2TXLiveBuffer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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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音质

音频回调数据读写模式

SDK 提供了两种音频回调数据的操作模式。

V2TXLiveAudioQuality

枚举 取值 描述

V2TXLiveAudioQualitySp

eech

Not 

Defi

ned

语音音质：采样率：16k；单声道；音频码率：

16kbps；适合语音通话为主的场景，比如在线会议，语

音通话。

V2TXLiveAudioQualityDe

fault

Not 

Defi

ned

默认音质：采样率：48k；单声道；音频码率：

50kbps；SDK 默认的音频质量，如无特殊需求推荐选

择之。

V2TXLiveAudioQualityMu

sic

Not 

Defi

ned

音乐音质：采样率：48k；双声道 + 全频带；音频码

率：128kbps；适合需要高保真传输音乐的场景，比如

K歌、音乐直播等。

V2TXLiveAudioFrameOperationMode

 读写模式（ReadWrite）：可以获取并修改回调的音频数据，默认模式。

 只读模式（ReadOnly）：仅从回调中获取音频数据。

枚举 取值 描述

V2TXLiveAudioFrameOperationMod

eReadWrite
0

读写模式：可以获取并修改回调的音频数

据。

V2TXLiveAudioFrameOperationMod

eReadOnly
1 只读模式：仅从回调中获取音频数据。

V2TXLivePushStatus

V2TXLiveAudioQuality

V2TXLiveAudioFrameOperation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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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流的连接状态

声音播放模式（音频路由）

枚举 取值 描述

V2TXLivePushStatusDisconn

ected

Not 

Defi

ned

与服务器断开连接。

V2TXLivePushStatusConnec

ting

Not 

Defi

ned

正在连接服务器。

V2TXLivePushStatusConnec

tSuccess

Not 

Defi

ned

连接服务器成功。

V2TXLivePushStatusReconn

ecting

Not 

Defi

ned

重连服务器中。

V2TXAudioRoute

枚举 取值 描述

V2TXAudioModeSpeak

erphone

Not 

Defi

ned

扬声器。

V2TXAudioModeEarpie

ce

Not 

Defi

ned

听筒。

V2TXLiveMixInputType

V2TXLivePushStatus

V2TXAudio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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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流输入类型配置

本地音视频录制模式

日志级别枚举值

枚举 取值 描述

V2TXLiveMixInputTypeAudi

oVideo

Not 

Defi

ned

混入音视频。

V2TXLiveMixInputTypePure

Video

Not 

Defi

ned

只混入视频。

V2TXLiveMixInputTypePure

Audio

Not 

Defi

ned

只混入音频。

V2TXLiveRecordMode

枚举 取值 描述

V2TXLiveRecordMo

deBoth

Not 

Defi

ned

Both mode: 录制音频和视频

V2TXLiveLogLevel

枚举 取值 描述

V2TXLiveMixInputType

V2TXLiveRecordMode

V2TXLiveLog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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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编码参数

该设置决定远端用户看到的画面质量。

V2TXLiveLogLevelAll 0 输出所有级别的 log。

V2TXLiveLogLevelDe

bug
1

输出 DEBUG，INFO，WARNING，ERROR 和 FATAL 

级别的 log。

V2TXLiveLogLevelInf

o
2

输出 INFO，WARNING，ERROR 和 FATAL 级别的 

log。

V2TXLiveLogLevelWa

rning
3 只输出 WARNING，ERROR 和 FATAL 级别的 log。

V2TXLiveLogLevelErr

or
4 只输出 ERROR 和 FATAL 级别的 log。

V2TXLiveLogLevelFat

al
5 只输出 FATAL 级别的 log。

V2TXLiveLogLevelNU

LL
6 不输出任何 sdk log。

V2TXLiveVideoEncoderParam

枚举类型 描述

minVideoBitrate

【字段含义】最低视频码率，SDK 会在网络不佳的情况下主动降低视频码率

以保持流畅度，最低会降至 minVideoBitrate 所设定的数值。

【推荐取值】您可以通过同时设置 videoBitrate 和 minVideoBitrate 两

个参数，用于约束 SDK 对视频码率的调整范围：

 如果您将 videoBitrate 和 minVideoBitrate 设置为同一个值，等价

于关闭 SDK 对视频码率的自适应调节能力。

videoBitrate 【字段含义】目标视频码率，SDK 会按照目标码率进行编码，只有在弱网络

环境下才会主动降低视频码率。

【推荐取值】请参考 V2TXLiveVideoResolution 在各档位注释的最佳码

率，也可以在此基础上适当调高。

比如：V2TXLiveVideoResolution1280x720 对应 1200kbps 的目标

码率，您也可以设置为 1500kbps 用来获得更好的观感清晰度。

V2TXLiveVideoEncoderP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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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帧信息

【特别说明】您可以通过同时设置 videoBitrate 和 minVideoBitrate 两

个参数，用于约束 SDK 对视频码率的调整范围：

 如果您将 videoBitrate 和 minVideoBitrate 设置为同一个值，等价

于关闭 SDK 对视频码率的自适应调节能力。

videoFps

【字段含义】视频采集帧率。

【推荐取值】15fps 或 20fps。5fps 以下，卡顿感明显。10fps 以下，会

有轻微卡顿感。20fps 以上，会浪费带宽（电影的帧率为 24fps）。

videoResolution

【字段含义】 视频分辨率。

【特别说明】如需使用竖屏分辨率，请指定 videoResolutionMode 为 

Portrait，例如： 640 × 360 + Portrait = 360 × 640。

【推荐取值】

 桌面平台（Win + Mac）：建议选择 640 × 360 及以上分辨率，

videoResolutionMode 选择 Landscape，即横屏分辨率。

videoResolutionM

ode

【字段含义】分辨率模式（横屏分辨率 or 竖屏分辨率）。

【推荐取值】桌面平台（Windows、Mac）建议选择 Landscape。

【特别说明】如需使用竖屏分辨率，请指定 resMode 为 Portrait，例如： 

640 × 360 + Portrait = 360 × 640。

V2TXLiveVideoFrame

注意

自定义采集和自定义渲染时使用。自定义采集时，需要使用 V2TXLiveVideoFrame 来包装待发送

的视频帧；自定义渲染时，会返回经过 V2TXLiveVideoFrame 包装的视频帧。

枚举类型 描述

bufferType
【字段含义】视频数据包装格式。

【推荐取值】V2TXLiveBufferTypePixelBuffer。

data 【字段含义】bufferType 为 V2TXLiveBufferTypeNSData 时的视频数据。

height 【字段含义】视频高度。

pixelBuffer
【字段含义】bufferType 为 V2TXLiveBufferTypePixelBuffer 时的视频数

据。

V2TXLiveVideo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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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帧数据

音频帧回调格式

pixelFormat 【字段含义】视频帧像素格式。

【推荐取值】V2TXLivePixelFormatNV12。

rotation 【字段含义】视频帧的顺时针旋转角度。

textureId 【字段含义】视频纹理ID。

width 【字段含义】视频宽度。

V2TXLiveAudioFrame

枚举类型 描述

channel 【字段含义】声道数。

data 【字段含义】音频数据。

sampleRat

e
【字段含义】采样率。

timestamp 【字段含义】时间戳，单位ms。

V2TXLiveAudioFrameObserverFormat

枚举类型 描述

channel

【字段含义】声道数。

【推荐取值】默认值：1，代表单声道。可设定的数值只有两个数字：1-单声道，

2-双声道。

mode 【字段含义】回调数据读写模式。

V2TXLiveAudioFrame

V2TXLiveAudioFrameObserverFor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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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流器的统计数据

播放器的统计数据

【推荐取值】V2TXLiveAudioFrameOperationModeReadOnly：仅从回

调中获取音频数据。可设定的模式有 

V2TXLiveAudioFrameOperationModeReadOnly，

V2TXLiveAudioFrameOperationModeReadWrite。

sampleRate
【字段含义】采样率。

【推荐取值】默认值：48000Hz。支持 16000, 32000, 44100, 48000。

samplesPerCa

ll

【字段含义】采样点数。

【推荐取值】取值必须是 sampleRate/100 的整数倍。

V2TXLivePusherStatistics

枚举类型 描述

appCpu 【字段含义】当前 App 的 CPU 使用率（％）。

audioBitrate 【字段含义】音频码率（Kbps）。

fps 【字段含义】帧率（fps）。

height 【字段含义】视频高度。

rtt 【字段含义】从 SDK 到云端的往返延时（ms）

systemCpu 【字段含义】当前系统的 CPU 使用率（％）。

videoBitrate 【字段含义】视频码率（Kbps）。

width 【字段含义】视频宽度。

V2TXLivePlayerStatistics

V2TXLivePusherStatistics

V2TXLivePlayer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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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举类型 描述

appCpu 【字段含义】当前 App 的 CPU 使用率（％）。

audioBitrate 【字段含义】音频码率（Kbps）。

audioBlockRate

【字段含义】音频播放卡顿率，单位（％）。

音频播放卡顿率（audioBlockRate） = 音频播放的累计卡顿时长

（audioTotalBlockTime） / 音频播放的区间时长（2000ms）。

audioPacketLoss
【字段含义】网络音频丢包率（％），注：仅支持前缀为 [trtc://] 或 

[webrtc://] 的播放地址。

audioTotalBlockTi

me

【字段含义】音频播放的累计卡顿时长（ms）。

该时长为区间（2s）内的卡顿时长。

fps 【字段含义】帧率（fps）。

height 【字段含义】视频高度。

jitterBufferDelay 【字段含义】播放延迟（ms）。

rtt
【字段含义】从 SDK 到云端的往返延时（ms），注：仅支持前缀为 

[trtc://] 或 [webrtc://] 的播放地址。

systemCpu 【字段含义】当前系统的 CPU 使用率（％）。

videoBitrate 【字段含义】视频码率（Kbps）。

videoBlockRate

【字段含义】视频播放卡顿率，单位（％）。

视频播放卡顿率（videoBlockRate） = 视频播放的累计卡顿时长

（videoTotalBlockTime） / 视频播放的区间时长（2000ms）。

videoPacketLoss
【字段含义】网络视频丢包率（％），注：仅支持前缀为 [trtc://] 或 

[webrtc://] 的播放地址。

videoTotalBlockTi

me

【字段含义】视频播放的累计卡顿时长（ms）。

该时长为区间（2s）内的卡顿时长。

width 【字段含义】视频宽度。

V2TXLiveMixStream

V2TXLiveMix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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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混流中每一路子画面的位置信息

云端混流（转码）配置

枚举类型 描述

height 【字段含义】图层位置高度（绝对像素值）。

inputType 【字段含义】该直播流的输入类型。

streamId
【字段含义】参与混流的 userId 所在对应的推流 streamId，nil 表示当前推流 

streamId。

userId 【字段含义】参与混流的 userId。

width 【字段含义】图层位置宽度（绝对像素值）。

x 【字段含义】图层位置 x 坐标（绝对像素值）。

y 【字段含义】图层位置 y 坐标（绝对像素值）。

zOrder 【字段含义】图层层次（1 - 15）不可重复。

V2TXLiveTranscodingConfig

枚举类型 描述

audioBitrate
【字段含义】最终转码后的音频码率。

【推荐取值】默认值：64kbps，取值范围是 [32，192]，单位：kbps。

audioChannels
【字段含义】最终转码后的音频声道数。

【推荐取值】默认值：1。取值范围为 [1,2] 中的整型。

audioSampleR

ate

【字段含义】最终转码后的音频采样率。

【推荐取值】默认值：48000Hz。支持12000HZ、16000HZ、

22050HZ、24000HZ、32000HZ、44100HZ、48000HZ。

backgroundCol

or

【字段含义】混合后画面的底色颜色，默认为黑色，格式为十六进制数字，比

如：“0x61B9F1” 代表 RGB 分别为(97,158,241)。

【推荐取值】默认值：0x000000，黑色。

V2TXLiveTranscoding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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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录制音视频配置

backgroundIm

age

【字段含义】混合后画面的背景图。

【推荐取值】默认值：nil，即不设置背景图。

【特别说明】背景图需要您事先在 “ 控制台   => 应用管理 => 功能配置 => 素材

管理” 中上传，

上传成功后可以获得对应的“图片ID”，然后将“图片ID”转换成字符串类型并

设置到 backgroundImage 里即可。

例如：假设“图片ID” 为 63，可以设置 backgroundImage = "63"。

mixStreams 【字段含义】每一路子画面的位置信息。

outputStreamI

d

【字段含义】输出到 CDN 上的直播流 ID。

如不设置该参数，SDK 会执行默认逻辑，即房间里的多路流会混合到该接口调

用者的视频流上，也就是 A + B => A。

如果设置该参数，SDK 会将房间里的多路流混合到您指定的直播流 ID 上，也就

是 A + B => C。

【推荐取值】默认值：nil，即房间里的多路流会混合到该接口调用者的视频流

上。

videoBitrate

【字段含义】最终转码后的视频分辨率的码率（kbps）。

【推荐取值】如果填0，后台会根据 videoWidth 和 videoHeight 来估算码

率，您也可以参考枚举定义 V2TXLiveVideoResolution 的注释。

videoFramerat

e

【字段含义】最终转码后的视频分辨率的帧率（FPS）。

【推荐取值】默认值：15fps，取值范围是 (0,30]。

videoGOP
【字段含义】最终转码后的视频分辨率的关键帧间隔（又称为 GOP）。

【推荐取值】默认值：2，单位为秒，取值范围是 [1,8]。

videoHeight

【字段含义】最终转码后的视频分辨率的高度。

【推荐取值】推荐值：640px，如果你是纯音频推流，请将 width × height 

设为 0px × 0px，否则混流后会携带一条画布背景的视频流。

videoWidth

【字段含义】最终转码后的视频分辨率的宽度。

【推荐取值】推荐值：360px，如果你是纯音频推流，请将 width × height 

设为 0px × 0px，否则混流后会携带一条画布背景的视频流。

V2TXLiveLocalRecordingParams

枚举类型 描述

V2TXLiveLocalRecordingParams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r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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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配置

filePath 【字段含义】录制的文件地址（必填），请确保路径有读写权限且合法，否则录制文

件无法生成。

【推荐取值】该路径需精确到文件名及格式后缀，格式后缀用于决定录制出的文件格

式，目前支持的格式暂时只有 MP4。

interval
【字段含义】interval 录制信息更新频率，单位毫秒，有效范围：1000-10000。

【推荐取值】  -1 , 表示不回调。

recordMod

e

【字段含义】媒体录制模式。

【推荐取值】  V2TXLiveRecordModeBoth , 即同时录制音频和视频。

V2TXLiveLogConfig

枚举类型 描述

enableConsol

e

【字段含义】是否允许 SDK 在编辑器（XCoder、Android Studio、Visual 

Studio 等）的控制台上打印 Log。

【推荐取值】默认值：NO。

enableLogFile

【字段含义】是否启用本地 Log 文件。

【特殊说明】如非特殊需要，请不要关闭本地 Log 文件，否则腾讯云技术团队将

无法在出现问题时进行跟踪和定位。

【推荐取值】默认值：YES。

enableObserv

er

【字段含义】是否通过 V2TXLivePremierObserver 接收要打印的 Log 信

息。

【特殊说明】如果您希望自己实现 Log 写入，可以打开此开关，Log 信息会通

过 V2TXLivePremierObserver#onLog 回调给您。

【推荐取值】默认值：NO。

logLevel
【字段含义】设置 Log 级别。

【推荐取值】默认值：V2TXLiveLogLevelAll。

logPath
【字段含义】设置本地 Log 的存储目录，默认 Log 存储位置：

iOS & Mac: sandbox Documents/log。

V2TXLiveStreamInfo

V2TXLiveLog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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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自适应切换的码流信息

枚举类型 描述

height 字段含义 视频高, 默认值：0, 表示未知。

url 字段含义 流地址，通过 SwitchStream 接口调用实现多码率质量切换。

width 字段含义 视频宽, 默认值：0, 表示未知。

V2TXLiveStreamInfo



直播 SD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55 共450页

连麦

MLVBLiveRoom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17 14:27:57

功能

腾讯云视立方·直播 SDK - 连麦直播间。

介绍

基于腾讯云直播、点播（VOD） 和即时通信（IM）三大 PAAS 服务组合而成，支持：

连麦直播间（MLVBLiveRoom）是一个开源的 Class，依赖两个腾讯云的闭源 SDK：

请参见 直播连麦（LiveRoom） 。

MLVBLiveRoom 事件回调，您可以通过 MLVBLiveRoomDelegate 获得 MLVBLiveRoom 的各种状态通

知。

注意

 后台接口限制并发为每秒100次请求，若您有高并发请求请提前 联系我们  处理，避免影响服务调用。

主播创建新的直播间开播，观众进入直播间观看。

主播和观众进行视频连麦互动。

两个不同房间的主播 PK 互动。

每一个直播间都有一个不限制房间人数的聊天室，支持发送各种文本消息和自定义消息，自定义消息可用于实现

弹幕、点赞和礼物。

LiteAVSDK：使用了其中的 TXLivePusher 和 TXLivePlayer  两个组件，前者用于推流，后者用于拉流。

IM SDK：使用 IM SDK 的 AVChatroom 用于实现直播聊天室的功能，同时，主播间的连麦流程也是依靠 

IM 消息串联起来的。

SDK 基础函数

delegate

@property nonatomic, weak  id< MLVBLiveRoomDelegate > delegate( )

说明

默认是在 Main Queue 中回调，如果需要自定义回调线程，可使用 delegateQueue。

delegateQueu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2751
https://cloud.tencent.com/act/event/connect-servic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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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驱动回调函数的 GCD 队列。

获取 MLVBLiveRoom 单例对象。

返回

MLVBLiveRoom 实例。

销毁 MLVBLiveRoom 单例对象。

登录。

参数

@property nonatomic, copy  dispatch_queue_t delegateQueue( )

sharedInstance

+ instancetype sharedInstance( )

说明

可以调用 MLVBLiveRoom destroySharedInstance 销毁单例对象。

destorySharedInstance

+ void destorySharedInstance( )

说明

销毁实例后，外部缓存的 MLVBLiveRoom 实例不能再使用，需要重新调用 sharedInstance  获取新

实例。

loginWithInfo

- void loginWithInfo: MLVBLoginInfo * loginInfo completion: void ^ int errCode, NSString( ) ( ) ( ( )(

参数 类型 含义

loginInfo MLVBLoginInfo * 登录信息。

completion void(^)(int errCode, NSString *errMsg) 登录结果回调。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63#sharedin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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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出。

修改个人信息。

参数

获取房间列表。

参数

介绍

logout

- void logout( )

setSelfProfile

- void setSelfProfile: NSString * userName avatarURL: NSString * avatarURL completion:( ) ( ) ( )

参数 类型 含义

userName NSString * 昵称。

avatarURL NSString * 头像地址。

completion (void(^)(int code, NSString *msg)) 修改结果回调。

房间相关接口函数

getRoomList

- void getRoomList: int index count: int count completion: void ^ int errCode, NSString ( ) ( ) ( ) ( ( )(

参数 类型 含义

index int
房间开始索引，从0

开始计算。

count int
希望后台返回的房间

个数。

compl

etion

void(^)(int errCode, NSString *errMsg, NSArray< 

MLVBRoomInfo * > *roomInfoArray)

获取房间列表的结果

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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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接口支持分页获取房间列表，可以用 index 和 count 两个参数控制列表分页的逻辑，

获取观众列表。

参数

介绍

当有观众进房时，后台会将其信息加入到指定房间的观众列表中，调入该函数即可返回指定房间的观众列表。

创建房间（主播调用）。

参数

index = 0 & count = 10代表获取第一页的10个房间。

index = 11 & count = 10代表获取第二页的10个房间。

getAudienceList

- void getAudienceList: NSString * roomID completion: void ^ int errCode, NSString *err( ) ( ) ( ( )(

参数 类型 含义

roomI

D
NSString * 房间标识。

compl

etion

void(^)(int errCode, NSString *errMsg, NSArray< 

MLVBAudienceInfo * > *audienceInfoArray)

获取观众列表的结

果回调。

说明

观众列表最多只保存30人，因为对于常规的 UI 展示来说这已经足够，保存更多除了浪费存储空间，也会拖

慢列表返回的速度。

createRoom

- void createRoom: NSString * roomID roomInfo: NSString * roomInfo completion: void ^( ) ( ) ( ) ( (

参数 类型 含义

roomI

D
NSString *

房间标识，推荐做法是用主播的 userID 作为房间的 

roomID，这样省去了后台映射的成本。room ID 可以填空，

此时由后台生成。

roomI

nfo
NSString *

房间信息（非必填），用于房间描述的信息，如房间名称，允许

使用 JSON 格式作为房间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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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主播开播的正常调用流程是： 

1. 主播调用 startLocalPreview 打开摄像头预览，此时可以调整美颜参数。 

2. 主播调用 createRoom 创建直播间，房间创建成功与否会通过 completion 通知主播。

进入房间（观众调用）。

参数

介绍

观众观看直播的正常调用流程是： 

1. 观众调用 getRoomList  刷新最新的直播房间列表，并通过 completion 回调拿到房间列表。 

2. 观众选择一个直播间以后，调用 enterRoom  进入该房间。

离开房间。

参数

设置当前房间的扩展信息字段。

compl

etion

void(^)(int errCode, 

NSString *errMsg)

创建房间的结果回调。

enterRoom

- void enterRoom: NSString * roomID view: UIView * view completion: void ^ int errCod( ) ( ) ( ) ( ( )(

参数 类型 含义

roomID NSString * 房间标识。

view UIView * 承载视频画面的控件。

completion void(^)(int errCode, NSString *errMsg) 进入房间的结果回调。

exitRoom

- void exitRoom: void ^ int errCode, NSString *errMsg completion ( ) ( ( )( ))

参数 类型 含义

completion void(^)(int errCode, NSString *errMsg) 离开房间的结果回调。

setCustom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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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介绍

有时候您需要为当前房间设置一些扩展字段，如“点赞人数”和“是否正在连麦”等，这些字段我们很难全都预先定

义好，所以提供了如下三种操作接口：

获取当前房间的扩展信息字段。

参数

- void setCustomInfo: MLVBCustomFieldOp op key: NSString * key value: id value comple( ) ( ) ( ) ( )

参数 类型 含义

op MLVBCustomFieldOp 执行动作。

key NSString * 自定义键。

value id
可选类型为 NSNumber 或者 

NSString。

completio

n

void(^)(int errCode, NSString 

*custom)
操作完成的回调。

SET：设置，value 可以是数值或者字符串，例如“是否正在连麦”等。

INC：增加，value 只能是整数，如“点赞人数”，“人气指数”等，都可以使用该操作接口。

DEC：减少，value 只能是整数，如“点赞人数”，“人气指数”等，都可以使用该操作接口。

说明

op 为 MLVBCustomFieldOpSet 或者 MLVBCustomFieldOpDec 时，value 需要是一个数字。

getCustomInfo

- void getCustomInfo: void ^ int errCode, NSString *errMsg, NSDictionary *customInfo( ) ( ( )( ))

参数 类型 含义

completi

on

void(^)(int errCode, NSString *errMsg, NSDictionary 

*customInfo)

获取自定义值回

调。

主播和观众连麦

requestJoinAnc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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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请求连麦。

参数

介绍

主播和观众的连麦流程可以简单描述为如下几个步骤：

1. 观众调用 requestJoinAnchor 向主播发起连麦请求。

2. 主播会收到 MLVBLiveRoomDelegate.onRequestJoinAnchor 的回调通知。

3. 主播调用 responseJoinAnchor 确定是否接受观众的连麦请求。

4. 观众会收到 requestJoinAnchor 传入的回调通知，可以得知请求是否被同意。

5. 观众如果请求被同意，则调用 startLocalPreview 开启本地摄像头，如果 App 还没有取得摄像头和麦克风权

限，会触发 UI 提示。

6. 观众然后调用 joinAnchor 正式进入连麦状态。

7. 主播一旦观众进入连麦状态，主播就会收到 MLVBLiveRoomDelegate onAnchorEnter 通知。

8. 主播调用 startRemoteView 就可以看到连麦观众的视频画面。

9. 观众如果直播间里已经有其他观众正在跟主播进行连麦，那么新加入的这位连麦观众也会收到 

MLVBLiveRoomDelegate onAnchorJoin 通知，用于展示（startRemoteView）其他连麦者的视频画

面。

主播处理连麦请求。

参数

- void requestJoinAnchor: NSString * reason completion: void ^ int errCode, NSString *e( ) ( ) ( ( )(

参数 类型 含义

reason NSString * 连麦原因。

completion void(^)(int errCode, NSString *errMsg) 主播响应回调。

responseJoinAnchor

- void responseJoinAnchor: NSString * userID agree: BOOL agree reason: NSString * reas( ) ( ) ( ) ( )

参数 类型 含义

userID NSString * 观众 ID。

agree BOOL YES：同意；NO：拒绝。

reason NSString * 同意/拒绝连麦的原因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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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主播在收到 MLVBLiveRoomDelegate.onRequestJoinAnchor 回调之后会需要调用此接口来处理观众的连

麦请求。

进入连麦状态。

参数

介绍

进入连麦成功后，主播和其他连麦观众会收到 MLVBLiveRoomDelegate.onAnchorEnter 通知。

观众退出连麦。

参数

介绍

退出连麦成功后，主播和其他连麦观众会收到 MLVBLiveRoomDelegate.onAnchorExit 通知。

主播踢除连麦观众。

参数

joinAnchor

- void joinAnchor: void ^ int errCode, NSString *errMsg completion ( ) ( ( )( ))

参数 类型 含义

completion void(^)(int errCode, NSString *errMsg) 进入连麦的结果回调。

quitJoinAnchor

- void quitJoinAnchor: void ^ int errCode, NSString *errMsg completion ( ) ( ( )( ))

参数 类型 含义

completion void(^)(int errCode, NSString *errMsg) 退出连麦的结果回调。

kickoutJoinAnchor

- void kickoutJoinAnchor: NSString * userID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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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主播调用此接口踢除连麦观众后，被踢连麦观众会收到 MLVBLiveRoomDelegate.onKickoutJoinAnchor 

回调通知。

请求跨房 PK。

参数

介绍

主播和主播之间可以跨房间 PK，两个正在直播中的主播 A 和 B，他们之间的跨房 PK 流程如下：

1. 主播 A 调用 requestRoomPK  向主播 B 发起连麦请求。

2. 主播 B 会收到 MLVBLiveRoomDelegate onRequestRoomPK 回调通知。

3. 主播 B 调用 responseRoomPK  确定是否接受主播 A 的 PK 请求。

4. 主播 B 如果接受了主播 A 的要求，可以直接调用 startRemoteView  来显示主播 A 的视频画面。

5. 主播 A 会通过传入的 completion 收到回调通知，可以得知请求是否被同意。

6. 主播 A 如果请求被同意，则可以调用 startRemoteView  显示主播 B 的视频画面。

响应跨房 PK 请求。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userID NSString * 连麦小主播 ID。

主播跨房间 PK

requestRoomPK

- void requestRoomPK: NSString * userID completion: void ^ int errCode, NSString *errM( ) ( ) ( ( )(

参数 类型 含义

userID NSString * 被邀约主播 ID。

completi

on

void(^)(int errCode, NSString *errMsg, NSString 

*streamUrl)

请求跨房 PK 的结果回

调。

responseRoomPK

- void responseRoomPK: MLVBAnchorInfo * anchor agree: BOOL agree reason: NSString *( ) ( ) ( ) (

参数 类型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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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主播响应其他房间主播的 PK 请求，发起 PK 请求的主播会收到 

MLVBLiveRoomDelegate.onRequestRoomPK 回调通知。

退出跨房 PK。

参数

介绍

当两个主播中的任何一个退出跨房 PK 状态后，另一个主播会收到 

MLVBLiveRoomDelegate.onQuitRoomPK 回调通知。

开启本地视频的预览画面。

参数

anchor MLVBAnchorInfo * 发起 PK 请求的主播。

agree BOOL YES：同意；NO：拒绝。

reason NSString * 同意或拒绝 PK 的原因描述。

quitRoomPK

- void quitRoomPK: void ^ int errCode, NSString *errMsg completion ( ) ( ( )( ))

参数 类型 含义

completion void(^)(int errCode, NSString *errMsg) 退出跨房 PK 的结果回调。

视频相关接口函数

startLocalPreview

- void startLocalPreview: BOOL frontCamera view: UIView * view ( ) ( ) ( )

参数 类型 含义

frontCamera BOOL YES：前置摄像头；NO：后置摄像头。

view UIView * 承载视频画面的控件。

stopLocalP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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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本地视频采集及预览。

启动渲染远端视频画面。

参数

停止渲染远端视频画面。

参数

设置观众端镜像效果。

- void stopLocalPreview( )

startRemoteView

- void startRemoteView: MLVBAnchorInfo * anchorInfo view: UIView * view onPlayBegin:( ) ( ) ( ) (

参数 类型 含义

anchorInfo MLVBAnchorInfo * 对方的用户信息。

view UIView * 承载视频画面的控件。

onPlayBegin IPlayBegin 播放器开始回调。

onPlayError IPlayError 播放出错回调。

onPlayEvent IPlayEventBlock 其它播放事件回调。

说明

在 onUserVideoAvailable 回调时，调用这个接口。

stopRemoteView

- void stopRemoteView: MLVBAnchorInfo * anchor ( ) ( )

参数 类型 含义

anchor MLVBAnchorInfo * 对方的用户。

setMi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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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介绍

由于前置摄像头采集的画面是取自手机的观察视角，将采集到的画面直接展示给观众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将采集到

的画面也直接显示给主播，会让主播感受到和照镜子时完全相反的体验，主播会感到很奇怪。 因此，SDK 会默认开

启本地摄像头预览画面的镜像效果，让主播直播时感受到和照镜子一样的体验效果。

setMirror 所影响的是观众端看到的视频效果，如果想要保持观众端看到的效果跟主播端保持一致，需要开启镜

像； 如果想要让观众端看到正常的未经处理过的画面（如主播弹吉他的时候有类似需求），则可以关闭镜像。

是否屏蔽本地音频。

参数

设置指定用户是否静音。

参数

- void setMirror: BOOL isMirror ( ) ( )

参数 类型 含义

isMirror BOOL YES：播放端看到的是镜像画面；NO：播放端看到的是非镜像画面。

说明

仅当前使用前置摄像头时，setMirror 接口才会生效，在使用后置摄像头时此接口无效。

音频相关接口函数

muteLocalAudio

- void muteLocalAudio: BOOL mute ( ) ( )

参数 类型 含义

mute BOOL YES：屏蔽；NO：开启。

muteRemoteAudio

- void muteRemoteAudio: NSString * userID mute: BOOL mute ( ) ( ) ( )

参数 类型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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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所有远端用户是否静音。

参数

切换前后摄像头。

主播屏蔽摄像头期间需要显示的等待图片。

参数

介绍

当主播屏蔽摄像头，或者由于 App 切入后台无法使用摄像头的时候，我们需要使用一张等待图片来提示观众“主播

暂时离开，请不要走开”。

调整焦距。

userID NSString * 对方的用户标识。

mute BOOL YES：静音；NO：非静音。

muteAllRemoteAudio

- void muteAllRemoteAudio: BOOL mute ( ) ( )

参数 类型 含义

mute BOOL YES：静音；NO：非静音。

摄像头相关接口函数

switchCamera

- void switchCamera( )

setCameraMuteImage

- void setCameraMuteImage: UIImage * image ( ) ( )

参数 类型 含义

image UIImage * 等待图片。

setZ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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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打开闪关灯。

参数

返回

YES：打开成功；NO：打开失败。

设置手动对焦区域。

介绍

SDK 默认使用摄像头自动对焦功能，您也可以通过 TXLivePushConfig  中的 touchFocus 选项关闭自动对

焦，改用手动对焦。 改用手动对焦之后，需要由主播自己单击摄像头预览画面上的某个区域，来手动指导摄像头对

焦。

- void setZoom: CGFloat distance ( ) ( )

参数 类型 含义

distance CGFloat 焦距大小，取值范围：1 - 5。

说明

当为1的时候为最远视角（正常镜头），当为5的时候为最近视角（放大镜头），这里最大值推荐为5，超过

5后视频数据会变得模糊不清。

enableTorch

- BOOL enableTorch: BOOL bEnable ( ) ( )

参数 类型 含义

bEnable BOOL YES：打开；NO：关闭。

setFocusPosition

- void setFocusPosition: CGPoint touchPoint ( ) ( )

美颜滤镜相关接口函数

getBeautyManage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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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美颜管理对象 TXBeautyManager 。

设置指定素材滤镜特效。

参数

设置滤镜浓度。

参数

- TXBeautyManager * getBeautyManager ( )

说明

 通过美颜管理，您可以使用以下功能：

设置”美颜风格”、”美白”、“红润”、“大眼”、“瘦脸”、“V脸”、“下巴”、“短

脸”、“小鼻”、“亮眼”、“白牙”、“祛眼袋”、“祛皱纹”、“祛法令纹”等美容效果。

调整“发际线”、“眼间距”、“眼角”、“嘴形”、“鼻翼”、“鼻子位置”、“嘴唇厚度”、“脸

型”。

设置人脸挂件（素材）等动态效果。

添加美妆。

进行手势识别。

setFilter

- void setFilter: UIImage * image ( ) ( )

参数 类型 含义

image UIImage * 指定素材，即颜色查找表图片。

说明

滤镜素材请使用 png 格式，不能使用 jpg 格式。友情提示：Windows 里直接改文件的后缀名不能改变图

片的格式，需要用 Photoshop 进行转换。

setSpecialRatio

- void setSpecialRatio: float specialValue ( ) ( )

参数 类型 含义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9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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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绿幕背景视频（商业版有效，其它版本设置此参数无效）。

参数

发送文本消息。

参数

发送自定义文本消息。

参数

specialValue float 从0到1，越大滤镜效果越明显，默认取值0.5。

setGreenScreenFile

- void setGreenScreenFile: NSURL * file ( ) ( )

参数 类型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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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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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发送接口函数

sendRoomTextMsg

- void sendRoomTextMsg: NSString * message completion: void ^ int errCode, NSString( ) ( ) ( ( )(

参数 类型 含义

message NSString * 文本消息。

completion void(^)(int errCode, NSString *errMsg) 发送结果回调。

sendRoomCustomMsg

- void sendRoomCustomMsg: NSString * cmd msg: NSString * message completion: void( ) ( ) ( ) (

参数 类型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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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背景音乐。

参数

返回

YES：成功；NO：失败。

播放背景音乐（高级版本）。

参数

cmd NSString * 命令字，由开发者自定义，主要用于区分不同消

息类型。

messag

e
NSString * 文本消息。

completi

on

void(^)(int errCode, NSString 

*errMsg)
发送结果回调。

背景混音相关接口函数

playBGM

- BOOL playBGM: NSString * path ( ) ( )

参

数
类型 含义

pat

h

NSStrin

g *
音乐文件路径，一定要是 app  对应的 document  目录下面的路径，否则文件会

读取失败。

playBGM

- BOOL playBGM: NSString * path withBeginNotify: void ^ NSInteger errCode beginNot( ) ( ) ( ( )( ))

参数 类型 含义

path NSString *

音乐文件路径，一定要是 app  对应的 

document  目录下面的路径，否则文件会

读取失败。

beginNoti

fy
void(^)(NSInteger errCode) 音乐播放开始的回调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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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YES：成功；NO：失败。

停止播放背景音乐。

暂停播放背景音乐。

继续播放背景音乐。

获取音乐文件总时长，单位毫秒。

参数

返回

成功返回时长，单位毫秒，失败返回-1。

progress

Notify

void(^)(NSInteger progressMS, 

NSInteger durationMS)

音乐播放的进度通知，单位：毫秒。

complete

Notify
void(^)(NSInteger errCode) 音乐播放结束的回调通知。

stopBGM

- BOOL stopBGM( )

pauseBGM

- BOOL pauseBGM( )

resumeBGM

- BOOL resumeBGM( )

getMusicDuration

- int getMusicDuration: NSString * path ( ) ( )

参数 类型 含义

path NSString * 音乐文件路径，如果 path 为 nil，那么返回当前正在播放的背景音乐时长。

setMic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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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麦克风的音量大小，播放背景音乐混音时使用，用来控制麦克风音量大小。

参数

设置背景音乐的音量大小，播放背景音乐混音时使用，用来控制背景音音量大小。

参数

调整背景音乐的音调高低。

参数

返回

YES：成功；NO：失败。

设置混响效果。

- BOOL setMicVolume: float volume ( ) ( )

参数 类型 含义

volume float 音量大小，1.0 为正常音量，建议值为0.0 - 2.0。

setBGMVolume

- BOOL setBGMVolume: float volume ( ) ( )

参数 类型 含义

volume float 音量大小，1.0为正常音量，建议值为0.0 - 2.0。

setBGMPitch

- BOOL setBGMPitch: float pitch ( ) ( )

