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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绍

腾讯云 Web 超级播放器 TCPlayerLite 主要解决在手机浏览器和 PC 浏览器上播放音视频流的问题，使您的视频内容可以不依赖用户安装 App 就可以在朋友圈、

微博等社交平台进行传播，本文档适合有一定 Javascript 语言基础的开发人员阅读。

基础知识

对接之前先要了解如下的基础知识，非常有必要：

直播和点播 

直播是指视频源是实时的，一旦主播停播了，这个地址就已经失去意义了，而且由于是实时直播，所以播放器在播直播视频的时候是没有进度条的。 

点播是指视频源是一个服务器上的文件，文件只要没有被提供方删除，就随时可以播放， 而且由于整个视频都在服务器上，所以播放器在播点播视频的时候是

有进度条的。

协议的支持 

TCPlayerLite 的视频播放能力本身不是网页代码实现的，而是靠浏览器的支持，所以其兼容性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您必须要接受一个事实：不是所有的手

机浏览器都能有符合预期的表现，有些手机浏览器甚至根本就不支持视频播放。最常见的用于网页直播的视频源地址是以 m3u8 结尾的地址，我们称其为 HLS

(HTTP Live Streaming)，这是苹果推出的标准，由于苹果的影响力，目前各手机浏览器产品对这种格式的兼容性最好，但它有个天然的问题，就是延迟比较

大，一般是 20-30 秒左右的延迟，在手机浏览器上我们并没有其它选择。

在 PC 上情况会好很多，因为 PC 上的浏览器目前还没有抛弃 flash 控件，而 flash 控件不追求洁癖，支持的视频源格式挺多的，而且各浏览器上的 flash 控件

都是 Adobe 自己开发，所以兼容性非常好。 

对接攻略

Step 1：页面准备工作

在需要播放视频的页面（包括 PC 或 H5）中引入初始化脚本。

<script src="//imgcache.qq.com/open/qcloud/video/vcplayer/TcPlayer-2.2.2.js" charset="utf-8"></script>;

Web端集成
在线播放器（TcPlayer）
TcPlayer（PC+手机）
最近更新时间：2019-04-19 10:1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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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直接用本地网页是调试不了的，因为腾讯云 Web 播放器处理不了这种情况下的跨域问题。

Step 2：HTML 里放置容器

在需要展示播放器的页面位置加入播放器容器，也就是放一个 div，然后给它取个名字，比如：id_test_video ，之后视频的画面都会在这个容器里渲染，容器的大

小控制您可以使用 div 的属性进行控制，示例代码如下：

<div id="id_test_video" style="width:100%; height:auto;"></div>

Step 3：对接视频的播放

接下来就要写 javascript 代码，这些代码的作用是去指定的 URL 地址拉取音视频流，并将视频画面呈现到 Step2 中添加的容器里。

3.1 一次简单的播放

如下是一条典型的直播 URL 地址，它是 HLS（m3u8）协议的，如果主播还在直播中的话，那么用 VLC 等播放器是可以直接打开该 URL 进行观看的：

http://2157.liveplay.myqcloud.com/2157_358535a.m3u8 // m3u8播放地址

 

我们现在要在手机浏览器上播放这个 URL 的视频，javascript 代码如下：

var player = new TcPlayer('id_test_video', { 
"m3u8": "http://2157.liveplay.myqcloud.com/2157_358535a.m3u8", //请替换成实际可用的播放地址 
"autoplay" : true, //iOS下safari浏览器，以及大部分移动端浏览器是不开放视频自动播放这个能力的 
"coverpic" : "http://www.test.com/myimage.jpg", 
"width" : '480',//视频的显示宽度，请尽量使用视频分辨率宽度 
"height" : '320'//视频的显示高度，请尽量使用视频分辨率高度 
});

这段代码就可以支持在 PC 以及手机浏览器上播放 HLS（m3u8）协议的直播视频，不过 HLS（m3u8）协议的视频虽然兼容性还不错（部分 Android 手机依然不

支持），但其延迟非常高，大约 20 秒以上的延迟。

3.2 PC 上实现更低的延迟

PC 浏览器支持 flash，javascript 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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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player = new TcPlayer('id_test_video', { 
"m3u8": "http://2157.liveplay.myqcloud.com/2157_358535a.m3u8", 
"flv": "http://2157.liveplay.myqcloud.com/live/2157_358535a.flv", //增加了一个flv的播放地址，用于PC平台的播放 请替换成实际可用的播放地址 
"autoplay" : true, //iOS下safari浏览器，以及大部分移动端浏览器是不开放视频自动播放这个能力的 
"coverpic" : "http://www.test.com/myimage.jpg", 
"width" : '480',//视频的显示宽度，请尽量使用视频分辨率宽度 
"height" : '320'//视频的显示高度，请尽量使用视频分辨率高度 
});

跟前一段代码的区别就在于我们增加了一个 FLV 的播放地址，腾讯云 Web 播放器如果发现目前的浏览器是 PC 浏览器，会主动选择 FLV 链路，可以实现更低的延

迟。前提条件是 FLV 和 HLS（m3u8）这两个地址都是可以出流的，如果您使用腾讯云的视频直播服务，这个问题是不需要犯愁，因为腾讯云的每一条直播频道都

默认支持 FLV、RTMP 和 HLS（m3u8）三种播放协议。

3.3 播放不了怎么办？

如果您发现视频不能播放，有以下几个原因：

原因一：视频源有问题 

如果是直播 URL，那一定要检查一下是不是主播已经停止推流，状态不处于【直播中】的情况，可以用浮窗提示一下观众：【主播已经离开】。 

如果是点播 URL，那要检查您要播放的文件是否还在服务器上，比如要播放的地址是否已经被其它人从点播系统移除。

原因二：本地网页调试 

目前 TCPlayerLite 是不支持本地网页去调试的（即通过 file:// 协议来打开视频播放的网页），主要是浏览器有跨域安全限制，所以您如果是在 Windows 上随

便放一个 test.html 文件然后测试是肯定播放不了的，需要将其上传到一个服务器上进行测试。前端工程师可以通过反向代理的方式对线上的页面进行本地代理

以实现本地调试，这是主流可行的本地调试办法。

原因三：手机兼容问题 

FLV 和 RTMP 这两种地址，在普通的手机浏览器上都是不支持的（最新版本的 QQ 浏览器支持 FLV 协议的播放，但普及度还不高），只能用 HLS（m3u8)。

原因四：跨域安全问题 

PC 浏览器的视频播放是基于 Flash 控件实现的，但做过 Flash 开发的同学都知道 Flash 控件会做跨域访问检查，当您要播放的视频所存放的服务器没有部署跨

域策略时才会碰到这个问题，解决方法就是：在视频服务器的根域名下的跨域配置文件 crossdomain.xml 中增加 qq.com 域名：

<cross-domain-policy> 
<allow-access-from domain="*.qq.com" secure="false"/> 
</cross-domain-policy>

Step 4：给播放器设置封面

在前面的代码例子中，您应该注意到 “coverpic” 这个参数了，在这里将详细介绍这个属性的使用方法。 

备注：封面功能有可能在部分移动端播放环境下失效，由于移动端视频播放环境相对 PC 来说比较复杂，各个浏览器和 App 的 Webview 对 H5 video 实现的方

式并不统一，如果遇到功能失效的情况，欢迎向我们的技术支持反馈（反馈内容包括系统、浏览器或 App 的版本等关键信息），我们将尽可能去支持。

4.1 简单设置封面

coverpic 可以传入一个图片地址作为播放器的封面，将在播放器区域内居中并且以图片的实际分辨率进行显示。

"coverpic" : "http://www.test.com/myimage.jpg"