参数 类型 含义

pitch float 音调，默认值是0.0f，范围：-1 - 1之间的浮点数。

setReverbType

- BOOL setReverbType: TXReverbType reverbType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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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返回

YES：成功；NO：失败。

设置变声类型。

参数

返回

YES：成功；NO：失败。

在渲染 view 上显示播放或推流状态统计及事件消息浮层。

参数 类型 含义

reverbTyp

e

TXReverbTyp

e
混响类型，详见 TXLiveSDKTypeDef.h 中的 TXReverbType 定

义。

setVoiceChangerType

- BOOL setVoiceChangerType: TXVoiceChangerType voiceChangerType ( ) ( )

参数 类型 含义

voiceChanger

Type

TXVoiceChange

rType
混响类型，详见 TXLiveSDKTypeDef.h 中的 

voiceChangerType 定义。

调试相关接口函数

showVideoDebugLog

- void showVideoDebugLog: BOOL isShow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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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VBLiveRoomDelegate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0 18:20:58

功能

MLVBLiveRoom  事件回调。

介绍

包括房间关闭、Debug 事件信息及出错说明等。 

错误回调。

参数

介绍

SDK 不可恢复的错误，一定要监听，并分情况给用户适当的界面提示。

警告回调。

参数

通用事件回调

onError

- void onError: int errCode errMsg: NSString * errMsg extraInfo: NSDictionary * extraInfo( ) ( ) ( ) ( )

参数 类型 含义

errCode int 错误码。

errMsg NSString * 错误信息。

extraInfo NSDictionary * 额外信息，如错误发生的用户，一般不需要关注，默认是本地错误。

onWarning

- void onWarning: int warningCode warningMsg: NSString * warningMsg extraInfo: NSDic( ) ( ) ( ) (

参数 类型 含义

warningCod

e
int 错误码 TRTCWarningCode。

warningMsg NSString * 警告信息。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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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 回调。

参数

房间被销毁的回调。

参数

介绍

主播退房时，房间内的所有用户都会收到此通知。

收到新主播进房通知。

参数

extraInfo NSDictionary 

*

额外信息，如警告发生的用户，一般不需要关注，默认是本地错

误。

onDebugLog

- void onDebugLog: NSString * log ( ) ( )

参数 类型 含义

log NSString * LOG 信息。

房间事件回调

onRoomDestroy

- void onRoomDestroy: NSString * roomID ( ) ( )

参数 类型 含义

roomID NSString * 房间 ID。

主播和观众的进出事件回调

onAnchorEnter

- void onAnchorEnter: MLVBAnchorInfo * anchorInfo ( ) ( )

参数 类型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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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房间内的主播和连麦中的观众会收到新主播的进房事件，您可以调用 MLVBLiveRoom startRemoteView   显

示该主播的视频画面。

收到主播退房通知。

参数

介绍

房间内的主播（和连麦中的观众）会收到新主播的退房事件，您可以调用 MLVBLiveRoom stopRemoteView  

关闭该主播的视频画面。

收到观众进房通知。

参数

anchorInfo MLVBAnchorInfo * 新进房用户信息。

说明

直播间里的普通观众不会收到主播加入和推出的通知。

onAnchorExit

- void onAnchorExit: MLVBAnchorInfo * anchorInfo ( ) ( )

参数 类型 含义

anchorInfo MLVBAnchorInfo * 退房用户信息。

说明

直播间里的普通观众不会收到主播加入和推出的通知。

onAudienceEnter

- void onAudienceEnter: MLVBAudienceInfo * audienceInfo ( ) ( )

参数 类型 含义

audienceInfo MLVBAudienceInfo * 进房观众信息。

onAudienceExi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63#startremoteview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63#stopremot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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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观众退房通知。

参数

主播收到观众连麦请求时的回调。

参数

连麦观众收到被踢出连麦的通知。

介绍

连麦观众收到被主播踢除连麦的消息，您需要调用 MLVBLiveRoom kickoutJoinAnchor  来退出连麦。

收到请求跨房 PK 通知。

- void onAudienceExit: MLVBAudienceInfo * audienceInfo ( ) ( )

参数 类型 含义

audienceInfo MLVBAudienceInfo * 退房观众信息。

主播和观众连麦事件回调

onRequestJoinAnchor

- void onRequestJoinAnchor: MLVBAnchorInfo * anchorInfo reason: NSString * reason ( ) ( ) ( )

参数 类型 含义

anchorInfo MLVBAnchorInfo * 观众信息。

reason NSString * 连麦原因描述。

onKickoutJoinAnchor

- void onKickoutJoinAnchor( )

主播 PK 事件回调

onRequestRoomPK

- void onRequestRoomPK: MLVBAnchorInfo * anchorInfo ( ) (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63#kickoutjoinanc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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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介绍

主播收到其他房间主播的 PK 请求，如果同意 PK ，您需要调用 MLVBLiveRoom startRemoteView   接口播

放邀约主播的流。

收到断开跨房 PK 通知。

收到文本消息。

参数

收到自定义消息。

参数 类型 含义

anchorInfo MLVBAnchorInfo * 发起跨房连麦的主播信息。

onQuitRoomPK

- void onQuitRoomPK( )

消息事件回调

onRecvRoomTextMsg

- void onRecvRoomTextMsg: NSString * roomID userID: NSString * userID userName: NSS( ) ( ) ( ) (

参数 类型 含义

roomID NSString * 房间 ID。

userID NSString * 发送者 ID。

userName NSString * 发送者昵称。

userAvatar NSString * 发送者头像。

message NSString * 文本消息。

onRecvRoomCustomMsg

- void onRecvRoomCustomMsg: NSString * roomID userID: NSString * userID userName:( ) ( ) ( )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63#startremot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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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roomID NSString * 房间 ID。

userID NSString * 发送者 ID。

userName NSString * 发送者昵称。

userAvatar NSString * 发送者头像。

cmd NSString * 自定义 cmd。

message NSString * 自定义消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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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2 10:51:38

针对开发者的接入反馈的高频问题，腾讯云提供有直观易懂的 API-Example 工程，方便开发者可以快速的了解相

关 API 的使用，欢迎使用。

在这个示例项目中包含了以下场景：

工程地址

所属平台 GitHub 地址

iOS Github 

目录说明

基础功能：

摄像头推流

录屏推流

直播拉流

连麦互动

连麦 PK 

进阶功能：

自定义视频采集

第三方美颜

RTC 连麦 + 超低延时播放 

说明

目前的工程结构跟标准的 xcproject 工程在名称大小写上可能有略微的差异，主要目的是方便大家在网页

上看到此工程时，名称意义更加清晰。

应用图示

示例主页 推流示例 拉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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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I 概览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8 19:32:08

V2 推流器相关接口

函数列表 描述

release 释放 V2TXLivePusher 资源

setObserver 设置推流器回调

setRenderView 设置本地摄像头预览 View

setRenderMirror 设置本地摄像头预览镜像

setEncoderMirror 设置视频编码镜像

setRenderRotation 设置本地摄像头预览画面的旋转角度

startCamera 打开本地摄像头

stopCamera 关闭本地摄像头

startMicrophone 打开麦克风

stopMicrophone 关闭麦克风

startVirtualCamera 开启图片推流

stopVirtualCamera 关闭图片推流

startScreenCapture 开启屏幕采集

stopScreenCapture 关闭屏幕采集

pauseAudio 暂停推流器的音频流

resumeAudio 恢复推流器的音频流

pauseVideo 暂停推流器的视频流

API 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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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meVideo 恢复推流器的视频流

startPush 开始音视频数据推流

stopPush 停止推送音视频数据

isPushing 当前推流器是否正在推流中

setAudioQuality 设置推流音频质量

setVideoQuality 设置推流视频编码参数

getAudioEffectMana

ger
获取音效管理对象

getBeautyManager 获取美颜管理对象

getDeviceManager 获取设备管理对象

snapshot 截取推流过程中的本地画面

setWatermark 设置推流器水印。默认情况下，水印不开启

enableVolumeEvalua

tion
启用采集音量大小提示

enableCustomVideo

Process
开启/关闭自定义视频处理

enableCustomVideo

Capture
开启/关闭自定义视频采集

enableCustomAudio

Capture
开启/关闭自定义音频采集

sendCustomVideoFr

ame
在自定义视频采集模式下，将采集的视频数据发送到SDK

sendCustomAudioFr

ame
在自定义音频采集模式下，将采集的音频数据发送到SDK

enableAudioProcess

Observer
开启/关闭对经过前处理后的本地音频帧的监听回调

sendSeiMessage 发送 SEI 消息

startSystemAudioLo

opback
打开系统声音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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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pSystemAudioLoo

pback

关闭系统声音采集

showDebugView 显示仪表盘。

setProperty 调用 V2TXLivePusher 的高级 API 接口。

setMixTranscodingC

onfig
设置云端的混流转码参数

startLocalRecording 开始录制音视频流

stopLocalRecording 停止录制音视频流

直播推流器事件回调

函数列表 描述

onError 直播推流器错误通知，推流器出现错误时，会回调该通知

onWarning 直播推流器警告通知

onCaptureFirstAudi

oFrame
首帧音频采集完成的回调通知

onCaptureFirstVide

oFrame
首帧视频采集完成的回调通知

onMicrophoneVolu

meUpdate
麦克风采集音量值回调

onPushStatusUpdat

e
推流器连接状态回调通知

onStatisticsUpdate 直播推流器统计数据回调

onSnapshotComple

te
截图回调

onGLContextCreate

d
SDK 内部的 OpenGL 环境的创建通知

onProcessAudioFra

me
本地采集并经过音频模块前处理、音效处理和混 BGM 后的音频数据回调

onProcessVideoFra

me
自定义视频处理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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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GLContextDestro

yed

SDK 内部的 OpenGL 环境的销毁通知

onSetMixTranscodi

ngConfig

设置云端的混流转码参数的回调，对应于 

setMixTranscodingConfig   接口

onScreenCaptureSt

arted
当屏幕分享开始时，SDK 会通过此回调通知

onScreenCaptureSt

opped
当屏幕分享停止时，SDK 会通过此回调通知

onLocalRecordBegi

n
录制任务开始的事件回调

onLocalRecording 录制任务正在进行中的进展事件回调

onLocalRecordCom

plete
录制任务已经结束的事件回调

直播播放器事件回调

函数列表 描述

onError 直播播放器错误通知，播放器出现错误时，会回调该通知

onWarning 直播播放器警告通知

onVideoResolutionC

hanged
直播播放器分辨率变化通知

onConnected 已经成功连接到服务器

onVideoPlaying 视频播放事件

onAudioPlaying 音频播放事件

onVideoLoading 视频加载事件

onAudioLoading 音频加载事件

onPlayoutVolumeUp

date
播放器音量大小回调

onStatisticsUpdate 直播播放器统计数据回调

onSnapshotComple

te
截图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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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RenderVideoFra

me

自定义视频渲染回调

onPlayoutAudioFra

me
音频数据回调

onReceiveSeiMessa

ge

收到 SEI 消息的回调，发送端通过  V2TXLivePusher   中的 

 sendSeiMessage  来发送 SEI 消息

onStreamSwitched 分辨率无缝切换回调

V2 播放器相关接口

函数列表 描述

setObserver 设置播放器回调

setRenderView 设置播放器的视频渲染 View，该控件负责显示视频内容

setRenderRotation 设置播放器画面的旋转角度

setRenderFillMode 设置画面的填充模式

startLivePlay 开始播放音视频流

stopPlay 停止播放音视频流

isPlaying 播放器是否正在播放中

pauseAudio 暂停播放器的音频流

resumeAudio 恢复播放器的音频流

pauseVideo 暂停播放器的视频流

resumeVideo 恢复播放器的视频流

setPlayoutVolume 设置播放器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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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itchStream 直播流无缝切换，支持 FLV 和 LEB

getStreamList 获取码流信息

enableVolumeEval

uation
启用播放音量大小提示

snapshot 截取播放过程中的视频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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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ableObserveVide

oFrame
开启/关闭对视频帧的监听回调

enableObserveAudi

oFrame
开启/关闭对音频数据的监听回调

enableReceiveSei

Message
开启接收 SEI 消息

showDebugView 是否显示播放器状态信息的调试浮层

setProperty 调用 V2TXLivePlayer 的高级 API 接口

V2TXLive 高级接口

函数列表 描述

getSDKVersionStr 获取 SDK 版本号

setObserver 设置 V2TXLivePremier 回调接口

setLogConfig 设置 Log 的配置信息

setEnvironment 设置 SDK 接入环境

setLicence 设置 SDK 的授权 License

setSocks5Proxy 设置 SDK sock5 代理配置

enableAudioCaptureOb

server
开启/关闭对音频采集数据的监听回调（可读写）

enableAudioPlayoutObs

erver
开启/关闭对最终系统要播放出的音频数据的监听回调

enableVoiceEarMonitor

Observer
开启/关闭耳返音频数据的监听回调

setUserId 设置 userId

callExperimentalAPI 调用实验性 API 接口

V2TXLive 高级回调接口

函数列表 描述

onLog 自定义 Log 输出回调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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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cenceLoaded setLicence 接口回调

onCaptureAudioFram

e
本地麦克风采集到的音频数据回调

onPlayoutAudioFrame 将各路待播放音频混合之后并在最终提交系统播放之前的数据回调

onVoiceEarMonitorAu

dioFrame
耳返的音频数据

背景音乐预加载事件回调

函数列表 描述

onLoadPro

gress
背景音乐预加载进度

onLoadErr

or
背景音乐预加载出错

背景音乐的播放事件回调

函数列表 描述

onStart 背景音乐开始播放

onPlayProg

ress
背景音乐的播放进度

onComplet

e
背景音乐已经播放完毕

人声相关的特效接口

函数列表 描述

enableVoiceEarMon

itor
开启耳返

setVoiceEarMonitor

Volume
设置耳返音量

setVoiceReverbTyp

e
设置人声的混响效果

setVoiceChangerTy 设置人声的变声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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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

setVoiceCaptureVol

ume
设置语音音量

setVoicePitch 设置语音音调

背景音乐的相关接口

函数列表 描述

setMusicObserver 设置背景音乐的事件回调接口

startPlayMusic 开始播放背景音乐

stopPlayMusic 停止播放背景音乐

pausePlayMusic 暂停播放背景音乐

resumePlayMusic 恢复播放背景音乐

setAllMusicVolume 设置所有背景音乐的本地音量和远端音量的大小

setMusicPublishVol

ume
设置某一首背景音乐的远端音量的大小

setMusicPlayoutVol

ume
设置某一首背景音乐的本地音量的大小

setMusicPitch 调整背景音乐的音调高低

setMusicSpeedRate 调整背景音乐的变速效果

getMusicCurrentPos

InMS
获取背景音乐的播放进度（单位：毫秒）

getMusicDurationIn

MS
获取背景音乐的总时长（单位：毫秒）

seekMusicToPosIn

MS
设置背景音乐的播放进度（单位：毫秒）

setMusicScratchSp

eedRate
调整搓碟的变速效果

setPreloadObserver 设置预加载事件回调

preloadMusic 预加载背景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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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颜相关接口

函数列表 描述

setBeautyStyle 设置美颜（磨皮）算法

setBeautyLevel 设置美颜级别

setWhitenessLevel 设置美白级别

enableSharpnessEnh

ancement
开启清晰度增强

setRuddyLevel 设置红润级别

setFilter 设置色彩滤镜效果

setFilterStrength 设置色彩滤镜的强度

setGreenScreenFile 设置绿幕背景视频

setEyeScaleLevel 设置大眼级别

setFaceSlimLevel 设置瘦脸级别

setFaceVLevel 设置 V 脸级别

setChinLevel 设置下巴拉伸或收缩

setFaceShortLevel 设置短脸级别

setFaceNarrowLevel 设置窄脸级别

setNoseSlimLevel 设置瘦鼻级别

setEyeLightenLevel 设置亮眼级别

setToothWhitenLevel 设置牙齿美白级别

setWrinkleRemoveLe

vel
设置祛皱级别

setPounchRemoveL

evel
设置祛眼袋级别

setSmileLinesRemov

eLevel
设置法令纹去除级别

setForeheadLevel 设置发际线调整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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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EyeDistanceLevel 设置眼距

setEyeAngleLevel 设置眼角调整级别

setMouthShapeLevel 设置嘴型调整级别

setNoseWingLevel 设置鼻翼调整级别

setNosePositionLeve

l
设置鼻子位置

setLipsThicknessLev

el
设置嘴唇厚度

setFaceBeautyLevel 设置脸型

setMotionTmpl 选择 AI 动效挂件

setMotionMute 是否在动效素材播放时静音

移动端设备操作接口（iOS Android）

函数列表 描述

isFrontCamera 判断当前是否为前置摄像头（仅适用于移动端）

switchCamera 切换前置或后置摄像头（仅适用于移动端）

getCameraZoomM

axRatio
获取摄像头的最大缩放倍数（仅适用于移动端）

setCameraZoomR

atio
设置摄像头的缩放倍数（仅适用于移动端）

isAutoFocusEnable

d
查询是否支持自动识别人脸位置（仅适用于移动端）

enableCameraAuto

Focus
开启自动对焦功能（仅适用于移动端）

setCameraFocusP

osition
设置摄像头的对焦位置（仅适用于移动端）

enableCameraTorc

h
开启/关闭闪光灯，也就是手电筒模式（仅适用于移动端）

setAudioRoute 设置音频路由（仅适用于移动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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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ExposureComp

ensation

设置摄像头的曝光参数，取值范围从-1到1

桌面端设备操作接口（Windows Mac）

函数列表 描述

setCameraCaptur

erParam
设置摄像头采集偏好

弃用接口

函数列表 描述

setSystemVolu

meType
设置系统音量类型（仅适用于移动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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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TXLivePusher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8 19:32:08

Copyright (c) 2021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

Module:   V2TXLivePusher @ TXLiteAVSDK

Function: 腾讯云直播推流器

功能

腾讯云直播推流器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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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流器包含如下能力：

 自定义的视频采集，让您可以根据项目需要定制自己的音视频数据源。

 美颜、滤镜、贴纸，包含多套美颜磨皮算法（自然&光滑）和多款色彩空间滤镜（支持自定义滤镜）。

 Qos 流量控制技术，具备上行网络自适应能力，可以根据主播端网络的具体情况实时调节音视频数据量。

 脸形调整、动效挂件，支持基于优图 AI 人脸识别技术的大眼、瘦脸、隆鼻等脸形微调以及动效挂件效果，只需

要购买 优图 License 就可以轻松实现丰富的直播效果。

V2TXLivePusher

函数列表 描述

release 释放 V2TXLivePusher 资源

setObserver 设置推流器回调

setRenderView 设置本地摄像头预览 View

setRenderView 设置本地摄像头预览 View

setRenderView 设置本地摄像头预览 View

V2TXLivePu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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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RenderMirror 设置本地摄像头预览镜像

setEncoderMirror 设置视频编码镜像

setRenderRotation 设置本地摄像头预览画面的旋转角度

startCamera 打开本地摄像头

stopCamera 关闭本地摄像头

startMicrophone 打开麦克风

stopMicrophone 关闭麦克风

startVirtualCamera 开启图片推流

stopVirtualCamera 关闭图片推流

startScreenCapture 开启屏幕采集

stopScreenCapture 关闭屏幕采集

pauseAudio 暂停推流器的音频流

resumeAudio 恢复推流器的音频流

pauseVideo 暂停推流器的视频流

resumeVideo 恢复推流器的视频流

startPush 开始音视频数据推流

stopPush 停止推送音视频数据

isPushing 当前推流器是否正在推流中

setAudioQuality 设置推流音频质量

setVideoQuality 设置推流视频编码参数

getAudioEffectMana

ger
获取音效管理对象

getBeautyManager 获取美颜管理对象

getDeviceManager 获取设备管理对象

snapshot 截取推流过程中的本地画面

setWatermark 设置推流器水印。默认情况下，水印不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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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 V2TXLivePusher 资源

enableVolumeEvalua

tion

启用采集音量大小提示

enableCustomVideo

Process
开启/关闭自定义视频处理

enableCustomVideo

Capture
开启/关闭自定义视频采集

enableCustomAudio

Capture
开启/关闭自定义音频采集

sendCustomVideoFr

ame
在自定义视频采集模式下，将采集的视频数据发送到SDK

sendCustomAudioFr

ame
在自定义音频采集模式下，将采集的音频数据发送到SDK

enableAudioProcess

Observer
开启/关闭对经过前处理后的本地音频帧的监听回调

sendSeiMessage 发送 SEI 消息

startSystemAudioLo

opback
打开系统声音采集

stopSystemAudioLoo

pback
关闭系统声音采集

showDebugView 显示仪表盘。

setProperty 调用 V2TXLivePusher 的高级 API 接口。

setMixTranscodingC

onfig
设置云端的混流转码参数

startLocalRecording 开始录制音视频流

stopLocalRecording 停止录制音视频流

release

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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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推流器回调

通过设置回调，可以监听 V2TXLivePusher 推流器的一些回调事件，

包括推流器状态、音量回调、统计数据、警告和错误信息等。

设置本地摄像头预览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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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Observer

参数 描述

observe

r
推流器的回调目标对象，更多信息请查看  V2TXLivePusherObserver  。

setRenderView

参数 描述

vie

w
本地摄像头预览 View。

setRenderView

void setObserver (V2TXLivePusherObserver observer)

int setRenderView (TXCloudVideoView view)

int setRenderView (TextureView view)

setObserver

setRenderView

setRend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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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本地摄像头预览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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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本地摄像头预览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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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本地摄像头预览镜像

本地摄像头分为前置摄像头和后置摄像头，系统默认情况下，是前置摄像头镜像，后置摄像头不镜像，这里可

以修改前置后置摄像头的默认镜像类型。

参数 描述

vie

w
本地摄像头预览 View。

setRenderView

参数 描述

vie

w
本地摄像头预览 View。

setRenderMirror

参数 描述

mirrorTyp

e

摄像头镜像类型  V2TXLiveMirrorType  。

 V2TXLiveMirrorTypeAuto  【默认值】: 默认镜像类型. 在这种情况下，前置

int setRenderView (SurfaceView view)

int setRenderMirror ( V2TXLiveMirrorType   mirrorType)

setRenderView

setRenderMi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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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视频编码镜像

设置本地摄像头预览画面的旋转角度

摄像头的画面是镜像的，后置摄像头的画面不是镜像的。

 V2TXLiveMirrorTypeEnable:  前置摄像头 和 后置摄像头，都切换为镜像模

式。

 V2TXLiveMirrorTypeDisable: 前置摄像头 和 后置摄像头，都切换为非镜像

模式。

setEncoderMirror

参数 描述

mirro

r

是否镜像。

 false【默认值】: 播放端看到的是非镜像画面。

 true: 播放端看到的是镜像画面。

注意

编码镜像只影响观众端看到的视频效果。

setRenderRotation

参数 描述

rotation 预览画面的旋转角度  V2TXLiveRotation  。

 V2TXLiveRotation0【默认值】: 0度, 不旋转。

 V2TXLiveRotation90:  顺时针旋转90度。

 V2TXLiveRotation180: 顺时针旋转180度。

int setEncoderMirror (boolean mirror)

int setRenderRotation ( V2TXLiveRotation   rotation)

setEncoderMirror

setRenderR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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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本地摄像头

关闭本地摄像头

 V2TXLiveRotation270: 顺时针旋转270度。

注意

只旋转本地预览画面，不影响推流出去的画面。

startCamera

参数 描述

frontCamer

a

指定摄像头方向是否为前置。

 true 【默认值】: 切换到前置摄像头。

 false: 切换到后置摄像头。

注意

startVirtualCamera，startCamera，startScreenCapture，同一 Pusher 实例下，仅有一

个采集源可以上行，不同采集源之间切换，请先关闭前一采集源，再开启后一采集源，保证同一采集

源的开启和关闭是成对调用的。比如：采集源从Camera切换到VirtualCamera，调用顺序是 

startCamera -> stopCamera -> startVirtualCamera。

stopCamera

startMicrophone

int startCamera (boolean frontCamera)

startCamera

stopCamera

startMicro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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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麦克风

关闭麦克风

开启图片推流

关闭图片推流

stopMicrophone

startVirtualCamera

参数 描述

ima

ge
图片。

注意

startVirtualCamera，startCamera，startScreenCapture，同一 Pusher 实例下，仅有一

个采集源可以上行，不同采集源之间切换，请先关闭前一采集源，再开启后一采集源，保证同一采集

源的开启和关闭是成对调用的。比如：采集源从Camera切换到VirtualCamera，调用顺序是 

startCamera -> stopCamera -> startVirtualCamera。

stopVirtualCamera

int startVirtualCamera (Bitmap image)

stopMicrophone

startVirtualCamera

stopVirtualCam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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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屏幕采集

关闭屏幕采集

暂停推流器的音频流

恢复推流器的音频流

startScreenCapture

注意

startVirtualCamera，startCamera，startScreenCapture，同一 Pusher 实例下，仅有一

个采集源可以上行，不同采集源之间切换，请先关闭前一采集源，再开启后一采集源，保证同一采集

源的开启和关闭是成对调用的。比如：采集源从Camera切换到ScreenCapture，调用顺序是 

startCamera -> stopCamera -> startScreenCapture。

stopScreenCapture

pauseAudio

resumeAudio

pauseVideo

startScreenCapture

stopScreenCapture

pauseAudio

resumeA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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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推流器的视频流

恢复推流器的视频流

开始音视频数据推流

停止推送音视频数据

resumeVideo

startPush

参数 描述

url 推流的目标地址，支持任意推流服务端。

stopPush

isPushing

int startPush (String url)

pauseVideo

resumeVideo

startPush

stopPush

isPu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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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推流器是否正在推流中

设置推流音频质量

设置推流视频编码参数

获取音效管理对象

setAudioQuality

参数 描述

quality

音频质量  V2TXLiveAudioQuality  。

 V2TXLiveAudioQualityDefault 【默认值】: 通用。

 V2TXLiveAudioQualitySpeech: 语音。

 V2TXLiveAudioQualityMusic:  音乐。

setVideoQuality

参数 描述

para

m
视频编码参数  V2TXLiveVideoEncoderParam  。

getAudioEffectManager

int setAudioQuality ( V2TXLiveAudioQuality   quality)

int setVideoQuality ( V2TXLiveVideoEncoderParam   param)

setAudioQuality

setVideoQuality

getAudioEffect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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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音效管理，您可以使用以下功能：

参考   TXAudioEffectManager  

获取美颜管理对象

通过美颜管理，您可以使用以下功能：

参考   TXBeautyManager  

获取设备管理对象

通过设备管理，您可以使用以下功能：

 调整麦克风收集的人声音量。

 设置混响和变声效果。

 开启耳返，设置耳返音量。

 添加背景音乐，调整背景音乐的播放效果。

getBeautyManager

 设置”美颜风格”、”美白”、“红润”、“大眼”、“瘦脸”、“V脸”、“下巴”、“短脸”、“小

鼻”、“亮眼”、“白牙”、“祛眼袋”、“祛皱纹”、“祛法令纹”等美容效果。

 调整“发际线”、“眼间距”、“眼角”、“嘴形”、“鼻翼”、“鼻子位置”、“嘴唇厚度”、“脸

型”。

 设置人脸挂件（素材）等动态效果。

 添加美妆。

 进行手势识别。

getDeviceManager

 切换前后摄像头。

 设置自动聚焦。

getBeautyManager

getDevice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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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TXDeviceManager  

截取推流过程中的本地画面

设置推流器水印。默认情况下，水印不开启

 设置摄像头缩放倍数。

 打开或关闭闪光灯。

 切换耳机或者扬声器。

 修改音量类型(媒体音量或者通话音量)。

snapshot

setWatermark

参数 描述

ima

ge
水印图片。如果该值为 null，则等效于禁用水印。

scal

e
水印图片的缩放比例，取值范围为0 - 1的浮点数。

x 水印的横坐标，取值范围为0 - 1的浮点数。

y 水印的纵坐标，取值范围为0 - 1的浮点数。

int setWatermark (Bitmap image

float x

float y

float scale)

snapshot

setWater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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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采集音量大小提示

开启后可以在  onMicrophoneVolumeUpdate   回调中获取到 SDK 对音量大小值的评估。

开启/关闭自定义视频处理

enableVolumeEvaluation

参数 描述

intervalMs

决定了 onMicrophoneVolumeUpdate 回调的触发间隔，单位为ms，最小间隔

为100ms，如果小于等于0则会关闭回调，建议设置为300ms；【默认值】：0，不

开启。

enableCustomVideoProcess

参数 描述

enabl

e
true: 开启; false: 关闭。【默认值】: false。

注意

RTMP 支持格式：

format = V2TXLivePixelFormatTexture2D && buffetType = 

V2TXLiveBufferTypeTexture。

RTC 支持格式：

int enableVolumeEvaluation (int intervalMs)

int 

enableCustomVideoProcess
(boolean enable

V2TXLivePixelFormat   pixelFormat

V2TXLiveBufferType   bufferType)

enableVolumeEvaluation

enableCustomVideo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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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关闭自定义视频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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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启/关闭自定义音频采集

format = V2TXLivePixelFormatTexture2D && bufferType = 

V2TXLiveBufferTypeTexture。

format = V2TXLivePixelFormatI420 && bufferType = 

V2TXLiveBufferTypeByteBuffer。

format = V2TXLivePixelFormatI420 && bufferType = 

V2TXLiveBufferTypeByteArray。

enableCustomVideoCapture

参数 描述

enabl

e
true：开启自定义采集；false：关闭自定义采集。【默认值】：false。

注意

需要在  startPush   之前调用，才会生效。

enableCustomAudioCapture

int 

enableCustomVideoCapture
(boolean enable)

int 

enableCustomAudioCapture
(boolean enable)

enableCustomVideoCapture

enableCustomAudioCap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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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开启/关闭自定义音频采集。

在自定义音频采集模式下，SDK 不再从麦克风采集声音，只保留编码和发送能力。

在自定义视频采集模式下，将采集的视频数据发送到SDK

在自定义视频采集模式下，SDK不再采集摄像头数据，仅保留编码和发送功能。

参数 描述

enabl

e
true: 开启自定义采集; false: 关闭自定义采集。【默认值】: false。

注意

需要在  startPush   前调用才会生效。

sendCustomVideoFrame

参数 描述

videoFram

e
向 SDK 发送的 视频帧数据  V2TXLiveVideoFrame  。

注意

需要在  startPush   之前调用  enableCustomVideoCapture   开启自定义采集。

sendCustomAudioFrame

int 

sendCustomVideoFrame
( V2TXLiveVideoFrame   videoFrame)

int 

sendCustomAudioFrame
( V2TXLiveAudioFrame   audioFrame)

sendCustomVideoFrame

sendCustomAudio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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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定义音频采集模式下，将采集的音频数据发送到SDK

@info 在自定义音频采集模式下，将采集的音频数据发送到SDK，SDK不再采集麦克风数据，仅保留编码和

发送功能。

@param audioFrame 向 SDK 发送的 音频帧数据  V2TXLiveAudioFrame  。

@return 返回值  V2TXLiveCode  。

@note   需要在  startPush   之前调用   enableCustomAudioCapture   开启自定义采集。

开启/关闭对经过前处理后的本地音频帧的监听回调

 V2TXLIVE_OK: 成功。

 V2TXLIVE_ERROR_REFUSED: 发送失败，您必须先调用 enableCustomAudioCapture 开启

自定义音频采集。

enableAudioProcessObserver

参数 描述

enabl

e
是否开启。 【默认值】：false。

form

at
设置回调出的 AudioFrame 的格式。

注意

需要在  startPush   之前调用，才会生效。

sendSeiMessage

int 

enableAudioProcessObserver
(boolean enable

V2TXLiveDef. V2TXLiveAudioFrameObserverFormat   fo

enableAudioProcessObserver

sendSei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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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 SEI 消息

播放端  V2TXLivePlayer   通过  V2TXLivePlayerObserver   中的   onReceiveSeiMessage  回调来接

收该消息。

打开系统声音采集

开启后可以采集整个操作系统的播放声音，并将其混入到当前麦克风采集的声音中一起发送到云端。

参数 描述

data 待发送的数据。

payloadTyp

e
数据类型，支持 5、242。推荐填：242。

startSystemAudioLoopback

注意

1. 该接口只在 Android API 29 及以上的版本生效。

2. 您需要先使用该接口来开启系统声音采集，当使用屏幕分享接口开启屏幕分享时才会真正生效。

3. 您需要添加一个前台服务来确保系统声音采集不被静默，并设置 

android:foregroundServiceType="mediaProjection"。

4. SDK 只采集满足捕获策略和音频用法的应用音频，目前采集的音频用法包括USAGE_MEDIA, 

USAGE_GAME。

stopSystemAudioLoopback

int 

sendSeiMessage

(int payloadType

byte[] data)

startSystemAudioLoopback

stopSystemAudioLoop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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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系统声音采集

显示仪表盘。

调用 V2TXLivePusher 的高级 API 接口。

showDebugView

参数 描述

isSho

w
是否显示。【默认值】：false。

setProperty

参数 描述

key 高级 API 对应的 key, 详情请参考  V2TXLiveProperty   定义。

valu

e
调用 key 所对应的高级 API 时，需要的参数。

注意

该接口用于调用一些高级功能。

setMixTranscodingConfig

void 

showDebugView
(boolean isShow)

int setProperty (String key

Object value)

showDebugView

set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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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云端的混流转码参数

如果您在实时音视频  控制台   中的功能配置页开启了“启用旁路推流”功能，

房间里的每一路画面都会有一个默认的直播  CDN 地址  。

一个直播间中可能有不止一位主播，而且每个主播都有自己的画面和声音，但对于 CDN 观众来说，他们只需

要一路直播流，

所以您需要将多路音视频流混成一路标准的直播流，这就需要混流转码。

当您调用 setMixTranscodingConfig() 接口时，SDK 会向腾讯云的转码服务器发送一条指令，目的是将

房间里的多路音视频流混合为一路，

您可以通过 mixStreams 参数来调整每一路画面的位置，以及是否只混合声音，也可以通过 videoWidth、

videoHeight、videoBitrate 等参数控制混合音视频流的编码参数。

【画面1】=> 解码 ====> \

\

【画面2】=> 解码 =>  画面混合 => 编码 => 【混合后的画面】

/

【画面3】=> 解码 ====> /

【声音1】=> 解码 ====> \

\

【声音2】=> 解码 =>  声音混合 => 编码 => 【混合后的声音】

/

【声音3】=> 解码 ====> /

参考文档： 云端混流转码 。

参数 描述

int setMixTranscodingConfig ( V2TXLiveTranscodingConfig   config)

setMixTranscodingConfig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rtc/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1682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16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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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录制音视频流

停止录制音视频流

confi

g

请参考 V2TXLiveDef.java 中关于  V2TXLiveTranscodingConfig   的介绍。如果传入 

null 则取消云端混流转码。

注意

关于云端混流的注意事项：

 仅支持 RTC 模式混流。

 云端转码会引入一定的 CDN 观看延时，大概会增加1 - 2秒。

 调用该函数的用户，会将连麦中的多路画面混合到自己当前这路画面或者 config 中指定的 

streamId 上。

 请注意，若您还在房间中且不再需要混流，请务必传入 null 进行取消，因为当您发起混流后，云

端混流模块就会开始工作，不及时取消混流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计费损失。

 请放心，您退房时会自动取消混流状态。

startLocalRecording

注意

推流开启后才能开始录制，非推流状态下开启录制无效。

 录制过程中不要动态切换分辨率和软/硬剪辑，生成的视频极有可能出现异常。

stopLocalRecording

注意

当停止推流后，如果视频还在录制中，SDK 内部会自动结束录制。

int startLocalRecording ( V2TXLiveLocalRecordingParams   params)

startLocalRecording

stopLocalReco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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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TXLivePusherObserver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8 19:32:08

Copyright (c) 2021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

Module:   V2TXLivePusherObserver @ TXLiteAVSDK

Function: 腾讯云直播推流的回调通知

功能

腾讯云直播的推流回调通知。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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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信息等。

V2TXLivePusherObserver

函数列表 描述

onError 直播推流器错误通知，推流器出现错误时，会回调该通知

onWarning 直播推流器警告通知

onCaptureFirstAudi

oFrame
首帧音频采集完成的回调通知

onCaptureFirstVide

oFrame
首帧视频采集完成的回调通知

onMicrophoneVolu

meUpdate
麦克风采集音量值回调

onPushStatusUpdat

e
推流器连接状态回调通知

onStatisticsUpdate 直播推流器统计数据回调

V2TXLivePusherOb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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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推流器错误通知，推流器出现错误时，会回调该通知

onSnapshotComple

te

截图回调

onGLContextCreate

d
SDK 内部的 OpenGL 环境的创建通知

onProcessAudioFra

me
本地采集并经过音频模块前处理、音效处理和混 BGM 后的音频数据回调

onProcessVideoFra

me
自定义视频处理回调

onGLContextDestro

yed
SDK 内部的 OpenGL 环境的销毁通知

onSetMixTranscodi

ngConfig

设置云端的混流转码参数的回调，对应于 

setMixTranscodingConfig   接口

onScreenCaptureSt

arted
当屏幕分享开始时，SDK 会通过此回调通知

onScreenCaptureSt

opped
当屏幕分享停止时，SDK 会通过此回调通知

onLocalRecordBegi

n
录制任务开始的事件回调

onLocalRecording 录制任务正在进行中的进展事件回调

onLocalRecordCom

plete
录制任务已经结束的事件回调

onError

void onError (int code

String msg

Bundle extraInfo)

on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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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推流器警告通知

首帧音频采集完成的回调通知

参数 描述

code 错误码  V2TXLiveCode  。

extraInfo 扩展信息。

msg 错误信息。

onWarning

参数 描述

code 警告码  V2TXLiveCode  。

extraInfo 扩展信息。

msg 警告信息。

onCaptureFirstAudioFrame

onCaptureFirstVideoFrame

void 

onWarning
(int code

String msg

Bundle extraInfo)

onWarning

onCaptureFirstAudio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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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克风采集音量值回调

推流器连接状态回调通知

onMicrophoneVolumeUpdate

参数 描述

volu

me
音量大小。

注意

调用  enableVolumeEvaluation   开启采集音量大小提示之后，会收到这个回调通知。

onPushStatusUpdate

参数 描述

extraInfo 扩展信息。

msg 连接状态信息。

void 

onMicrophoneVolumeUpdate
(int volume)

void 

onPushStatusUpdate
( V2TXLivePushStatus   status

String msg

Bundle extraInfo)

onMicrophoneVolumeUpdate

onPushStatus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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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推流器统计数据回调

截图回调

status 推流器连接状态  V2TXLivePushStatus  。

onStatisticsUpdate

参数 描述

statistics 推流器统计数据  V2TXLivePusherStatistics  

onSnapshotComplete

参数 描述

ima

ge
已截取的视频画面。

注意

调用  snapshot   截图之后，会收到这个回调通知。

onGLContextCreated

void onStatisticsUpdate ( V2TXLivePusherStatistics   statistics)

void 

onSnapshotComplete
(Bitmap image)

onStatisticsUpdate

onSnapshotComplete

onGLContextCre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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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K 内部的 OpenGL 环境的创建通知

本地采集并经过音频模块前处理、音效处理和混 BGM 后的音频数据回调

当您设置完音频数据自定义回调之后，SDK 内部会把刚采集到并经过前处理、音效处理和混 BGM 之后的数

据，在最终进行网络编码之前，以 PCM 格式的形式通过本接口回调给您。

onProcessAudioFrame

 此接口回调出的音频时间帧长固定为 0.02s，格式为 PCM 格式。

 由时间帧长转化为字节帧长的公式为  采样率 × 时间帧长 × 声道数 × 采样点位宽 。

 以 SDK 默认的音频录制格式 48000 采样率、单声道、16采样点位宽为例，字节帧长为

 48000 × 0.02s × 1 × 16bit = 15360bit = 1920字节 。

参数 描述

fram

e
PCM 格式的音频数据帧。

注意

1. 请不要在此回调函数中做任何耗时操作，由于 SDK 每隔 20ms 就要处理一帧音频数据，如果您的

处理时间超过 20ms，就会导致声音异常。

2. 此接口回调出的音频数据是可读写的，也就是说您可以在回调函数中同步修改音频数据，但请保证

处理耗时。

onProcessVideoFrame

void 

onProcessAudioFrame
(V2TXLiveDef. V2TXLiveAudioFrame   frame)

int 

onProcessVideoFrame
( V2TXLiveVideoFrame   srcFrame

V2TXLiveVideoFrame   dstFrame)

onProcessAudioFrame

onProcessVideo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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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视频处理回调

参数 描述

dstFram

e
用于承载处理过的视频画面。

srcFram

e
用于承载未处理的视频画面。

注意

需要调用  enableCustomVideoProcess   开启自定义视频处理，才会收到这个回调通知。

【情况一】美颜组件会产生新的纹理

如果您使用的美颜组件会在处理图像的过程中产生一帧全新的纹理（用于承载处理后的图像），那请

您在回调函数中将 dstFrame.textureId 设置为新纹理的 ID。

  `java

@Override

public void onGLContextCreated() {

mFURenderer.onSurfaceCreated();

mFURenderer.setUseTexAsync(true);

}

@Override

public int onProcessVideoFrame(V2TXLiveVideoFrame srcFrame, 

V2TXLiveVideoFrame dstFrame) {

dstFrame.texture.textureId = mFURenderer.onDrawFrameSingleInput(

srcFrame.texture.textureId, srcFrame.width, srcFrame.height);

return 0;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GLContextDestroyed() {

mFURenderer.onSurfaceDestroyed();

}

  `

【情况二】美颜组件并不自身产生新纹理

如果您使用的第三方美颜模块并不生成新的纹理，而是需要您设置给该模块一个输入纹理和一个输出

纹理，则可以考虑如下方案：

  `java

int onProcessVideoFrame(V2TXLiveVideoFrame srcFrame, V2TXLiveVideoFrame 

dstFr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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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K 内部的 OpenGL 环境的销毁通知

设置云端的混流转码参数的回调，对应于 {@link setMixTranscodingConfig} 接口

当屏幕分享开始时，SDK 会通过此回调通知

thirdparty_process(srcFrame.texture.textureId, srcFrame.width, srcFrame.height, 

dstFrame.texture.textureId);

return 0;

}

  `

onGLContextDestroyed

onSetMixTranscodingConfig

参数 描述

cod

e
0表示成功，其余值表示失败。

ms

g
具体错误原因。

onScreenCaptureStarted

void 

onSetMixTranscodingConfig
(int code

String msg)

onGLContextDestroyed

onSetMixTranscodingConfig

onScreenCaptureSta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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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屏幕分享停止时，SDK 会通过此回调通知

录制任务开始的事件回调

onScreenCaptureStopped

参数 描述

reas

on

停止原因

 0：表示用户主动停止。

 1：iOS 表示录屏被系统中断；Mac、Windows 表示屏幕分享窗口被关闭。

 2：Windows 表示屏幕分享的显示屏状态变更（如接口被拔出、投影模式变更等）；其

他平台不抛出。

onLocalRecordBegin

参数 描述

code

状态码。

 0：录制任务启动成功。

 -1：录制任务启动失败。

 -2: 文件后缀名有误（比如不支持的录制格式）。

storagePat

h
录制的文件地址。

void 

onScreenCaptureStopped
(int reason)

void 

onLocalRecordBegin
(int code

String storagePath)

onScreenCaptureStopped

onLocalRecordBe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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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制任务正在进行中的进展事件回调

录制任务已经结束的事件回调

onLocalRecording

参数 描述

durationMs 录制时长。

storagePat

h
录制的文件地址。

onLocalRecordComplete

参数 描述

code

状态码。

  0：结束录制任务成功。

 -1：录制失败。

 -2：切换分辨率或横竖屏导致录制结束。

storagePat

h
录制的文件地址。

void onLocalRecording (long durationMs

String storagePath)

void 

onLocalRecordComplete
(int code

String storagePath)

onLocalRecording

onLocalRecordComp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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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TXLivePlayerObserver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8 19:32:08

Copyright (c) 2021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

Module:   V2TXLivePlayerObserver @ TXLiteAVSDK

Function: 腾讯云直播的播放器回调通知

功能

腾讯云直播的播放器回调通知。

介绍

可以接收  V2TXLivePlayer   播放器的一些回调通知，包括播放器状态、播放音量回调、音视频首帧回调、统计数

据、警告和错误信息等。

V2TXLivePlayerObserver

函数列表 描述

onError 直播播放器错误通知，播放器出现错误时，会回调该通知

onWarning 直播播放器警告通知

onVideoResolutionC

hanged
直播播放器分辨率变化通知

onConnected 已经成功连接到服务器

onVideoPlaying 视频播放事件

onAudioPlaying 音频播放事件

onVideoLoading 视频加载事件

onAudioLoading 音频加载事件

V2TXLivePlayerOb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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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播放器错误通知，播放器出现错误时，会回调该通知

onPlayoutVolumeUp

date

播放器音量大小回调

onStatisticsUpdate 直播播放器统计数据回调

onSnapshotComple

te
截图回调

onRenderVideoFra

me
自定义视频渲染回调

onPlayoutAudioFra

me
音频数据回调

onReceiveSeiMessa

ge

收到 SEI 消息的回调，发送端通过  V2TXLivePusher   中的 

 sendSeiMessage  来发送 SEI 消息

onStreamSwitched 分辨率无缝切换回调

onError

参数 描述

code 错误码  V2TXLiveCode  。

extraInfo 扩展信息。

msg 错误信息。

playe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void onError (V2TXLivePlayer player

int code

String msg

Bundle extraInfo)

on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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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播放器警告通知

直播播放器分辨率变化通知

onWarning

参数 描述

code 警告码  V2TXLiveCode  。

extraInfo 扩展信息。

msg 警告信息。

playe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onVideoResolutionChanged

参数 描述

heigh

t

视频高。

void 

onWarning
(V2TXLivePlayer player

int code

String msg

Bundle extraInfo)

void 

onVideoResolutionChanged
(V2TXLivePlayer player

int width

int height)

onWarning

onVideoResolutionChan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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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成功连接到服务器

视频播放事件

playe

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width 视频宽。

onConnected

参数 描述

extraInfo 扩展信息。

playe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onVideoPlaying

参数 描述

extraInfo 扩展信息。

firstPlay 第一次播放标志。

void 

onConnected
(V2TXLivePlayer player

Bundle extraInfo)

void onVideoPlaying (V2TXLivePlayer player

boolean firstPlay

Bundle extraInfo)

onConnected

onVideoPla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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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播放事件

视频加载事件

playe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onAudioPlaying

参数 描述

extraInfo 扩展信息。

firstPlay 第一次播放标志。

playe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onVideoLoading

参数 描述

extraInfo 扩展信息。

playe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void onAudioPlaying (V2TXLivePlayer player

boolean firstPlay

Bundle extraInfo)

void 

onVideoLoading
(V2TXLivePlayer player

Bundle extraInfo)

onAudioPlaying

onVideoLo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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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加载事件

播放器音量大小回调

onAudioLoading

参数 描述

extraInfo 扩展信息。

playe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onPlayoutVolumeUpdate

参数 描述

playe

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volu

me
音量大小。

注意

调用  enableVolumeEvaluation   开启播放音量大小提示之后，会收到这个回调通知。

void 

onAudioLoading
(V2TXLivePlayer player

Bundle extraInfo)

void 

onPlayoutVolumeUpdate
(V2TXLivePlayer player

int volume)

onAudioLoading

onPlayoutVolume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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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播放器统计数据回调

截图回调

onStatisticsUpdate

参数 描述

playe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statistics 播放器统计数据  V2TXLivePlayerStatistics  。

onSnapshotComplete

参数 描述

imag

e
已截取的视频画面。

playe

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onRenderVideoFrame

void onStatisticsUpdate (V2TXLivePlayer player

V2TXLivePlayerStatistics   statistics)

void 

onSnapshotComplete
(V2TXLivePlayer player

Bitmap image)

onStatisticsUpdate

onSnapshotComplete

onRenderVideo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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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视频渲染回调

音频数据回调

参数 描述

playe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videoFram

e
视频帧数据  V2TXLiveVideoFrame  。

注意

需要您调用  enableObserveVideoFrame   开启回调开关。

onPlayoutAudioFrame

参数 描述

audioFram

e
音频帧数据  V2TXLiveAudioFrame  。

playe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注意

需要您调用  enableObserveAudioFrame   开启回调开关。请在当前回调中使用 audioFrame 

的 data。

void 

onRenderVideoFrame

(V2TXLivePlayer player

V2TXLiveVideoFrame   videoFrame)

void 

onPlayoutAudioFrame
(V2TXLivePlayer player

V2TXLiveAudioFrame   audioFrame)

onPlayoutAudio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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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 SEI 消息的回调，发送端通过 {@link V2TXLivePusher} 中的 `sendSeiMessage` 

来发送 SEI 消息

分辨率无缝切换回调

onReceiveSeiMessage

参数 描述

data 数据。

payloadTyp

e
回调数据的SEI payloadType。

playe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注意

调用  V2TXLivePlayer   中的  enableReceiveSeiMessage  开启接收 SEI 消息之后，会收到这

个回调通知。

onStreamSwitched

void 

onReceiveSeiMessage
(V2TXLivePlayer player

int payloadType

byte[] data)

void 

onStreamSwitched
(V2TXLivePlayer player

String url

int code)

onReceiveSeiMessage

onStreamSwitc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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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code
状态码，0：成功，-1：切换超时，-2：切换失败，服务端错误，-3：切换失败，客户端错

误。

playe

r
回调该通知的播放器对象。

url 切换的播放地址。

注意

调用  V2TXLivePlayer   中的  switchStream  切换分辨率，会收到这个回调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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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TXLivePlayer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8 19:32:08

Copyright (c) 2021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

Module:   V2TXLivePlayer @ TXLiteAVSDK

Function: 腾讯云直播播放器

功能

腾讯云直播播放器。

主要负责从指定的直播流地址拉取音视频数据，并进行解码和本地渲染播放。

介绍

播放器包含如下能力：

 支持 RTMP、HTTP-FLV、HLS、TRTC、WebRTC 协议。

 屏幕截图，可以截取当前直播流的视频画面。

 延时调节，可以设置播放器缓存自动调整的最小和最大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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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2TXLivePlayer

函数列表 描述

setObserver 设置播放器回调

setRenderView 设置播放器的视频渲染 View，该控件负责显示视频内容

setRenderView 设置播放器的视频渲染 View。 该控件负责显示视频内容

setRenderView 设置播放器的视频渲染 View。 该控件负责显示视频内容

setRenderRotation 设置播放器画面的旋转角度

setRenderFillMode 设置画面的填充模式

V2TXLiveP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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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LivePlay 开始播放音视频流

stopPlay 停止播放音视频流

isPlaying 播放器是否正在播放中

pauseAudio 暂停播放器的音频流

resumeAudio 恢复播放器的音频流

pauseVideo 暂停播放器的视频流

resumeVideo 恢复播放器的视频流

setPlayoutVolume 设置播放器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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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itchStream 直播流无缝切换，支持 FLV 和 LEB

getStreamList 获取码流信息

enableVolumeEval

uation
启用播放音量大小提示

snapshot 截取播放过程中的视频画面

enableObserveVide

oFrame
开启/关闭对视频帧的监听回调

enableObserveAudi

oFrame
开启/关闭对音频数据的监听回调

enableReceiveSei

Message
开启接收 SEI 消息

showDebugView 是否显示播放器状态信息的调试浮层

setProperty 调用 V2TXLivePlayer 的高级 API 接口

setObserver

void setObserver (V2TXLivePlayerObserver observer)

setOb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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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播放器回调

通过设置回调，可以监听 V2TXLivePlayer 播放器的一些回调事件，

包括播放器状态、播放音量回调、音视频首帧回调、统计数据、警告和错误信息等。

设置播放器的视频渲染 View，该控件负责显示视频内容

设置播放器的视频渲染 View。 该控件负责显示视频内容

参数 描述

observe

r
播放器的回调目标对象，更多信息请查看  V2TXLivePlayerObserver  

setRenderView

参数 描述

vie

w
播放器渲染 View。

setRenderView

参数 描述

vie

w
播放器渲染 View。

int setRenderView (TXCloudVideoView view)

int setRenderView (TextureView view)

setRenderView

setRend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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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播放器的视频渲染 View。 该控件负责显示视频内容

设置播放器画面的旋转角度

设置画面的填充模式

setRenderView

参数 描述

vie

w
播放器渲染 View。

setRenderRotation

参数 描述

rotation

旋转角度  V2TXLiveRotation  。

 V2TXLiveRotation0【默认值】: 0度, 不旋转。

 V2TXLiveRotation90:  顺时针旋转90度。

 V2TXLiveRotation180: 顺时针旋转180度。

 V2TXLiveRotation270: 顺时针旋转270度。

setRenderFillMode

int setRenderView (SurfaceView view)

int setRenderRotation ( V2TXLiveRotation   rotation)

int setRenderFillMode ( V2TXLiveFillMode   mode)

setRenderView

setRenderRotation

setRenderFill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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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播放音视频流

停止播放音视频流

参数 描述

mo

de

画面填充模式  V2TXLiveFillMode  。

 V2TXLiveFillModeFill 【默认值】: 图像铺满屏幕，不留黑边，如果图像宽高比不同于

屏幕宽高比，部分画面内容会被裁剪掉。

 V2TXLiveFillModeFit: 图像适应屏幕，保持画面完整，但如果图像宽高比不同于屏幕宽

高比，会有黑边的存在。

 V2TXLiveFillModeScaleFill: 图像拉伸铺满，因此长度和宽度可能不会按比例变化。

startLivePlay

参数 描述

url 音视频流的播放地址，支持 RTMP，HTTP-FLV，TRTC。

注意

10.7 版本开始，需要通过  setLicence   或者  setLicence   设置 Licence 后方可成功播放，否则

将播放失败（黑屏），全局仅设置一次即可。直播 Licence、短视频 Licence 和视频播放 

Licence 均可使用，若您暂未获取上述 Licence，可 快速免费申请测试版 Licence   以正常播放，

正式版 Licence 需 购买  。

stopPlay

isPlaying

int startLivePlay (String url)

startLivePlay

stopPlay

https://cloud.tencent.com/act/event/Licen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74588#.E8.B4.AD.E4.B9.B0.E5.B9.B6.E6.96.B0.E5.BB.BA.E6.AD.A3.E5.BC.8F.E7.89.88-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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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器是否正在播放中

暂停播放器的音频流

恢复播放器的音频流

暂停播放器的视频流

恢复播放器的视频流

pauseAudio

resumeAudio

pauseVideo

resumeVideo

setPlayoutVolume

isPlaying

pauseAudio

resumeAudio

pauseVideo

resume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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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播放器音量

设置播放器缓存自动调整的最小和最大时间 ( 单位：秒 )

直播流无缝切换，支持 FLV 和 LEB

参数 描述

volu

me
音量大小，取值范围0 - 100。【默认值】: 100。

setCacheParams

参数 描述

maxTi

me
缓存自动调整的最大时间，取值需要大于0。【默认值】：5。

minTim

e
缓存自动调整的最小时间，取值需要大于0。【默认值】：1。

switchStream

int setPlayoutVolume (int volume)

int 

setCacheParams
(float minTime

float maxTime)

int switchStream (String newUrl)

setPlayoutVolume

setCacheParams

switch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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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码流信息

启用播放音量大小提示

开启后可以在  V2TXLivePlayerObserver   回调中获取到 SDK 对音量大小值的评估。

截取播放过程中的视频画面

参数 描述

new

Url
新的拉流地址。

getStreamList

enableVolumeEvaluation

参数 描述

intervalMs

决定了 onPlayoutVolumeUpdate 回调的触发间隔，单位为ms，最小间隔为

100ms，如果小于等于0则会关闭回调，建议设置为300ms；【默认值】：0，不开

启。

snapshot

enableObserveVideoFrame

int enableVolumeEvaluation (int intervalMs)

getStreamList

enableVolumeEvaluation

snaps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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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关闭对视频帧的监听回调

SDK 在您开启次此开关后将不再渲染视频画面，您可以通过 V2TXLivePlayerObserver 获得视频帧，并

执行自定义的渲染逻辑。

开启/关闭对音频数据的监听回调

如果您开启此开关，您可以通过 V2TXLivePlayerObserver 获得音频数据，并执行自定义的逻辑。

参数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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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able 是否开启自定义渲染。【默认值】：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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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ableObserveAudioFrame

参数 描述

enabl

e
是否开启音频数据回调。【默认值】：false。

enableReceiveSeiMessage

int 

enableObserveVideoFrame
(boolean enable

V2TXLivePixelFormat   pixelFormat

V2TXLiveBufferType   bufferType)

int 

enableObserveAudioFrame
(boolean enable)

enableObserveVideoFrame

enableObserveAudio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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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接收 SEI 消息

是否显示播放器状态信息的调试浮层

参数 描述

enable true: 开启接收 SEI 消息; false: 关闭接收 SEI 消息。【默认值】: false。

payloadTyp

e

指定接收 SEI 消息的 payloadType，支持 5、242，请与发送端的 

payloadType 保持一致。

showDebugView

参数 描述

isSho

w
是否显示。【默认值】：false。

setProperty

int 

enableReceiveSeiMessage
(boolean enable

int payloadType)

void 

showDebugView
(boolean isShow)

int setProperty (String key

Object value)

enableReceiveSeiMessage

showDebugView

set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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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 V2TXLivePlayer 的高级 API 接口

参数 描述

key 高级 API 对应的 key。

valu

e
调用 key 所对应的高级 API 时，需要的参数。

注意

该接口用于调用一些高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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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TXLivePremier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8 19:32:08

Copyright (c) 2021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

Module:   V2TXLivePremier @ TXLiteAVSDK

Function: V2TXLive 高级接口

V2TXLivePremierObserver

函数列表 描述

onLog 自定义 Log 输出回调接口

onLicenceLoaded setLicence 接口回调

onCaptureAudioFram

e
本地麦克风采集到的音频数据回调

onPlayoutAudioFrame 将各路待播放音频混合之后并在最终提交系统播放之前的数据回调

onVoiceEarMonitorAu

dioFrame
耳返的音频数据

V2TXLivePremier

函数列表 描述

getSDKVersionStr 获取 SDK 版本号

setObserver 设置 V2TXLivePremier 回调接口

setLogConfig 设置 Log 的配置信息

setEnvironment 设置 SDK 接入环境

setLicence 设置 SDK 的授权 License

setSocks5Proxy 设置 SDK sock5 代理配置

V2TXLivePrem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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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 Log 输出回调接口

setLicence 接口回调

enableAudioCaptureOb

server

开启/关闭对音频采集数据的监听回调（可读写）

enableAudioPlayoutObs

erver
开启/关闭对最终系统要播放出的音频数据的监听回调

enableVoiceEarMonitor

Observer
开启/关闭耳返音频数据的监听回调

setUserId 设置 userId

callExperimentalAPI 调用实验性 API 接口

onLog

onLicenceLoaded

参数 描述

reas

on
设置 licence 失败原因。

void 

onLog
(int level

String log)

void 

onLicenceLoaded
(int result

String reason)

onLog

onLicenceLoa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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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麦克风采集到的音频数据回调

将各路待播放音频混合之后并在最终提交系统播放之前的数据回调

resul

t

设置 licence 结果 0 成功，负数失败。

onCaptureAudioFrame

参数 描述

fram

e
音频数据。

注意

由时间帧长转化为字节帧长的公式为【采样率 × 时间帧长 × 声道数 × 采样点位宽】。

以SDK默认的音频录制格式48000采样率、单声道、16采样点位宽为例，字节帧长为【48000 × 

0.02s × 1 × 16bit = 15360bit = 1920字节】。

 请不要在此回调函数中做任何耗时操作，建议直接拷贝到另一线程进行处理，否则会导致各种声音

问题。

 此接口回调出的音频数据支持修改。

 此接口回调出的音频时间帧长固定为0.02s。

 此接口回调出的音频数据不包含背景音、音效、混响等前处理效果，延迟极低。

 需要您调用  enableAudioCaptureObserver   开启回调开关。

onPlayoutAudioFrame

void 

onCaptureAudioFrame
(V2TXLiveDef. V2TXLiveAudioFrame   frame)

void 

onPlayoutAudioFrame
(V2TXLiveDef. V2TXLiveAudioFrame   frame)

onCaptureAudioFrame

onPlayoutAudio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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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设置完音频数据自定义回调之后，SDK 内部会把各路待播放的音频混合之后的音频数据，在提交系统播放

之前，以 PCM 格式的形式通过本接口回调给您。

耳返的音频数据

当您设置完音频数据自定义回调之后，SDK 内部会把耳返的音频数据在播放之前以 PCM 格式的形式通过本

接口回调给您。

 此接口回调出的音频时间帧长固定为 0.02s，格式为 PCM 格式。

 由时间帧长转化为字节帧长的公式为  采样率 × 时间帧长 × 声道数 × 采样点位宽 。

 以 SDK 默认的音频录制格式 48000 采样率、单声道、16 采样点位宽为例，字节帧长为 

 48000 × 0.02s × 1 × 16bit = 15360bit = 1920字节 。

参数 描述

fram

e
PCM 格式的音频数据帧。

注意

1. 请不要在此回调函数中做任何耗时操作，由于 SDK 每隔 20ms 就要处理一帧音频数据，如果您的

处理时间超过 20ms，就会导致声音异常。

2. 此接口回调出的音频数据是可读写的，也就是说您可以在回调函数中同步修改音频数据，但请保证

处理耗时。

3. 此接口回调出的是对各路待播放音频数据的混合，但其中并不包含耳返的音频数据。

onVoiceEarMonitorAudioFrame

 此接口回调出的音频时间帧长不固定，格式为 PCM 格式。

 由时间帧长转化为字节帧长的公式为  采样率 × 时间帧长 × 声道数 × 采样点位宽 。

 以 TRTC 默认的音频录制格式 48000 采样率、单声道、16采样点位宽为例，0.02s 的音频数据字节帧

长为  48000 × 0.02s × 1 × 16bit = 15360bit = 1920字节 。

参数 描述

fram

e

PCM 格式的音频数据帧。

void 

onVoiceEarMonitorAudioFrame
(V2TXLiveDef. V2TXLiveAudioFrame   frame)

onVoiceEarMonitorAudio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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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 SDK 版本号

设置 V2TXLivePremier 回调接口

设置 Log 的配置信息

注意

1. 请不要在此回调函数中做任何耗时操作，否则会导致声音异常。

2. 此接口回调出的音频数据是可读写的，也就是说您可以在回调函数中同步修改音频数据，但请保证

处理耗时。

getSDKVersionStr

setObserver

setLogConfig

setEnvironment

void setObserver (V2TXLivePremierObserver observer)

void setLogConfig (V2TXLiveDef. V2TXLiveLogConfig   config)

void setEnvironment (String env)

getSDKVersionStr

setObserver

setLogConfig

set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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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SDK 接入环境

设置 SDK 的授权 License

文档地址：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50。

参数 描述

env

目前支持 “default” 和 “GDPR” 两个参数。

 default：默认环境，SDK 会在全球寻找最佳接入点进行接入。

 GDPR：所有音视频数据和质量统计数据都不会经过中国大陆地区的服务器。

注意

如您的应用无特殊需求，请不要调用此接口进行设置。

setLicence

参数 描述

contex

t

key licence的秘钥。

url licence的地址。

setSocks5Proxy

void setLicence (Context context

String url

String key)

setLicence

setSocks5Pro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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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SDK sock5 代理配置

开启/关闭对音频采集数据的监听回调（可读写）

参数 描述

host sock5 代理服务器的地址。

passwo

rd
sock5 代理服务器的验证的密码。

port sock5 代理服务器的端口。

userna

me
sock5 代理服务器的验证的用户名。

enableAudioCaptureObserver

参数 描述

enabl

e
是否开启。 【默认值】：false。

form

at
设置回调出的 AudioFrame 的格式。

void 

setSocks5Proxy

(String host

int port

String username

String password)

void 

enableAudioCaptureObserver
(boolean enable

V2TXLiveDef. V2TXLiveAudioFrameObserverFormat   f

enableAudioCaptureOb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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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关闭对最终系统要播放出的音频数据的监听回调

开启/关闭耳返音频数据的监听回调

注意

需要在  startPush   之前调用，才会生效。

enableAudioPlayoutObserver

参数 描述

enabl

e
是否开启。 【默认值】：false。

form

at
设置回调出的 AudioFrame 的格式。

enableVoiceEarMonitorObserver

参数 描述

enabl

e
是否开启。 【默认值】：false。

setUserId

void enableAudioPlayoutObserver (boolean enable

V2TXLiveDef. V2TXLiveAudioFrameObserverFormat   f

void 

enableVoiceEarMonitorObserver
(boolean enable)

enableAudioPlayoutObserver

enableVoiceEarMonitorObserver



直播 SD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55 共450页

设置 userId

调用实验性 API 接口

参数 描述

userI

d
业务侧自身维护的用户/设备id。

callExperimentalAPI

参数 描述

jsonStr 接口及参数描述的 JSON 字符串。

注意

该接口用于调用一些实验性功能。

void setUserId (String userId)

int callExperimentalAPI (String jsonStr)

setUserId

callExperimental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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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XAudioEffectManager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8 19:32:08

Copyright (c) 2021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

Module:   背景音乐、短音效和人声特效的管理类

Function: 用于对背景音乐、短音效和人声特效进行设置的管理类

TXMusicPreloadObserver

函数列表 描述

onLoadPro

gress
背景音乐预加载进度

onLoadErr

or
背景音乐预加载出错

TXMusicPlayObserver

函数列表 描述

onStart 背景音乐开始播放

onPlayProg

ress
背景音乐的播放进度

onComplet

e
背景音乐已经播放完毕

TXAudioEffectManager

函数列表 描述

enableVoiceEarMon

itor
开启耳返

setVoiceEarMonitor 设置耳返音量

TXAudioEffect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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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me

setVoiceReverbTyp

e
设置人声的混响效果

setVoiceChangerTy

pe
设置人声的变声特效

setVoiceCaptureVol

ume
设置语音音量

setVoicePitch 设置语音音调

setMusicObserver 设置背景音乐的事件回调接口

startPlayMusic 开始播放背景音乐

stopPlayMusic 停止播放背景音乐

pausePlayMusic 暂停播放背景音乐

resumePlayMusic 恢复播放背景音乐

setAllMusicVolume 设置所有背景音乐的本地音量和远端音量的大小

setMusicPublishVol

ume
设置某一首背景音乐的远端音量的大小

setMusicPlayoutVol

ume
设置某一首背景音乐的本地音量的大小

setMusicPitch 调整背景音乐的音调高低

setMusicSpeedRate 调整背景音乐的变速效果

getMusicCurrentPos

InMS
获取背景音乐的播放进度（单位：毫秒）

getMusicDurationIn

MS
获取背景音乐的总时长（单位：毫秒）

seekMusicToPosIn

MS
设置背景音乐的播放进度（单位：毫秒）

setMusicScratchSp

eedRate
调整搓碟的变速效果

setPreloadObserver 设置预加载事件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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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音乐预加载进度

preloadMusic 预加载背景音乐

结构体类型

函数列表 描述

AudioMusic

Param
背景音乐的播放控制信息

枚举类型

枚举类型 描述

TXVoiceRever

bType
混响特效

TXVoiceChang

erType
变声特效

onLoadProgress

onLoadError

void 

onLoadProgress
(int id

int progress)

void 

onLoadError
(int id

int errorCode)

onLoadProgress

onLoad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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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音乐预加载出错

背景音乐开始播放

在背景音乐开始播放成功或者失败时调用。

参数 描述

errorCod

e

4001:打开打开文件失败，如音频文件格式不支持，本地音频文件不存在，网络音频

文件无法访问等；-4002:解码失败，如音频文件损坏，网络音频文件服务器无法访

问等；-4003:预加载数量超上限，请先调用 stopPlayMusic 释放无用的预加载。

onStart

参数 描述

errCod

e

错误码。0: 开始播放成功；-4001: 打开文件失败，如音频文件格式不支持，本地音频文

件不存在，网络音频文件无法访问等。

id 音乐 ID。

onPlayProgress

void 

onStart
(int id

int errCode)

void 

onPlayProgress
(int id

long curPtsMS

long durationMS)

onStart

onPlay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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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音乐的播放进度

背景音乐已经播放完毕

在背景音乐播放完毕或播放错误时调用。

开启耳返

主播开启耳返后，可以在耳机里听到麦克风采集到的自己发出的声音，该特效适用于主播唱歌的应用场景中。

需要您注意的是，由于蓝牙耳机的硬件延迟非常高，所以在主播佩戴蓝牙耳机时无法开启此特效，请尽量在用

户界面上提示主播佩戴有线耳机。

同时也需要注意，并非所有的手机开启此特效后都能达到优秀的耳返效果，我们已经对部分耳返效果不佳的手

机屏蔽了该特效。

onComplete

参数 描述

errCod

e

错误码。0: 播放结束；-4002: 解码失败，如音频文件损坏，网络音频文件服务器无法访

问等。

id 音乐 ID。

enableVoiceEarMonitor

参数 描述

void 

onComplete
(int id

int errCode)

void 

enableVoiceEarMonitor
(boolean enable)

onComplete

enableVoiceEar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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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耳返音量

通过该接口您可以设置耳返特效中声音的音量大小。

设置人声的混响效果

通过该接口您可以设置人声的混响效果，具体特效请参见枚举定义  TXVoiceReverbType  。

enabl

e

true：开启；false：关闭。

注意

仅在主播佩戴耳机时才能开启此特效，同时请您提示主播佩戴有线耳机。

setVoiceEarMonitorVolume

参数 描述

volu

me
音量大小，取值范围为 0 - 100，默认值：100。

注意

如果将 volume 设置成 100 之后感觉音量还是太小，可以将 volume 最大设置成 150，但超过 100 

的 volume 会有爆音的风险，请谨慎操作。

setVoiceReverbType

void 

setVoiceEarMonitorVolume
(int volume)

void 

setVoiceReverbType
( TXVoiceReverbType   type)

setVoiceEarMonitorVolume

setVoiceReverbType



直播 SD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62 共450页

设置人声的变声特效

通过该接口您可以设置人声的变声特效，具体特效请参见枚举定义  TXVoiceChangeType  。

设置语音音量

该接口可以设置语音音量的大小，一般配合音乐音量的设置接口  setAllMusicVolume   协同使用，用于调谐

语音和音乐在混音前各自的音量占比。

注意

设置的效果在退出房间后会自动失效，如果下次进房还需要对应特效，需要调用此接口再次进行设

置。

setVoiceChangerType

注意

设置的效果在退出房间后会自动失效，如果下次进房还需要对应特效，需要调用此接口再次进行设

置。

setVoiceCaptureVolume

参数 描述

volu

me
音量大小，取值范围为0 - 100，默认值：100。

注意

void 

setVoiceChangerType
( TXVoiceChangerType   type)

void 

setVoiceCaptureVolume
(int volume)

setVoiceChangerType

setVoiceCapture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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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语音音调

该接口可以设置语音音调，用于实现变调不变速的目的。

设置背景音乐的事件回调接口

请在播放背景音乐之前使用该接口设置播放事件回调，以便感知背景音乐的播放进度。

如果将 volume 设置成 100 之后感觉音量还是太小，可以将 volume 最大设置成 150，但超过 100 

的 volume 会有爆音的风险，请谨慎操作。

setVoicePitch

参数 描述

pitc

h
音调，取值范围为-1.0f~1.0f，默认值：0.0f。

setMusicObserver

参数 描述

musicId 音乐 ID。

observe

r
具体参考 ITXMusicPlayObserver 中定义接口。

void 

setVoicePitch
(double pitch)

void 

setMusicObserver
(int id

TXMusicPlayObserver observer)

setVoicePitch

setMusicOb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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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播放背景音乐

每个音乐都需要您指定具体的 ID，您可以通过该 ID 对音乐的开始、停止、音量等进行设置。

停止播放背景音乐

注意

1. 如果要该ID不需要使用，observer 可设置为 NULL 彻底释放。

startPlayMusic

参数 描述

musicPara

m
音乐参数。

注意

1. 如果要多次播放同一首背景音乐，请不要每次播放都分配一个新的 ID，我们推荐使用相同的 ID。

2. 若您希望同时播放多首不同的音乐，请为不同的音乐分配不同的 ID 进行播放。

3. 如果使用同一个 ID 播放不同音乐，SDK 会先停止播放旧的音乐，再播放新的音乐。

stopPlayMusic

参数 描述

id 音乐 ID。

boolean 

startPlayMusic
(final  AudioMusicParam   musicParam)

void 

stopPlayMusic
(int id)

startPlayMusic

stopPlay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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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播放背景音乐

恢复播放背景音乐

设置所有背景音乐的本地音量和远端音量的大小

该接口可以设置所有背景音乐的本地音量和远端音量。

pausePlayMusic

参数 描述

id 音乐 ID。

resumePlayMusic

参数 描述

id 音乐 ID。

setAllMusicVolume

 本地音量：即主播本地可以听到的背景音乐的音量大小。

void 

pausePlayMusic
(int id)

void 

resumePlayMusic
(int id)

void 

setAllMusicVolume
(int volume)

pausePlayMusic

resumePlayMusic

setAllMusic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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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某一首背景音乐的远端音量的大小