4.2 设置封面的展现样式

coverpic 同时支持传入一个对象，对象中可以进行设置封面的展现样式 style 和图片地址 src。

style 支持的样式有 3 种：

default：居中并且以图片的实际分辨率进行显示；

stretch：拉伸铺满播放器区域，图片可能会变形；

cover：优先横向等比拉伸铺满播放器区域，图片某些部分可能无法显示在区域内。



移动直播 SD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7 共73页

"coverpic" : {"style":"stretch", "src":"http://www.test.com/myimage.jpg"}

4.3 实现用例

这里有一个线上的示例代码，里面使用了 cover 方式显示封面，在 PC 浏览器中右键【查看页面源码】即可查看页面的代码实现：

http://imgcache.qq.com/open/qcloud/video/vcplayer/demo/tcplayer-cover.html

注意： 

在某些移动端设置封面会无效，具体说明请查看常见问题。

Step 5：多清晰度的支持

5.1 原理介绍

我们知道优酷、土豆、腾讯上的视频有些是有多清晰度选择的，这个效果如何实现呢？ 

 

播放器本身是没有能力去改变视频的清晰度的，在视频源产生的地方其实只有一种清晰度，我们称之为原画，而原画视频编码格式和封装格式有很多种，在 Web

端无法完全支持播放所有的视频格式，点播支持必须是以 H.264 为视频编码，以 mp4、FLV 为封装格式的视频。

那么多清晰度是怎么实现的呢？ 这里就是视频云发挥作用的地方了：

对于直播，来自主播那一端的原始视频会在腾讯云进行实时的转码，分出多路转码后的视频，比如我们常说的高清-HD 以及标清-SD，每一路视频都有其对应的

地址：

http://2157.liveplay.myqcloud.com/2157_358535a.m3u8 // 原画 
http://2157.liveplay.myqcloud.com/2157_358535a_900.m3u8 // 高清 
http://2157.liveplay.myqcloud.com/2157_358535a_550.m3u8 // 标清

对于点播，一个视频文件上传到腾讯云以后，您可以操作对该视频文件进行转码，产生另外几种清晰度的视频，比如我们常说的高清-HD 以及标清-SD，需要注

意的是上传后的原始视频是未经过腾讯云转码的，不能直接用于播放。

http://200002949.vod.myqcloud.com/200002949_b6ffc.f240.m3u8 // 原画，用转码后的超清替换 
http://200002949.vod.myqcloud.com/200002949_b6ffc.f230.av.m3u8 // 高清 
http://200002949.vod.myqcloud.com/200002949_b6ffc.f220.av.m3u8 // 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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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上传后的原始视频是未经过腾讯云转码的，不能直接用于播放。

5.2 代码实现

如下的代码是让播放器支持多种清晰度的支持，也就是在播放器的用户界面上展示多种清晰度线路的选择。

var player = new TcPlayer('id_test_video', { 
"m3u8" : "http://200002949.vod.myqcloud.com/200002949_b6ffc.f240.m3u8",//请替换成实际可用的播放地址 
"m3u8_hd" : "http://200002949.vod.myqcloud.com/200002949_b6ffc.f230.av.m3u8", 
"m3u8_sd" : "http://200002949.vod.myqcloud.com/200002949_b6ffc.f220.av.m3u8", 
"autoplay" : true, //iOS下safari浏览器，以及大部分移动端浏览器是不开放视频自动播放这个能力的 
"coverpic" : "http://www.test.com/myimage.jpg", 
});

5.3 实现用例

这里有一个线上的示例代码，里面使用了多种分辨率的设置以及切换功能，在 PC 浏览器中右键【查看页面源码】即可查看页面的代码实现：

http://imgcache.qq.com/open/qcloud/video/vcplayer/demo/tcplayer-clarity.html?autoplay=true

正常情况将看到这样的效果： 

 

PC 端现已支持多种清晰度播放并支持切换的功能，移动端尚未支持。

Step 6：定制错误提示语

我们默认的提示语您可能觉得不符合您的需求，比如“网络错误，请检查网络配置或者播放链接是否正确”或者“视频解码错误”等，我们担心这些提示语在您看来可能

太干瘪了，所以腾讯云Web播放器将支持提示语定制：

6.1 代码实现

如下是让播放器支持自定义提示语的核心代码，设置的提示语主要落在 wording 属性上。

var player = new TcPlayer('id_test_video', { 
"m3u8" : "http://200002949.vod.myqcloud.com/200002949_b6ffc.f0.m3u8",//请替换成实际可用的播放地址 
"autoplay" : true, //iOS下safari浏览器是不开放这个能力的 
"coverpic" : "http://www.test.com/myimage.jpg", 
"wording": { 
2032: "请求视频失败，请检查网络", 
2048: "请求m3u8文件失败，可能是网络错误或者跨域问题" 
} 
});

6.2 实现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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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个线上的示例代码，该示例将播放失败，同时使用了自定义提示文案的功能，在 PC 浏览器中右键【查看页面源码】即可查看页面的代码实现：

http://imgcache.qq.com/open/qcloud/video/vcplayer/demo/tcplayer.html?m3u8=http://2527.vod.myqcloud.com/2527_b393eb1.f230.av.m3u8

6.3 错误码对照表

Code 提示语 说明

1
网络错误，请检查网络配置或者播放链接是否
正确

（H5 提示的错误）

2
网络错误，请检查网络配置或者播放链接是否
正确

视频格式 Web 播放器无法解码（H5 提示的错误）

3 视频解码错误 （H5 提示的错误）

4 当前系统环境不支持播放该视频格式 （H5 提示的错误）

5 当前系统环境不支持播放该视频格式
播放器判断当前浏览器环境不支持播放传入的视频，可能是当前浏览器不支持 MSE 或者 Flash 插
件未启用

10
请勿在 file 协议下使用播放器，可能会导致
视频无法播放

11 使用参数有误，请检查播放器调用代码

12 请填写视频播放地址

13 直播已结束，请稍后再来 RTMP 正常播放过程中触发事件（NetConnection.Connect.Closed）（Flash 提示的错误）

1001
网络错误，请检查网络配置或者播放链接是否
正确

网络已断开（NetConnection.Connect.Closed）（Flash 提示的错误）

1002 获取视频失败，请检查播放链接是否有效
拉取播放文件失败（NetStream.Play.StreamNotFound），可能是服务器错误或者视频文件不存
在（Flash 提示的错误）

2032 获取视频失败，请检查播放链接是否有效 （Flash 提示的错误）

2048 无法加载视频文件，跨域访问被拒绝 请求 m3u8 文件失败，可能是网络错误或者跨域问题（Flash 提示的错误）

备注： 

Code 1 ~ 4 对应的是 H5 的原生事件； 

由于 Flash 的黑盒特性以及 H5 视频播放标准的不确定性，错误提示语会不定期更新。

源码参考

这里有一个线上的示例代码，在 PC 浏览器中右键【查看页面源码】即可查看页面的代码实现：

http://imgcache.qq.com/open/qcloud/video/vcplayer/demo/tcplayer.html?autoplay=true

您可以用它来测试播放器的效果，在链接后面加上需要播放的视频地址，刷新后就会播放这个视频地址：

http://imgcache.qq.com/open/qcloud/video/vcplayer/demo/tcplayer.html?autoplay=true&m3u8=http://1251132611.vod2.myqcloud.com/4126d
d3evodtransgzp1251132611/8a592f8b9031868222950257296/f0.f240.m3u8