该接口可以细粒度地控制每一首背景音乐的远端音量，也就是观众端可听到的背景音乐的音量大小。

 远端音量：即观众端可以听到的背景音乐的音量大小。

参数 描述

volu

me
音量大小，取值范围为0 - 100，默认值：60。

注意

如果将 volume 设置成 100 之后感觉音量还是太小，可以将 volume 最大设置成 150，但超过 100 

的 volume 会有爆音的风险，请谨慎操作。

setMusicPublishVolume

参数 描述

id 音乐 ID。

volu

me
音量大小，取值范围为0 - 100；默认值：60。

注意

如果将 volume 设置成 100 之后感觉音量还是太小，可以将 volume 最大设置成 150，但超过 100 

的 volume 会有爆音的风险，请谨慎操作。

setMusicPlayoutVolume

void 

setMusicPublishVolume
(int id

int volume)

setMusicPublishVolume

setMusicPlayout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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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某一首背景音乐的本地音量的大小

该接口可以细粒度地控制每一首背景音乐的本地音量，也就是主播本地可以听到的背景音乐的音量大小。

调整背景音乐的音调高低

参数 描述

id 音乐 ID。

volu

me
音量大小，取值范围为0 - 100，默认值：60。

注意

如果将 volume 设置成 100 之后感觉音量还是太小，可以将 volume 最大设置成 150，但超过 100 

的 volume 会有爆音的风险，请谨慎操作。

setMusicPitch

参数 描述

id 音乐 ID。

pitc

h
音调，默认值是0.0f，范围是：[-1 ~ 1] 之间的浮点数。

setMusicSpeedRate

void 

setMusicPlayoutVolume

(int id

int volume)

void 

setMusicPitch
(int id

float pitch)

setMusicP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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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背景音乐的变速效果

获取背景音乐的播放进度（单位：毫秒）

获取背景音乐的总时长（单位：毫秒）

参数 描述

id 音乐 ID。

speedRa

te
速度，默认值是1.0f，范围是：[0.5 ~ 2] 之间的浮点数。

getMusicCurrentPosInMS

参数 描述

id 音乐 ID。

getMusicDurationInMS

void 

setMusicSpeedRate
(int id

float speedRate)

long 

getMusicCurrentPosInMS
(int id)

long 

getMusicDurationInMS
(String path)

setMusicSpeedRate

getMusicCurrentPosInMS

getMusicDurationIn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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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背景音乐的播放进度（单位：毫秒）

调整搓碟的变速效果

参数 描述

pat

h
音乐文件路径。

seekMusicToPosInMS

参数 描述

id 音乐 ID。

pts 单位: 毫秒。

注意

请尽量避免过度频繁地调用该接口，因为该接口可能会再次读写音乐文件，耗时稍高。

因此，当用户拖拽音乐的播放进度条时，请在用户完成拖拽操作后再调用本接口。

因为 UI 上的进度条控件往往会以很高的频率反馈用户的拖拽进度，如不做频率限制，会导致较差的用

户体验。

setMusicScratchSpeedRate

void 

seekMusicToPosInMS
(int id

int pts)

void 

setMusicScratchSpeedRate
(int id

float scratchSpeedRate)

seekMusicToPosInMS

setMusicScratchSpeed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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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预加载事件回调

请在预加载背景音乐之前使用该接口设置回调，以便感知背景音乐的预加载进度。

预加载背景音乐

每个音乐都需要您指定具体的 ID，您可以通过该 ID 对音乐的开始、停止、音量等进行设置。

参数 描述

id 音乐 ID。

scratchSpeedRat

e

搓碟速度，默认值是1.0f，范围是：[-12.0 ~ 12.0] 之间的浮点数, 速度值

正/负表示方向正/反，绝对值大小表示速度快慢。

注意

前置条件 preloadMusic 成功。

setPreloadObserver

参数 描述

observe

r
具体参考 ITXMusicPreloadObserver 中定义接口。

preloadMusic

参数 描述

void 

setPreloadObserver
(TXMusicPreloadObserver observer)

boolean 

preloadMusic
(final  AudioMusicParam   preloadParam)

setPreloadObserver

preload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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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响特效

混响特效可以作用于人声之上，通过声学算法对声音进行叠加处理，模拟出各种不同环境下的临场感受，目前

支持如下几种混响效果：

0：关闭；1：KTV；2：小房间；3：大会堂；4：低沉；5：洪亮；6：金属声；7：磁性；8：空灵；9：录

音棚；10：悠扬。

preloadPara

m

预加载音乐参数。

注意

1. 预先加载最多同时支持2个不同 ID 的预加载，且预加载时长不超过10分钟，使用完需 

stopPlayMusic，否则内存不释放。

2. 若该ID对应的音乐正在播放中，预加载会失败，需先调用 stopPlayMusic。

3. 当 musicParam 和传入 startPlayMusic 的 musicParam 完全相同时，预加载有效。

TXVoiceReverbType

枚举 取值 描述

TXLiveVoiceReverbTy

pe_0
0 关闭特效

TXLiveVoiceReverbTy

pe_1
1 KTV

TXLiveVoiceReverbTy

pe_2
2 小房间

TXLiveVoiceReverbTy

pe_3
3 大会堂

TXLiveVoiceReverbTy

pe_4
4 低沉

TXLiveVoiceReverbTy

pe_5
5 洪亮

TXLiveVoiceReverbTy

pe_6
6 金属声

TXVoiceReverb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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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声特效

变声特效可以作用于人声之上，通过声学算法对人声进行二次处理，以获得与原始声音所不同的音色，目前支

持如下几种变声特效：

0：关闭；1：熊孩子；2：萝莉；3：大叔；4：重金属；5：感冒；6：外语腔；7：困兽；8：肥宅；9：强电

流；10：重机械；11：空灵。

TXLiveVoiceReverbTy

pe_7
7 磁性

TXLiveVoiceReverbTy

pe_8
8 空灵

TXLiveVoiceReverbTy

pe_9
9 录音棚

TXLiveVoiceReverbTy

pe_10
10 悠扬

TXVoiceChangeType

枚举 取值 描述

TXLiveVoiceChangerTy

pe_0
0 关闭

TXLiveVoiceChangerTy

pe_1
1 熊孩子

TXLiveVoiceChangerTy

pe_2
2 萝莉

TXLiveVoiceChangerTy

pe_3
3 大叔

TXLiveVoiceChangerTy

pe_4
4 重金属

TXLiveVoiceChangerTy

pe_5
5 感冒

TXLiveVoiceChangerTy 6 外语腔

TXVoiceChange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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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音乐的播放控制信息

该信息用于在接口  startPlayMusic   中指定背景音乐的相关信息，包括播放 ID、文件路径和循环次数等：

1. 如果要多次播放同一首背景音乐，请不要每次播放都分配一个新的 ID，我们推荐使用相同的 ID。

2. 若您希望同时播放多首不同的音乐，请为不同的音乐分配不同的 ID 进行播放。

3. 如果使用同一个 ID 播放不同音乐，SDK 会先停止播放旧的音乐，再播放新的音乐。

pe_6

TXLiveVoiceChangerTy

pe_7
7 困兽

TXLiveVoiceChangerTy

pe_8
8 肥宅

TXLiveVoiceChangerTy

pe_9
9 强电流

TXLiveVoiceChangerTy

pe_10
10 重机械

TXLiveVoiceChangerTy

pe_11
11 空灵

TXAudioMusicParam

枚举类型 描述

endTimeM

S
【字段含义】音乐结束播放时间点，单位毫秒，0表示播放至文件结尾。

id

【字段含义】音乐 ID。

【特殊说明】SDK 允许播放多路音乐，因此需要使用 ID 进行标记，用于控制音乐的

开始、停止、音量等。

isShortFile

【字段含义】播放的是否为短音乐文件。

【推荐取值】true：需要重复播放的短音乐文件；false：正常的音乐文件。默认

值：false。

loopCount 【字段含义】音乐循环播放的次数。

【推荐取值】取值范围为0 - 任意正整数，默认值：0。0 表示播放音乐一次；1 表示

播放音乐两次；以此类推。

TXAudioMusicP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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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
【字段含义】音效文件的完整路径或 URL 地址。支持的音频格式包括 MP3、

AAC、M4A、WAV。

publish

【字段含义】是否将音乐传到远端。

【推荐取值】true：音乐在本地播放的同时，远端用户也能听到该音乐；false：主

播只能在本地听到该音乐，远端观众听不到。默认值：false。

startTimeM

S
【字段含义】音乐开始播放时间点，单位：毫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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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XBeautyManager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8 19:32:08

Copyright (c) 2021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

Module:   美颜与图像处理参数设置类

Function: 修改美颜、滤镜、绿幕等参数

TXBeautyManager

函数列表 描述

setBeautyStyle 设置美颜（磨皮）算法

setBeautyLevel 设置美颜级别

setWhitenessLevel 设置美白级别

enableSharpnessEnh

ancement
开启清晰度增强

setRuddyLevel 设置红润级别

setFilter 设置色彩滤镜效果

setFilterStrength 设置色彩滤镜的强度

setGreenScreenFile 设置绿幕背景视频

setEyeScaleLevel 设置大眼级别

setFaceSlimLevel 设置瘦脸级别

setFaceVLevel 设置 V 脸级别

setChinLevel 设置下巴拉伸或收缩

setFaceShortLevel 设置短脸级别

setFaceNarrowLevel 设置窄脸级别

TXBeauty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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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NoseSlimLevel 设置瘦鼻级别

setEyeLightenLevel 设置亮眼级别

setToothWhitenLevel 设置牙齿美白级别

setWrinkleRemoveLe

vel
设置祛皱级别

setPounchRemoveL

evel
设置祛眼袋级别

setSmileLinesRemov

eLevel
设置法令纹去除级别

setForeheadLevel 设置发际线调整级别

setEyeDistanceLevel 设置眼距

setEyeAngleLevel 设置眼角调整级别

setMouthShapeLevel 设置嘴型调整级别

setNoseWingLevel 设置鼻翼调整级别

setNosePositionLeve

l
设置鼻子位置

setLipsThicknessLev

el
设置嘴唇厚度

setFaceBeautyLevel 设置脸型

setMotionTmpl 选择 AI 动效挂件

setMotionMute 是否在动效素材播放时静音

枚举类型

枚举类型 描述

TXBeauty

Style
美颜（磨皮）算法

setBeauty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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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美颜（磨皮）算法

TRTC 内置多种不同的磨皮算法，您可以选择最适合您产品定位的方案：

设置美颜级别

设置美白级别

参数 描述

beautyStyle
美颜风格，TXBeautyStyleSmooth：光滑；TXBeautyStyleNature：自然；

TXBeautyStylePitu：优图。

setBeautyLevel

参数 描述

beautyLeve

l
美颜级别，取值范围 0 - 9； 0 表示关闭，9 表示效果最明显。

setWhitenessLevel

参数 描述

void 

setBeautyStyle
(int beautyStyle)

void 

setBeautyLevel
(float beautyLevel)

void 

setWhitenessLevel
(float whitenessLevel)

setBeautyStyle

setBeautyLevel

setWhiteness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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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清晰度增强

设置红润级别

设置色彩滤镜效果

色彩滤镜，是一副包含色彩映射关系的颜色查找表图片，您可以在我们提供的官方 Demo 中找到预先准备好

的几张滤镜图片。

whitenessLeve

l
美白级别，取值范围 0 - 9；0 表示关闭，9 表示效果最明显。

enableSharpnessEnhancement

setRuddyLevel

参数 描述

ruddyLeve

l
红润级别，取值范围0 - 9；0 表示关闭，9 表示效果最明显。

setFilter

void 

enableSharpnessEnhancement
(boolean enable)

void 

setRuddyLevel
(float ruddyLevel)

void setFilter (Bitmap image)

enableSharpnessEnhancement

setRuddyLevel

setFi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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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K 会根据该查找表中的映射关系，对摄像头采集出的原始视频画面进行二次处理，以达到预期的滤镜效果。

设置色彩滤镜的强度

该数值越高，色彩滤镜的作用强度越明显，经过滤镜处理后的视频画面跟原画面的颜色差异越大。

我默认的滤镜浓度是 0.5，如果您觉得默认的滤镜效果不明显，可以设置为 0.5 以上的数字，最大值为 1。

设置绿幕背景视频

该接口仅在  企业版 SDK   中生效。

此接口所开启的绿幕功能不具备智能去除背景的能力，需要被拍摄者的背后有一块绿色的幕布来辅助产生特

效。

参数 描述

ima

ge
包含色彩映射关系的颜色查找表图片，必须是 png 格式。

setFilterStrength

参数 描述

strengt

h
从 0 到 1，数值越大滤镜效果越明显，默认值为 0.5。

setGreenScreenFile

参数 描述

pat

h

MP4格式的视频文件路径; 设置空值表示关闭特效。

void setFilterStrength (float strength)

int 

setGreenScreenFile
(String path)

setFilterStrength

setGreenScreenFil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2689#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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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大眼级别

该接口仅在  企业版 SDK   中生效。

设置瘦脸级别

该接口仅在  企业版 SDK   中生效。

setEyeScaleLevel

参数 描述

eyeScaleLevel 大眼级别，取值范围 0 - 9；0 表示关闭，9 表示效果最明显。

setFaceSlimLevel

参数 描述

faceSlimLevel 瘦脸级别，取值范围0 - 9；0 表示关闭，9 表示效果最明显。

setFaceVLevel

int 

setEyeScaleLevel
(float eyeScaleLevel)

int 

setFaceSlimLevel
(float faceSlimLevel)

int 

setFaceVLevel
(float faceVLevel)

setEyeScaleLevel

setFaceSlimLevel

setFaceVLeve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2689#Enterpri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2689#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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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V 脸级别

该接口仅在  企业版 SDK   中生效。

设置下巴拉伸或收缩

该接口仅在  企业版 SDK   中生效。

设置短脸级别

该接口仅在  企业版 SDK   中生效。

参数 描述

faceVLeve

l
V 脸级别，取值范围 0 - 9；0 表示关闭，9 表示效果最明显。

setChinLevel

参数 描述

chinLeve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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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伸。

setFaceShortLevel

参数 描述

faceShortLevel 短脸级别，取值范围 0 - 9；0 表示关闭，9 表示效果最明显。

int setChinLevel (float chinLevel)

int 

setFaceShortLevel
(float faceShortLevel)

setChinLevel

setFaceShortLeve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2689#Enterpri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2689#Enterpri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2689#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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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窄脸级别

该接口仅在  企业版 SDK   中生效。

设置瘦鼻级别

该接口仅在  企业版 SDK   中生效。

设置亮眼级别

setFaceNarrowLevel

参数 描述

level 窄脸级别，取值范围 0 - 9；0 表示关闭，9 表示效果最明显。

setNoseSlimLevel

参数 描述

noseSlimLevel 瘦鼻级别，取值范围0 - 9；0 表示关闭，9 表示效果最明显。

setEyeLightenLevel

int 

setFaceNarrowLevel
(float faceNarrowLevel)

int 

setNoseSlimLevel
(float noseSlimLevel)

int setEyeLightenLevel (float eyeLightenLevel)

setFaceNarrowLevel

setNoseSlimLevel

setEyeLightenLeve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2689#Enterpri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2689#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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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接口仅在  企业版 SDK   中生效。

设置牙齿美白级别

该接口仅在  企业版 SDK   中生效。

设置祛皱级别

该接口仅在  企业版 SDK   中生效。

参数 描述

eyeLightenLevel 亮眼级别，取值范围 0 - 9；0 表示关闭，9 表示效果最明显。

setToothWhitenLevel

参数 描述

toothWhitenLevel 白牙级别，取值范围 0 - 9；0表示关闭，9 表示效果最明显。

setWrinkleRemoveLevel

参数 描述

wrinkleRemoveLevel 祛皱级别，取值范围0 - 9；0 表示关闭，9 表示效果最明显。

setPounchRemoveLevel

int 

setToothWhitenLevel
(float toothWhitenLevel)

int 

setWrinkleRemoveLevel
(float wrinkleRemoveLevel)

setToothWhitenLevel

setWrinkleRemoveLeve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2689#Enterpri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2689#Enterpri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2689#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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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祛眼袋级别

该接口仅在  企业版 SDK   中生效。

设置法令纹去除级别

该接口仅在  企业版 SDK   中生效。

设置发际线调整级别

参数 描述

pounchRemoveLev

el
祛眼袋级别，取值范围 0 - 9；0 表示关闭，9 表示效果最明显。

setSmileLinesRemoveLevel

参数 描述

smileLinesRemoveLevel 法令纹级别，取值范围 0 - 9；0表示关闭，9 表示效果最明显。

setForeheadLevel

int 

setPounchRemoveLevel
(float pounchRemoveLevel)

int 

setSmileLinesRemoveLevel
(float smileLinesRemoveLevel)

int 

setForeheadLevel
(float foreheadLevel)

setPounchRemoveLevel

setSmileLinesRemoveLevel

setForeheadLeve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2689#Enterpri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2689#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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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接口仅在  企业版 SDK   中生效。

设置眼距

该接口仅在  企业版 SDK   中生效。

设置眼角调整级别

该接口仅在  企业版 SDK   中生效。

参数 描述

foreheadLevel 发际线级别，取值范围-9 - 9；0表示关闭，9表示效果最明显。

setEyeDistanceLevel

参数 描述

eyeDistanceLevel
眼距级别，取值范围 -9 - 9；0 表示关闭，小于 0 表示拉伸，大于 0 表示收

缩。

setEyeAngleLevel

参数 描述

eyeAngleLeve

l
眼角调整级别，取值范围-9 - 9；0表示关闭，9表示效果最明显。

int 

setEyeDistanceLevel
(float eyeDistanceLevel)

int 

setEyeAngleLevel
(float eyeAngleLevel)

setEyeDistanceLevel

setEyeAngleLeve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2689#Enterpri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2689#Enterpri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2689#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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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嘴型调整级别

该接口仅在  企业版 SDK   中生效。

设置鼻翼调整级别

该接口仅在  企业版 SDK   中生效。

setMouthShapeLevel

参数 描述

mouthShapeLev

el

嘴型级别，取值范围 -9 - 9；0 表示关闭，小于 0 表示拉伸，大于 0 表示收

缩。

setNoseWingLevel

参数 描述

noseWingLev

el

鼻翼调整级别，取值范围 -9 - 9；0 表示关闭，小于 0 表示拉伸，大于 0 表示

收缩。

setNosePositionLevel

int 

setMouthShapeLevel
(float mouthShapeLevel)

int 

setNoseWingLevel
(float noseWingLevel)

int setNosePositionLevel (float nosePositionLevel)

setMouthShapeLevel

setNoseWingLevel

setNosePositionLeve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2689#Enterpri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2689#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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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鼻子位置

该接口仅在  企业版 SDK   中生效。

设置嘴唇厚度

该接口仅在  企业版 SDK   中生效。

设置脸型

该接口仅在  企业版 SDK   中生效。

参数 描述

nosePositionLevel
鼻子位置级别，取值范围 -9 - 9；0 表示关闭，小于 0 表示抬高，大于 0 

表示降低。

setLipsThicknessLevel

参数 描述

lipsThicknessLevel
嘴唇厚度级别，取值范围 -9 - 9；0 表示关闭，小于 0 表示拉伸，大于 

0 表示收缩。

setFaceBeautyLevel

参数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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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 setLipsThicknessLevel (float lipsThicknessLevel)

int 

setFaceBeautyLevel
(float faceBeautyLevel)

setLipsThicknessLevel

setFaceBeautyLeve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2689#Enterpri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2689#Enterpri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2689#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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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AI 动效挂件

该接口仅在  企业版 SDK   中生效。

是否在动效素材播放时静音

该接口仅在  企业版 SDK   中生效。

有些挂件本身会有声音特效，通过此 API 可以关闭这些特效播放时所带的声音效果。

setMotionTmpl

参数 描述

tmplPat

h
动效素材文件所在目录。

setMotionMute

参数 描述

motionMut

e
true：静音；false：不静音。

TXBeautyStyle

void 

setMotionTmpl
(String tmplPath)

void 

setMotionMute
(boolean motionMute)

setMotionTmpl

setMotionMute

TXBeautyStyl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2689#Enterpri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2689#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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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颜（磨皮）算法

TRTC 内置多种不同的磨皮算法，您可以选择最适合您产品定位的方案。

枚举 取值 描述

TXBeautyStyleSm

ooth
0 光滑，算法比较激进，磨皮效果比较明显，适用于秀场直播。

TXBeautyStyleNa

ture
1

自然，算法更多地保留了面部细节，磨皮效果更加自然，适用于绝

大多数直播场景。

TXBeautyStylePit

u
2

优图，由优图实验室提供，磨皮效果介于光滑和自然之间，比光滑

保留更多皮肤细节，比自然磨皮程度更高。



直播 SD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90 共450页

TXDeviceManager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8 19:32:08

Copyright (c) 2021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

Module:   音视频设备管理模块

Function: 用于管理摄像头、麦克风和扬声器等音视频相关的硬件设备

TXDeviceManager

函数列表 描述

isFrontCamera 判断当前是否为前置摄像头（仅适用于移动端）

switchCamera 切换前置或后置摄像头（仅适用于移动端）

getCameraZoomM

axRatio
获取摄像头的最大缩放倍数（仅适用于移动端）

setCameraZoomR

atio
设置摄像头的缩放倍数（仅适用于移动端）

isAutoFocusEnable

d
查询是否支持自动识别人脸位置（仅适用于移动端）

enableCameraAuto

Focus
开启自动对焦功能（仅适用于移动端）

setCameraFocusP

osition
设置摄像头的对焦位置（仅适用于移动端）

enableCameraTorc

h
开启/关闭闪光灯，也就是手电筒模式（仅适用于移动端）

setAudioRoute 设置音频路由（仅适用于移动端）

setExposureComp

ensation
设置摄像头的曝光参数，取值范围从-1到1

TXDevice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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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当前是否为前置摄像头（仅适用于移动端）

切换前置或后置摄像头（仅适用于移动端）

setCameraCapture

rParam

设置摄像头采集偏好

setSystemVolume

Type
设置系统音量类型（仅适用于移动端）

结构体类型

函数列表 描述

TXCameraCaptu

reParam
摄像头采集参数

枚举类型

枚举类型 描述

TXSystemVolu

meType
系统音量类型（仅适用于移动设备）

TXAudioRoute 音频路由（即声音的播放模式）

TXCameraCapt

ureMode
摄像头采集偏好

isFrontCamera

switchCamera

int 

switchCamera
(boolean frontCamera)

isFrontCamera

switchCam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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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摄像头的最大缩放倍数（仅适用于移动端）

设置摄像头的缩放倍数（仅适用于移动端）

查询是否支持自动识别人脸位置（仅适用于移动端）

开启自动对焦功能（仅适用于移动端）

getCameraZoomMaxRatio

setCameraZoomRatio

参数 描述

zoomRat

io

取值范围1 - 5，取值为1表示最远视角（正常镜头），取值为5表示最近视角（放大镜

头）。最大值推荐为5，若超过5，视频数据会变得模糊不清。

isAutoFocusEnabled

enableCameraAutoFocus

int 

setCameraZoomRatio
(float zoomRatio)

int 

enableCameraAutoFocus
(boolean enabled)

getCameraZoomMaxRatio

setCameraZoomRatio

isAutoFocusEnabled

enableCameraAuto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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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后，SDK 会自动检测画面中的人脸位置，并将摄像头的焦点始终对焦在人脸位置上。

设置摄像头的对焦位置（仅适用于移动端）

您可以通过该接口实现如下交互：

1. 在本地摄像头的预览画面上，允许用户单击操作。

2. 在用户的单击位置显示一个矩形方框，以示摄像头会在此处对焦。

3. 随后将用户点击位置的坐标通过本接口传递给 SDK，之后 SDK 会操控摄像头按照用户期望的位置进行对

焦。

开启/关闭闪光灯，也就是手电筒模式（仅适用于移动端）

setCameraFocusPosition

参数 描述

position 对焦位置，请传入期望对焦点的坐标值

注意

使用该接口的前提是先通过  enableCameraAutoFocus   关闭自动对焦功能。

enableCameraTorch

setAudioRoute

int 

setCameraFocusPosition
(int x

int y)

boolean 

enableCameraTorch
(boolean enable)

setCameraFocusPosition

enableCameraTo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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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音频路由（仅适用于移动端）

手机有两个音频播放设备：一个是位于手机顶部的听筒，一个是位于手机底部的立体声扬声器。

设置音频路由为听筒时，声音比较小，只有将耳朵凑近才能听清楚，隐私性较好，适合用于接听电话。

设置音频路由为扬声器时，声音比较大，不用将手机贴脸也能听清，因此可以实现“免提”的功能。

设置摄像头的曝光参数，取值范围从-1到1

设置摄像头采集偏好

setExposureCompensation

setCameraCapturerParam

setSystemVolumeType

int 

setAudioRoute
( TXAudioRoute   route)

int 

setExposureCompensation
(float value)

void 

setCameraCapturerParam
( TXCameraCaptureParam   params)

int 

setSystemVolumeType
( TXSystemVolumeType   type)

setAudioRoute

setExposureCompensation

setCameraCapturerParam

setSystemVolume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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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系统音量类型（仅适用于移动端）

@deprecated v9.5 版本开始不推荐使用，建议使用  TRTCCloud   中的 startLocalAudio(quality) 接

口替代之，通过 quality 参数来决策音质。

系统音量类型（仅适用于移动设备）

@deprecated v9.5 版本开始不推荐使用。

现代智能手机中一般都具备两套系统音量类型，即“通话音量”和“媒体音量”。

当您通过手机侧面的音量按键下调手机音量时，如果无法将其调至零（也就是无法彻底静音），说明您的手机

当前出于通话音量。

当您通过手机侧面的音量按键下调手机音量时，如果能够将手机音量调至彻底静音，说明您的手机当前出于媒

体音量。

SDK 目前提供了三种系统音量类型的控制模式：自动切换模式、全程通话音量模式、全程媒体音量模式。

TXSystemVolumeType(Deprecated)

 通话音量：手机专门为接打电话所设计的音量类型，自带回声抵消（AEC）功能，并且支持通过蓝牙耳机

上的麦克风进行拾音，缺点是音质比较一般。

 媒体音量：手机专门为音乐场景所设计的音量类型，无法使用系统的 AEC 功能，并且不支持通过蓝牙耳

机的麦克风进行拾音，但具备更好的音乐播放效果。

枚举 取值 描述

TXSystemVolumeTyp

eAuto

Not 

Defi

ned

自动切换模式

TXSystemVolumeTyp

eMedia

Not 

Defi

ned

全程媒体音量

TXSystemVolumeTyp

eVOIP

Not 

Defi

ned

全程通话音量

TXSystemVolumeType(Depre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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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路由（即声音的播放模式）

音频路由，即声音是从手机的扬声器还是从听筒中播放出来，因此该接口仅适用于手机等移动端设备。

手机有两个扬声器：一个是位于手机顶部的听筒，一个是位于手机底部的立体声扬声器。

摄像头采集偏好

该枚举类型用于摄像头采集参数设置。

TXAudioRoute

 设置音频路由为听筒时，声音比较小，只有将耳朵凑近才能听清楚，隐私性较好，适合用于接听电话。

 设置音频路由为扬声器时，声音比较大，不用将手机贴脸也能听清，因此可以实现“免提”的功能。

枚举 取值 描述

TXAudioRouteSpeaker

phone

Not 

Defi

ned

Speakerphone：使用扬声器播放（即“免提”），扬声

器位于手机底部，声音偏大，适合外放音乐。

TXAudioRouteEarpiec

e

Not 

Defi

ned

Earpiece：使用听筒播放，听筒位于手机顶部，声音偏

小，适合需要保护隐私的通话场景。

TXCameraCaptureMode

枚举 取值 描述

TXCameraResolutionStrategyAut

o

Not 

Defi

ned

自动调整采集参数。

SDK 根据实际的采集设备性能及网络情况，

选择合适的摄像头输出参数，在设备性能及视

频预览质量之间，维持平衡。

TXCameraResolutionStrategyPer

formance

Not 

Defi

ned

优先保证设备性能。

SDK 根据用户设置编码器的分辨率和帧率，

选择最接近的摄像头输出参数，从而保证设备

性能。

TXAudioRoute

TXCameraCapture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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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头采集参数

该设置能决定本地预览图像画质。

TXCameraResolutionStrategyHig

hQuality

Not 

Defi

ned

优先保证视频预览质量。

SDK选择较高的摄像头输出参数，从而提高预

览视频的质量。在这种情况下，会消耗更多的 

CPU 及内存做视频前处理。

TXCameraCaptureManual

Not 

Defi

ned

允许用户设置本地摄像头采集的视频宽高。

TXCameraCaptureParam

枚举类型 描述

height 字段含义： 采集图像宽度

mode 字段含义： 摄像头采集偏好，请参见  TXCameraCaptureMode  

width 字段含义： 采集图像长度

TXCameraCaptureParam



直播 SD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98 共450页

错误码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8 19:32:09

Copyright (c) 2021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

Module:   V2TXLiveCode @ TXLiteAVSDK

Function: 腾讯云直播服务(LVB)错误码和警告码的定义。

V2 错误码和警告码

枚举类型

枚举类型 描述

V2TXLive

Code
V2 错误码和警告码

V2TXLiveCode

枚举 取值 描述

V2TXLIVE_OK 0 没有错误。

V2TXLIVE_ERROR_FAILED -1 暂未归类的通用错误。

V2TXLIVE_ERROR_INVALID_PARAMET

ER
-2 调用 API 时，传入的参数不合法。

V2TXLIVE_ERROR_REFUSED -3 API 调用被拒绝。

V2TXLIVE_ERROR_NOT_SUPPORTED -4 当前 API 不支持调用。

V2TXLIVE_ERROR_INVALID_LICENSE -5 license 不合法，调用失败。

错误码表

V2TXLive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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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TXLIVE_ERROR_REQUEST_TIMEOU

T

-6 请求服务器超时。

V2TXLIVE_ERROR_SERVER_PROCESS

_FAILED
-7 服务器无法处理您的请求。

V2TXLIVE_ERROR_DISCONNECTED -8 连接断开。

V2TXLIVE_ERROR_NO_AVAILABLE_H

EVC_DECODERS

-23

04
找不到可用的 HEVC 解码器。

V2TXLIVE_WARNING_NETWORK_BUS

Y
1101

网络状况不佳：上行带宽太小，上传

数据受阻。

V2TXLIVE_WARNING_VIDEO_BLOCK 2105 当前视频播放出现卡顿。

V2TXLIVE_WARNING_CAMERA_START

_FAILED

-13

01
摄像头打开失败。

V2TXLIVE_WARNING_CAMERA_OCCU

PIED

-131

6

摄像头正在被占用中，可尝试打开其

他摄像头。

V2TXLIVE_WARNING_CAMERA_NO_P

ERMISSION

-131

4

摄像头设备未授权，通常在移动设备

出现，可能是权限被用户拒绝了。

V2TXLIVE_WARNING_MICROPHONE_S

TART_FAILED

-13

02
麦克风打开失败。

V2TXLIVE_WARNING_MICROPHONE_

OCCUPIED

-131

9

麦克风正在被占用中，例如移动设备

正在通话时，打开麦克风会失败。

V2TXLIVE_WARNING_MICROPHONE_

NO_PERMISSION

-131

7

麦克风设备未授权，通常在移动设备

出现，可能是权限被用户拒绝了。

V2TXLIVE_WARNING_SCREEN_CAPTU

RE_NOT_SUPPORTED

-13

09
当前系统不支持屏幕分享。

V2TXLIVE_WARNING_SCREEN_CAPTU

RE_START_FAILED

-13

08

开始录屏失败，如果在移动设备出

现，可能是权限被用户拒绝了。

V2TXLIVE_WARNING_SCREEN_CAPTU

RE_INTERRUPTED

-70

01
录屏被系统中断。

V2TXLIVE_WARNING_CURRENT_ENC

ODE_TYPE_CHANGED

1104 表示编码器发生改变，可以通过 

onWarning 函数的扩展信息中的 

codec_type 字段来获取当前的编码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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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 代表 265 编码，0 代表 264 

编码。注意 Windows 端不支持此错

误码的扩展信息。



直播 SD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301 共450页

类型定义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8 19:32:09

Copyright (c) 2021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

Module:   V2TXLiveDef @ TXLiteAVSDK

Function: 腾讯云直播服务(LVB)关键类型定义

结构体类型

函数列表 描述

V2TXLiveVideoEncoderPa

ram
视频编码参数

V2TXLiveVideoFrame 视频帧信息

V2TXLiveAudioFrame 音频帧数据

V2TXLiveAudioFrameObs

erverFormat
音频帧回调格式

V2TXLivePusherStatistics 推流器的统计数据

V2TXLivePlayerStatistics 播放器的统计数据

V2TXLiveMixStream 云端混流中每一路子画面的位置信息

V2TXLiveTranscodingCon

fig
云端混流（转码）配置

V2TXLiveLocalRecordingP

arams
本地录制音视频配置

V2TXLiveLogConfig Log配置

V2TXLiveStreamInfo 支持自适应切换的码流信息

枚举类型

类型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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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协议

枚举类型 描述

V2TXLiveMode 支持协议

V2TXLiveVideoResolutio

n
视频分辨率

V2TXLiveVideoResolution

Mode
视频宽高比模式

V2TXLiveMirrorType 本地摄像头镜像类型

V2TXLiveFillMode 视频画面填充模式

V2TXLiveRotation 视频画面顺时针旋转角度

V2TXLivePixelFormat 视频帧的像素格式

V2TXLiveBufferType 视频数据包装格式

V2TXLiveTexture 视频纹理包装类

V2TXLiveAudioQuality 声音音质

V2TXLiveAudioFrameOpe

rationMode
音频回调数据读写模式

V2TXLivePushStatus 直播流的连接状态

V2TXLiveMixInputType 混流输入类型配置

V2TXLiveRecordMode 本地音视频录制模式

V2TXLiveLogLevel 日志级别枚举值

V2TXLiveMode

枚举 取值 描述

TXLiveMode_R

TMP

Not 

Defi

支持协议: RTMP。

V2TXLive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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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分辨率

ned

TXLiveMode_R

TC

Not 

Defi

ned

支持协议: TRTC。

V2TXLiveVideoResolution

枚举 取值 描述

V2TXLiveVideoResolution16

0x160

Not 

Defi

ned

分辨率 160*160，码率范围：100Kbps ~ 

150Kbps，帧率：15fps。

V2TXLiveVideoResolution27

0x270

Not 

Defi

ned

分辨率 270*270，码率范围：200Kbps ~ 

300Kbps，帧率：15fps。

V2TXLiveVideoResolution48

0x480

Not 

Defi

ned

分辨率 480*480，码率范围：350Kbps ~ 

525Kbps，帧率：15fps。

V2TXLiveVideoResolution32

0x240

Not 

Defi

ned

分辨率 320*240，码率范围：250Kbps ~ 

375Kbps，帧率：15fps。

V2TXLiveVideoResolution48

0x360

Not 

Defi

ned

分辨率 480*360，码率范围：400Kbps ~ 

600Kbps，帧率：15fps。

V2TXLiveVideoResolution64

0x480

Not 

Defi

ned

分辨率 640*480，码率范围：600Kbps ~ 

900Kbps，帧率：15fps。

V2TXLiveVideoResolution32

0x180

Not 

Defi

ned

分辨率 320*180，码率范围：250Kbps ~ 

400Kbps，帧率：15fps。

V2TXLiveVideoResolution48

0x270

Not 

Defi

分辨率 480*270，码率范围：350Kbps ~ 

550Kbps，帧率：15fps。

V2TXLiveVideoRe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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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宽高比模式

ned

V2TXLiveVideoResolution64

0x360

Not 

Defi

ned

分辨率 640*360，码率范围：500Kbps ~ 

900Kbps，帧率：15fps。

V2TXLiveVideoResolution96

0x540

Not 

Defi

ned

分辨率 960*540，码率范围：800Kbps ~ 

1500Kbps，帧率：15fps。

V2TXLiveVideoResolution12

80x720

Not 

Defi

ned

分辨率 1280*720，码率范围：1000Kbps ~ 

1800Kbps，帧率：15fps。

V2TXLiveVideoResolution19

20x1080

Not 

Defi

ned

分辨率 1920*1080，码率范围：2500Kbps ~ 

3000Kbps，帧率：15fps。

V2TXLiveVideoResolutionMode

注意

 横屏模式下的分辨率: V2TXLiveVideoResolution640x360 + 

V2TXLiveVideoResolutionModeLandscape = 640 × 360。

 竖屏模式下的分辨率: V2TXLiveVideoResolution640x360 + 

V2TXLiveVideoResolutionModePortrait  = 360 × 640。

枚举 取值 描述

V2TXLiveVideoResolutionModeL

andscape

Not 

Defi

ned

横屏模式。

V2TXLiveVideoResolutionMode

Portrait

Not 

Defi

ned

竖屏模式。

V2TXLiveVideoResolution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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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摄像头镜像类型

视频画面填充模式

V2TXLiveMirrorType

枚举 取值 描述

V2TXLiveMirrorTypeAu

to

Not 

Defi

ned

系统默认镜像类型，前置摄像头镜像，后置摄像头不镜

像。

V2TXLiveMirrorTypeEn

able

Not 

Defi

ned

前置摄像头和后置摄像头，都切换为镜像模式。

V2TXLiveMirrorTypeDis

able

Not 

Defi

ned

前置摄像头和后置摄像头，都切换为非镜像模式。

V2TXLiveFillMode

枚举 取值 描述

V2TXLiveFillModeFill

Not 

Defi

ned

图像铺满屏幕，超出显示视窗的视频部分将被裁剪，画面

显示可能不完整。

V2TXLiveFillModeFit

Not 

Defi

ned

图像长边填满屏幕，短边区域会被填充黑色，画面的内容

完整。

V2TXLiveFillModeScale

Fill

Not 

Defi

ned

图像拉伸铺满，因此长度和宽度可能不会按比例变化。

V2TXLiveMirrorType

V2TXLiveFill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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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画面顺时针旋转角度

视频帧的像素格式

V2TXLiveRotation

枚举 取值 描述

V2TXLiveRotation

0

Not 

Defi

ned

不旋转。

V2TXLiveRotation

90

Not 

Defi

ned

顺时针旋转90度。

V2TXLiveRotation

180

Not 

Defi

ned

顺时针旋转180度。

V2TXLiveRotation

270

Not 

Defi

ned

顺时针旋转270度。

V2TXLivePixelFormat

枚举 取值 描述

V2TXLivePixelFormatUnk

nown

Not 

Defi

ned

未知。

V2TXLivePixelFormatI420

Not 

Defi

ned

YUV420P I420。

V2TXLivePixelFormatText

ure2D

Not 

Defi

OpenGL 2D 纹理。

V2TXLiveRotation

V2TXLivePixelFor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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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数据包装格式

视频纹理包装类

ned

V2TXLiveBufferType

注意

在自定义采集和自定义渲染功能，您需要用到下列枚举值来指定您希望以什么类型的容器来包装视频

数据。

 Texture: 直接使用时效率最高。

枚举 取值 描述

V2TXLiveBufferTypeUnkn

own

Not 

Defi

ned

未知。

V2TXLiveBufferTypeByte

Buffer

Not 

Defi

ned

DirectBuffer，装载 I420 等 buffer，在 native 层

使用。

V2TXLiveBufferTypeByte

Array

Not 

Defi

ned

byte[]，装载 I420 等 buffer，在 Java 层使用。

V2TXLiveBufferTypeTextu

re

Not 

Defi

ned

直接操作纹理 ID，性能最好，画质损失最少。

V2TXLiveTexture

枚举 取值 描述

V2TXLiveBufferType

V2TXLiveTex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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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音质

音频回调数据读写模式

public int textureId Not 

Defi

ned

视频纹理 ID。

public javax.microedition.khronos.egl.EGLContext 

eglContext10

Not 

Defi

ned

使用 

(javax.microediti

on.khronos.egl.*) 

定义的 OpenGL 接

口。

public android.opengl.EGLContext eglContext14

Not 

Defi

ned

使用 

(android.opengl.*

) 定义的 OpenGL 

接口。

V2TXLiveAudioQuality

枚举 取值 描述

V2TXLiveAudioQualitySp

eech

Not 

Defi

ned

语音音质：采样率：16k；单声道；音频码率：

16kbps；适合语音通话为主的场景，比如在线会议，语

音通话。

V2TXLiveAudioQualityDe

fault

Not 

Defi

ned

默认音质：采样率：48k；单声道；音频码率：

50kbps；SDK 默认的音频质量，如无特殊需求推荐选

择之。

V2TXLiveAudioQualityMu

sic

Not 

Defi

ned

音乐音质：采样率：48k；双声道 + 全频带；音频码

率：128kbps；适合需要高保真传输音乐的场景，比如

K歌、音乐直播等。

V2TXLiveAudioFrameOperationMode

V2TXLiveAudioQuality

V2TXLiveAudioFrameOperation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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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K 提供了两种音频回调数据的操作模式。

直播流的连接状态

 读写模式（ReadWrite）：可以获取并修改回调的音频数据，默认模式。

 只读模式（ReadOnly）：仅从回调中获取音频数据。

枚举 取值 描述

V2TXLiveAudioFrameOperationMod

eReadWrite

Not 

Defi

ned

读写模式：可以获取并修改回调的音频数

据。

V2TXLiveAudioFrameOperationMod

eReadOnly

Not 

Defi

ned

只读模式：仅从回调中获取音频数据。

V2TXLivePushStatus

枚举 取值 描述

V2TXLivePushStatusDisconn

ected

Not 

Defi

ned

与服务器断开连接。

V2TXLivePushStatusConnec

ting

Not 

Defi

ned

正在连接服务器。

V2TXLivePushStatusConnec

tSuccess

Not 

Defi

ned

连接服务器成功。

V2TXLivePushStatusReconn

ecting

Not 

Defi

ned

重连服务器中。

V2TXLiveMixInputType

V2TXLivePush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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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流输入类型配置

本地音视频录制模式

日志级别枚举值

枚举 取值 描述

V2TXLiveMixInputTypeAudi

oVideo

Not 

Defi

ned

混入音视频。

V2TXLiveMixInputTypePure

Video

Not 

Defi

ned

只混入视频。

V2TXLiveMixInputTypePure

Audio

Not 

Defi

ned

只混入音频。

V2TXLiveRecordMode

枚举 取值 描述

V2TXLiveRecordMo

deBoth

Not 

Defi

ned

Both mode: 录制音频和视频

V2TXLiveLogLevel

枚举 取值 描述

V2TXLiveMixInputType

V2TXLiveRecordMode

V2TXLiveLog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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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编码参数

该设置决定远端用户看到的画面质量。

V2TXLiveLogLevelAll 0 输出所有级别的 log。

V2TXLiveLogLevelDe

bug
1

输出 DEBUG，INFO，WARNING，ERROR 和 FATAL 

级别的 log。

V2TXLiveLogLevelInf

o
2

输出 INFO，WARNING，ERROR 和 FATAL 级别的 

log。

V2TXLiveLogLevelWa

rning
3 只输出 WARNING，ERROR 和 FATAL 级别的 log。

V2TXLiveLogLevelErr

or
4 只输出 ERROR 和 FATAL 级别的 log。

V2TXLiveLogLevelFat

al
5 只输出 FATAL 级别的 log。

V2TXLiveLogLevelNU

LL
6 不输出任何 sdk log。

V2TXLiveVideoEncoderParam

枚举类型 描述

minVideoBitrate

【字段含义】最低视频码率，SDK 会在网络不佳的情况下主动降低视频码率

以保持流畅度，最低会降至 minVideoBitrate 所设定的数值。

【推荐取值】您可以通过同时设置 videoBitrate 和 minVideoBitrate 两

个参数，用于约束 SDK 对视频码率的调整范围：

 如果您将 videoBitrate 和 minVideoBitrate 设置为同一个值，等价

于关闭 SDK 对视频码率的自适应调节能力。

videoBitrate 【字段含义】目标视频码率，SDK 会按照目标码率进行编码，只有在弱网络

环境下才会主动降低视频码率。

【推荐取值】请参考 V2TXLiveVideoResolution 在各档位注释的最佳码

率，也可以在此基础上适当调高。

比如：V2TXLiveVideoResolution1280x720 对应 1200kbps 的目标

码率，您也可以设置为 1500kbps 用来获得更好的观感清晰度。

V2TXLiveVideoEncoderP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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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帧信息

【特别说明】您可以通过同时设置 videoBitrate 和 minVideoBitrate 两

个参数，用于约束 SDK 对视频码率的调整范围：

 如果您将 videoBitrate 和 minVideoBitrate 设置为同一个值，等价

于关闭 SDK 对视频码率的自适应调节能力。

videoFps

【字段含义】视频采集帧率。

【推荐取值】15fps 或 20fps。5fps 以下，卡顿感明显。10fps 以下，会

有轻微卡顿感。20fps 以上，会浪费带宽（电影的帧率为 24fps）。

videoResolution

【字段含义】 视频分辨率。

【特别说明】如需使用竖屏分辨率，请指定 videoResolutionMode 为 

Portrait，例如： 640 × 360 + Portrait = 360 × 640。

【推荐取值】

 桌面平台（Win + Mac）：建议选择 640 × 360 及以上分辨率，

videoResolutionMode 选择 Landscape，即横屏分辨率。

videoResolutionM

ode

【字段含义】分辨率模式（横屏分辨率 or 竖屏分辨率）。

【推荐取值】桌面平台（Windows、Mac）建议选择 Landscape。

【特别说明】如需使用竖屏分辨率，请指定 resMode 为 Portrait，例如： 

640 × 360 + Portrait = 360 × 640。

V2TXLiveVideoFrame

注意

自定义采集和自定义渲染时使用。自定义采集时，需要使用 V2TXLiveVideoFrame 来包装待发送

的视频帧；自定义渲染时，会返回经过 V2TXLiveVideoFrame 包装的视频帧。

枚举类型 描述

buffer 【字段含义】视频数据。

bufferType 【字段含义】视频数据包装格式。

data 【字段含义】视频数据。

height 【字段含义】视频高度。

pixelFormat 【字段含义】视频帧像素格式。

V2TXLiveVideo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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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帧数据

音频帧回调格式

rotation 【字段含义】视频帧的顺时针旋转角度。

texture 【字段含义】视频纹理包装类。

width 【字段含义】视频宽度。

V2TXLiveAudioFrame

枚举类型 描述

channel 【字段含义】声道数。

data 【字段含义】音频数据。

sampleRat

e
【字段含义】采样率。

timestamp 【字段含义】时间戳，单位ms。

V2TXLiveAudioFrameObserverFormat

枚举类型 描述

channel

【字段含义】声道数。

【推荐取值】默认值：1，代表单声道。可设定的数值只有两个数字：1-单声道，

2-双声道。

mode

【字段含义】回调数据读写模式。

【推荐取值】V2TXLiveAudioFrameOperationModeReadOnly：仅从回

调中获取音频数据。可设定的模式有 

V2TXLiveAudioFrameOperationModeReadOnly，

V2TXLiveAudioFrameOperationModeReadWrite。

V2TXLiveAudioFrame

V2TXLiveAudioFrameObserverFor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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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流器的统计数据

播放器的统计数据

sampleRate 【字段含义】采样率。

【推荐取值】默认值：48000Hz。支持 16000, 32000, 44100, 48000。

samplesPerCa

ll

【字段含义】采样点数。

【推荐取值】取值必须是 sampleRate/100 的整数倍。

V2TXLivePusherStatistics

枚举类型 描述

appCpu 【字段含义】当前 App 的 CPU 使用率（％）。

audioBitrate 【字段含义】音频码率（Kbps）。

fps 【字段含义】帧率（fps）。

height 【字段含义】视频高度。

rtt 【字段含义】从 SDK 到云端的往返延时（ms）

systemCpu 【字段含义】当前系统的 CPU 使用率（％）。

videoBitrate 【字段含义】视频码率（Kbps）。

width 【字段含义】视频宽度。

V2TXLivePlayerStatistics

枚举类型 描述

appCpu 【字段含义】当前 App 的 CPU 使用率（％）。

audioBitrate 【字段含义】音频码率（Kbps）。

V2TXLivePusherStatistics

V2TXLivePlayer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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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混流中每一路子画面的位置信息

audioBlockRate 【字段含义】音频播放卡顿率，单位（％）。

音频播放卡顿率（audioBlockRate） = 音频播放的累计卡顿时长

（audioTotalBlockTime） / 音频播放的区间时长（2000ms）。

audioPacketLoss
【字段含义】网络音频丢包率（％），注：仅支持前缀为 [trtc://] 或 

[webrtc://] 的播放地址。

audioTotalBlockTi

me

【字段含义】音频播放的累计卡顿时长（ms）。

该时长为区间（2s）内的卡顿时长。

fps 【字段含义】帧率（fps）。

height 【字段含义】视频高度。

jitterBufferDelay 【字段含义】播放延迟（ms）。

rtt
【字段含义】从 SDK 到云端的往返延时（ms），注：仅支持前缀为 

[trtc://] 或 [webrtc://] 的播放地址。

systemCpu 【字段含义】当前系统的 CPU 使用率（％）。

videoBitrate 【字段含义】视频码率（Kbps）。

videoBlockRate

【字段含义】视频播放卡顿率，单位（％）。

视频播放卡顿率（videoBlockRate） = 视频播放的累计卡顿时长

（videoTotalBlockTime） / 视频播放的区间时长（2000ms）。

videoPacketLoss
【字段含义】网络视频丢包率（％），注：仅支持前缀为 [trtc://] 或 

[webrtc://] 的播放地址。

videoTotalBlockTi

me

【字段含义】视频播放的累计卡顿时长（ms）。

该时长为区间（2s）内的卡顿时长。

width 【字段含义】视频宽度。

V2TXLiveMixStream

枚举类型 描述

height 【字段含义】图层位置高度（绝对像素值）。

V2TXLiveMix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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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混流（转码）配置

inputType 【字段含义】该直播流的输入类型。

streamId
【字段含义】参与混流的 userId 所在对应的推流 streamId，nil 表示当前推流 

streamId。

userId 【字段含义】参与混流的 userId。

width 【字段含义】图层位置宽度（绝对像素值）。

x 【字段含义】图层位置 x 坐标（绝对像素值）。

y 【字段含义】图层位置 y 坐标（绝对像素值）。

zOrder 【字段含义】图层层次（1 - 15）不可重复。

V2TXLiveTranscodingConfig

枚举类型 描述

audioBitrate
【字段含义】最终转码后的音频码率。

【推荐取值】默认值：64kbps，取值范围是 [32，192]，单位：kbps。

audioChannels
【字段含义】最终转码后的音频声道数。

【推荐取值】默认值：1。取值范围为 [1,2] 中的整型。

audioSampleR

ate

【字段含义】最终转码后的音频采样率。

【推荐取值】默认值：48000Hz。支持12000HZ、16000HZ、

22050HZ、24000HZ、32000HZ、44100HZ、48000HZ。

backgroundCol

or

【字段含义】混合后画面的底色颜色，默认为黑色，格式为十六进制数字，比

如：“0x61B9F1” 代表 RGB 分别为(97,158,241)。

【推荐取值】默认值：0x000000，黑色。

backgroundIm

age

【字段含义】混合后画面的背景图。

【推荐取值】默认值：nil，即不设置背景图。

【特别说明】背景图需要您事先在 “ 控制台   => 应用管理 => 功能配置 => 素材

管理” 中上传，

上传成功后可以获得对应的“图片ID”，然后将“图片ID”转换成字符串类型并

设置到 backgroundImage 里即可。

例如：假设“图片ID” 为 63，可以设置 backgroundImage = "63"。

V2TXLiveTranscodingConfig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r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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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录制音视频配置

mixStreams 【字段含义】每一路子画面的位置信息。

outputStreamI

d

【字段含义】输出到 CDN 上的直播流 ID。

如不设置该参数，SDK 会执行默认逻辑，即房间里的多路流会混合到该接口调

用者的视频流上，也就是 A + B => A。

如果设置该参数，SDK 会将房间里的多路流混合到您指定的直播流 ID 上，也就

是 A + B => C。

【推荐取值】默认值：nil，即房间里的多路流会混合到该接口调用者的视频流

上。

videoBitrate

【字段含义】最终转码后的视频分辨率的码率（kbps）。

【推荐取值】如果填0，后台会根据 videoWidth 和 videoHeight 来估算码

率，您也可以参考枚举定义 V2TXLiveVideoResolution 的注释。

videoFramerat

e

【字段含义】最终转码后的视频分辨率的帧率（FPS）。

【推荐取值】默认值：15fps，取值范围是 (0,30]。

videoGOP
【字段含义】最终转码后的视频分辨率的关键帧间隔（又称为 GOP）。

【推荐取值】默认值：2，单位为秒，取值范围是 [1,8]。

videoHeight

【字段含义】最终转码后的视频分辨率的高度。

【推荐取值】推荐值：640px，如果你是纯音频推流，请将 width × height 

设为 0px × 0px，否则混流后会携带一条画布背景的视频流。

videoWidth

【字段含义】最终转码后的视频分辨率的宽度。

【推荐取值】推荐值：360px，如果你是纯音频推流，请将 width × height 

设为 0px × 0px，否则混流后会携带一条画布背景的视频流。

V2TXLiveLocalRecordingParams

枚举类型 描述

filePath

【字段含义】录制的文件地址（必填），请确保路径有读写权限且合法，否则录制文

件无法生成。

【推荐取值】该路径需精确到文件名及格式后缀，格式后缀用于决定录制出的文件格

式，目前支持的格式暂时只有 MP4。

interval
【字段含义】interval 录制信息更新频率，单位毫秒，有效范围：1000-10000。

【推荐取值】  -1 , 表示不回调。

V2TXLiveLocalRecordingPa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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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配置

支持自适应切换的码流信息

recordMod

e

【字段含义】媒体录制模式。

【推荐取值】  V2TXLiveRecordModeBoth , 即同时录制音频和视频。

V2TXLiveLogConfig

枚举类型 描述

enableConsol

e

【字段含义】是否允许 SDK 在编辑器（XCoder、Android Studio、Visual 

Studio 等）的控制台上打印 Log。

【推荐取值】默认值：false。

enableLogFile

【字段含义】是否启用本地 Log 文件。

【特殊说明】如非特殊需要，请不要关闭本地 Log 文件，否则腾讯云技术团队将

无法在出现问题时进行跟踪和定位。

【推荐取值】默认值：true。

enableObserv

er

【字段含义】是否通过 V2TXLivePremierObserver 接收要打印的 Log 信

息。

【特殊说明】如果您希望自己实现 Log 写入，可以打开此开关，Log 信息会通

过 V2TXLivePremierObserver#onLog 回调给您。

【推荐取值】默认值：false。

logLevel
【字段含义】设置 Log 级别。

【推荐取值】默认值：V2TXLiveLogLevel.V2TXLiveLogLevelAll。

logPath
【字段含义】设置本地 Log 的存储目录，默认 Log 存储位置：

Android：/sdcard/Android/data/应用包名/files/log/liteav/。

V2TXLiveStreamInfo

枚举类型 描述

V2TXLiveLogConfig

V2TXLiveStream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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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ght 字段含义 视频高, 默认值：0, 表示未知。

url 字段含义 流地址，通过 SwitchStream 接口调用实现多码率质量切换。

width 字段含义 视频宽, 默认值：0, 表示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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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定义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8 19:32:09

Copyright (c) 2021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

Module:   V2TXLiveProperty @ TXLiteAVSDK

Function: V2TXLive setProperty 支持的 key

V2 直播属性

结构体类型

函数列表 描述

V2TXLivePro

perty
V2 直播属性

V2TXLiveProperty

枚举类型 描述

kV2ClearLastImage

是否清理最后一帧。

默认值：true。

Value：true/false。

kV2EnableHardwareAccel

eration

开启/关闭硬件加速【RTMP协议，拉流】。

默认值：true。

Value：true/false。

kV2EnableHevcEncode

开启/关闭 Hevc 编码【RTMP/RTC协议，推流】。

默认值：false。

Value：true/false。

属性定义

V2TXLive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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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V2MaxNumberOfReconn

ection

设置重连次数,【RTMP协议，拉流】。

默认值：3。

Value：int。

kV2SecondsBetweenReco

nnection

设置重连间隔【RTMP协议，拉流】。

单位：秒。

默认值：3。

Value：int。

kV2SetHeaders

设定播放请求头【FLV，拉流】。

Value：JSON 字符串。

例如：

{

"headers": [

{

"key": "key1",

"value": "value1"

},

{

"key": "key2",

"value": "value2"

}

]

}

kV2SetMetaData

设置推流 Meta 信息【RTMP，推流】。

Value：JSON 字符串。

例如：

{

"metadata": [

{

"key": "key1",

"value": "value1"

},

{

"key": "key2",

"value": "value2"

}

]

}

kV2SetVideoQualityEx 设置自定义编码参数【RTMP/RTC协议，推流】。

Value：JSON 字符串。

例如：

{

"videoWidth":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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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Height":640,

"videoFps":15,

"videoBitrate":1000,

"minVideoBitrate":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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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麦

MLVBLiveRoom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17 14:23:58

功能

腾讯云视立方·直播 SDK - 连麦直播间。

介绍

基于腾讯云直播、云点播（VOD） 和即时通信（IM）三大 PAAS 服务组合而成，支持：

连麦直播间（MLVBLiveRoom）是一个开源的 Class，依赖两个腾讯云的闭源 SDK：

参见文档： 直播连麦 。

获取 MLVBLiveRoom  单例对象。

参数

返回

注意

 后台接口限制并发为每秒100次请求，若您有高并发请求请提前 联系我们  处理，避免影响服务调用。

主播创建新的直播间开播，观众进入直播间观看。

主播和观众进行视频连麦互动。

两个不同房间的主播 PK 互动。

一个直播间都有一个不限制房间人数的聊天室，支持发送各种文本消息和自定义消息，自定义消息可用于实现弹

幕、点赞和礼物。

LiteAVSDK：使用了其中的 TXLivePusher 和 TXLivePlayer 两个组件，前者用于推流，后者用于拉流。

IM SDK：使用 IM SDK 的 AVChatroom 用于实现直播聊天室的功能，同时，主播间的连麦流程也是依靠 

IM 消息串联起来的。

SDK 基础函数

sharedInstance

MLVBLiveRoom sharedInstance Context context( )

参数 类型 含义

context Context Android 上下文，内部会转为 ApplicationContext 用于系统 API 调用。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275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6
https://cloud.tencent.com/act/event/connect-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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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VBLiveRoom  实例。

销毁 MLVBLiveRoom  单例对象。

设置回调接口。

参数

介绍

您可以通过 IMLVBLiveRoomListener  获得 MLVBLiveRoom  的各种状态通知。

设置驱动回调的线程。

说明

可以调用 MLVBLiveRoom#destroySharedInstance()  销毁单例对象。

destroySharedInstance

void destroySharedInstance()

说明

销毁实例后，外部缓存的 MLVBLiveRoom  实例不能再使用，需要重新调用 

MLVBLiveRoom#sharedInstance(Context)  获取新实例。

setListener

abstract void setListener IMLVBLiveRoomListener listener( )

参数 类型 含义

listener IMLVBLiveRoomListener 回调接口。

说明

默认是在 Main Thread 中回调，如果需要自定义回调线程，可使用 

MLVBLiveRoom#setListenerHandler(Handler) 。

setListenerHandler

abstract void setListenerHandler Handler listenerHandler(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6#destroysharedinstanc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6#sharedinstanc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6#setlistenerhand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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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登录。

参数

退出登录。

修改个人信息。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listenerHandler Handler 线程。

login

abstract void login final LoginInfo loginInfo, final IMLVBLiveRoomListener.LoginCallback ca(

参数 类型 含义

loginInfo final LoginInfo 登录信息。

callback final IMLVBLiveRoomListener.LoginCallback 登录结果回调。

logout

abstract void logout()

setSelfProfile

abstract void setSelfProfile String userName, String avatarURL( )

参数 类型 含义

userName String 昵称。

avatarURL String 头像地址。

房间相关接口函数

getRoomLis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7#logincall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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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房间列表。

参数

介绍

该接口支持分页获取房间列表，可以用 index 和 count 两个参数控制列表分页的逻辑：

获取观众列表。

参数

介绍

当有观众进房时，后台会将其信息加入到指定房间的观众列表中，调入该函数即可返回指定房间的观众列表。

abstract void getRoomList int index, int count, final IMLVBLiveRoomListener.GetRoomListC(

参数 类型 含义

index int
房间开始索引，从0开始计

算。

count int 希望后台返回的房间个数。

callbac

k

final 

IMLVBLiveRoomListener.GetRoomListCallback
获取房间列表的结果回调。

index = 0 & count = 10 代表获取第一页的10个房间。

index = 11 & count = 10 代表获取第二页的10个房间。

getAudienceList

abstract void getAudienceList IMLVBLiveRoomListener.GetAudienceListCallback callback( )

参数 类型 含义

callbac

k

IMLVBLiveRoomListener.GetAudienceListCallbac

k

获取观众列表的结果回

调。

说明

观众列表最多只保存30人，因为对于常规的 UI 展示来说这已经足够，保存更多除了浪费存储空间，也会拖

慢列表返回的速度。

createRoo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7#getroomlistcallback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7#getaudiencelistcall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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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房间（主播调用）。

参数

介绍

主播开播的正常调用流程是： 

1. 主播调用 startLocalPreview()  打开摄像头预览，此时可以调整美颜参数。 

2. 主播调用 createRoom 创建直播间，房间创建成功与否会通过 

IMLVBLiveRoomListener.CreateRoomCallback  通知给主播。

进入房间（观众调用）。

参数

介绍

观众观看直播的正常调用流程是： 

1. 观众调用 getRoomList()  刷新最新的直播房间列表，并通过 

abstract void createRoom final String roomID, final String roomInfo, final IMLVBLiveRoomL(

参数 类型 含义

roomI

D
final String

房间标识，推荐做法是用主播的 userID 作为房间的 

roomID，这样省去了后台映射的成本。roomID 

可以填空，此时由后台生成。

roomI

nfo
final String

房间信息（非必填），用于房间描述的信息，如房间

名称，允许使用 JSON 格式作为房间信息。

callba

ck

final 

IMLVBLiveRoomListener.Creat

eRoomCallback

创建房间的结果回调。

enterRoom

abstract void enterRoom final String roomID, final TXCloudVideoView view, final IMLVBLive(

参数 类型 含义

roomID final String 房间标识。

view final TXCloudVideoView 承载视频画面的控件。

callback final IMLVBLiveRoomListener.EnterRoomCallback 进入房间的结果回调。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6#startlocalpreview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7#createroomcallback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6#getroomlis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7#createroomcallback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7#enterroomcall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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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LVBLiveRoomListener.GetRoomListCallback  回调拿到房间列表。 

2. 观众选择一个直播间以后，调用 enterRoom()  进入该房间。

离开房间。

参数

设置自定义信息。

参数

介绍

有时候您可能需要为房间产生一些额外的信息，此接口可以将这些信息缓存到服务器。

exitRoom

abstract void exitRoom IMLVBLiveRoomListener.ExitRoomCallback callback( )

参数 类型 含义

callback IMLVBLiveRoomListener.ExitRoomCallback 离开房间的结果回调。

setCustomInfo

abstract void setCustomInfo final MLVBCommonDef.CustomFieldOp op, final String key, fin(

参数 类型 含义

op
final 

MLVBCommonDef.CustomFieldOp

执行动作，定义请查看 

MLVBCommonDef.CustomFieldOp。

key final String 自定义键。

valu

e
final Object 数值。

callb

ack

final 

IMLVBLiveRoomListener.SetCustomI

nfoCallback

设置自定义信息完成的回调。

说明

op 为 MLVBCommonDef.CustomFieldOp#SET 时，value 可以是 String 或者 Integer 类

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7#getroomlistcallback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6#enterroo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7#exitroomcallback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7#setcustominfocallback


直播 SD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329 共450页

获取自定义信息。

参数

观众请求连麦。

参数

介绍

主播和观众的连麦流程可以简单描述为如下几个步骤：

1. 观众调用 requestJoinAnchor()  向主播发起连麦请求。

2. 主播会收到 IMLVBLiveRoomListener#onRequestJoinAnchor(AnchorInfo， String)  的回调通知。

3. 主播调用 responseJoinAnchor()  确定是否接受观众的连麦请求。

4. 观众会收到 IMLVBLiveRoomListener.RequestJoinAnchorCallback  回调通知，可以得知请求是否被

同意。

5. 观众如果请求被同意，则调用 startLocalPreview()  开启本地摄像头，如果 App 还没有取得摄像头和麦克风

权限，会触发 UI 提示。

op 为 MLVBCommonDef.CustomFieldOp#INC 时，value 是 Integer 类型。

op 为 MLVBCommonDef.CustomFieldOp#DEC 时，value 是 Integer 类型。

getCustomInfo

abstract void getCustomInfo final IMLVBLiveRoomListener.GetCustomInfoCallback callbac(

参数 类型 含义

callbac

k

final 

IMLVBLiveRoomListener.GetCustomInfoCallback

获取自定义信息回

调。

主播和观众连麦

requestJoinAnchor

abstract void requestJoinAnchor String reason, IMLVBLiveRoomListener.RequestJoinAncho(

参数 类型 含义

reason String 连麦原因。

callback IMLVBLiveRoomListener.RequestJoinAnchorCallback 请求连麦的回调。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6#requestjoinancho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7#onrequestjoinancho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6#responsejoinancho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7#requestjoinanchorcallback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6#startlocalpreview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7#getcustominfocallback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7#requestjoinanchorcall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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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观众然后调用 joinAnchor()  正式进入连麦状态。

7. 主播一旦观众进入连麦状态，主播就会收到 IMLVBLiveRoomListener#onAnchorEnter(AnchorInfo)  

通知。

8. 主播调用 startRemoteView()  就可以看到连麦观众的视频画面。

9. 观众如果直播间里已经有其他观众正在跟主播进行连麦，那么新加入的这位连麦观众也会收到 

onAnchorJoin() 通知，用于展示（startRemoteView）其他连麦者的视频画面。

主播处理连麦请求。

参数

返回

0：响应成功；非0：响应失败。

介绍

主播在收到 IMLVBLiveRoomListener#onRequestJoinAnchor(AnchorInfo， String)  回调之后会需要

调用此接口来处理观众的连麦请求。

进入连麦状态。

参数

介绍

responseJoinAnchor

abstract int responseJoinAnchor String userID, boolean agree, String reason( )

参数 类型 含义

userID String 观众ID。

agree boolean true：同意；false：拒绝。

reason String 同意/拒绝连麦的原因描述。

joinAnchor

abstract void joinAnchor final IMLVBLiveRoomListener.JoinAnchorCallback callback( )

参数 类型 含义

callback final IMLVBLiveRoomListener.JoinAnchorCallback 进入连麦的结果回调。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6#joinancho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7#onanchorente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6#startremoteview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7#onrequestjoinancho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7#joinanchorcall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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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连麦成功后，主播和其他连麦观众会收到 IMLVBLiveRoomListener#onAnchorEnter(AnchorInfo)  

通知。

观众退出连麦。

参数

介绍

退出连麦成功后，主播和其他连麦观众会收到 IMLVBLiveRoomListener#onAnchorExit(AnchorInfo)  通

知。

主播踢除连麦观众。

参数

介绍

主播调用此接口踢除连麦观众后，被踢连麦观众会收到 

IMLVBLiveRoomListener#onKickoutJoinAnchor()  回调通知。

请求跨房 PK。

quitJoinAnchor

abstract void quitJoinAnchor final IMLVBLiveRoomListener.QuitAnchorCallback callback( )

参数 类型 含义

callback final IMLVBLiveRoomListener.QuitAnchorCallback 退出连麦的结果回调。

kickoutJoinAnchor

abstract void kickoutJoinAnchor String userID( )

参数 类型 含义

userID String 连麦观众 ID。

主播跨房间 PK

requestRoomPK

abstract void requestRoomPK String userID, final IMLVBLiveRoomListener.RequestRoomPK(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7#onanchorente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7#onanchorexi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7#onkickoutjoinancho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7#quitanchorcall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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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介绍

主播和主播之间可以跨房间 PK，两个正在直播中的主播 A 和 B，他们之间的跨房 PK 流程如下：

1. 主播 A 调用 requestRoomPK()  向主播 B 发起连麦请求。

2. 主播 B 会收到 IMLVBLiveRoomListener#onRequestRoomPK(AnchorInfo)  回调通知。

3. 主播 B 调用 responseRoomPK()  确定是否接受主播 A 的 PK 请求。

4. 主播 B 如果接受了主播 A 的要求，可以直接调用 startRemoteView()  来显示主播 A 的视频画面。

5. 主播 A 会收到 IMLVBLiveRoomListener.RequestRoomPKCallback  回调通知，可以得知请求是否被

同意。

6. 主播 A 如果请求被同意，则可以调用 startRemoteView()  显示主播 B 的视频画面。

响应跨房 PK 请求。

参数

返回

0：响应成功；非0：响应失败。

介绍

主播响应其他房间主播的 PK 请求，发起 PK 请求的主播会收到 

IMLVBLiveRoomListener.RequestRoomPKCallback  回调通知。

参数 类型 含义

userID String 被邀约主播 ID。

callbac

k

final 

IMLVBLiveRoomListener.RequestRoomPKCallback

请求跨房 PK 的结果回

调。

responseRoomPK

abstract int responseRoomPK String userID, boolean agree, String reason( )

参数 类型 含义

userID String 发起 PK 请求的主播 ID。

agree boolean true：同意；false：拒绝。

reason String 同意/拒绝 PK 的原因描述。

quitRoomPK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6#requestroompk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7#onrequestroompk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6#responseroompk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6#startremoteview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7#requestroompkcallback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6#startremoteview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7#requestroompkcallback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7#requestroompkcall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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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跨房 PK。

参数

介绍

当两个主播中的任何一个退出跨房 PK 状态后，另一个主播会收到 

IMLVBLiveRoomListener#onQuitRoomPK(AnchorInfo)  回调通知。

开启本地视频的预览画面。

参数

停止本地视频采集及预览。

启动渲染远端视频画面。

abstract void quitRoomPK final IMLVBLiveRoomListener.QuitRoomPKCallback callback( )

参数 类型 含义

callbac

k

final 

IMLVBLiveRoomListener.QuitRoomPKCallback

退出跨房 PK 的结果回

调。

视频相关接口函数

startLocalPreview

abstract void startLocalPreview boolean frontCamera, TXCloudVideoView view( )

参数 类型 含义

frontCamera boolean YES：前置摄像头；NO：后置摄像头。

view TXCloudVideoView 承载视频画面的控件。

stopLocalPreview

abstract void stopLocalPreview()

startRemoteView

abstract void startRemoteView final AnchorInfo anchorInfo, final TXCloudVideoView view,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7#onquitroompk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7#quitroompkcall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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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停止渲染远端视频画面。

参数

启动录屏。

结束录屏。

是否屏蔽本地音频。

参数 类型 含义

anchorInfo final AnchorInfo 对方的用户信息。

view final TXCloudVideoView 承载视频画面的控件。

callback final IMLVBLiveRoomListener.PlayCallback 播放器监听器。

说明

在 onUserVideoAvailable 回调时，调用这个接口。

stopRemoteView

abstract void stopRemoteView final AnchorInfo anchorInfo( )

参数 类型 含义

anchorInfo final AnchorInfo 对方的用户信息。

startScreenCapture

abstract void startScreenCapture()

stopScreenCapture

abstract void stopScreenCapture()

音频相关接口函数

muteLocalAudio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7#playcall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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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设置指定用户是否静音。

参数

设置所有远端用户是否静音。

参数

切换摄像头。

abstract void muteLocalAudio boolean mute( )

参数 类型 含义

mute boolean true：屏蔽；false：开启。

muteRemoteAudio

abstract void muteRemoteAudio String userID, boolean mute( )

参数 类型 含义

userID String 对方的用户标识。

mute boolean true：静音；false：非静音。

muteAllRemoteAudio

abstract void muteAllRemoteAudio boolean mute( )

参数 类型 含义

mute boolean true：静音；false：非静音。

摄像头相关接口函数

switchCamera

abstract void switchCam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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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摄像头缩放因子（焦距）。

参数

开关闪光灯。

参数

主播屏蔽摄像头期间需要显示的等待图片。

参数

介绍

当主播屏蔽摄像头，或者由于 App 切入后台无法使用摄像头的时候，我们需要使用一张等待图片来提示观众“主播

暂时离开，请不要走开”。

setZoom

abstract boolean setZoom int distance( )

参数
类

型
含义

distanc

e
int

取值范围：1 - 5 ，当为1的时候为最远视角（正常镜头），当为5的时候为最近视角

（放大镜头），这里最大值推荐为5，超过5后视频数据会变得模糊不清。

enableTorch

abstract boolean enableTorch boolean enable( )

参数 类型 含义

enable boolean true：开启；false：关闭。

setCameraMuteImage

abstract void setCameraMuteImage Bitmap bitmap( )

参数 类型 含义

bitmap Bitmap 位图。

setCameraMute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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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播屏蔽摄像头期间需要显示的等待图片。

参数

介绍

当主播屏蔽摄像头，或者由于 App 切入后台无法使用摄像头的时候，我们需要使用一张等待图片来提示观众“主播

暂时离开，请不要走开”。

获取美颜管理对象 TXBeautyManager 。

通过美颜管理，您可以使用以下功能：

设置指定素材滤镜特效。

参数

abstract void setCameraMuteImage final int id( )

参数 类型 含义

id final int 设置默认显示图片的资源文件。

美颜滤镜相关接口函数

getBeautyManager

public TXBeautyManager getBeautyManager()

设置”美颜风格”、”美白”、“红润”、“大眼”、“瘦脸”、“V脸”、“下巴”、“短脸”、“小

鼻”、“亮眼”、“白牙”、“祛眼袋”、“祛皱纹”、“祛法令纹”等美容效果。

调整“发际线”、“眼间距”、“眼角”、“嘴形”、“鼻翼”、“鼻子位置”、“嘴唇厚度”、“脸型”。

设置人脸挂件（素材）等动态效果。

添加美妆。

进行手势识别。

setFilter

abstract void setFilter Bitmap image( )