参数列表

下面列出了播放器支持的所有参数，并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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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默认值 参数说明

m3u8 String 无
原画 m3u8 播放 URL 
示例： http://2157.liveplay.myqcloud.com/2157_358535a.m3u8

m3u8_hd String 无
高清 m3u8 播放URL 
示例： http://2157.liveplay.myqcloud.com/2157_358535ahd.m3u8

m3u8_sd String 无
标清 m3u8 播放URL 
示例： http://2157.liveplay.myqcloud.com/2157_358535asd.m3u8

flv String 无
原画 flv 播放 URL 
示例： http://2157.liveplay.myqcloud.com/2157_358535a.flv

flv_hd String 无
高清 flv 播放 URL 
示例： http://2157.liveplay.myqcloud.com/2157_358535ahd.flv

flv_sd String 无
标清 flv 播放 URL 
示例： http://2157.liveplay.myqcloud.com/2157_358535asd.flv

mp4 String 无
原画 mp4 播放 URL 
示例： http://200002949.vod.myqcloud.com/200002949_b6ffc.f0.mp4

mp4_hd String 无
高清 mp4 播放 URL 
示例： http://200002949.vod.myqcloud.com/200002949_b6ffc.f40.mp4

mp4_sd String 无
标清 mp4 播放 URL 
示例： http://200002949.vod.myqcloud.com/200002949_b6ffc.f20.mp4

rtmp String 无
原画 rtmp 播放 URL 
示例： rtmp://2157.liveplay.myqcloud.com/live/2157_280d88

rtmp_hd String 无
高清 rtmp 播放 URL 
示例： rtmp://2157.liveplay.myqcloud.com/live/2157_280d88hd

rtmp_sd String 无
标清 rtmp 播放 URL 
示例： rtmp://2157.liveplay.myqcloud.com/live/2157_280d88sd

width Number 无
必选，设置播放器宽度，单位为像素 
示例：640

height Number 无
必选，设置播放器高度，单位为像素 
示例：480

volume Number 0.5
设置初始音量，范围：0~1 [v2.2.0+] 
示例：0.6

live Boolean false
必选，设置视频是否为直播类型，将决定是否渲染时间轴等控件，以及区分点直播的处理逻辑 
示例：true

autoplay Boolean false
是否自动播放 
备注：该选项只对大部分 PC 平台生效 
示例： true

coverpic
String /
Object

无

预览封面，可以传入一个图片地址或者一个包含图片地址 src 和显示样式 style 的对象。 
style 可选属性： 
default 居中 1：1 显示  
stretch 拉伸铺满播放器区域，图片可能会变形  
cover 优先横向等比拉伸铺满播放器区域，图片某些部分可能无法显示在区域内 
示例： "http://www.test.com/myimage.jpg"  
或者 
{"style": "cover", "src": http://www.test.com/myimage.jpg}

controls String "default"
default 显示默认控件，none 不显示控件，system 移动端显示系统控件 备注：如果需要在移动端使用
系统全屏，就需要设置为 system。默认全屏方案是使用 Fullscreen API + 伪全屏的方式 例子 
示例："system"

http://imgcache.qq.com/open/qcloud/video/vcplayer/demo/tcplayer-consol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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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默认值 参数说明

systemFullscreen Boolean false
开启后，在不支持 Fullscreen API 的浏览器环境下，尝试使用浏览器提供的 webkitEnterFullScreen 方
法进行全屏，如果支持，将进入系统全屏，控件为系统控件 
示例：true

flash Boolean true
是否优先使用 flash 播放视频， 
备注：该选项只对 PC 平台生效[v2.2.0+] 
示例：true

flashUrl String 无
可以设置 flash swf url  
备注：该选项只对 PC 平台生效 [v2.2.1+]

h5_flv Boolean false
是否启用 flv.js 的播放 flv。启用时播放器将在支持 MSE 的浏览器下，采用 flv.js 播放 flv，然而并不是所
有支持 MSE 的浏览器都可以使用 flv.js，所以播放器不会默认开启这个属性。[v2.2.0+] 
示例: true

x5_player Boolean false
是否启用 TBS 的播放 flv 或 hls 。启用时播放器将在 TBS 模式下(例如 Android 的微信、QQ浏览器）将
flv 或 hls 播放地址直接赋给  <video>  播放。TBS 视频能力 [v2.2.0+] 
示例: true

x5_type String 无
通过 video 属性 “x5-video-player-type” 声明启用同层 H5 播放器，支持的值：H5 (该属性为 TBS 内核
实验性属性，非 TBS 内核不支持)，TBS H5 同层播放器接入规范 
示例："h5"

x5_fullscreen String 无
通过 video 属性 “x5-video-player-fullscreen” 声明视频播放时是否进入到 TBS 的全屏模式，支持的
值：true (该属性为 TBS 内核实验性属性，非 TBS 内核不支持) 。 
示例："true"

x5_orientation Number 无

通过 video 属性 “x5-video-orientation” 声明 TBS 播放器支持的方向，可选值：0（landscape 横
屏），1：（portraint竖屏），2：（landscape | portrait 跟随手机自动旋转）。 (该属性为 TBS 内核实
验性属性，非 TBS 内核不支持) [v2.2.0+] 
示例：0

wording Object 无
自定义文案 
示例：{ 2032: '请求视频失败，请检查网络'}

clarity String 'od'
默认播放清晰度 [v2.2.1+]  
示例: clarity: 'od'

clarityLabel Object
{od: '超清',
hd: '高清',
sd: '标清'}

自定义清晰度文案 [v2.2.1+]  
示例: clarityLabel: {od: '蓝光', hd: '高清', sd: '标清'}

listener Function 无

事件监听回调函数，回调函数将传入一个 JSON 格式的对象 
示例：function(msg){ 
//进行事件处理  
}

实例方法列表

下面列出了播放器实例支持的方法：

方法 参数 返回值 说明 示例

play() 无 无 开始播放视频 player.play()

pause() 无 无 暂停播放视频 player.pause()

togglePlay() 无 无 切换视频播放状态 player.togglePlay()

mute(muted)
{Boolean}
[可选]

true,false
{Boolean}

切换静音状态，不
传参则返回当前是
否静音

player.mute(true)

https://x5.tencent.com/tbs/product/video.html
https://x5.tencent.com/tbs/guide/vide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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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参数 返回值 说明 示例

volume(val)
{int} 范
围：0~1
[可选]

范围：
0~1

设置音量，不传参
则返回当前音量

player.volume(0.3)

playing() 无
true,false
{Boolean}

返回是否在播放中 player.playing()

duration() 无 {int}

获取视频时长  
备注：只适用于点
播，需要在触发
loadedmetadata
事件后才可获取视
频时长

player.duration()

currentTime(time)
{int} [可
选]

{int}

设置视频播放时间
点，不传参则返回
当前播放时间点  
备注：只适用于点
播

player.currentTime()

fullscreen(enter)
{Boolean}
[可选]

true,false
{Boolean}

调用全屏接口
(Fullscreen
API)，不支持全屏
接口时使用伪全屏
模式，不传参则返
回值当前是否是全
屏  
备注：移动端系统
全屏没有提供
API，也无法获取
系统全屏状态

player.fullscreen(true)

buffered() 无 0~1

获取视频缓冲数据
百分比  
备注：只适用于点
播

player.buffered()

destroy() 无 无
销毁播放器实例
[v2.2.1+]

player.destroy()

switchClarity()
{String}
[必选]

无
切换清晰度，传值
"od"、"hd"、"sd"
[v2.2.1+]

player.switchClarity('od')

load(url)
{String}
[必选]

无

通过视频地址加载
视频 
备注：该方法只能
加载对应播放模式
下支持的视频格
式，Flash 模式支
持切换 rtmp、
flv、hls、mp4
，H5 模式支持
mp4、hls、
flv（hls、flv取决
于浏览器是否支
持） [v2.2.2+]

player.load(http://200002949.vod.myqcloud.com/200002949_b6ffc.f0.mp4)

注意： 

以上方法必须是 Tcplayer 的实例化对象，且需要初始化完毕才可以调用（即 load 事件触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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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阶攻略

这里介绍一些视频播放器 SDK 的进阶使用方法。

使用广告SDK

TCPlayerLite 提供了集成 IMA SDK 的版本，若需使用广告功能，需在页面中引入以下代码

<!-- Google IMA SDK -->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imasdk.googleapis.com/js/sdkloader/ima3.js"></script> 
<!-- 使用集成 IMA SDK 的版本 -->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restcplayer.qcloud.com/sdk/tcplayer-web-1.0.1.js"></script>

通过 adTagUrl 和 auth 参数使用广告功能，帐号及 License 信息可登录 https://tcplayer.qcloud.com 注册申请，或联系 tcplayer@tencent.com 咨询反馈。

var player = new TcPlayer('id_test_video', { 
/* Advertisement-related parameter */ 
"adTagUrl": "http://ad_tag_url", //VAST,VMAP,VAPID 视频广告 Tag 
"auth": { 
"user_id": "your_user_id", //广告帐户 ID  
"app_id": "your_app_id", //应用 ID  
"license": "your_license" //应用 license 
} 
});