参数 类型 含义

image Bitmap 指定素材，即颜色查找表图片。注意：一定要用 png 格式。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9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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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滤镜浓度。

参数

添加水印，height 不用设置，SDK 内部会根据水印宽高比自动计算 height。

参数

设置绿幕文件。

参数

setFilterConcentration

abstract void setFilterConcentration float concentration( )

参数 类型 含义

concentration float 从0到1，越大滤镜效果越明显，默认取值0.5。

setWatermark

abstract void setWatermark Bitmap image, float x, float y, float width( )

参数 类型 含义

image Bitmap 水印图片 null 表示清除水印。

x float 归一化水印位置的 X 轴坐标，取值[0，1]。

y float 归一化水印位置的 Y 轴坐标，取值[0，1]。

width float 归一化水印宽度，取值[0，1]。

setGreenScreenFile

abstract boolean setGreenScreenFile String file( )

参数 类型 含义

file String

绿幕文件位置，支持两种方式： 

资源文件放在 assets 目录，path 直接取文件名。

path 取文件绝对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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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false：调用失败；true：调用成功。

介绍

目前图片支持 jpg/png，视频支持 mp4/3gp 等 Android 系统支持的格式。

调整曝光。

参数

发送文本消息。

参数

发送自定义文本消息。

说明

API 要求18。

setExposureCompensation

abstract void setExposureCompensation float value( )

参数 类型 含义

valu

e
float

曝光比例，表示该手机支持最大曝光调整值的比例，取值范围：-1 - 1。 负数表示调低

曝光，-1是最小值；正数表示调高曝光，1是最大值；0表示不调整曝光。

消息发送接口函数

sendRoomTextMsg

abstract void sendRoomTextMsg String message, final IMLVBLiveRoomListener.SendRoom(

参数 类型 含义

messag

e
String 文本消息。

callback
final 

IMLVBLiveRoomListener.SendRoomTextMsgCallback
发送结果回调。

sendRoomCustomMsg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7#sendroomtextmsgcall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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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播放背景音乐。

参数

返回

true：播放成功；false：播放失败。

停止播放背景音乐。

暂停播放背景音乐。

abstract void sendRoomCustomMsg String cmd, String message, final IMLVBLiveRoomList(

参数 类型 含义

cmd String
命令字，由开发者自定义，主要用于区

分不同消息类型。

mes

sage
String 文本消息。

callb

ack

final 

IMLVBLiveRoomListener.SendRoomCusto

mMsgCallback

发送结果回调。

背景混音相关接口函数

playBGM

abstract boolean playBGM String path( )

参数 类型 含义

path String 背景音乐文件路径。

stopBGM

abstract void stopBGM()

pauseBG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7#sendroomcustommsgcall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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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播放背景音乐。

获取音乐文件总时长。

参数

返回

成功返回时长，单位毫秒，失败返回-1。

设置麦克风的音量大小，播放背景音乐混音时使用，用来控制麦克风音量大小。

参数

设置背景音乐的音量大小，播放背景音乐混音时使用，用来控制背景音音量大小。

参数

abstract void pauseBGM()

resumeBGM

abstract void resumeBGM()

getBGMDuration

abstract int getBGMDuration String path( )

参数 类型 含义

path String 音乐文件路径，如果 path 为空，那么返回当前正在播放的 music 时长。

setMicVolumeOnMixing

abstract void setMicVolumeOnMixing int volume( )

参数 类型 含义

volume int 音量大小，100为正常音量，建议值为0 - 200。

setBGMVolume

abstract void setBGMVolume int volu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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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混响效果。

参数

设置变声类型。

参数

设置背景音乐的音调。

参数
类

型
含义

volum

e
int

音量大小，100为正常音量，建议值为0 - 200，如果需要调大背景音量可以设置更大

的值。

setReverbType

abstract void setReverbType int reverbType( )

参数 类型 含义

reverbType int

混响类型，详见： 

TXLiveConstants#REVERB_TYPE_0（关闭混响）。

TXLiveConstants#REVERB_TYPE_1（KTV）。 

TXLiveConstants#REVERB_TYPE_2（小房间）。

TXLiveConstants#REVERB_TYPE_3（大会堂）。

TXLiveConstants#REVERB_TYPE_4（低沉）。

TXLiveConstants#REVERB_TYPE_5（洪亮）。

XLiveConstants#REVERB_TYPE_6（磁性）。

setVoiceChangerType

abstract void setVoiceChangerType int voiceChangerType( )

参数 类型 含义

voiceChangerType int 变声类型，详见 TXVoiceChangerType。

setBgmPitch

abstract void setBgmPitch float pitc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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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介绍

该接口用于混音处理，例如将背景音乐与麦克风采集到的声音混合后播放。

参数 类型 含义

pitch float 音调，0为正常音调，范围：-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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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LVBLiveRoomListener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08 16:33:43

功能

MLVBLiveRoom  事件回调。

介绍

包括房间关闭、Debug 事件信息和出错说明等。

错误回调。

参数

介绍

SDK 不可恢复的错误，一定要监听，并分情况给用户适当的界面提示。

警告回调。

参数

通用事件回调

onError

void onError int errCode, String errMsg, Bundle extraInfo( )

参数 类型 含义

errCode int 错误码。

errMsg String 错误信息。

extraInfo Bundle 额外信息，如错误发生的用户，一般不需要关注，默认是本地错误。

onWarning

void onWarning int warningCode, String warningMsg, Bundle extraInfo( )

参数 类型 含义

warningCode int 错误码 TRTCWarningCode。

warningMsg String 警告信息。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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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被销毁的回调。

参数

介绍

主播退房时，房间内的所有用户都会收到此通知。

收到新主播进房通知。

参数

介绍

房间内的主播（和连麦中的观众）会收到新主播的进房事件，您可以调用 

MLVBLiveRoom#startRemoteView(AnchorInfo， TXCloudVideoView， PlayCallback)  显示该主

播的视频画面。

extraInfo Bundle 额外信息，如警告发生的用户，一般不需要关注，默认是本地错误。

onDebugLog

void onDebugLog String log( )

房间事件回调

onRoomDestroy

void onRoomDestroy String roomID( )

参数 类型 含义

roomID String 房间 ID。

onAnchorEnter

void onAnchorEnter AnchorInfo anchorInfo( )

参数 类型 含义

anchorInfo AnchorInfo 新进房用户信息。

说明

直播间里的普通观众不会收到主播加入和退出的通知。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6#startremot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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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主播退房通知。

参数

介绍

房间内的主播（和连麦中的观众）会收到新主播的退房事件，您可以调用 

MLVBLiveRoom#stopRemoteView(AnchorInfo)  关闭该主播的视频画面。

收到观众进房通知。

参数

收到观众退房通知。

参数

onAnchorExit

void onAnchorExit AnchorInfo anchorInfo( )

参数 类型 含义

anchorInfo AnchorInfo 退房用户信息。

说明

直播间里的普通观众不会收到主播加入和退出的通知。

onAudienceEnter

void onAudienceEnter AudienceInfo audienceInfo( )

参数 类型 含义

audienceInfo AudienceInfo 进房观众信息。

onAudienceExit

void onAudienceExit AudienceInfo audienceInfo( )

参数 类型 含义

audienceInfo AudienceInfo 退房观众信息。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6#stopremot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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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播收到观众连麦请求时的回调。

参数

连麦观众收到被踢出连麦的通知。

介绍

连麦观众收到被主播踢除连麦的消息，您需要调用 MLVBLiveRoom#kickoutJoinAnchor(String)  来退出连

麦。

收到请求跨房 PK 通知。

参数

介绍

主播收到其他房间主播的 PK 请求，如果同意 PK ，您需要调用 

MLVBLiveRoom#startRemoteView(AnchorInfo， TXCloudVideoView， PlayCallback)  接口播放

onRequestJoinAnchor

void onRequestJoinAnchor AnchorInfo anchorInfo, String reason( )

参数 类型 含义

anchorInfo AnchorInfo 观众信息。

reason String
连麦原因描述。

onKickoutJoinAnchor

void onKickoutJoinAnchor()

onRequestRoomPK

void onRequestRoomPK AnchorInfo anchorInfo( )

参数 类型 含义

anchorInfo AnchorInfo 发起跨房连麦的主播信息。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6#kickoutjoinancho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76#startremot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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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约主播的流。

收到断开跨房 PK 通知。

收到文本消息。

参数

收到自定义消息。

参数

onQuitRoomPK

void onQuitRoomPK AnchorInfo anchorInfo( )

消息事件回调

onRecvRoomTextMsg

void onRecvRoomTextMsg String roomID, String userID, String userName, String userAvat(

参数 类型 含义

roomID String 房间 ID。

userID String 发送者 ID。

userName String 发送者昵称。

userAvatar String 发送者头像。

message String 文本消息。

onRecvRoomCustomMsg

void onRecvRoomCustomMsg String roomID, String userID, String userName, String userA(

参数 类型 含义

roomID String 房间 ID。

userID String 发送者 ID。

userName String 发送者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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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登录结果回调接口。

错误回调。

参数

成功回调。

功能

获取房间列表回调接口。

错误回调。

参数

userAvatar String 发送者头像。

cmd String 自定义 cmd。

message String 自定义消息内容。

LoginCallback

onError

void onError int errCode, String errInfo( )

参数 类型 含义

errCode int 错误码。

errInfo String 错误信息。

onSuccess

void onSuccess()

GetRoomListCallback

onError

void onError int errCode, String errInf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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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回调。

参数

功能

获取观众列表回调接口。

介绍

观众进房时，后台会将其信息加入观众列表中，观众列表最大保存30名观众信息。

错误回调。

参数

成功回调。

参数 类型 含义

errCode int 错误码。

errInfo String 错误信息。

onSuccess

void onSuccess ArrayList< RoomInfo > roomInfoList( )

参数 类型 含义

roomInfoList ArrayList< RoomInfo > 房间列表。

GetAudienceListCallback

onError

void onError int errCode, String errInfo( )

参数 类型 含义

errCode int 错误码。

errInfo String 错误信息。

onSuccess

void onSuccess ArrayList< AudienceInfo > audienceInfoLi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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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功能

创建房间的结果回调接口。

错误回调。

参数

成功回调。

参数

功能

进入房间的结果回调接口。

参数 类型 含义

audienceInfoList ArrayList< AudienceInfo > 观众列表。

CreateRoomCallback

onError

void onError int errCode, String errInfo( )

参数 类型 含义

errCode int 错误码。

errInfo String 错误信息。

onSuccess

void onSuccess String RoomID( )

参数 类型 含义

RoomID String 房间号标识。

EnterRoomCallback

on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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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回调。

参数

成功回调。

功能

离开房间的结果回调接口。

错误回调。

参数

成功回调。

void onError int errCode, String errInfo( )

参数 类型 含义

errCode int 错误码。

errInfo String 错误信息。

onSuccess

void onSuccess()

ExitRoomCallback

onError

void onError int errCode, String errInfo( )

参数 类型 含义

errCode int 错误码。

errInfo String 错误信息。

onSuccess

void on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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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观众请求连麦的结果回调接口。

主播接受连麦。

主播拒绝连麦。

参数

请求超时。

错误回调。

参数

RequestJoinAnchorCallback

onAccept

void onAccept()

onReject

void onReject String reason( )

参数 类型 含义

reason String 拒绝原因。

onTimeOut

void onTimeOut()

onError

void onError int errCode, String errInfo( )

参数 类型 含义

errCode int 错误码。

errInfo String 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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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进入连麦的结果回调接口。

错误回调。

参数

成功回调。

功能

退出连麦的结果调用接口。

错误回调。

参数

JoinAnchorCallback

onError

void onError int errCode, String errInfo( )

参数 类型 含义

errCode int 错误码 RequestRoomPKCallback。

errInfo String 错误信息。

onSuccess

void onSuccess()

QuitAnchorCallback

onError

void onError int errCode, String errInfo( )

参数 类型 含义

errCode int 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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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请求跨房 PK 的结果回调接口。

主播接受连麦。

参数

拒绝 PK。

参数

请求超时。

错误回调。

errInfo String 错误信息。

RequestRoomPKCallback

onAccept

void onAccept AnchorInfo anchorInfo( )

参数 类型 含义

anchorInfo AnchorInfo 被邀请 PK 主播的信息。

onReject

void onReject String reason( )

参数 类型 含义

reason String 拒绝原因。

onTimeOut

void onTimeOut()

onError

void onError int errCode, String errInf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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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功能

退出跨房 PK 的结果回调接口。

错误回调。

参数

成功回调。

功能

播放器回调接口。

开始回调。

参数 类型 含义

errCode int 错误码。

errInfo String 错误信息。

QuitRoomPKCallback

onError

void onError int errCode, String errInfo( )

参数 类型 含义

errCode int 错误码。

errInfo String 错误信息。

onSuccess

void onSuccess()

PlayCallback

onBegin

void onBe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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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回调。

参数

其他事件回调。

参数

功能

发送文本消息回调接口。

错误回调。

参数

onError

void onError int errCode, String errInfo( )

参数 类型 含义

errCode int 错误码。

errInfo String 错误信息。

onEvent

void onEvent int event, Bundle param( )

参数 类型 含义

event int 事件 ID。

param Bundle 事件附加信息。

SendRoomTextMsgCallback

onError

void onError int errCode, String errInfo( )

参数 类型 含义

errCode int 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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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回调。

功能

发送自定义消息回调接口。

错误回调。

参数

成功回调。

功能

设置自定义信息回调接口。

错误回调。

errInfo String 错误信息。

onSuccess

void onSuccess()

SendRoomCustomMsgCallback

onError

void onError int errCode, String errInfo( )

参数 类型 含义

errCode int 错误码。

errInfo String 错误信息。

onSuccess

void onSuccess()

SetCustomInfoCallback

onError

void onError int errCode, String errInf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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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成功回调。

功能

获取自定义信息回调接口。

错误回调。

参数

获取自定义信息的回调。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errCode int 错误码。

errInfo String 错误信息。

onSuccess

void onSuccess()

GetCustomInfoCallback

onError

void onError int errCode, String errInfo( )

参数 类型 含义

errCode int 错误码。

errInfo String 错误信息。

onGetCustomInfo

void onGetCustomInfo Map< String, Object > customInfo( )

参数 类型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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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Info Map< String, Object > 自定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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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08 16:33:44

针对开发者的接入反馈的高频问题，腾讯云提供有直观易懂的 API-Example 工程，方便开发者可以快速的了解相

关 API 的使用，欢迎使用。

在这个示例项目中包含了以下场景：

工程地址

所属平台 GitHub 地址

Android Github

目录说明

基础功能：

摄像头推流

录屏推流

直播拉流

连麦互动

连麦 PK

进阶功能：

动态切换渲染组件

自定义视频采集

第三方美颜

RTC 连麦 + 超低延时播放

说明

目前的工程结构跟标准的 Android Studio 工程在名称大小写上可能有略微的差异，主要目的是方便大家

在网页上看到此工程时，名称意义更加清晰。

应用图示

主页示例 推流示例 拉流示例

https://github.com/LiteAVSDK/Live_Android/tree/main/MLVB-API-Example
https://github.com/LiteAVSDK/Live_Android/tree/main/MLVB-API-Example/Basic/LivePushCamera
https://github.com/LiteAVSDK/Live_Android/tree/main/MLVB-API-Example/Basic/LivePushScreen
https://github.com/LiteAVSDK/Live_Android/tree/main/MLVB-API-Example/Basic/LivePlay
https://github.com/LiteAVSDK/Live_Android/tree/main/MLVB-API-Example/Basic/LiveLink
https://github.com/LiteAVSDK/Live_Android/tree/main/MLVB-API-Example/Basic/LivePK
https://github.com/LiteAVSDK/Live_Android/tree/main/MLVB-API-Example/Advanced/SwitchRenderView
https://github.com/LiteAVSDK/Live_Android/tree/main/MLVB-API-Example/Advanced/CustomVideoCapture
https://github.com/LiteAVSDK/Live_Android/tree/main/MLVB-API-Example/Advanced/ThirdBeauty
https://github.com/LiteAVSDK/Live_Android/tree/main/MLVB-API-Example/Advanced/RTCPushAnd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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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小程序

<live-pusher> 标签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9 14:40:38

<live-pusher> 是小程序内部用于支持音视频上行能力的功能标签，本文主要介绍该标签的使用方法。

出于政策和合规的考虑，微信暂时没有放开所有小程序对 <live-pusher> 和 <live-player> 标签的支持：

版本支持

微信 App iOS 最低版本要求：6.5.21。 

微信 App Android 最低版本要求：6.5.19。

小程序基础库最低版本要求：1.7.0。

说明

 通过 wx.getSystemInfo 可以获取当前基础库版本信息。

使用限制

注册非个人主体类型的微信小程序。微信小程序的主体必须为非个人主体类型，否则无法使用直播功能。

企业账号的小程序暂时只开放如下表格中的类目：

主类目 子类目 小程序内容场景

社交 直播

涉及娱乐性质，如明星直播、生活趣事直播和宠物

直播等。选择该类目后首次提交代码审核，需经当

地互联网主管机关审核确认，预计审核时长7天左

右

教育 在线视频课程 网课、在线培训、讲座等教育类直播

医疗 互联网医院，公立医院 问诊、大型健康讲座等直播

金融

银行、信托、基金、证券/期货、证

券、期货投资咨询、保险、征信业

务、新三板信息服务平台、股票信息

服务平台（港股/美股）、消费金融

金融产品视频客服理赔、金融产品推广直播等

汽车 汽车预售服务 汽车预售、推广直播

政府主体

帐号
- 政府相关工作推广直播、领导讲话直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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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视频客服 不涉及以上几类内容的一对一视频客服服务，如企

业售后一对一视频服务等

IT 科技 多方通信；音视频设备
为多方提供电话会议/视频会议等服务；智能家居

场景下控制摄像头

符合类目要求的小程序，需要在小程序管理后台的 开发 > 接口设置 中自助开通推拉流标签的使用权限，如下图

所示：

注意

 如果以上设置都正确，但小程序依然不能正常工作，可能是微信内部的缓存没更新，请删除小程序并重

启微信后，再进行尝试。

属性定义

属性名 类型 默认值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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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 String - 用于音视频上行的推流 URL

mode String RTC SD，HD，FHD，RTC

autopush
Boolea

n
false 是否自动启动推流

muted
Boolea

n
false 是否静音

enable-camera
Boolea

n
true 开启\关闭摄像头

auto-focus
Boolea

n
true 手动\自动对焦

orientation String
vertica

l
vertical，horizontal

beauty
Numbe

r
0 美颜指数，取值 0 - 9，数值越大效果越明显

whiteness
Numbe

r
0 美白指数，取值 0 - 9，数值越大效果越明显

aspect String 9：16 3：4，9：16

zoom
Boolea

n
false 是否正常焦距，true 表示将摄像头放大

device-position String front front 前置摄像头，back 后置摄像头

min-bitrate
Numbe

r
200 最小码率，该数值决定了画面最差的清晰度表现

max-bitrate
Numbe

r
1000 最大码率，该数值决定了画面最好的清晰度表现

audio-quality String low low 适合语音通话，high 代表高音质

waiting-image String - 当微信切到后台时的垫片图片

waiting-image-

hash
String - 当微信切到后台时的垫片图片的校验值

background-mute
Boolea

n
false 当微信切到后台时是否禁用声音采集

bindstatechange String - 用于指定一个 javascript 函数来接收音视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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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C 则主要用于双向视频通话或多人视频通话场景，例如金融开会、在线客服、车险定损、培训会议等。该模

式下，小程序会更加注重降低点到点的时延，也会优先保证声音的质量，在必要的时候会对画面清晰度和画面的

流畅性进行一定的缩水。

 具体的宽高比是有 aspect 决定的 ，默认是9：16， 也可以支持3：4。 这是在 orientation 的属性值为 

vertical 的情况下。如果 orientation 的属性值为 horizontal，那么3：4的效果等价于4：3，9：16的效果

等价于16：9。

debug Boolea

n

false 是否开启调试模式

示例代码

<view id='video-box'>  

  <live-pusher

        id="pusher"

        mode="RTC"

        url="{{pusher.push_url}}" 

        autopush='true'

        bindstatechange="onPush">

  </live-pusher>  

 </view> 

属性详解

url 

用于音视频上行的推流 URL，以 rtmp:// 协议前缀打头，腾讯云推流 URL 的获取方法见 快速获取 URL  文

档。

说明

 小程序内部使用的 RTMP 协议是支持 UDP 加速的版本，在同样网络条件下，UDP 版本的 RTMP 会

比开源版本的有更好的上行速度和抗抖动能力。

mode 

SD、HD 和 FHD 主要用于直播类场景，例如赛事直播、在线教育、远程培训等等。SD、HD 和 FHD 分别对

应三种默认的清晰度。该模式下，小程序会更加注重清晰度和观看的流畅性，不会过分强调低延迟，也不会为了

延迟牺牲画质和流畅性。

orientation 和 aspect 

横屏（horizontal）模式还是竖屏（vertical）模式，默认是竖屏模式，即 home 键朝下。这时，小程序推出

的画面的宽高比是3：4或者9：16这两种竖屏宽高比的画面，也就是宽 < 高。如果改成横屏模式，小程序推出的

画面宽高比即变为4：3或者16：9这种横屏宽高比的画面，也就是宽 > 高。

min-bitrate 和 max-bitrat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7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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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min-bitrate 和 max-bitrate 这两个属性，分别用于决定输出画面的最低清晰度和最高清晰度。这两个

数值并非越大越好，因为用户的网络上行不是无限好的。但也不是越小越好，因为实际应用场景中，清晰与否是

用户衡量产品体验的一个重要指标。具体的数值设定我们会在“参数设置”部分详细介绍。

 小程序内部会自动处理好分辨率和码率的关系，例如2Mbps的码率，小程序会选择720p的分辨率进行匹配，而

300kbps的码率下，小程序则会选择较低的分辨率来提高编码效率。所以您只需要关注 min-bitrate 和 

max-bitrate 这一对参数就可以掌控画质了。

这么多参数，具体要怎样设置才比较合适呢？我们给出如下建议值：

这里首先要科普一个概念 —— 视频码率，指视频编码器每秒钟输出的视频数据的多少。在视频分辨率确定的情况

下，视频码率越高，即每秒钟输出的数据越多，相应的画质也就越好。

waiting-image 和 waiting-image-hash 

出于用户隐私的考虑，在微信切到后台以后，小程序希望停止摄像头的画面采集。但是对于另一端的用户而言，

画面会变成黑屏或者冻屏（停留在最后一帧），这种体验是非常差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引入了 

waiting-image 属性，您可以设置一张有 “稍候” 含义的图片（waiting-image 是该图片的 URL，

waiting-image-hash 则是该图片对应的 md5 校验值）。当微信切到后台以后，小程序会使用该图片作为摄

像头画面的替代，以极低的流量占用维持视频流3分钟时间。

debug 

 调试音视频相关功能，如果没有很好的工具会是一个噩梦，所以小程序为 live-pusher 标签支持了 debug 模

式，开始 debug 模式之后，原本用于渲染视频画面的窗口上，会显示一个半透明的 log 窗口，用于展示各项音

视频指标和事件，降低您调试相关功能的难度，具体使用方法我们在 FAQ  中有详细说明。

参数设置

场景
mo

de

min-

bitra

te

max

-

bitra

te

audio

-

qualit

y

说明

标清直播 SD
300k

bps

800k

bps
high

窄带场景，例如户外或者网络不稳定的情况下

适用

高清直播 HD
600k

bps

1200

kbps
high

目前主流的 App 所采用的参数设定，普通直

播场景推荐使用这一档

超清直播
FH

D

600k

bps

1800

kbps
high

对清晰度要求比较苛刻的场景，普通手机观看

使用 HD 即可

视频客服

（用户）

RT

C

200k

bps

500k

bps
high

这是一种声音为主，画面为辅的场景，所以画

质不要设置的太高

车险定损

（车主）

RT

C

200k

bps

1200

kbps
high

由于可能要看车况详情，画质上限会设置的高

一些

多人会议 RT 200k 1000 high 主讲人画质可以适当高一些，参与的质量可以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7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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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 C bps kbps 设置的低一些

多人会议

（参与）

RT

C

150k

bps

300k

bps
low 作为会议参与者，不需要太高的画质和音质

说明

 如果不是对带宽特别没有信心的应用场景，audio-quality 选项请不要选择 low，其音质和延迟感都要会

比 high 模式差很多。

对象操作

对象 说明

wx.createLivePu

sherContext()

通过 wx.createLivePusherContext() 可以将 <live-pusher> 标签和 

javascript 对象关联起来，之后即可操作该对象

start
开始推流，如果 <live-pusher> 的 autopush 属性设置为 false（默认值），

那么就可以使用 start 来手动开始推流

stop 停止推流

pause 暂停推流

resume 恢复推流，请与 pause 操作配对使用

switchCamera 切换前后摄像头

snapshot
推流截图，截图大小跟组件的大小一致。截图成功图片的临时路径

为 ret.tempImagePath

var pusher = wx createLivePusherContext 'pusher'

pusher start

    success: function ret

        console log 'start push success!'

    

    fail: function

        console log 'start push failed!'

    

    complete: function

        console log 'start push complete!'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内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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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live-pusher> 标签的 bindstatechange 属性可以绑定一个事件处理函数，该函数可以监听推流模块的内

部事件和异常通知。

1. 常规事件

co

de
事件定义 含义说明

10

01

PUSH_EVT_CONNECT_S

UCC
已经成功连接到云端服务器

10

02
PUSH_EVT_PUSH_BEGIN 与服务器握手完毕，一切正常，准备开始上行推流

10

03

PUSH_EVT_OPEN_CAME

RA_SUCC

已成功启动摄像头，摄像头被占用或者被限制权限的情况下无

法打开

2. 严重错误

co

de
事件定义 含义说明

-1

30

1

PUSH_ERR_OPEN_CAMER

A_FAIL
打开摄像头失败

-1

30

2

PUSH_ERR_OPEN_MIC_F

AIL
打开麦克风失败

-1

30

3

PUSH_ERR_VIDEO_ENCO

DE_FAIL
视频编码失败

-1

30

4

PUSH_ERR_AUDIO_ENCO

DE_FAIL
音频编码失败

-1

30

5

PUSH_ERR_UNSUPPORTE

D_RESOLUTION
不支持的视频分辨率

-1

30

6

PUSH_ERR_UNSUPPORTE

D_SAMPLERATE
不支持的音频采样率

-1 PUSH_ERR_NET_DISCON 网络断连，且经三次重连无效，可以放弃，更多重试请 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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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警告并非不可恢复的错误，小程序内部的音视频 SDK 会启动相应的恢复措施，警告的目的主要用于提示开发者

或者最终用户，例如：

30

7

NECT 重启推流

3. 警告事件

PUSH_WARNING_NET_BUSY 

上行网速不给力，建议提示用户改善当前的网络环境，例如让用户离家里的路由器近一点，或者切到 Wi-Fi 环境

下再使用。

PUSH_WARNING_SERVER_DISCONNECT 

请求被后台拒绝了，出现这个问题一般是由于 URL 里的 txSecret 计算错了，或者是 URL 被其他人占用了

（跟播放不同，一个推流 URL 同时只能有一个用户使用）。

PUSH_WARNING_HANDUP_STOP 

当用户单击小程序右上角的圆圈或者返回按钮时，微信会将小程序挂起，此时 <live-pusher> 会抛出5000这

个事件。

co

de
事件定义 含义说明

11

01
PUSH_WARNING_NET_BUSY

上行网速不够用，建议提示用户改善当前的网络环

境

11

02
PUSH_WARNING_RECONNECT

网络断连，已启动重连流程（重试失败超过三次会

放弃）

11

03

PUSH_WARNING_HW_ACCELERA

TION_FAIL
硬编码启动失败，自动切换到软编码

11

07

PUSH_WARNING_SWITCH_SWEN

C
由于机器性能问题，自动切换到硬件编码

30

01
PUSH_WARNING_DNS_FAIL DNS 解析失败，启动重试流程

30

02

PUSH_WARNING_SEVER_CONN_

FAIL
服务器连接失败，启动重试流程

30

03
PUSH_WARNING_SHAKE_FAIL 服务器握手失败，启动重试流程

30

04

PUSH_WARNING_SERVER_DISCO

NNECT

RTMP 服务器主动断开，请检查推流地址的合法性

或防盗链有效期

30 PUSH_WARNING_READ_WRITE_F RTMP 读/写失败，将会断开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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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AIL

50

00
PUSH_WARNING_HANDUP_STOP 小程序被用户挂起，停止推流

4. 示例代码

Page

    onPush: function ret  

        if ret detail code == 1002  

          console log '推流成功了' ret

        

    

  /**

   * 生命周期函数--监听页面加载

   */

  onLoad: function options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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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player> 标签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9 14:40:38

<live-player> 是小程序内部用于支持音视频下行（播放）能力的功能标签，本文主要介绍该标签的使用方法。

出于政策和合规的考虑，微信暂时没有放开所有小程序对  <live-pusher>  和 <live-player>  标签的支持：

版本支持

微信 App iOS 最低版本要求：6.5.21 。

微信 App Android 最低版本要求：6.5.19。

小程序基础库最低版本要求：1.7.0。

说明

通过 wx.getSystemInfo 可以获取当前基础库版本信息。 

使用限制

注册非个人主体类型的微信小程序。微信小程序的主体必须为非个人主体类型，否则无法使用直播功能。

企业账号的小程序暂时只开放如下表格中的类目：

主类目 子类目 小程序内容场景

社交 直播

涉及娱乐性质，如明星直播、生活趣事直播和宠物直

播等。选择该类目后首次提交代码审核，需经当地互

联网主管机关审核确认，预计审核时长7天左右

教育 在线视频课程 网课、在线培训、讲座等教育类直播

医疗 互联网医院，公立医院 问诊、大型健康讲座等直播

金融

银行、信托、基金、证券/期货、

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保险、征信

业务、新三板信息服务平台、股票

信息服务平台（港股/美股）、消

费金融

金融产品视频客服理赔、金融产品推广直播等

汽车 汽车预售服务 汽车预售、推广直播

政府主

体帐号
- 政府相关工作推广直播、领导讲话直播等

工具 视频客服
不涉及以上几类内容的一对一视频客服服务，如企业

售后一对一视频服务等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dev/component/live-pusher.html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dev/component/live-play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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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科技 多方通信；音视频设备 为多方提供电话会议/视频会议等服务；智能家居场景

下控制摄像头

符合类目要求的小程序，需要在小程序管理后台的 设置 > 接口设置 中自助开通该组件权限，如下图所示： 

注意

如果以上设置都正确，但小程序依然不能正常工作，可能是微信内部的缓存没更新，请删除小程序并重

启微信后，再进行尝试。

属性定义

属性名 类型 默认值 说明

src String -
用于音视频下行的播放 URL，支持 RTMP、

FLV 等协议

mode String live live，RTC

autoplay Boolean false 是否自动播放

muted Boolean false 是否静音

orientation String vertic vertical，horizo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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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player> 的 RTC 模式支持500ms以内的超低时延链路，可以应用在视频通话和远程遥控等场景中，要使

用超低时延播放，需要注意如下几点：

al

object-fit String
conta

in
contain，fillCrop

background-

mute
Boolean false 当微信切到后台时，是否关闭播放声音

min-cache Number 1 最小缓冲延迟， 单位：秒

max-cache Number 3 最大缓冲延迟， 单位：秒

bindstatechange
EventHand

ler
- 用于指定一个 javascript 函数来接受播放器事件

bindfullscreencha

nge

EventHand

ler
- 用于指定一个 javascript 函数来接受全屏事件

debug Boolean false 是否开启调试模式

示例代码

<view id='video-box'>  

    <live-player

        wx:for="{{player}}"

        id="player_{{index}}"

        mode="RTC"

        object-fit="fillCrop"

        src="{{item.playUrl}}" 

        autoplay='true'

        bindstatechange="onPlay">

   </live-player>

 </view> 

超低时延

推流端如果是微信小程序，请使用 <live-pusher> 的 RTC 模式。

推流端如果是 iOS 或者 Android SDK，请使用 setVideoQuality 的 MAIN_PUBLISHER 模式。

推流端如果是 Windows，请不要使用 OBS，延时太高，可以使用我们的 Windows SDK 。

<live-player> 的 min-cache 和 max-cache 请不要自行设置，使用默认值。

播放地址请使用超低延时播放地址，也就是带了防盗链签名的 rtmp://  地址，如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2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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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C 则主要用于双向视频通话或多人视频通话场景，例如金融开会、在线客服、车险定损、培训会议等等。在

此模式下，对 min-cache 和 max-cache 的设置不会起作用，因为小程序内部会自动将延迟控制在一个很低

的水平（500ms左右）。

“蓄水池”里的水越多，抗网络波动的能力就越强，但代价就是观众端的延迟就越大，所以要在不同的场景下，

使用不同的配置来达到体验上的平衡：

RTC 模式下这两个参数是无效的。

对比项目 示例 时延

普通直播 

URL

rtmp://3891.liveplay.myqcloud.com/live/3891_test_clock_f

or_rtmpacc
>2s

超低延时 

URL

rtmp://3891.liveplay.myqcloud.com/live/3891_test_clock_f

or_rtmpacc?

bizid=bizid&txTime=5FD4431C&txSerect=20e6d865f462df

f61ada209d53c71cf9

< 500ms

属性详解

src 

用于音视频下行的播放 URL，支持 RTMP 协议（URL 以 rtmp:// 打头）和 FLV 协议（URL 以 http:// 打

头且以 .flv 结尾） ，腾讯云推流 URL 的获取方法见 如何生成推流 URL 。

说明

 <live-player> 标签是不支持 HLS（m3u8）协议的，因为 <video> 已经支持 HLS（m3u8）播

放协议了。但直播观看不推荐使用 HLS（m3u8）协议，延迟要比 RTMP 和 FLV 协议高一个数量

级。

mode 

live 模式主要用于直播类场景，例如赛事直播、在线教育、远程培训等等。该模式下，小程序内部的模块会优先

保证观看体验的流畅，通过调整 min-cache 和 max-cache 属性，您可以调节观众（播放）端所感受到的时

间延迟的大小，文档下面会详细介绍这两个参数。

min-cache 和 max-cache 

这两个参数分别用于指定观看端的最小缓冲时间和最大缓冲时间。所谓缓冲时间，是指播放器为了缓解网络波动

对观看流畅度的影响而引入的一个“蓄水池”，当来自网络的数据包出现卡顿甚至停滞的时候，“蓄水池”里的

紧急用水可以让播放器还能坚持一小段时间，只要在这个短暂的时间内网速恢复正常，播放器就可以源源不断地

渲染出流畅而平滑的视频画面。

码率比较低（1Mbps左右，画面以人物为主）的直播流，min-cache = 1，max-cache = 3 较合适。

码率比较高（2Mbps - 3Mbps的高清游戏画面为主）的直播流，min-cache = 3，max-cache = 5 

较合适。

orientation 

画面渲染角度，horizontal 代表是原始画面方向，vertical 代表向右旋转 90度。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7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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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fit 

画面填充模式，contain 代表把画面显示完成，但如果视频画面的宽高比和 <live-player> 标签的宽高比不一

致，那么您将看到黑边。fillCrop 代表把屏幕全部撑满，但如果视频画面的宽高比和 <live-player> 标签的宽

高比不一致，那么画面中多余的部分会被裁剪掉。

background-mute 

微信切到后台以后是否继续播放声音，用于避免锁屏对于当前小程序正在播放的视频内容的影响。

sound-mode设置播放模式，可设值为：ear 与 speaker，ear 代表使用听筒播放， speaker 代表使用扬

声器，默认为扬声器。

debug 

 调试音视频相关功能，如果没有很好的工具会是一个噩梦，所以小程序为 live-pusher 标签支持了 debug 模

式，开始 debug 模式之后，原本用于渲染视频画面的窗口上，会显示一个半透明的 log 窗口，用于展示各项音

视频指标和事件，降低您调试相关功能的难度，具体使用方法我们在 FAQ  中有详细说明。

对象操作

wx.createLivePlayerContext() 

通过 wx.createLivePlayerContext() 可以将 <live-player> 标签和 javascript 对象关联起来，之后即可

操作该对象。

play  

开始播放，如果 <live-player> 的 autoplay 属性设置为 false（默认值），那么就可以使用 play 来手动启

动播放。

stop 

停止播放。

pause暂停播放，停留在最后画面。

resume继续播放，与 pause 成对使用。

mute 

设置静音。

requestFullScreen 

进入全屏幕。

exitFullScreen 

退出全屏幕。

var player = wx createLivePlayerContext 'pusher'

player requestFullScreen

    success: function

            console log 'enter full screen mode success!'