注意： 

TcPlayer 2.2.0 之后的文档描述不适用于集成 IMA SDK 的版本，tcplayer-web-1.0.1 为独立的分支

ES Module

TCPlayerLite 提供了 ES Module 版本，module name 为 TcPlayer，下载地址：

http://imgcache.qq.com/open/qcloud/video/vcplayer/TcPlayer-module-2.2.2.js

开启优先 H5 播放模式

TCPlayerLite 是采用 H5  <video>  和 Flash 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视频播放的，在不同的播放环境中，播放器会选择默认最合适的播放方案。

虽然目前浏览器厂商已经开始逐步放弃对 Flash 插件的支持，但是在国内仍有大量的浏览器不支持 MSE，在播放 FLV HLS（m3u8）时无法切换到 H5

 <video> 的播放模式，而播放 RTMP 必须使用 Flash 模式才可以播放，因此 TCPlayerLite 仍是默认优先启用 Flash 播放模式，如果在检测到 Flash 插件不可用

的情况下，将采用 H5  <video> 进行播放。

默认 Flash 模式的原因是 Flash 支持的视频格式最广，而 H5  <video> 默认只支持 MP4（h.264）（其他非腾讯云提供的视频格式这里就不列出），在特定条件

下才能支持HLS（m3u8）、FLV。

从 2.2.0 版本开始，提供了可以设置播放模式优先级的属性，如果想优先采用 H5  <video> 播放模式，需要把 Flash 属性设置为 false ，这样在播放时默认将启用

H5  <video> 播放，如果 H5  <video> 不可用将采用 Flash 播放，没有检测到 Flash 插件将会提示“当前系统环境不支持播放该视频格式”。

监听事件

TCPlayerLite 是采用 H5  <video>  和 Flash 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视频播放，由于两种方式播放视频时触发的事件不尽相同，所以我们以 H5  <video>  的规范为

准，对 Flash 的播放事件做了一定程度的转换，以实现播放事件命名的统一，TcPlayer 对这两种播放方式所触发的原生事件进行了捕获和透传。

H5 事件参考列表 

Flash 事件参考列表

统一后的事件列表：

error 
timeupdate 

https://www.w3.org/wiki/HTML/Elements/video#Media_Events
http://help.adobe.com/en_US/FlashPlatform/reference/actionscript/3/flash/events/NetStatusEv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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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 
loadedmetadata 
loadeddata 
progress 
fullscreen 
play 
playing 
pause 
ended 
seeking 
seeked 
resize 
volumechange

注意： 

如果通过系统控制栏进行全屏，将无法监听到 fullscreen 事件。

Flash 模式下特有的事件：netStatus

备注：由于 Flash 的黑盒特性以及 H5 视频播放标准在各个平台终端的实现不一致性，事件的触发方式和结果会有差异，开发过程中可以留意这些差异。

在非自动播放的条件下，加载视频至待播放状态，移动端和 PC Flash 触发的事件区别。 

移动端： 

 

PC Flash： 

备注：以上是两种平台的差异，然而在移动端的各种设备和 App 之间同样存在差异。

应用案例：通过事件监听，可以进行播放失败重连，在线例子链接。

更新日志

TCPlayerLite 在不断的更新以及完善中，为了方便大家了解版本情况，下面列出的是 TCPlayerLite 发布的主版本介绍，而一些历史 bug 修复，小功能版本没有列

出。

日期 版本 更新内容

2016.12.28 2.0.0 首个版本

http://imgcache.qq.com/open/qcloud/video/vcplayer/demo/tcplayer-reconnec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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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版本 更新内容

2017.3.4 2.1.0 至 2017.6.30，经历数次的迭代开发逐步趋于稳定，目前文档的功能描述中，如果没有特殊说明，皆基于此版本。

2017.6.30 2.2.0

1. 增加控制播放环境判断的参数： Flash、h5_flv、x5_player； 
2. 调整播放器初始化逻辑，优化错误提示效果； 
3. 增加 flv.js 支持，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可以采用 flv.js 播放 flv； 
4. 支持 x5-video-orientation 属性； 
5. 增加播放环境判断逻辑，可通过参数调整 H5 与 Flash 的优先级，以及是否启用 TBS 播放； 
6. 启用版本号发布方式，避免影响旧版本的使用者； 
7. 优化事件触发的时间戳，统一为标准时间； 
8. bug 修复。

2017.12.7 2.2.1

1. 增加 systemFullscreen 参数； 
2. 增加 flashUrl 参数； 
3. 修复音量 max 后进行静音切换的 UI 问题； 
4. 修复 ios11 微信下需要单击两次才能播放的问题； 
5. 修复 safari 11 系统样式被遮挡的问题； 
6. 适配在 x5 内核会触发 seeking，但不会触发 seeked 的情况； 
7. 修复进度条拖拽到起始位置，设置 currentTime 失败的问题； 
8. 切换清晰度保持音量不变； 
9. 修复页面宽度为 0，播放器宽度判断失败问题； 
10. destroy 方法增加完全销毁播放器节点。

2017.12.20 2.2.1
1. 增加可配置清晰度文案功能; 
2.设置默认清晰度; 
3.支持切换清晰度方法。

2018.5.3 2.2.2

1. 优化loading组件; 
2.优化Flash destroy方法; 
3.默认使用 H5 播放。 
4.修复已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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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绍

如果您的产品中直播内容很好，那么仅靠 APP 的传播势必阻碍产品的发展速度，依靠社交平台（微信朋友圈、新浪微博等等）的网页链接分享能力能够很好地解

决这个问题。

微信朋友圈分享 是目前最流行也是最有效果的社交传播方案，本文就以微信分享为例，介绍如何为您的产品构建起 Web 端的闭环体验。

技术难点

要在网页上观看直播，只需要在页面中添加一个 video标签 即可，这看似并没有什么难度。然而，要做到较好的用户体验，需要克服很多的技术难点：

如何在Android浏览器上做好兼容？ 

Android 浏览器的差异就跟 Android 系统一样种类繁多，制式和标准各不统一，经常会遇到在某款手机上效果调整OK，但到了另一款手机上就完全变了样，兼

容性问题是个非常耗时，且依赖经验的过程。

如何在Web页面上跟主播文字互动？ 

主播用 APP 做直播，观众在网页端观看，那么只有观看没有互动能有什么效果呢？所以我们必须要解决在网页上跟主播互动的难题。

面对 X5 浏览器内核应当怎样应对？ 

Android系统上，从微信或者QQ上点开的网页，基本都是QQ浏览器推出的 X5 内核，X5 内核在视频播放这里有自己的策略和规则，如果您不清楚，会面临很

多的坑要踩。

面对 PC 浏览器内核应当怎样应对？ 

PC 上的浏览器都不能原生支持直播视频流，所以如果 Web 页面被在 PC 上打开却看不了视频，也是非常尴尬的事情。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如下的对接攻略，帮您解决上述提到的几个技术难题。

朋友圈分享
最近更新时间：2018-02-16 22:4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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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攻略

整体技术架构如下图所示： 

对接步骤 步骤说明 参考指引

step1 您的APP在直播开始前，先要把分享URL先分享到微信朋友圈上去。 微信分享URL

step2 分享者好的好友在朋友圈中看到这条分享，并点击打开。 用户打开链接

step3 微信内嵌的WebView（浏览器）会从URL指定的静态CDN服务器上拉取Web页面（HTML+JS） Web页面制作

step4 网页中的JS（javascript）代码通过 ajax 异步请求方式到您的业务后台Server获取必要的展示信息。 Web后台搭建

step5 网页通过组合直播（LVB）、点播（VOD）和云通讯（IM）等服务，实现Web端的直播观看体验。 页面做了什么

Step1: 微信分享URL

我们在小直播的源码中，使用友盟的组件默认实现了到新浪、微信、朋友圈、QQ 以及 QQ空间 的分享能力，以便您直接快速参考:

所属平台 源码参考 参考文档

iOS 平台 在“小直播”的终端源码包中搜索 "WechatTimeLine" 即可。 友盟分享组件

Android 平台 在“小直播”的终端源码包中搜索 "ShareAction" 即可。 友盟分享组件

具体分享的URL是什么呢？我们会在 页面做了什么 中向您详细介绍。

Step2: 用户打开链接

这一步是用户操作，我们不需要做什么，但是有几个点我们需要给您同步：

安全拦截 

不是所有的视频地址都能在微信里播放的，更精确的说，是大部分 URL 都不行，必须要去微信申请安全许可。否则，即使网页可以打开，里面的视频也是加载

不出来，因为微信在流媒体加载前就已经给你拦截掉了。

http://dev.umeng.com/social/ios/quick-integration
http://dev.umeng.com/social/android/quick-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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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5 内核 

由于都是隶属腾讯旗下的产品，Android 版微信的内嵌网页，大概率是使用 X5 浏览器内核（QQ浏览器内核）打开页面，但也有可能是使用系统自带的浏览器

打开。X5 浏览器内核对常见流媒体视频协议的支持还是不错的，尤其是 HLS(m3u8) 和 MP4。

Safari 内核 

在 iOS 平台并没有其它浏览器内核出来表演的份，只有 Safari 内核可以使用，但是微信有能力操控它内嵌的 WebView 控件实现一些 iPhone 自带的 Safari 浏

览器默认不开启的功能，比如 Video 的自动播放。（然而，这个功能指开放给了部分域名）

Step3: Web页面制作

这部分工作可以交给贵团队的 Web 前端工程师处理。当然，从零开始制作一个支持在线直播观看，同时又具备聊天室功能的 Web 页面，还是需要一定的经验储

备的，所以我们想要尽可能地为您提供一些快速上手的参考：

小直播源码集中包含 Web 分享页面的 DEMO源码 ，实现了直播观看、文本消息以及点赞等功能。

文件名 所属文件夹 功能说明

mobile.css css 示例网页的CSS样式表文件，负责控制页面的外观和形态，可以自由修改和替换。

pictures img 示例网页所用的示例图片，您可以根据需要自行替换和调整。

json2.js sdk IM 云通讯的基础JS库，主要用于提供Web端的聊天室功能相关API。

webim.js sdk IM 云通讯的基础JS库，主要用于提供Web端的聊天室功能相关API。

base.js js IM 云通讯的基础JS库，主要用于提供Web端的聊天室功能相关API。

lib.js js 本页面依赖的一些基本的 javascript 公共脚本文件

config.js js 配置中心，比如后台服务器地址就是在这里进行配置

xzb.js js 核心 javascript 文件，直播观看和 IM 聊天室的实现逻辑，都位于此 js 中。

xiaozhibo.html 根目录 唯一的 html 页面，其中的 PlayerContainer 为视频渲染区域，其上紧贴着的 div 是聊天区域。

3.1 配置config.js

配置项 含义 参考文档

SERVER 为该网页提供视频播放信息的业务服务器。 DOC

accountMode IM SDK 的账号集成模式（配置要跟小直播中保持一致）。 DOC

sdkAppID IM 服务开通后分配的一个id，如果分享URL的参数中携带可以不配置。 DOC

accountType IM 服务开通后分配的一个type，如果分享URL的参数中携带可以不配置。 DOC

3.2 调试&部署页面

如果您要调试，要注意直接 在 Windows 下用浏览器打开 xiaozhibo.html 是不行的，需要将其上传到一台可访问的服务器上进行调试，如果您没有自己的服务

器，可以参照源码包里的 readme.pdf 部署一台。

静态网页的部署推荐使用CDN 内容分发网络，CDN 的优势就是能极大的缩减用户打开页面的速度，从而提升用户体验。

Step4: Web后台搭建

这部分工作可以交给贵团队的后端工程师处理，主要工作就是在您的业务服务器上提供一个 信息查询接口：。

因为 Step3 中的 Web 页面是静态的，但是每个直播的信息都不一样，比如主播是谁？主播的头像是什么？房间的标题是什么？甚至，有没有录播的回放录像？

这些信息就需要 Web 页面中的 xzb.js 通过 ajax 异步请求到您的业务后台服务器查询。我们在小直播中，将这一查询协议定义为 GetUserInfo。

小直播源码集中包含 PHP 后台服务器 DEMO源码 ，其中 GetUserInfo.php 中提供了对 GetUserInfo 协议的实现。

Step5: 页面做了什么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699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8046#step4.3A-web.E5.90.8E.E5.8F.B0.E6.90.AD.E5.BB.BA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798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7953#3.2-im-sdk-appi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7953#3.3-im-sdk-.E8.B4.A6.E5.8F.B7.E7.B1.BB.E5.9E.8B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cdn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7895#9..E8.8E.B7.E5.8F.96.E6.8C.87.E5.AE.9A.E4.B8.BB.E6.92.AD.E7.9A.84.E8.AF.A6.E7.BB.86.E4.BF.A1.E6.81.A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6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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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Step4 之后基本已经搞定了本文档所言功能的对接，但到这里您的感觉可能是：

“按照你的步骤做完了，但好像整个系统就是个黑盒子，它里面原理是什么？”

接下来我们从分享URL的构成和网页的内部原理两个方面来介绍其内部的原理：

5.1 分享URL的构成

http://imgcache.qq.com/open/qcloud/video/share/xiaozhibo.html?
sdkappid=1400012345&acctype=8888&userid=test1234&type=0

这个 URL 的主体是一个叫做 xiaozhibo 的 html 页面，它被放置于 imgcache.qq.com 域名上，该域名是腾讯云的静态CDN 地址。

html 的名字以及服务器的域名您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部署，但我们很推荐您将网页部署到腾讯云的静态 CDN 上，因为它可以让您的用户不论是在北京还

是在青海，都能从最近的服务器拉取到该文件。

接下来，xiaozhibo.html 后面跟了一组参数，这组参数用来告诉 Web 页面： 应该进哪个聊天室？ 应该播哪个视频URL？主播叫什么？头像是什么样子？视频究

竟是直播还是点播？

参数名 含义 备注

sdkappi IM 服务开通后分配的一个id，用来进入聊天室的必备信息。 参考文档

acctype IM 服务开通后分配的一个type，跟 sdkappi 配合使用。 参考文档

userid 主播的 userid 在小直播里，主播 id 即为房间号

type 视频类型 0 - 代表直播， 1 - 代表点播，也就是录像回放

5.2 网页的内部原理

xiaozhibo.html 中挂载的 xzb.js 是网页的主控 javascript 文件，也就是驱动整个页面的逻辑中枢，它以如下的步骤去实现整个页面的功能：

主函数 

init() 为全局主入口函数，它串联起整个页面的全部逻辑链条：initParams() -> initLogin() -> initPlayer() -> ...

解析URL中的参数 

initParams() 函数负责将 URL 尾部的 userid 等参数解析出来，initParams() 的最后一个动作是去 config.js 中 SERVER 配置项所指定的服务器地址上，用

userid 作为参数查询播放URL。

创建播放器 

initPlayer() 函数会根据当前是 PC 浏览器还是手机浏览器，选择相应的方式创建播放器。

视频播放 

loadVideo() 负责驱动网页中的播放器播放视频URL，需要您注意的是，大部分手机浏览器是限制视频的自动播放的（可能设计者考虑流量的问题），所以如果

您发现同样的页面在不同手机上的自动播放表现不一致，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登录到聊天室 

initLogin() 通过从 URL 中解析的 sdkappid 和 acctype 等参数（如果 URL 中不懈怠则直接使用 config.js 中配置的 sdkappid 和 acctype），登录到聊天室中

（Web 页面不具备创建聊天室的能力，所以成功进入的前提是主播在小直播 App 端已经创建了聊天室）。

常见问题

1. 微信拦截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7953#3.2-im-sdk-appi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7953#3.3-im-sdk-.E8.B4.A6.E5.8F.B7.E7.B1.BB.E5.9E.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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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直播还是点播都会有一个播放URL，需要把播放地址的域名添加到安全域名的列表里，不添加会有可能被微信以"非微信官方网页"为由拦截视频地址，导致不

能播放视频。

登录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公众号设置”的“功能设置”里添加“JS接口安全域名”。设置域名后，该域名的网页内容不会被重新排版或者被拦截，但依然要遵守微信平台运

营规则，否则依然会受到相应处罚。

怎么去掉“非微信官方网页，将由微信转换为手机预览模式”的提示页面？

2. Flash 跨域

PC 浏览器要依靠 Flash 控件完成视频播放，但 Flash 本身有跨域问题，如果你的网页以及 Step4 中的后台服务器不是部署在腾讯云的，需要在服务器的根目录下

添加跨域配置文件 crossdomain.xml ：

<?xml version="1.0"?> 
<cross-domain-policy> 
<allow-access-from domain="*" secure="false"/> 
</cross-domain-policy>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5748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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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Player 支持哪些浏览器？

TcPlayer 经过测试并支持的浏览器有，桌面端：IE10+、Edge、Chrome、Firefox、QQ 浏览器，MAC Safari，移动端：Android4.4+，iOS8.0+，微信、手机

QQ、QQ 浏览器、Chrome、Safari。 

如需支持 IE8、IE9 浏览器需要在引入播放器脚本前，引入 Polyfill 脚本，如下所示：

<!--[if lt IE 9]> 
<script src="https://imgcache.qq.com/open/qcloud/video/vcplayer/libs/es5-shim.js" charset="utf-8"></script> 
<script src="https://imgcache.qq.com/open/qcloud/video/vcplayer/libs/es5-sham.js" charset="utf-8"></script> 
<![endif]--> 
<script src="//imgcache.qq.com/open/qcloud/video/vcplayer/TcPlayer-2.2.1.js" charset="utf-8"></script>;

为什么在移动端 TcPlayer 全屏后无法使视频全屏，仍然会显示浏览器的界面？

首先要了解一些背景知识，TcPlayer 提供的全屏方案是 Fullscreen API + 伪全屏的方式，如果浏览器支持 Fullscreen API 那么进入全屏时，视频容器将会铺满屏

幕，控制栏是 TcPlayer 提供的控制栏，如图所示： 

 

（Android Chrome）

常见问题
最近更新时间：2019-04-17 12:5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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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浏览器不支持 Fullscreen API 则会进入伪全屏模式，如图所示： 

 

（左：Android 微信，右：iOS 微信） 

这两种全屏模式显示的控制栏都是 TcPlayer 提供的控制栏，进入方式都是通过单击控制栏的全屏按钮或者 TcPlayer 提供的全屏方法实现的，然而在移动端不一定

可以显示 TcPlayer 提供的控制栏，大部分情况下移动端 webview 会劫持视频播放，并使用 webview 提供的控制栏，这样就无法显示 TcPlayer 的控制栏，也无

法使用 TcPlayer 提供的全屏方案，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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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Android 微信，TBS 劫持视频播放，右：iOS QQ 浏览器劫持视频播放） 

进入全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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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Android 微信，右：iOS QQ浏览器） 

可以看到控制栏与 TcPlayer 是不同的，而这种全屏方式是没有接口提供给 JS 调用的，所以 TcPlayer 无法实现这样的全屏方式。我们通常会把视频区域铺满屏幕

的全屏模式称为系统全屏，而视频区域铺满浏览器的页面可视区域称为伪全屏，综上所诉如果全屏后看到浏览器的界面则是进入了伪全屏，如果想在移动端全屏时

必须进入系统全屏，只能使用系统提供的控制栏，选择控制栏类型可以通过 TcPlayer 的 controls 属性进行设置。

为什么 H5 播放视频拉伸变形了？

H5 并不具备拉伸视频的能力，请检查播放器的容器宽高是否设置正确。

为什么我自己的 div 无法在盖在视频上？

不同浏览器对于  <video>  标签的实现方案不同，比如您的网页如果是从 QQ 或者微信里打开的（这里说的是 Android 系统下），那么极高的概率会使用 QQ 或

微信捆绑的 X5 浏览器内核，也就是 QQ 浏览器内核，该团队考虑当时处于某些原因的考虑，采用了“视频  <video>  标签一定要处于最上层”的实现方案（相关信

息参考 QQ 浏览器文档说明），不过最近通过公司内部的各种协调，QQ 浏览器团队正在逐步修改这个策略，您在看到这个文档时，可能最新版本的 X5 浏览器内

核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为什么设置封面无效？

这个问题的原因和上一个问题“ div 无法在盖在视频上”是一样的，除非浏览器允许元素能够覆盖  <video>  标签，不然封面将会无法显示。

为什么在某些移动端浏览器视频会默认全屏播放？

如果您的视频是在 App 内实现内联播放（即您自己的 App 包装一个 iOS 的 webview 控件，用此控件显示网页，这种模式下您可以对 webview 进行一些细节定

制，它的表现可以和标准 safari 浏览器有所不同），可以通过在 HTML 中的  <video>  标签设置 webkit-playsinline 属性（如果在 iOS10 下，则设置为

playsinline 属性），同时 WebView 需要设置 allowsInlineMediaPlayback，这样页面在 App 里打开时视频就能以非全屏模式（即内联的方式）播放。 

如果您的页面是在 Safari 下打开的，目前 iOS10 以下版本的 Safari 是无法禁止视频自动全屏播放的，iOS10 可以通过前面说的方法（为  <video>  标签设置

playsinline 属性）实现非全屏模式（即内联的方式）播放，我们的播放器已经自动加上这个属性，只需要终端支持即可。 

如果是 Android 终端，众所周知 Android 系统有各种各样的定制版本，每个版本对  <video>  标签的实现都有差别，并没有一个完整的统一标准，所以在

Android 上播放视频所展现的一致性，相比 iOS 要差很多，按照现有通用的办法，播放器已经自动加上 webkit-playsinline playsinline 属性，只需要终端支持即

可。

http://x5.tencent.com/guide?id=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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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移动端浏览器视频无法自动播放？

在移动端 Web 自动播放视频只有两个办法，通过设置  <video>  标签 autoplay 属性 或者调用  <video>  标签提供的 play() 方法，然而现实是在移动端 Web 中

视频自动播放一直是被禁止的，目前通用的办法是通过用户手动触发播放（例如监听用户的点击事件并调用 play()方法），除此之外不排除一些特殊定制的

webview 支持  <video>  标签 autoplay 属性或者通过其他特殊的函数调用实现自动播放，那么在这类 Webview 下打开页面就有可能自动播放，我们的播放器已

经在 autoplay 设置为 true 的情况下，为  <video>  标签加上 autoplay 属性，只要终端支持即可。

为什么在 PC Chrome 中 Flash 播放器会有两个播放按钮？

从 Chrome 42 版本开始将不再自动播放 Flash（谷歌购买了 WebRTC 并进行开源并不是没有想法的），只对主要的 Flash 内容进行自动播放，其它的 Flash 内容

将被暂停播放，除非用户决定去手动点开它。

为什么在 PC 浏览器中可以播放直播视频，移动端却不行？

在移动端浏览器中播放直播视频，目前只支持 hls(m3u8) 协议，因此需要确认直播拉流地址是否有 hls(m3u8) 拉流 url，如果您只给我们的播放器一个 flv 或者

rtmp 的地址，是没有什么办法在手机上观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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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场景

IE浏览器适用于 ToB 场景，比如 企业客服 和 在线教育 等，这些场景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操作者可以接受统一的培训和要求使用 IE 浏览器，而不像 ToC 场景那样

面对各类挑剔的用户。

在 Web 页面上要做到体验和性能俱佳的音视频功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HTML5 提供的 <video> 标签能力太弱，WebRTC 目前的浏览器支持程度、定制

能力（比如不能做美颜）都不是很乐观，所以 IE 浏览器的 ActiveX 插件技术依然是在 ToB 的一些垂直场景下比较受欢迎的技术。

ActiveX 的原理

ActiveX 插件的原理就是通过一种 IE 浏览器认可的方式，为您的网页增加一些新的 object 对象，这些 object 对象在原生的浏览器上是不支持的，所以当您的页面

在使用到这些 object 对象是，IE 浏览器会弹出提示窗口，提示用户是否安装 ActiveX 插件，当用户点击安装之后，新的 object 能力就随着插件的安装，装载到了