        

        fail: function

            console log 'enter full screen mode failed!'

        

. ( );

. ({

(){

. ( )

}

(){

. ( )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7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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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live-player> 标签的 bindstatechange 属性可以绑定一个事件处理函数，该函数可以监听推流模块的内

部事件和异常通知。

        complete: function

            console log 'enter full screen mode complete!'

        

(){

. ( )

}

});

内部事件

1. 关键事件

co

de
事件定义 含义说明

20

01

PLAY_EVT_CONNECT_SU

CC
已经连接到云端服务器

20

02

PLAY_EVT_RTMP_STREA

M_BEGIN
服务器开始传输音视频数据

20

03

PLAY_EVT_RCV_FIRST_I_

FRAME
网络接收到首段音视频数据

20

04
PLAY_EVT_PLAY_BEGIN

视频播放开始，可以在收到此事件之前先用默认图片代表等

待状态

20

06
PLAY_EVT_PLAY_END 视频播放结束

20

07

PLAY_EVT_PLAY_LOADIN

G

进入缓冲中状态，此时播放器在等待或积攒来自服务器的数

据

-2

30

1

PLAY_ERR_NET_DISCONN

ECT
网络连接断开，且重新连接亦不能恢复，播放器已停止播放

说明

 播放 HTTP:// 打头的 FLV 协议地址时，如果观众遇到播放中直播流断开的情况，小程序是不会抛出 

PLAY_EVT_PLAY_END 事件的，这是因为 FLV 协议中没有定义停止事件，所以只能通过监听 

PLAY_ERR_NET_DISCONNECT 来替代之。

2. 警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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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警告并非不可恢复的错误，小程序内部的音视频 SDK 会启动相应的恢复措施，警告的目的主要用于提示开发者

或者最终用户，例如：

cod

e
事件定义 含义说明

210

1

PLAY_WARNING_VIDEO_DE

CODE_FAIL
当前视频帧解码失败

210

2

PLAY_WARNING_AUDIO_DE

CODE_FAIL
当前音频帧解码失败

210

3

PLAY_WARNING_RECONNE

CT

网络断连，已启动自动重连恢复（重连超过三次就直接抛

送 PLAY_ERR_NET_DISCONNECT 了）

210

4

PLAY_WARNING_RECV_DAT

A_LAG
视频流不太稳定，可能是观看者当前网速不充裕

210

5

PLAY_WARNING_VIDEO_PL

AY_LAG
当前视频播放出现卡顿

210

6

PLAY_WARNING_HW_ACCE

LERATION_FAIL
硬解启动失败，采用软解

210

7

PLAY_WARNING_VIDEO_DIS

CONTINUITY

当前视频帧不连续，视频源可能有丢帧，可能会导致画面

花屏

300

1
PLAY_WARNING_DNS_FAIL DNS解析失败（仅播放 RTMP:// 地址时会抛送）

300

2

PLAY_WARNING_SEVER_C

ONN_FAIL
服务器连接失败（仅播放 RTMP:// 地址时会抛送）

300

3

PLAY_WARNING_SHAKE_FA

IL
服务器握手失败（仅播放 RTMP:// 地址时会抛送）

3. 示例代码

Page

    onPlay: function ret  

        if ret detail code == 2004  

                console log '视频播放开始' ret

        

    

    /**

     * 生命周期函数--监听页面加载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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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ive-player> 组件是由客户端创建的原生组件，它的层级是最高的，可以使用 <cover-view> 和 <cover-

image> 覆盖在上面。

2. 请勿在 <scroll-view> 中使用 <live-player> 组件。

     */

    onLoad: function options  

    //...

    

( ) {

}

})

特别说明



直播 SD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380 共450页

<mlvb-live-room> 组件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08 16:33:44

<mlvb-live-room>  组件包含如下属性：

<mlvb-live-room> 组件包含如下操作接口，您需要先通过 selectComponent 获取 <mlvb-live-room> 标

签的引用，之后就可以进行相应的操作。

属性定义

属性 类型 值 说明

template String 'float' 必要，标识组件使用的界面模版。

roomID String 自定义
可选，房间号（role = audience 时，roomID 不

能为空）。

roomName String 自定义 可选，房间名。

role String
‘anchor’，'a

udience'
必要，anchor 代表主播，audience 代表观众。

pureaudio
Boole

an
true，false 可选，默认 false，是否开启纯音频推流。

beauty
Numb

er
0 - 5 可选，默认5，美颜级别0 - 5。

muted
Boole

an
true，false 可选，默认 false，是否静音。

debug
Boole

an
true，false 可选，默认 false，是否打印推流 debug 信息。

bindRoomE

vent

functi

on
- 必要，监听 mlvb-live-room 组件返回的事件。

操作接口

注意

 后台接口限制并发为每秒100次请求，若您有高并发请求请提前 联系我们  处理，避免影响服务调用。

函数名 说明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MLVBSDK/tree/master/WXMini/pages/components/mlvb-live-room
https://cloud.tencent.com/act/event/connect-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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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vb-live-room> 标签通过 onRoomEvent 返回内部事件，事件参数格式如下：

start() 启动。

pause() 暂停。

resume() 恢复。

stop() 停止。

requestJoinAnchor() 请求连麦，适用于 audience。

respondJoinAnchor(agree:Boolean, 

audience:Object)
同意连麦，适用于 anchor。

switchCamera() 切换摄像头。

sendTextMsg(text:String) 发送文本消息。

var liveroom = this.selectComponent "#id_liveroom"

liveroom.pause

( );

();

事件通知

"detail": 

  "tag": "事件tag标识，具有唯一性"

  "code": "事件代码"

  "detail": "对应事件的详细参数"

{

,

,

}

示例代码

// Page.json 文件

"usingComponents": 

    "mlvb-live-room": "/pages/components/mlvb-live-room/mlvbliveroomview"

// Page.wxml 文件

<mlvb-live-room id="id_liveroom"

        roomID="{{roomID}}"

        roomName="{{roomName}}"

        template="float"

        beauty="{{beauty}}"

        muted="{{mute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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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le="{{role}}"

        debug="{{debug}}"

        bindRoomEvent="onRoomEvent">

</mlvb-live-room>

// Page.js 文件

Page

    data: 

        // .

        role: 'anchor', // 角色视您的业务场景而定

        roomID: '',

        roomName: '',

        beauty: 3,

        muted: false,

        debug: false,

    ,

    // .

    onRoomEvent: function e

        switch e.detail.tag

            case 'roomClosed': 

                //房间已经关闭

                break

            

            case 'error': 

                //发生错误

                var code = e.detail.code

                var detail = e.detail.detail

                break

            

            case 'recvTextMsg': 

                //收到文本消息

                var text = e.detail.detail

                break

            

            case 'requestJoinAnchor': 

                //主播收到来自观众的连麦请求

                var audience = e.detail

                var name = audience.userName

                var id = audience.userID

                // 允许请求

                liveroom.respondJoinReq true, audience

                break

            

            case 'linkOn': 

                //连麦观众在连麦成功时会收到此通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直播 SD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383 共450页

                break

            

            case 'linkOut': 

                //连麦观众退出连麦时会收到此通知

                break

            

        

    ,

  onShow: function  

  ,

  onHide: function  

  ,

  onRead: function  

      var liveroom = this.selectComponent "#id_liveroom"

      this.setData

          roomName: '测试',

      

    liveroom.star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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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概览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08 16:33:44

腾讯云直播推流器，主要用于桌面端浏览器快直播推流。通过浏览器采集用户的画面和声音，通过 WebRTC 将视

频流和音频流传输推送到腾讯云服务端。

TXLivePusher

直播推流

功能介绍

API 描述

checkSupport 静态函数，检查浏览器支持性

setRenderView 设置本地视频画面的预览容器

setVideoQuality 设置推流视频质量

setAudioQuality 设置推流音频质量

setProperty 调用 TXLivePusher 的高级 API 接口

startCamera 打开本地摄像头

stopCamera 关闭本地摄像头

startMicrophone 打开麦克风

stopMicrophone 关闭麦克风

startScreenCapture 开启屏幕采集

stopScreenCapture 关闭屏幕采集

startMediaFile 开始采集本地媒体文件流

stopMediaFile 停止采集本地媒体文件流

startPush 开始音视频数据推流

stopPush 停止推送音视频数据

isPushing 当前推流器是否正在推流中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499#checksuppor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499#setrenderview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499#setvideoquality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499#setaudioquality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499#setproperty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499#startcamera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499#stopcamera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499#startmicrophon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499#stopmicrophon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499#startscreencaptur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499#stopscreencaptur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499#startmediafil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499#stopmediafil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499#startpush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499#stoppush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499#ispu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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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直播推流的回调通知，回调包括推流器状态，统计信息，警告以及错误信息。

腾讯云设备管理接口，主要用于管理摄像头和麦克风设备。

getDeviceManager 获取设备管理对象

setVideoMute 设置是否禁用视频流

setAudioMute 设置是否禁用音频流

setObserver 设置推流器回调

destroy 离开页面或者退出时，清理 SDK 实例

TXLivePusherObserver

直播推流回调通知

功能介绍

API 描述

onError 直播推流器错误通知

onWarning 直播推流器警告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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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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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PushStatusUpdate 推流器连接状态回调通知

onStatisticsUpdate 直播推流器统计数据回调

TXDeviceManager

设备管理

功能介绍

API 描述

getDevicesList 获取设备列表

setCurrentDevice 设置要使用的设备

getCurrentDevice 获取当前的设备信息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499#getdevicemanage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499#setvideomut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499#setaudiomut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499#setobserve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499#destroy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500#onerro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500#onwarning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500#oncapturefirstaudiofram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500#oncapturefirstvideofram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500#onpushstatusupdat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500#onstatisticsupdat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501#getdeviceslis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501#setcurrentdevic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501#getcurrent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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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Device 切换设备

switchCamera 切换摄像头设备

switchMicrophone 切换麦克风设备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501#switchdevic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501#switchcamera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501#switchmicro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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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XLivePusher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08 16:33:44

直播推流接口主要是通过浏览器采集用户的画面和声音，并通过 WebRTC 进行推送。

静态函数，检查浏览器支持性。

返回

返回 Promise 对象，其中检查结果 SupportResult  结构如下：

设置本地视频画面的预览容器，提供一个 div 节点，本地采集的视频会在容器里渲染。

参数

container ：容器的 ID 或者 dom 节点。

设置推流视频质量，SDK 已经内置了视频质量模板，直接通过预定义的模板来设置推流视频质量。

checkSupport

static checkSupport : Promise<SupportResult>() ;

字段 类型 描述

isWebRTCSupported boolean 是否支持 WebRTC

isH264EncodeSupported boolean 是否支持 H264 编码

isH264DecodeSupported boolean 是否支持 H264 解码

isMediaDevicesSupported boolean 是否支持获取媒体设备及媒体流

isScreenCaptureSupported boolean 是否支持屏幕采集

isMediaFileSupported boolean 是否支持获取本地媒体文件流

setRenderView

setRenderView container: string | HTMLDivElement : void( ) ;

setVideoQuality

setVideoQuality quality: string : voi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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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quality  预定义的视频质量模板名称。内置的视频质量模板如下所示：

说明

设置推流音频质量，SDK 已经内置了音频质量模板，直接通过预定义的模板来设置推流音频质量。

参数

quality  预定义的音频质量模板名称。内置的音频质量模板如下所示：

模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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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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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应的分辨率。

如果以上视频质量参数（分辨率、帧率和码率）不符合您的要求，您可以通过 setProperty  单独设置自定义的

值。

默认使用 720p  ，即 setVideoQuality('720p')  。

setAudioQuality

setAudioQuality quality: string : void( ) ;

模板名 采样率 码率（kbps）

standard 48000 40

high 48000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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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默认使用 standard ，即 setAudioQuality('standard')  。

主要用于调用一些高级功能例如设置视频的分辨率、帧率和码率。

参数

说明

目前支持以下高级功能：

setProperty

setProperty key: string  value: any : void( , ) ;

key  高级 API 对应的 key。

value  调用 key 所对应的高级 API 时，需要的参数。

Key Value 描述 示例

setVideoRes

olution

{width:n

umber; 

height:n

umber;}

设置视频的分辨率
setProperty('setVideoResolution', { 

width: 1920, height: 1080 })

setVideoFPS number 设置视频的帧率 setProperty('setVideoFPS', 25)

setVideoBitra

te
number 设置视频的码率 setProperty('setVideoBitrate', 2000)

setAudioSam

pleRate
number 设置音频的采样率

setProperty('setAudioSampleRate', 

44100)

setAudioBitra

te
number 设置音频的码率 setProperty('setAudioBitrate', 200)

setConnectR

etryCount
number

设置连接重试次数

默认值：3，取值范

围[0,10]

当 SDK 与服务器异

常断开连接时，

SDK 会尝试与服务

器重连

setProperty('setConnectRetryCount', 

5)

setConnectR

etryDelay

number 设置连接重试延迟

默认值：1，单位为

秒；取值范围[0,10]

setProperty('setConnectRetryDel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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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本地摄像头设备。需要用户授权允许浏览器访问摄像头，授权失败或者访问设备失败，会通过回调接口抛出警告

通知。

参数

deviceId ：摄像头设备 ID，可选参数，指定打开的摄像头设备。设备 ID 可通过 TXDeviceManager 中的方法 

getDevicesList  获取。

关闭本地摄像头设备。

打开麦克风设备。需要用户授权允许浏览器访问麦克风，授权失败或者访问设备失败，会通过回调接口抛出警告通

知。

参数

deviceId ：麦克风设备 ID，可选参数，指定打开的麦克风设备。设备 ID 可通过 TXDeviceManager 中的方法 

getDevicesList  获取。

关闭麦克风设备。

当 SDK 与服务器异

常断开连接时， 

SDK 会尝试与服务

器重连

注意

 请在采集流和推流之前进行设置。

startCamera

startCamera deviceId?: string : void( ) ;

stopCamera

stopCamera : void() ;

startMicrophone

startMicrophone deviceId?: string : void( ) ;

stopMicrophone

stopMicrophone : void()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501#getdeviceslis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501#getdevices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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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屏幕采集。需要用户授权允许浏览器访问屏幕，授权失败或者访问设备失败，会通过回调接口抛出警告通知。

关闭屏幕采集。

开始采集本地媒体文件流。将用户本地的 MP4 视频文件转换成音视频流。

参数

file ：可选，本地媒体文件，不传则 javascript 模拟触发文件上传操作。

说明

停止采集本地媒体文件流，结束本地文件播放。

开始音视频数据推流，建立 WebRTC 连接，往腾讯云服务器推送数据。

参数

startScreenCapture

startScreenCapture : void() ;

stopScreenCapture

stopScreenCapture : void() ;

startMediaFile

startMediaFile file?: File : void( ) ;

需要先调用 setRenderView  方法设置承载本地视频画面的 div 容器。

本地视频文件当前仅支持 MP4 文件。

safari 浏览器限制，javascript 模拟触发文件上传操作可能不生效，建议手动传入 file 对象。

浏览器限制，页面处于未激活状态时（最小化、激活其它标签页），采集文件流会暂停。建议提示用户推流过程

中不要切换浏览器标签页。

stopMediaFile

stopMediaFile : void() ;

startPush

startPush pushUrl: string : voi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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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shUrl ：WebRTC 推流地址，请填写腾讯云的推流地址。推流地址的格式参见 腾讯云标准直播 URL  ，只需

要将 RTMP 推流地址前面的 rtmp://  替换成 webrtc://  即可。

停止推送音视频数据，关闭 WebRTC 连接。

查询当前推流器是否正在推流中。

返回

true：正在推流；false：未推流。

获取设备管理对象。通过设备管理，可以进行查询设备列表，切换设备等操作。

返回

TXDeviceManager  实例对象。具体参见 TXDeviceManager  。

设置是否禁用视频流。

参数

mute ：true - 禁用，false - 启用。

说明

设置是否禁用音频流。

stopPush

stopPush : void() ;

isPushing

isPushing : boolean() ;

getDeviceManager

getDeviceManager : TXDeviceManager() ;

setVideoMute

setVideoMute mute: boolean : void( ) ;

只有当前有视频流时，设置才会生效。

禁用之后每一帧都会用黑色像素填充，实际上仍在采集视频流。

setAudioMut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7/3272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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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mute ：true - 禁用，false - 启用。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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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参数

observer ：推流器的回调目标对象。具体请参见 TXLivePusherObserver 。

离开页面或者退出时，清理 SDK 实例，避免可能会产生的内存泄露，调用前先执行 stop 方法。

setAudioMute mute: boolean : void( ) ;

只有当前有音频流时，设置才会生效。

禁用之后每一帧都是没有声音的，实际上仍在采集音频流。

setObserver

setObserver observer: TXLivePusherObserver : void( ) ;

destroy

destroy : void()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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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XLivePusherObserver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08 16:33:44

腾讯云直播推流的回调通知，回调包括推流器状态，统计信息，警告以及错误信息。

直播推流器错误通知，推流器出现错误时，会回调该通知。

参数

直播推流器警告通知。

参数

说明

打开摄像头、麦克风、屏幕录制失败时返回的错误信息，可参见 getUserMedia 异常  和 getDisplayMedia 异

常  。

首帧音频采集完成的回调通知。

首帧视频采集完成的回调通知。

on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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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de ：错误码，请参见 推流错误码 。

msg ：错误信息。

extraInfo ：扩展信息，目前未用到。

onW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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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de ：错误码，请参见 推流错误码  。

msg ：错误信息。

extraInfo ：扩展信息，目前未用到。

onCaptureFirstAudioFrame

onCaptureFirstAudioFrame : void() ;

onCaptureFirstVideoFrame

https://developer.mozilla.org/zh-CN/docs/Web/API/MediaDevices/getUserMedia#%E5%BC%82%E5%B8%B8
https://developer.mozilla.org/zh-CN/docs/Web/API/MediaDevices/getDisplayMedia#%E5%BC%82%E5%B8%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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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流器连接状态回调通知。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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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

statistics ：推流统计数据，请参见 推流统计数据 。

onCaptureFirstVideoFrame : void() ;

onPushStatus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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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us ：连接状态码，请参见 推流状态码 。

msg ：连接状态信息。

extraInfo ：扩展信息，目前未用到。

onStatisticsUpdate

onStatisticsUpdate statistics: Object : void( ) ;

推流错误码

onError  和 onWarning  中用到的错误码如下：

枚举值
数

值
描述

TXLIVE_ERROR_WEBRTC_FAILED -1 WebRTC 接口调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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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XLIVE_WARNING_CAMERA_START_F

AILED

-1

00

1

打开摄像头失败

TXLIVE_WARNING_MICROPHONE_STA

RT_FAILED

-1

00

2

打开麦克风失败

TXLIVE_WARNING_SCREEN_CAPTURE

_START_FAILED

-1

00

打开屏幕录制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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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XLIVE_WARNING_MEDIA_FILE_STAR

T_FAILED

-1

00

4

打开本地媒体文件失败

TXLIVE_WARNING_CAMERA_INTERRU

PTED

-1

00

5

摄像头被中断（设备被拔出或者权限被用户

取消）

TXLIVE_WARNING_MICROPHONE_INT

ERRUPTED

-1

00

6

麦克风被中断（设备被拔出或者权限被用户

取消）

TXLIVE_WARNING_SCREEN_CAPTURE

_INTERRUPTED

-1

00

7

屏幕录制被中断（Chrome 浏览器单击自带

的停止共享按钮）

推流状态码

onPushStatusUpdate  用到的状态码如下：

枚举值 数值 描述

TXLIVE_PUSH_STATUS_DISCONNECTED 0 与服务器断开连接

TXLIVE_PUSH_STATUS_CONNECTING 1 正在连接服务器

TXLIVE_PUSH_STATUS_CONNECT_SUCCESS 2 连接服务器成功

TXLIVE_PUSH_STATUS_RECONNECTING 3 重连服务器中

推流统计数据

通过 onStatisticsUpdate  回调接口可以监听直播推流过程中 WebRTC 相关的统计数据。SDK 会以一秒一次

的频率统计数据，返回的对象基本结构如下：

字段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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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deo 视频流相关的数据

audio 音频流相关的数据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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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bitrate 视频码率，单位：bit/s

framesPerSecond 视频帧率

frameWidth 视频宽度，Firefox下不存在

frameHeight 视频高度，Firefox下不存在

framesEncoded 编码帧数

framesSent 发送帧数，Firefox下不存在

packetsSent 发送包数

nackCount NACK（Negative ACKnowledgement）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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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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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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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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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dio

字段 说明

bitrate 音频码率，单位：bit/s

packetsSent 发送包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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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XDeviceManager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08 16:33:44

腾讯云设备管理接口，主要用于管理摄像头和麦克风设备。

获取设备列表。

参数

type ：设备类型，可选参数，不传返回所有设备列表。传 video 返回摄像头设备列表，传 audio 返回麦克风设

备列表。

返回

返回 Promise 对象，其中设备信息 TXMediaDeviceInfo  结构如下：

说明

设置要使用的设备。

参数

getDevicesList

getDevicesList type?: string : Promise<TXMediaDeviceInfo >( ) [] ;

字段 类型 描述

type string, 'video' |'audio' 设备类型，video - 摄像头，audio - 麦克风

deviceId string 设备 Id

deviceName string 设备名称

该接口不支持在 HTTP 协议下使用，请使用 HTTPS 协议部署您的网站。

浏览器出于安全的考虑，在用户未授权摄像头或麦克风访问权限前，deviceId 及 deviceName 字段可能都是

空的。因此建议在用户授权访问后，再调用该接口获取设备详情。

setCurrentDevice

setCurrentDevice type: string  deviceId: string : void( , ) ;

type ：设备类型，video - 摄像头设备，audio - 麦克风设备。

deviceId  从 getDevicesList  中得到的设备 ID。

getCurrent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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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当前的设备信息。

参数

type ：设备类型，video - 摄像头设备，audio - 麦克风设备。

返回

返回 Promise 对象，其中设备信息 TXMediaDeviceInfo  结构请参见 getDevicesList  返回说明。

切换当前正在使用的设备。

参数

说明

切换摄像头设备。等同于 switchDevice('video', deviceId)  。

参数

deviceId ：从 getDevicesList('video')  中得到的设备 ID。

切换麦克风设备。等同于 switchDevice('audio', deviceId)  。

参数

deviceId ：从 getDevicesList('audio')  中得到的设备 ID。

getCurrentDevice type: string : Promise<TXMediaDeviceInfo | null>( ) ;

switchDevice

switchDevice type: string  deviceId: string : void( , ) ;

type ：设备类型，video - 摄像头设备，audio - 麦克风设备。

deviceId  从 getDevicesList  中得到的设备 ID。

该方法仅适用于从摄像头和麦克风采集音视频时调用，屏幕录制和本地媒体文件采集流时不支持调用该接口。

如果还没开始推流，则只更新本地流；如果已经开始推流，同步更新推到服务器的音视频流。

switchCamera

switchCamera deviceId: string : void( ) ;

switchMicrophone

switchMicrophone deviceId: string : voi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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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Player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10 17:38:58

本文档是介绍适用于直播和点播播放的 Web 播放器（ TCPlayer ） 的相关参数以及 API。本文档适合有一定 

Javascript 语言基础的开发人员阅读。

播放器初始化需要传入两个参数，第一个为播放器容器 ID，第二个为功能参数对象。

options 对象可配置的参数：

初始化参数

var player = TCPlayer 'player-container-id', options( );

options 参数列表

名称 类型 默认值 说明

appID String 无
通过 fileID 播放点播媒体文件时必选，为对应腾讯云

账号的 appID

fileID String 无
通过 fileID 播放点播媒体文件时必选，为点播媒体文

件的 ID

sources Array 无

播放器播放地址，格式：

[{ src: '//path/to/video.mp4', type: 

'video/mp4' }]

width
String/N

umber
无

播放器区域宽度，单位像素，按需设置，可通过 CSS 

控制播放器尺寸。

height
String/N

umber
无

播放器区域高度，单位像素，按需设置，可通过 CSS 

控制播放器尺寸。

controls Boolean true 是否显示播放器的控制栏。

poster String 无

设置封面图片完整地址（如果上传的视频已生成封面

图，优先使用生成的封面图，详细请参见 云点播 - 管

理视频）。

autoplay Boolean false 是否自动播放。

playback

Rates
Array

[0.5，1，

1.25，1.5，2]
设置变速播放倍率选项，仅 HTML5 播放模式有效。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308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6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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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Bar 参数可以配置播放器控制栏的功能，支持的属性有：

loop Boolean false 是否循环播放。

muted Boolean false 是否静音播放。

preload String auto

是否需要预加载，有3个属

性"auto"，"meta"和"none" ，移动端由于系统限

制，设置 auto 无效。

swf String 无 Flash 播放器 swf 文件的 URL。

posterIm

age
Boolean true 是否显示封面。

bigPlayB

utton
Boolean true

是否显示居中的播放按钮（浏览器劫持嵌入的播放按

钮无法去除）。

language String "zh-CN" 设置语言，可选值为 "zh-CN"/"en"

language

s
Object 无 设置多语言词典。

controlB

ar
Object 无 设置控制栏属性的参数组合，后面有详细介绍。

reportabl

e
Boolean true 设置是否开启数据上报。

plugins Object 无 设置插件功能属性的参数组合，后面有详细介绍。

hlsConfi

g
Object 无

hls.js 的启动配置，详细内容请参见官方文档 

hls.js。

webrtcC

onfig
Object 无 webrtc 的启动配置，后面有详细介绍。

注意：

controls、playbackRates、loop、preload、posterImage 这些参数在浏览器劫持播放的状态下将

无效（什么是劫持播放？）。

controlBar 参数列表

名称 类型 默认值 说明

playToggle Boolean true 是否显示播放、暂停切换按钮。

https://github.com/video-dev/hls.js/blob/master/docs/API.md#fine-tuning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20219#.E6.B5.8F.E8.A7.88.E5.99.A8.E5.8A.AB.E6.8C.81.E8.A7.86.E9.A2.91.E6.92.AD.E6.94.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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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gins 参数可以配置播放器插件的功能，支持的属性有：

progressControl Boolean true 是否显示播放进度条。

volumePanel Boolean true 是否显示音量控制。

currentTimeDisplay Boolean true 是否显示视频当前时间。

durationDisplay Boolean true 是否显示视频时长。

timeDivider Boolean true 是否显示时间分割符。

playbackRateMenuButton Boolean true 是否显示播放速率选择按钮。

fullscreenToggle Boolean true 是否显示全屏按钮。

QualitySwitcherMenuButton Boolean true 是否显示清晰度切换菜单。

注意：

controlBar 参数在浏览器劫持播放的状态下将无效（什么是劫持播放？）。

plugins 插件参数列表

名称 类型
默认

值
说明

ContinuePla

y

Objec

t
无

控制续播功能，支持的属性如下：

auto：Boolean 是否在播放时自动续播

text：String 提示文案

btnText：String 按钮文案

VttThumbnai

l

Objec

t
无

控制缩略图显示，支持的属性如下：

vttUrl：String vtt，文件绝对地址，必传

basePath：String 图片路径，非必须，不传时使用 vttUrl 

的 path

imgUrl：String 图片绝对地址，非必须

ProgressMa

rker

Boole

an
无 控制进度条显示

DynamicWat

ermark

Objec

t

无 控制动态水印显示，支持文字和图片，支持的属性为：

type：String 水印类型为文字或图片，取值为 text | 

image，默认 text，非必传。

content：String 文字水印内容，必传。

speed：Number 水印移动速度，取值范围 0-1, 默认值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20219#.E6.B5.8F.E8.A7.88.E5.99.A8.E5.8A.AB.E6.8C.81.E8.A7.86.E9.A2.91.E6.92.AD.E6.94.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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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rtcConfig 参数来控制播放 WebRTC 过程中的行为表现，支持的属性有：

初始化播放器返回对象的方法列表：

0.2，非必传。

opacity：Number 文字水印透明度，取值范围 0-1，非必

传。

fontSize：String 文字字体大小，默认12px，非必传。

color： String 文字颜色，非必传。

left：String, 文字位置，支持单位为百分比和 px，该字段设

置时，speed 字段无效，非必传。

top、right、bottom：说明同 left。

width：String 图片水印宽度，非必传。

height：String 图片水印高度，非必传 。

ContextMen

u

Objec

t
无

可选值如下：

mirror：Boolean 控制是否支持镜像显示

statistic：Boolean 控制是否支持显示数据面板

levelSwitch：Object 控制切换清晰度时的文案提示

open：Boolean 是否开启提示

switchingText：String，开始切换清晰度时的提示文

案

switchedText：String，切换成功时的提示文案

switchErrorText：String，切换失败时的提示文案

webrtcConfig 参数列表

名称 类型 默认值 说明

connectRetryCount Number 3 SDK 与服务器重连次数

connectRetryDelay Number 1 SDK 与服务器重连延时

receiveVideo Boolean true 是否拉取视频流

receiveAudio Boolean true 是否拉取音频流

showLog Boolean false 是否在控制台打印日志

对象方法

名称 参数及类型 返回值及类型 说明

src() (String) 无 设置播放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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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y(functi

on)
(Function) 无 设置播放器初始化完成后的回调。

play() 无 无 播放以及恢复播放。

pause() 无 无 暂停播放。

currentTime

(seconds)
(Number) (Number)

获取当前播放时间点，或者设置播放时间点，

该时间点不能超过视频时长。

duration() 无 (Number) 获取视频时长。

volume(perc

ent)

(Number)

[0，1][可选]

(Number)/设置

时无返回
获取或设置播放器音量。

poster(src) (String)
(String)/设置时

无返回
获取或设置播放器封面。

requestFulls

creen()
无 无 进入全屏模式。

exitFullscree

n()
无 无 退出全屏模式。

isFullscreen(

)
无 Boolean 返回是否进入了全屏模式。

on(type，

listener)

(String, 

Function)
无 监听事件。

one(type，

listener)

(String, 

Function)
无 监听事件，事件处理函数最多只执行1次。

off(type，

listener)

(String, 

Function)
无 解绑事件监听。

buffered() 无 TimeRanges 返回视频缓冲区间。

bufferedPer

cent()
无 值范围[0，1] 返回缓冲长度占视频时长的百分比。

width()
(Number)[可

选]

(Number)/设置

时无返回

获取或设置播放器区域宽度，如果通过 CSS 

设置播放器尺寸，该方法将无效。

height()
(Number)[可

选]

(Number)/设置

时无返回

获取或设置播放器区域高度，如果通过 CSS 

设置播放器尺寸，该方法将无效。

videoWidth() 无 (Number) 获取视频分辨率的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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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器可以通过初始化返回的对象进行事件监听，示例：

其中 type 为事件类型，支持的事件有：

videoHeight(

)

无 (Number) 获取视频分辨率的高度。

dispose() 无 无 销毁播放器。

注意：

对象方法不能同步调用，需要在相应的事件（如 loadedmetadata）触发后才可以调用，除了 ready、

on、one 以及 off。

事件

var player = TCPlayer 'player-container-id'  options

// player.on(type, function);

player on 'error'  function error  

   // 做一些处理

( , );

. ( , ( ) {

});

名称 介绍

play
已经开始播放，调用 play() 方法或者设置了 autoplay 为 true 且生效时触发，这时 

paused 属性为 false。

playing
因缓冲而暂停或停止后恢复播放时触发，paused 属性为 false 。通常用这个事件来标记

视频真正播放，play 事件只是开始播放，画面并没有开始渲染。

loadstart 开始加载数据时触发。

durationch

ange
视频的时长数据发生变化时触发。

loadedmet

adata
已加载视频的 metadata。

loadeddat

a
当前帧的数据已加载，但没有足够的数据来播放视频的下一帧时，触发该事件。

progress 在获取到媒体数据时触发。

canplay 当播放器能够开始播放视频时触发。

canplaythr 当播放器预计能够在不停下来进行缓冲的情况下持续播放指定的视频时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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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器可以通过 webrtcevent 获取播放 webrtc 过程中的所有事件，示例：

ough

error 视频播放出现错误时触发。

pause 暂停时触发。

ratechang

e
播放速率变更时触发。

seeked 搜寻指定播放位置结束时触发。

seeking 搜寻指定播放位置开始时触发。

timeupdat

e
当前播放位置有变更，可以理解为 currentTime 有变更。

volumech

ange
设置音量或者 muted 属性值变更时触发。

waiting 播放停止，下一帧内容不可用时触发。

ended 视频播放已结束时触发。此时 currentTime 值等于媒体资源最大值。

resolution

switching
清晰度切换进行中。

resolution

switched
清晰度切换完毕。

fullscreen

change
全屏状态切换时触发。

webrtceve

nt
播放 webrtc 时的事件集合。

webrtcstat

s
播放 webrtc 时的统计数据。

WebrtcEvent 列表

var player = TCPlayer 'player-container-id'  options

player on 'webrtcevent'  function event  

   // 从回调参数 event 中获取事件状态码及相关数据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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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rtcevent 状态码如下：

当播放器触发 error 事件时，监听函数会返回错误码，其中3位数以上的错误码为媒体数据接口错误码。错误码列

表：

状态码 回调参数 介绍

1001 无 开始拉流

1002 无 已经连接服务器

1003 无 视频播放开始

1004 无 停止拉流，结束视频播放

1005 无 连接服务器失败，已启动自动重连恢复

1006 无 获取流数据为空

1007 localSdp 开始请求信令服务器

1008 remoteSdp 请求信令服务器成功

1009 无 拉流卡顿等待缓冲中

1010 无 拉流卡顿结束恢复播放

错误码

名称 描述

-1 播放器没有检测到可用的视频地址。

-2 获取视频数据超时。

1

视频数据加载过程中被中断。

可能原因：

网络中断。

浏览器异常中断。解决方案：

查看浏览器控制台网络请求信息，确认网络请求是否正常。

重新进行播放流程。

2 由于网络问题造成加载视频失败。

可能原因：网络中断。

解决方案：

查看浏览器控制台网络请求信息，确认网络请求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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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进行播放流程。

3

视频解码时发生错误。

可能原因：视频数据异常，解码器解码失败。

解决方案：

尝试重新转码再进行播放，排除由于转码流程引入的问题。

确认原始视频是否正常。

请联系技术客服并提供播放参数进行定位排查。

4

视频因格式不支持或者服务器或网络的问题无法加载。

可能原因：

获取不到视频数据，CDN 资源不存在或者没有返回视频数据。

当前播放环境不支持播放该视频格式。

解决方案：

查看浏览器控制台网络请求信息，确认视频数据请求是否正常。

确认是否按照使用文档加载了对应视频格式的播放脚本。

确认当前浏览器和页面环境是否支持将要播放的视频格式。

请联系技术客服并提供播放参数进行定位排查。

5

视频解密时发生错误。

可能原因：

解密用的密钥不正确。

请求密钥接口返回异常。

当前播放环境不支持视频解密功能。

解决方案：

确认密钥是否正确，以及密钥接口是否返回正常。

请联系技术客服并提供播放参数进行定位排查。

10

点播媒体数据接口请求超时。在获取媒体数据时，播放器重试3次后仍没有任何响应，会抛出该错

误。

可能原因：

当前网络环境无法连接到媒体数据接口，或者媒体数据接口被劫持。

媒体数据接口异常。

解决方案：

尝试打开我们提供的 Demo 页面看是否可以正常播放。

请联系技术客服并提供播放参数进行定位排查。

11 点播媒体数据接口没有返回数据。在获取媒体数据时，播放器重试3次后仍没有数据返回，会抛出

该错误。

可能原因：

当前网络环境无法连接到媒体数据接口，或者媒体数据接口被劫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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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数据接口异常。

解决方案：

尝试打开我们提供的 Demo 页面看是否可以正常播放。

请联系技术客服并提供播放参数进行定位排查。

12

点播媒体数据接口返回异常数据。在获取媒体数据时，播放器重试3次后仍返回无法解析的数据，

会抛出该错误。

可能原因：

当前网络环境无法连接到媒体数据接口，或者媒体数据接口被劫持。

播放参数有误，媒体数据接口无法处理。

媒体数据接口异常。

解决方案：

尝试打开我们提供的 Demo 页面看是否可以正常播放。

请联系技术客服并提供播放参数进行定位排查。

13 播放器没有检测到可以在当前播放器播放的视频数据，请对该视频进行转码操作。

14
HTML5 + hls.js 模式下播放 hls 出现网络异常，异常详情可在 event.source 中查看，详细介

绍请看 hls.js 的官方文档 Network Errors 。

15
HTML5 + hls.js 模式下播放 hls 出现多媒体异常，异常详情可在 event.source 中查看，详细

介绍请看 hls.js 的官方文档 Media Errors 。

16
HTML5 + hls.js 模式下播放 hls 出现多路复用异常，异常详情可在 event.source 中查看，详

细介绍请看 hls.js 的官方文档 Mux Errors 。

17
HTML5 + hls.js 模式下播放 hls 出现其他异常，异常详情可在 event.source 中查看，详细介

绍请看 hls.js 的官方文档 Other Errors 。

1000

8

媒体数据服务没有找到对应播放参数的媒体数据，请确认请求参数 appID fileID 是否正确，以及

对应的媒体数据是否已经被删除。

https://github.com/video-dev/hls.js/blob/master/docs/API.md#network-errors
https://github.com/video-dev/hls.js/blob/master/docs/API.md#media-errors
https://github.com/video-dev/hls.js/blob/master/docs/API.md#mux-errors
https://github.com/video-dev/hls.js/blob/master/docs/API.md#other-err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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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tter