您的页面当中。

目前所说的 ActiveX 插件，主要为你您的 IE浏览器增加两个非常有用的对象： pusher 和 player 。

对象 CLSID 功能说明

pusher 01502AEB-675D-4744-8C84-9363788ED6D6 推流，也叫音视频上行，包括采集、编码 和 传输

player 99DD15EF-B353-4E47-9BE7-7DB4BC13613C 播放，也叫音视频下行，包括下载、缓冲、解码和播放

如何使用

环境要求

Windows 7 及以上版本

Internet Explorer 10、Internet Explorer 11

CAB获取

您可以从腾讯云官网 SDK 下载 中获取目前最新的 ActiveX 插件，下载完的 zip 包解压后有以下几个部分：

文件名 详情

IE浏览器（ActiveX）
关于 ActiveX
最近更新时间：2018-03-28 10:02:2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7873#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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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 详情

demo
demo包含调用sdk/LiteAVAX.cab的html和js源码，可以直接参考如何使用activex插件开发音视频，目前支持的demo有推拉流、双人视频、多
人视频、直播模式等，体验demo

sdk ActiveX插件是LiteAVAX.cab，带在html和js资源包里面，version指明当前插件版本号。

docment 详细的接入文档

示例代码

ActiveX 插件中的 pusher 和 player 对象可以通过 <object> 标签来使用，如下是一段示例代码：

<HTML> 
<HEAD>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gb2312"/> 
<TITLE> ActiveX 插件测试代码</TITLE>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pusher_player.js" charset="utf-8"></script> 
</HEAD> 
<BODY> 
推流地址: 
<input size="90" id="URLInputField" value=""> 
<input type=submit value="测试推流" onClick="doStartPush(document.getElementById('URLInputField').value);"> 
<br/> 
<!--Warning::直接拷贝代码需要修改LiteAVAX.cab路径和版本号--> 
<object ID="pusher" CLASSID="CLSID:01502AEB-675D-4744-8C84-9363788ED6D6" 
codebase="./LiteAVAX.cab#version=1,2,0,0" 
width="640" 
height="480"> 
</object> 
<script> 
function doStartPush(targetURL) { 
pusher.startPush(targetURL); 
} 
</script> 
</BODY> 
</HTML> 

插件部署

将上述示例代码，另存为 demo.html 文件，放在您的服务器上，并将 LiteAVAX.cab 拷贝到某一个目录下即可（上述示例代码中， LiteAVAX.cab 跟 demo.html

位于同一目录）。

测试效果

IE 浏览器上运行 demo.html，检测是否插好 USB 摄像头，输入 推流URL，点击 “测试推流” 按钮即可：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655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7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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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件升级

Zip 包解压后，文件夹命名LiteAV_AX_SDK2.2.1.0，2,2,1,0这个是 ActiveX 插件的版本号，这个版本号要在网页的代码"./LiteAVAX.cab#version=1,2,0,0"中明确

对齐指定，否则插件加载会出错。

由于腾讯云团队会不断地改进插件，使其支持更好的功能和效果，那么当您拿到新版本的 cab 之后，怎么升级呢？

将新版本的 LiteAVAX.cab 文件替换您服务器上的旧版本的 LiteAVAX.cab 文件。

用新的版本号（1,2,1,0）更新 codebase 中的旧版本号。新的插件版本号必须比旧的插件版本号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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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创建

在页面嵌入 <object ID="pusher" .../> 标签，即创建了 pusher 对象

<!-- 注意 pusher 对象的 clsid 为 01502AEB-675D-4744-8C84-9363788ED6D6 --> 
<!--Warning::直接拷贝代码需要修改LiteAVAX.cab路径和版本号--> 
<object ID="pusher" CLASSID="CLSID:01502AEB-675D-4744-8C84-9363788ED6D6" 
codebase="./LiteAVAX.cab#version=1,0,0,1" width="640" height="480"> 
</object> 
 
<!-- 调用pusher对象方法 > 
<script> 
function setRenderWndSize() { 
var vW = 640; 
var vH = 480; 
pusher.setRenderWndSize(vW, vH );  
} 
</script> 

接口列表

名称 描述

getVersion() 获取插件SDK版本号

setRenderWndSize(width, height) 设置当前视频渲染窗口的大小，

enumCameras(): 枚举当前的摄像头，

startCameraPreview() 启动摄像头预览

stopPreview() 关闭摄像头预览

startPush(sUrl) 启动推流

stopPush() 停止推流

switchCamera(cameraIndex) 切换摄像头，支持在推流中动态切换，

setMute(bMute) 静音接口

setRenderMode(modeType) 设置图像的渲染（填充）模式

setRotation(rotationType ) 设置图像的顺时针旋转角度

setVideoResolution(resolutionType ) 设置视频分辨率

setBeautyStyle(beautyStyle , beautyLevel, whitenessLevel) 设置美颜和美白效果

setRenderYMirror(bMirror) 设置预览渲染的镜像效果

setOutputYMirror(bMirror) 设置推流画面的镜像效果

setVideoBitRate(bitrate) 设置视频码率

基础功能
pusher 对象
最近更新时间：2018-05-28 20: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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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描述

setAutoAdjustStrategy(adjuststrategy ) 设置流控策略

setVideoBitRateMin(videoBitrateMin) 配合 setAutoAdjustStrategy 使用

setVideoBitRateMax(videoBitrateMax) 配合 setAutoAdjustStrategy 使用

setVideoFPS(fps) 设置视频帧率

openSystemVoiceInput(bOpen) 系统混音开关接口

startScreenPreview(x,y,width,height) 屏幕捕捉预览接口

setPauseVideo(bPause) 推流过程中暂停视频，目前是以黑色替换

startAudioCapture() 启动音频采集

stopAudioCapture() 停止音频采集

setPusherEventCallBack(callbackfun, objectid) 设置回调接口

captureVideoSnapShot(sFileFullPath,sDirPath) 推流端视频图像快照

1.getVersion()

获取插件版本号，和标签 <object ... codebase='...&version=1.0.0.1'> 上的 version 对应。

返回值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vRet String 版本号:x.x.x.x

示例代码 :

var vVersionString = pusher.getVersion() 

2.setRenderWndSize()

设置当前视频渲染窗口的大小，需要和标签 <object ... width="x", height="x" /> 上的 width 和 height 值对齐。启动推拉流前设置。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width Int 视频窗口的长

height Int 视频窗口的宽

示例代码 :

function setRenderWndSize() { 
var vW = 640; 
var vH = 480; 
pusher.setRenderWndSize(vW, vH );  
} 

3.enumCameras()

枚举当前的摄像头，推流前需要检查当前 PC 是否安装了摄像头，以及安装了几个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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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vRetJson String Json格式摄像头列表

vRetJson样式

camera_cnt : Int（摄像头个数）

cameralist : List（摄像头列表）

camera_name : String（像头名称）

id : Int （摄像头编号，注意设置可用摄像头时，是设置编号，参考switchCamera接口）

示例 "{\"camera_cnt\":1,\"cameralist\":[{\"camera_name\":\"HD Pro Webcam C920\",\"id\":\"0\"}]}"

示例代码 :

function refreshCamera() { 
var vRetString = pusher.enumCameras(); 
var obj = JSON.parse(vRetString); 
if (obj.camera_cnt != 0) { 
for (var i = 0; i < obj.camera_cnt; ++i) { 
var objSelect = document.getElementById('cameralistselect'); 
objSelect.add(new Option(obj.cameralist[i].camera_name, obj.cameralist[i].id)); 
} 
} 
else { 
alert("无可用摄像头"); 
} 
} 

4.startCameraPreview()

启动摄像头预览，接口调用成功（>0） or 失败（0）

返回值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vRet Int 0失败，>0成功

示例代码 :

var vRetInt = pusher.startCameraPreview() 

5.stopPreview()

关闭摄像头预览，stopPush 之前调用此函数并不会停止推流，而是让 SDK 只推送音频。

示例代码 :

pusher.stopPreview() 

6.startPush(sUrl)