概览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14 14:40:58

请参见 V2TXLivePlayer 。 

主要负责从指定的直播流地址拉取音视频数据，并进行解码和本地渲染播放。

播放器包含如下能力：

V2TXLivePlayer

视频播放器

支持 RTMP、HTTP-FLV、TRTC 以及 WebRTC 协议。

屏幕截图，可以截取当前直播流的视频画面。

延时调节，可以设置播放器缓存自动调整的最小和最大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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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DK 基础函数

API 描述

addListener 设置播放器回调。

播放基础接口

API 描述

setRender

ViewID
设置播放器的视频渲染 ViewID。

startLivePl

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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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2TXLivePremier#setLicence  设置 License 后方可成功播放，否则将播放失败（黑

屏），全局仅设置一次即可。直播 License、短视频 License 和视频播放 License 均

可使用，若您暂未获取上述 License ，可 快速免费申请测试版 License  以正常播放，

正式版 License 需 购买

stopPlay 停止播放。

isPlaying 是否正在播放。

视频相关接口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v2_tx_live_player-library.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V2TXLivePlayer/addListener.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V2TXLivePlayer/setRenderViewID.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V2TXLivePlayer/startLivePlay.html
https://cloud.tencent.com/act/event/Licen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50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V2TXLivePlayer/stopPlay.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V2TXLivePlayer/isPlay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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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直播播放的回调通知。

API 描述

setRenderRotation 设置播放器画面的旋转角度。

setRenderFillMode 设置画面的填充模式。

pauseVideo 暂停播放器的视频流。

resumeVideo 恢复播放器的视频流。

snapshot 截取播放过程中的视频画面。

音频相关接口

API 描述

pauseAudio 暂停播放器的音频流。

resumeAudio 恢复播放器的音频流。

setPlayoutVolume 设置音量。

enableVolumeEvaluation 启用播放音量大小提示。

更多实用接口

API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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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wDebugView 是否显示播放器状态信息的调试浮层。

V2TXLivePlayerObserver

SDK 基础回调

API 描述

onError 直播播放器错误通知，播放器出现错误时，会回调该通知。

onWarning 直播播放器警告通知。

onConnected 已经成功连接到服务器通知。

视频相关回调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V2TXLivePlayer/setRenderRotation.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V2TXLivePlayer/setRenderFillMode.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V2TXLivePlayer/pauseVideo.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V2TXLivePlayer/resumeVideo.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V2TXLivePlayer/snapshot.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V2TXLivePlayer/pauseAudio.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V2TXLivePlayer/resumeAudio.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V2TXLivePlayer/setPlayoutVolume.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V2TXLivePlayer/enableVolumeEvaluation.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V2TXLivePlayer/setCacheParams.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V2TXLivePlayer/showDebugView.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_observer/V2TXLivePlayerListenerType.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_observer/V2TXLivePlayerListenerType.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_observer/V2TXLivePlayerListenerTyp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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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 V2TXLivePush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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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流器包含如下能力：

API 描述

onVideoPlaying 视频播放事件通知。

onVideoLoading 视频加载事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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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SnapshotComplete 截图回调。

onRenderVideoFrame 自定义视频渲染回调。

音频相关回调

API 描述

onAudioPlaying 音频播放事件通知。

onAudioLoading 音频加载事件通知。

onPlayoutVolumeUpdate 播放器音量大小回调。

统计回调

API 描述

onStatisticsUpdate 直播播放器统计数据回调。

V2TXLivePusher

直播推流类

自定义的视频采集，让您可以根据项目需要定制自己的音视频数据源。

美颜、滤镜、贴纸，包含多套美颜磨皮算法（自然&光滑）和多款色彩空间滤镜（支持自定义滤镜）。

Qos 流量控制技术，具备上行网络自适应能力，可以根据主播端网络的具体情况实时调节音视频数据量。

脸形调整、动效挂件，支持基于优图 AI 人脸识别技术的大眼、瘦脸、隆鼻等脸形微调以及动效挂件效果，只需

要购买 优图 License 就可以轻松实现丰富的直播效果。

SDK 基础函数

API 描述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V2TXLivePusher__ios.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_observer/V2TXLivePlayerListenerType.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_observer/V2TXLivePlayerListenerType.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_observer/V2TXLivePlayerListenerType.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_observer/V2TXLivePlayerListenerType.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_observer/V2TXLivePlayerListenerType.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_observer/V2TXLivePlayerListenerType.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_observer/V2TXLivePlayerListenerType.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_observer/V2TXLivePlayerListenerType.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_observer/V2TXLivePlayerListenerTyp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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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Listener 设置推流器回调。

推流基础接口

API 描述

setRenderViewID 设置本地摄像头预览 View。

startPush 开始音视频数据推流。

stopPush 停止推送音视频数据。

isPushing 当前推流器是否正在推流中。

视频相关接口

API 描述

setVideoQuality 设置推流视频编码参数。

setRenderRotation 设置本地摄像头预览画面的旋转角度。

setRenderMirror 设置本地摄像头预览镜像。

startCamera 打开本地摄像头。

stopCamera 关闭本地摄像头。

startVirtualCamera 开启图片推流。

stopVirtualCamera 关闭图片推流。

startScreenCapture 开启屏幕采集。

stopScreenCapture 关闭屏幕采集。

snapshot 截取推流过程中的本地画面。

setWatermark 设置推流器水印。默认情况下，水印不开启。

setEncoderMirror 设置视频编码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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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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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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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dSeiMessage 发送 SEI 消息。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addListener.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setRenderViewID.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startPush.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stopPush.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isPushing.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setVideoQuality.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setRenderRotation.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setRenderMirror.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startCamera.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stopCamera.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startVirtualCamera.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startVirtualCamera.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startScreenCapture.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stopScreenCapture.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snapshot.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setWatermark.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setEncoderMirror.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enableCustomVideoCapture.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sendCustomVideoFrame.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enableCustomVideoProcess.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sendSeiMessag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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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颜相关接口

API 描述

getBeautyMa

nager  

获取美颜管理对象 TXBeautyManager，美颜的设置通过 TXBeautyManager 来

设置。

音频相关接口

API 描述

startMicrophone 打开麦克风。

stopMicrophone 关闭麦克风。

setAudioQuality 设置推流音频质量。

enableVolumeEvaluation 启用采集音量大小提示。

音效相关接口

API 描述

getAudioEffectManager 获取音效管理对象。

设备管理相关接口

API 描述

getDeviceManager 获取设备管理对象。

更多实用接口

API 描述

setProperty 调用 V2TXLivePusher 的高级 API 接口。

setMixTranscodingConfig 设置云端的混流转码参数。

showDebugView 显示仪表盘。

V2TXLivePusherObserver

SDK 基础回调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getBeautyManager.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startMicrophone.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stopMicrophone.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setAudioQuality.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enableVolumeEvaluation.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getAudioEffectManager.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getDeviceManager.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setProperty.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setMixTranscodingConfig.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TXLivePusher/showDebugVie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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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描述

onError 直播推流器错误通知，推流器出现错误时，会回调该通知。

onWarning 直播推流器警告通知。

视频相关回调

API 描述

onPushStatusUpdate 推流器连接状态回调通知。

onSnapshotComplete 截图回调。

onProcessVideoFrame 自定义视频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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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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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频相关回调

API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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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MicrophoneVolumeUpdate 麦克风采集音量值回调。

混流回调

API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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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回调

API 描述

onStatisticsUpdate 直播推流器统计数据回调。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_observer/v2_tx_live_pusher_observer-library.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_observer/v2_tx_live_pusher_observer-library.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_observer/v2_tx_live_pusher_observer-library.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_observer/v2_tx_live_pusher_observer-library.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_observer/v2_tx_live_pusher_observer-library.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_observer/v2_tx_live_pusher_observer-library.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_observer/v2_tx_live_pusher_observer-library.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_observer/v2_tx_live_pusher_observer-library.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_observer/v2_tx_live_pusher_observer-library.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_observer/v2_tx_live_pusher_observer-library.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_observer/v2_tx_live_pusher_observer-libra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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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流
V2TXLivePusher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14 10:01:58

功能

腾讯云直播推流器。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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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流器包含如下能力：

初始化直播推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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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统计数据、警告和错误信息等。

自定义的视频采集，让您可以根据项目需要定制自己的音视频数据源。

美颜、滤镜、贴纸，包含多套美颜磨皮算法（自然&光滑）和多款色彩空间滤镜（支持自定义滤镜）。

Qos 流量控制技术，具备上行网络自适应能力，可以根据主播端网络的具体情况实时调节音视频数据量。

脸形调整、动效挂件，支持基于优图 AI 人脸识别技术的大眼、瘦脸、隆鼻等脸形微调以及动效挂件效果，只需

要购买 优图 License 就可以轻松实现丰富的直播效果。

SDK 基础函数

initWithLiveMode

  V2TXLivePusher(V2TXLiveMode liveMod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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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Listener

  void addListener(V2TXLivePusherObserver func)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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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到传入的 View 上。

返回值 V2TXLiveCode：

开始音视频数据推流。

返回值 V2TXLiveCode：

observ

er

V2TXLivePusherObs

erver

推流器的回调目标对象，更多信息请参见 

V2TXLivePusherObserver 。

推流基础接口

setRenderViewID

  Future<V2TXLiveCode> setRenderViewID(int viewID)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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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

V2TXLIVE_OK：成功。

startPush

  Future<V2TXLiveCode> startPush(String url)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url String 推流的目标地址，支持任意推流服务端。

返回

V2TXLIVE_OK：成功。

V2TXLIVE_ERROR_INVALID_PARAMETER：操作失败，URL 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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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pPush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_observer/v2_tx_live_pusher_observer-libra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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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推送音视频数据。

返回值 V2TXLiveCode：

当前推流器是否正在推流中。

是否正在播放。

设置推流视频编码参数。

设置本地摄像头预览画面的旋转角度。

  Future<V2TXLiveCode> stopPush()

返回

V2TXLIVE_OK：成功。

isPushing

  Future<V2TXLiveCode> isPushing()

返回

1：正在推流中。

0：已经停止推流。

视频相关接口

setVideoQuality

  Future<V2TXLiveCode> setVideoQuality(V2TXLiveVideoEncoderParam param)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param V2TXLiveVideoEncoderParam 视频编码参数。

setRenderRotation

  Future<V2TXLiveCode> setRenderRotation(V2TXLiveRotation rotation)

参数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def/V2TXLiveVideoEncoderParam-cla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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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V2TXLiveCode：

设置本地摄像头预览镜像。

返回值 V2TXLiveCode：

参数 类型 含义

rotation V2TXLiveRotation 旋转角度，默认值：v2TXLiveRotation0。

返回

V2TXLIVE_OK：成功。

V2TXLiveRotation 枚举值

取值 含义

v2TXLiveRotation0 不旋转。

v2TXLiveRotation90 顺时针旋转90度。

v2TXLiveRotation180 顺时针旋转180度。

v2TXLiveRotation270 顺时针旋转270度。

setRenderMirror

  Future<V2TXLiveCode> setRenderMirror(V2TXLiveMirrorType mirrorTyp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mirrorTyp

e

V2TXLiveMirrorTyp

e

摄像头镜像类型，默认值：

v2TXLiveMirrorTypeAuto。

返回

V2TXLIVE_OK：成功。

V2TXLiveMirrorType枚举值

取值 含义

v2TXLiveMirrorTypeA

uto

默认镜像类型. 在这种情况下，前置摄像头的画面是镜像的，后置摄像头的画

面不是镜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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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本地摄像头。

返回值 V2TXLiveCode：

关闭本地摄像头。

返回值 V2TXLiveCode：

开启图片推流。

v2TXLiveMirrorTypeE

nable

前置摄像头和后置摄像头都切换为镜像模式。

v2TXLiveMirrorTypeDi

sable
前置摄像头和后置摄像头都切换为非镜像模式。

startCamera

说明

 startVirtualCamera、startCamera 和 startScreenCapture 同一 Pusher 实例下，仅有一个能

上行，三者为覆盖关系。例如先调用 startCamera，后调用 startVirtualCamera。此时表现为暂停摄

像头推流，开启图片推流。

  Future<V2TXLiveCode> startCamera(bool frontCamera)

返回

V2TXLIVE_OK：成功。

stopCamera

  Future<void> stopCamera() 

返回

V2TXLIVE_OK：成功。

startVirtualCamera

说明

 startVirtualCamera、startCamera 和 startScreenCapture 同一 Pusher 实例下，仅有一个能

上行，三者为覆盖关系。例如先调用 startCamera，后调用 startVirtualCamera。此时表现为暂停摄

像头推流，开启图片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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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V2TXLiveCode：

关闭图片推流。

返回值 V2TXLiveCode：

开启屏幕采集。

1. 需要通过 iOS Broadcast Upload Extension 来开启屏幕采集。

2. 然后设置 enableCustomVideoCapture 开启自定义采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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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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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

V2TXLIVE_OK：成功。

参数 类型 含义

type String network(网络资源), file(本地资源)

imageUrl String 资源地址

stopVirtualCamera

  Future<V2TXLiveCode> stopVirtualCamera()

返回

V2TXLIVE_OK：成功。

startScreenCapture

说明

iOS 端暂不支持通过此接口开启屏幕采集。

startVirtualCamera、startCamera 和 startScreenCapture 同一 Pusher 实例下，仅有一个

能上行，三者为覆盖关系。例如先调用 startCamera，后调用 startVirtualCamera。此时表现为

暂停摄像头推流，开启图片推流。

  Future<V2TXLiveCode> startScreenCapture(String appGroup)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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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V2TXLiveCode：

关闭屏幕采集。

返回值 V2TXLiveCode：

截取推流过程中的本地画面。

返回值 V2TXLiveCode：

设置推流器水印。默认情况下，水印不开启。

参数
类

型
含义

appG

roup

Str

ing

主 App 与 Broadcast 共享的 Application Group Identifier，可以指定为 nil，但

按照文档设置会使功能更加可靠。

返回

V2TXLIVE_OK：成功。

stopScreenCapture

  Future<V2TXLiveCode> stopScreenCapture()

返回

V2TXLIVE_OK：成功。

snapshot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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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ture<V2TXLiveCode> snapshot()

返回

V2TXLIVE_OK：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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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Water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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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uble y, double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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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视频编码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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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定义视频采集模式下，将采集的视频数据发送到 SDK。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type String network(网络资源), file(本地资源)

image String 资源地址

x double 水印的坐标。

y double 水印的坐标。

scale double 水印的缩放比例。

setEncoderMirror

  Future<V2TXLiveCode> setEncoderMirror(bool mirror)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mirror bool 是否镜像。默认值：false。

enableCustomVideoCapture

  Future<V2TXLiveCode> enableCustomVideoCapture(bool enabl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enable bool 是否开启自定义采集。默认值：false。

sendCustomVideoFrame

  Future<V2TXLiveCode> sendCustomVideoFrame(V2TXLiveVideoFrame video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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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V2TXLiveCode：

开启/关闭自定义视频处理。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videoFrame V2TXLiveVideoFrame 向 SDK 发送的 视频帧数据。

返回

V2TXLIVE_OK：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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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2TXLIVE_ERROR_REFUSED：发送失败，您必须先调用 enableCustomVideoCapture 开启自定义

视频采集。

enableCustomVideoProcess

  Future<V2TXLiveCode> enableCustomVideoProcess(bool enable,

      V2TXLivePixelFormat pixelFormat, V2TXLiveBufferType bufferTyp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enable bool 是否开启自定义视频处理。默认值：false。

pixelFormat V2TXLivePixelFormat 视频帧的像素格式。

bufferType V2TXLiveBufferType 视频数据包装格式。

V2TXLivePixelFormat 枚举值

取值 说明

v2TXLivePixelFormatUnknown 未知。

v2TXLivePixelFormatI420 YUV420P I420。

v2TXLivePixelFormatTexture2D OpenGL 2D 纹理。

V2TXLiveBufferType 枚举值

取值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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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 SEI 消息。播放端 V2TXLivePlayer  通过 V2TXLivePlayerObserver  中的 onReceiveSeiMessage  

回调来接收该消息。

 返回值 V2TXLiveCode：

获取美颜管理对象 TXBeautyManager 。 

通过美颜管理，您可以使用以下功能：

v2TXLiveBufferTypeUnknown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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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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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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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dSei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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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payloadType int 数据类型，支持 5、242。推荐填：242

data Uint8List 待发送的数据

返回

V2TXLIVE_OK：成功。

美颜相关接口

getBeautyManager

设置”美颜风格”、”美白”、“红润”、“大眼”、“瘦脸”、“V脸”、“下巴”、“短脸”、“小

鼻”、“亮眼”、“白牙”、“祛眼袋”、“祛皱纹”、“祛法令纹”等美容效果。

调整“发际线”、“眼间距”、“眼角”、“嘴形”、“鼻翼”、“鼻子位置”、“嘴唇厚度”、“脸型”。

设置人脸挂件（素材）等动态效果。

添加美妆。

进行手势识别。

  TXBeautyManager getBeautyManager()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V2TXLivePlayer-class.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_observer/v2_tx_live_player_observer-library.html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manager_tx_beauty_manager/manager_tx_beauty_manager-libra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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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麦克风。

返回值 V2TXLiveCode：

关闭麦克风。

返回值 V2TXLiveCode：

设置推流音频质量。

音频相关接口

startMicrophone

  Future<V2TXLiveCode> startMicrophone()

返回

V2TXLIVE_OK：成功。

stopMicrophone

  Future<V2TXLiveCode> stopMicrophone()

返回

V2TXLIVE_OK：成功。

setAudioQuality

  Future<V2TXLiveCode> setAudioQuality(V2TXLiveAudioQuality quality)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quality V2TXLiveAudioQuality 音频质量。

V2TXLiveAudioQuality 枚举值

取值 说明

v2TXLiveAudioQu

alitySpeech

语音音质。采样率：16k、单声道、音频码率：16kbps。

适合语音通话为主的场景，例如在线会议，语音通话。

v2TXLiveAudioQu 默认音质。采样率：48k、单声道、音频码率：50k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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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V2TXLiveCode：

启用采集音量大小提示。

返回值 V2TXLiveCode：

获取音效管理对象 TXAudioEffectManager 。 

通过音效管理，您可以使用以下功能：

alityDefault SDK 默认的音频质量，如无特殊需求推荐选择之。

v2TXLiveAudioQu

alityMusic

音乐音质。采样率：48k、双声道 + 全频带、音频码率：128kbps。

适合需要高保真传输音乐的场景，例如 K 歌、音乐直播等。

返回

V2TXLIVE_OK：成功。

V2TXLIVE_ERROR_REFUSED：推流过程中，不允许调整音质。

enableVolumeEvaluation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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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值的评估。

  Future<V2TXLiveCode> enableVolumeEvaluation(int intervalMs)

参数

参数
类

型
含义

interval

Ms
int

决定了 onMicrophoneVolumeUpdate 音量大小回调的触发间隔，单位为 

ms，最小间隔为 100ms，如果小于等于0则会关闭回调，建议设置为 300ms。默

认值：0，不开启。

返回

V2TXLIVE_OK：成功。

音效相关接口

getAudioEffectManager

调整麦克风收集的人声音量。

设置混响和变声效果。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manager_tx_audio_effect_manager/manager_tx_audio_effect_manager-libra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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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设备管理对象 TXDeviceManager 。 

通过设备管理，您可以使用以下功能：

调用 V2TXLivePusher 的高级 API 接口。

返回值 V2TXLiveCode：

开启耳返，并设置耳返的音量。

添加背景音乐，调整背景音乐的播放效果。

  TXAudioEffectManager getAudioEffectManager()

设备管理相关接口

getDeviceManager

切换前后摄像头。

设置自动聚焦。

设置摄像头缩放倍数。

打开或关闭闪光灯。

  TXDeviceManager getDeviceManager()

更多实用接口

set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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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key String 高级 API 对应的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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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

V2TXLIVE_OK：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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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MixTranscodingConfig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manager_tx_device_manager/manager_tx_device_manager-libra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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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云端的混流转码参数。如果您在 实时音视频控制台  中的功能配置页开启了“启用旁路推流”功能，每一路画面

都会有一个默认的直播 CDN 地址 。一个直播间中可能有不止一位主播，而且每个主播都有自己的画面和声音，但

对于 CDN 观众来说，他们只需要一路直播流，所以您需要将多路音视频流混成一路标准的直播流，这就需要混流转

码。

显示仪表盘。

  Future<V2TXLiveCode> setMixTranscodingConfig(V2TXLiveTranscodingConfig? config)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config V2TXLiveTranscodingConfig 云端混流（转码）配置。

V2TXLiveTranscodingConfig

取值 说明

v2TXLiveBufferTypeUnknown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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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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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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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wDebugView

  Future<V2TXLiveCode> showDebugView(bool isShow)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isShow bool 是否显示，默认值：fals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rtc/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16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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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TXLivePusherObserver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08 16:33:45

功能

腾讯云直播的推流的回调通知。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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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信息等。

直播推流器错误通知，推流出现错误时，会回调该通知。

直播推流器警告通知。

SDK 基础回调

onError

V2TXLivePusherListenerType.onError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code V2TXLiveCode 错误码。

msg String 错误信息。

extraInfo Map 扩展信息。

onWarning

V2TXLivePusherListenerType.onWarning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code V2TXLiveCode 警告码。

msg String 警告信息。

extraInfo Map 扩展信息。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usher/v2_tx_live_pusher-libra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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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推流器连接状态回调通知。

截图回调。

自定义视频处理回调。

视频相关回调

onPushStatusUpdate

V2TXLivePusherListenerType.onPushStatusUpdat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status V2TXLivePushStatus 状态码。

msg String 连接状态信息。

extraInfo Map 扩展信息。

V2TXLivePushStatus 枚举值

取值 含义

V2TXLivePushStatusDisconnected: 0 与服务器断开连接。

V2TXLivePushStatusConnecting: 1 正在连接服务器。

V2TXLivePushStatusConnectSuccess: 2 连接服务器成功。

V2TXLivePushStatusReconnecting:  3 重连服务器中。

onSnapshotComplete

V2TXLivePusherListenerType.onSnapshotComplet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image Uint8List 已截取的视频画面。

onProcessVideo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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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视频处理 GL 环境销毁回调。

首帧视频采集完成的回调通知。

首帧音频采集完成的回调通知。

麦克风采集音量值回调。

说明

 调用 

V2TXLivePusher.enableCustomVideoProcess(bool enable, V2TXLivePixelFormat pixelFormat, 

V2TXLiveBufferType bufferType)

开启自定义视频处理后，会收到这个回调通知。

V2TXLivePusherListenerType.onProcessVideoFram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srcFrame Map 用于承载未处理的视频画面。

dstFrame Map 用于承载处理过的视频画面。

onGLContextDestroyed

V2TXLivePusherListenerType.onGLContextDestroyed

onCaptureFirstVideoFrame

V2TXLivePusherListenerType.onCaptureFirstVideoFrame

音频相关回调

onCaptureFirstAudioFrame

V2TXLivePusherListenerType.onCaptureFirstAudioFrame

onMicrophoneVolume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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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推流器统计数据回调。

设置云端的混流转码参数的回调。

V2TXLivePusherListenerType.onMicrophoneVolumeUpdate

统计回调

onStatisticsUpdate

V2TXLivePusherListenerType.onStatisticsUpdat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statistics Map 推流器统计数据。

混流回调

onSetMixTranscodingConfig

说明

 调用 V2TXLivePusher.setMixTranscodingConfig(V2TXLiveTranscodingConfig config)  设置云端

混流转码参数后，会收到这个回调通知。

V2TXLivePusherListenerType.onSetMixTranscodingConfig

参数 类型 含义

code V2TXLiveCode 0 表示成功，其余值表示失败。

msg String 具体错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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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流

V2TXLivePlayer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08 16:33:45

功能

腾讯云直播播放器。

主要负责从指定的直播流地址拉取音视频数据，并进行解码和本地渲染播放。

介绍

播放器包含如下能力：

设置播放器回调。通过设置回调，可以监听 V2TXLivePlayer 播放器的一些回调事件，包括播放器状态、播放音

量回调、音视频首帧回调、统计数据、警告和错误信息等。

设置播放器渲染 View，该控件负责显示视频内容。

支持 RTMP、HTTP-FLV、TRTC、WebRTC 协议。

屏幕截图，可以截取当前直播流的视频画面。

延时调节，可以设置播放器缓存自动调整的最小和最大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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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DK 基础函数

addListener

  void addListener(V2TXLivePlayerObserver func)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observ

er

V2TXLivePlayerObser

ver

播放器的回调目标对象，详情请参见 

V2TXLivePlayerObserver 。

播放基础接口

setRenderViewID

  Future<V2TXLiveCode> setRenderViewID(int viewID)

参数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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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V2TXLiveCode：

开始播放音视频流。

返回值 V2TXLiveCode：

停止播放音视频流。

返回值 V2TXLiveCode：

参数 类型 含义

viewID int 播放器渲染 V2TXLiveVideoWidget.onViewCreated viewId。

返回

V2TXLIVE_OK：成功。

startLivePlay

  Future<V2TXLiveCode> startLivePlay(String url)

说明

 10.7 版本开始， startPlay  变更为 startLivePlay ，需要通过 V2TXLivePremier#setLicence  或者 

TXLiveBase#setLicence  设置 License 后方可成功播放，否则将播放失败（黑屏），全局仅设置一次

即可。直播 License、短视频 License 和视频播放 License 均可使用，若您暂未获取上述 License ，

可 快速免费申请测试版 License  以正常播放，正式版 License 需 购买 。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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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

V2TXLIVE_OK：成功。

V2TXLIVE_ERROR_INVALID_PARAMETER：操作失败，URL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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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pPlay

  Future<V2TXLiveCode> stopPlay()

返回

https://cloud.tencent.com/act/event/Licen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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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器是否正在播放中。

是否正在播放。

设置播放器画面的旋转角度。

返回值 V2TXLiveCode：

V2TXLIVE_OK：成功。

isPlaying

  Future<int> isPlaying()

返回

1：正在播放中。

0：已经停止播放。

视频相关接口

setRenderRotation

  Future<V2TXLiveCode> setRenderRotation(V2TXLiveRotation rotation)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rotation V2TXLiveRotation 旋转角度，默认值：0。

返回

V2TXLIVE_OK：成功。

V2TXLiveRotation 枚举值

取值 含义

v2TXLiveRotation0 不旋转。

v2TXLiveRotation90 顺时针旋转90度。

v2TXLiveRotation180 顺时针旋转180度。

v2TXLiveRotation270 顺时针旋转27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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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画面的填充模式。

返回值 V2TXLiveCode：

暂停播放器的视频流。

返回值 V2TXLiveCode：

恢复播放器的视频流。

setRenderFillMode

  Future<V2TXLiveCode> setRenderFillMode(V2TXLiveFillMode mod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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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

V2TXLIVE_OK：成功。

V2TXLiveFillMode 枚举值

取值 含义

v2TXLiveFillMode

Fit

图像适应屏幕，保持画面完整，但如果图像宽高比不同于屏幕宽高比，会有黑边的

存在。

v2TXLiveFillMode

Fill

图像铺满屏幕，不留黑边，如果图像宽高比不同于屏幕宽高比，部分画面内容会被

裁剪掉。

pauseVideo

  Future<V2TXLiveCode> pauseVideo()

返回

V2TXLIVE_OK：成功。

resumeVideo

  Future<V2TXLiveCode> resume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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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V2TXLiveCode：

截取播放过程中的视频画面。

返回值 V2TXLiveCode：

 暂停播放器的音频流。

返回值 V2TXLiveCode：

 恢复播放器的音频流。

返回值 V2TXLiveCode：

返回

V2TXLIVE_OK：成功。

snapshot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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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ture<V2TXLiveCode> snapshot()

返回

V2TXLIVE_OK：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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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频相关接口

pauseAudio

  Future<V2TXLiveCode> pauseAudio()

返回

V2TXLIVE_OK：成功。

resumeAudio

  Future<V2TXLiveCode> resumeAudio()

返回

V2TXLIVE_OK：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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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音量。

返回值 V2TXLiveCode：

启用播放音量大小提示。

返回值 V2TXLiveCode：

setPlayoutVolume

  Future<V2TXLiveCode> setPlayoutVolume(int volume)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volume int 音量大小，取值范围0 - 100，默认值：100。

返回

V2TXLIVE_OK：成功。

enableVolumeEvaluation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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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的评估。

  Future<V2TXLiveCode> enableVolumeEvaluation(int intervalMs)

参数

参数
类

型
含义

interv

alMs
int

onPlayoutVolumeUpdate 音量大小回调的触发间隔，单位为 ms，最小间隔为 

100ms。如果小于等于0则会关闭回调，建议设置为 300ms。默认值：0，不开启。

返回

V2TXLIVE_OK：成功。

更多实用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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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值 V2TXLiveCode：

是否显示播放器状态信息的调试浮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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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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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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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

V2TXLIVE_OK：成功。

V2TXLIVE_ERROR_INVALID_PARAMETER：操作失败，minTime 和 maxTime 需要大于0。

V2TXLIVE_ERROR_REFUSED：播放器处于播放状态，不支持修改缓存策略。

showDebugView

  Future<void> showDebugView(bool isShow)

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isShow bool 是否显示，默认值：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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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TXLivePlayerObserver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08 16:33:45

功能

腾讯云直播的播放器回调通知。

介绍

可以接收 V2TXLivePlayer  播放器的一些回调通知，包括播放器状态、播放音量回调、音视频首帧回调、统计数

据、警告和错误信息等。

直播播放器错误通知，播放器出现错误时，会回调该通知。

参数

直播播放器警告通知。

参数

SDK 基础回调

onError

V2TXLivePlayerListenerType.onError

参数 类型 含义

code V2TXLiveCode 错误码。

msg String 错误信息。

extraInfo Map 扩展信息。

onWarning

V2TXLivePlayerListenerType.onWarning

参数 类型 含义

code V2TXLiveCode 警告码。

msg String 警告码信息。

extraInfo Map 扩展信息。

https://pub.dev/documentation/live_flutter_plugin/latest/v2_tx_live_player/v2_tx_live_player-libra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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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成功连接到服务器通知。

参数

视频播放事件通知。

参数

视频加载事件通知。

参数

直播播放器分辨率变化通知。

onConnected

V2TXLivePlayerListenerType.onConnected

参数 类型 含义

extraInfo Map 扩展信息。

视频相关回调

onVideoPlaying

V2TXLivePlayerListenerType.onVideoPlaying

参数 类型 含义

firstPlay bool 第一次播放标志。

extraInfo Map 扩展信息。

onVideoLoading

V2TXLivePlayerListenerType.onVideoLoading

参数 类型 含义

extraInfo Map 扩展信息。

onVideoResolutionChan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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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截图回调。

参数

自定义视频渲染回调。

参数

音频播放事件通知。

V2TXLivePlayerListenerType.onVideoResolutionChanged

参数 类型 含义

width int 视频宽

height int 视频高

onSnapshotComplete

V2TXLivePlayerListenerType.onSnapshotComplete

参数 类型 含义

image Uint8List 已截取的视频画面。

onRenderVideoFrame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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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收到这个回调通知。

V2TXLivePlayerListenerType.onRenderVideoFrame

参数 类型 含义

videoFrame Map 视频帧数据。

音频相关回调

onAudioPla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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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音频加载事件通知。

参数

播放器音量大小回调。

参数

直播播放器统计数据回调。

V2TXLivePlayerListenerType.onAudioPlaying

参数 类型 含义

firstPlay bool 第一次播放标志。

extraInfo Map 扩展信息。

onAudioLoading

V2TXLivePlayerListenerType.onAudioLoading

参数 类型 含义

extraInfo Map 扩展信息。

onPlayoutVolumeUpdate

V2TXLivePlayerListenerType.onPlayoutVolumeUpdate

参数 类型 含义

volume int 音量大小，取值范围：0 - 100。

统计回调

onStatisticsUpdate

V2TXLivePlayerListenerType.onStatistics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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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statistics Map 播放器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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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08 16:33:45

针对开发者的接入反馈的高频问题，腾讯云提供有直观易懂的 API-Example 工程，方便开发者可以快速的了解相

关 API 的使用，欢迎使用。

在这个示例项目中包含了以下基础功能场景：

工程地址

所属平台 GitHub 地址

Flutter Github

目录说明

摄像头推流

录屏推流

直播拉流

连麦互动

连麦 PK

应用图示

示例主页 推流示例 拉流示例

https://github.com/LiteAVSDK/Live_Flutter.git
https://github.com/LiteAVSDK/Live_Flutter/tree/main/Live-API-Example/lib/page/push/live_camera_push.dart
https://github.com/LiteAVSDK/Live_Flutter/tree/main/Live-API-Example/lib/page/push/live_screen_push.dart
https://github.com/LiteAVSDK/Live_Flutter/tree/main/Live-API-Example/lib/page/play/live_play.dart
https://github.com/LiteAVSDK/Live_Flutter/tree/main/Live-API-Example/lib/page/link_mic
https://github.com/LiteAVSDK/Live_Flutter/tree/main/Live-API-Example/lib/page/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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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08 16:3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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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rror 严重错误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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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

de
事件定义 含义说明

0 V2TXLIVE_OK 没有错误

-1 V2TXLIVE_ERROR_FAILED 暂未归类的通用错误

-2
V2TXLIVE_ERROR_INVALID_PAR

AMETER
调用 API 时，传入的参数不合法

-3 V2TXLIVE_ERROR_REFUSED API 调用被拒绝

-4
V2TXLIVE_ERROR_NOT_SUPPOR

TED
当前 API 不支持调用

-5
V2TXLIVE_ERROR_INVALID_LICE

NSE

Licence 不合法，调用失败。 注：在 

startLivePlay  之前，需要通过 

V2TXLivePremier#setLicence  设置 License 

后方可成功播放，否则将播放失败（黑屏），全局

仅设置一次即可。直播 License、短视频 

License 和视频播放 License 均可使用，若您暂

未获取上述 License ，可 快速免费申请测试版 

License  以正常播放，正式版 License 需 购买

-6
V2TXLIVE_ERROR_REQUEST_TIM

EOUT
请求服务器超时

-7
V2TXLIVE_ERROR_SERVER_PRO

CESS_FAILED
服务器拒绝请求

-8
V2TXLIVE_ERROR_DISCONNECT

ED
连接断开

-2 V2TXLIVE_ERROR_NO_AVAILABL 找不到可用的 HEVC 解码器，当抛出此错误码，

https://cloud.tencent.com/act/event/Licen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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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的警告事件会触发一些重试性的保护逻辑或者恢复逻辑，很大概率能够由 SDK 自行恢复。部分警告事件需要

由开发者处理。警告的目的主要用于提示开发者或者最终用户。

30

4

E_HEVC_DECODERS 说明当前设备不支持 H265 解码，请切换至 H264 

数据流进行播放

onWarning 警告事件

co

de
事件定义 含义说明

11

01
V2TXLIVE_WARNING_NETWORK_BUSY

网络状况不佳：上行带宽太小，上传数据受

阻

21

05
V2TXLIVE_WARNING_VIDEO_BLOCK 当前视频播放出现卡顿

-1

30

1

V2TXLIVE_WARNING_CAMERA_START_

FAILED
摄像头打开失败

-1

31

6

V2TXLIVE_WARNING_CAMERA_OCCUPI

ED

摄像头正在被占用中，可尝试打开其他摄像

头

-1

31

4

V2TXLIVE_WARNING_CAMERA_NO_PE

RMISSION

摄像头设备未授权，通常在移动设备出现，

可能是权限被用户拒绝了

-1

30

2

V2TXLIVE_WARNING_MICROPHONE_ST

ART_FAILED
麦克风打开失败

-1

31

9

V2TXLIVE_WARNING_MICROPHONE_O

CCUPIED

麦克风正在被占用中，例如移动设备正在通

话时，打开麦克风会失败

-1

31

7

V2TXLIVE_WARNING_MICROPHONE_N

O_PERMISSION

麦克风设备未授权，通常在移动设备出现，

可能是权限被用户拒绝了

-1

30

9

V2TXLIVE_WARNING_SCREEN_CAPTU

RE_NOT_SUPPORTED
当前系统不支持屏幕分享

-1

30

V2TXLIVE_WARNING_SCREEN_CAPTU

RE_START_FAILED

开始录屏失败，如果在移动设备出现，可能

是权限被用户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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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7

00

1

V2TXLIVE_WARNING_SCREEN_CAPTU

RE_INTERRUPTED
录屏被系统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