启动推流 (在 startPush 之前需要先 检测查摄像头，否则推流可能失败),

参数说明 

一个合法的推流地址，支持 rtmp 协议（URL 以 “rtmp://” 打头 ，腾讯云推流 URL 的获取方法见 DOC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7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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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说明

sUrl String 推流链接

返回值说明 

成功 or 失败，内存分配、资源申请失败等原因可能会导致返回失败 

| 参数 | 类型 | 说明 | 

| ---- | ---- | -------- | 

| vRet | Int | 0失败，>0成功 |

示例代码 :

function doStartPush(sUrl) { 
var vRetInt = pusher.startPush(sUrl);  
} 

7.stopPush()

停止推流，注意推流 URL 有排他性，也就是一个推流 Url 同时只能有一个推流端向上推流

示例代码 :

pusher.stopPush() 

8.switchCamera(cameraIndex)

切换摄像头，支持在推流中动态切换，cameraIndex 可以通过 enumCameras 函数获取。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cameraIndex Int 摄像头编号，默认值-1，第一个摄像头值为0，

示例代码 :

function switchCameraSelect() { 
var obj = document.getElementById('cameralistselect'); 
var index = obj.selectedIndex; //序号，取当前选中选项的序号  
var val = obj.options[index].value; 
pusher.switchCamera(parseInt(val)); 
} 

8.setMute(bMute)

关闭麦克风，SDK 会停止采集麦克风的数据，当用户不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对方听到时，可以使用这个功能。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bMute Int 是否静音， 0非静音，1静音

示例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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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setMute() { 
pusher.setMute(1); 
} 

9.setRenderMode(modeType)

设置图像的渲染（填充）模式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modeType Int
值为 1：适应，此模式下会显示整个画面的全部内容，但可能有黑边的存在 
值为 2：填充，此模式下画面无黑边，但是会裁剪掉一部分超出渲染区域的部分，裁剪 
更多可参考：AxTXERenderMode定义

示例代码 :

function setRenderMode() { 
pusher.setRenderMode(AxTXERenderMode.AX_TXE_RENDER_MODE_ADAPT); 
} 

10.setRotation(rotationType )

设置图像的顺时针旋转角度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rotationType Int

值为 1：保持原图像的角度 
值为 2：顺时针旋转90度，最终图像的宽度和高度互换 
值为 3 ： 顺时针旋转180度，最终图像颠倒 
值为 4 ： 顺时针旋转270度，最终图像的宽度和高度互换 
更多可参考:AxTXEVideoRotation定义

示例代码 :

function setRotation() { 
pusher.setRotation(AxTXEVideoRotation.AX_TXE_VIDEO_ROTATION_NONE); 
} 

11.setVideoResolution( )

设置视频分辨率，和码率配合使用，比如 640x360 配合 800kbps 的视频码率，320x240配合 400kbps的视频码率。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resolutionType Int

值为 1 ： RESOLUTION_320x240 
值为 2 ： RESOLUTION_640x480  
值为 3 ： RESOLUTION_480x272 
值为 4 ： RESOLUTION_960x720 
更多可参考:AxTXEVideoResolution定义

示例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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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setVideoResolution() { 
pusher.setVideoResolution(AxTXEVideoResolution.AX_TXE_VIDEO_RESOLUTION_320x240); 
} 

12.setBeautyStyle

设置美颜和美白效果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beautyStyle Int

值为 1 ： 光滑 
值为 2 ： 自然 
值为 3 ： 朦胧 
更多可参考:AxTXEBeautyStyle定

beautyLevel Int 美颜级别取值范围 1 ~ 9； 0 表示关闭，1 ~ 9值越大，效果越明显

whitenessLevel Int 美白级别取值范围 1 ~ 9； 0 表示关闭，1 ~ 9值越大，效果越明显

示例代码 :

function setBeautyStyle() { 
var vlBeautyLevel = 5; 
var vlWhitenessLevel = 6; 
pusher.setBeautyStyle(AxTXEBeautyStyle.AX_TXE_BEAUTY_STYLE_SMOOTH, vlBeautyLevel, vlWhitenessLevel ); 
} 

13.setRenderYMirror(bMirror)

设置预览渲染的镜像效果，ActiveX导出接口没有Boolean类型，用Int代替。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bMirror Int 1表示画面左右反转，0表示保持原样

示例代码 :

function setRenderYMirror() { 
pusher.setRenderYMirror(1); 
} 

14.setOutputYMirror(bMirror)

设置推流画面的镜像效果，ActiveX导出接口没有Boolean类型，用Int代替。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bMirror Int 1表示画面左右反转，0表示保持原样

示例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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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setOutputYMirror() { 
pusher.setOutputYMirror(1); 
} 

15.setVideoBitRate(bitrate)

设置视频码率，注意，不是分辨率越高画面越清晰，是码率越高画面越清晰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bitrate Int 视频码率，单位 kbps， 比如 640x360 分辨率需要配合 800kbps 的视频码率

示例代码 :

function setVideoBitRate() { 
pusher.setVideoBitRate(500); 
} 

16.setAutoAdjustStrategy(adjuststrategy )

设置流控策略，即是否允许 SDK 根据当前网络情况调整视频码率，以避免网络上传速度不足导致的画面卡顿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adjuststrategy Int

值为 -1 ：无流控，恒定使用 setVideoBitRate 指定的视频码率 
值为 0 ： 适用于普通直播推流的流控策略，该策略敏感度比较低，会缓慢适应带宽变化，有利于在带宽波动时保持画面的清晰
度。 
值为 1 ： 适用于普通直播推流的流控策，差别是该模式下 SDK 会根据当前码率自动调整出适合的分辨率 
值为 5 ： 适用于实时音视频通话的流控策略, 该策略敏感度比较高，网络稍有风吹草动就会进行自适应调整 
更多可参考:AxTXEAutoAdjustStrategy定义

示例代码 :

function setAutoAdjustStrategy() { 
pusher.setAutoAdjustStrategy(AxTXEAutoAdjustStrategy.TXE_AUTO_ADJUST_NONE); 
} 

17.setVideoBitRateMin & setVideoBitRateMax

配合 setAutoAdjustStrategy 使用，当 AutoAdjust 策略指定为 TXE_AUTO_ADJUST_NONE 时，如下的两个函数调用均视为无效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videoBitrateMin Int 允许 SDK 输出的最小视频码率，比如 640x360 分辨率下这个值适合设置为 300kbps

videoBitrateMax Int 允许 SDK 输出的最小视频码率, 比如 640x360 分辨率下这个值适合设置为 1000kbps

示例代码 :

function setVideoBitRateMin() { 
pusher.setVideoBitRateMin(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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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setVideoFPS(fps)

设置视频帧率，请注意：这里的 fps 只是设置最大帧率，具体视频画面的帧率还是由摄像头本身的采集帧率所决定的，不同的摄像头支持的最大帧率有所不同。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fps Int fps - 视频帧率，默认值为15，重启后生效

示例代码 :

function setVideoFPS() { 
pusher.setVideoFPS(15); 
} 

19.openSystemVoiceInput(bOpen)

系统混音接口，推流成功后调用，如果打开开关，系统所有的声音被会被采集并和麦克风混音输出，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bOpen Int 1表示打开，0表示关闭，默认为0

示例代码 :

function doPushOpenSystemAudioMuxer(ckbox) { 
var ckbox = document.getElementById(ckbox.id); 
if (ckbox.checked){ 
pusher.openSystemVoiceInput(1); 
} 
else{ 
pusher.openSystemVoiceInput(0); 
} 
} 

20.startScreenPreview(x,y,width,height)

屏幕录制，指定区域，或者全部输入0时，录制整个主屏幕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x Int 左边原点位置

y Int 右边原点位置

width Int 录屏的长

height Int 录屏的宽

示例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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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startScreenPreview() { 
pusher.startScreenPreview(0,0,0,0); 
} 

21.captureVideoSnapShot(sFileFullPath,sDirPath)

推流端视频图像快照，以sFileFullPath路径存储，如果sFileFullPath为""，则会写在temp目录下，目前只支持.jpg的文件格式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sFileFullPath String 指定存储文件路径，不为null，则直接存储文件

sDirPath String 预留参数

返回值说明 

成功 or 失败，文件存在、创建文件失败等 

| 参数 | 类型 | 说明 | 

| ---- | ---- | -------- | 

| vRet | Int | -1:失败，-2路径非法，-3文件存在，-4未推流 |

示例代码 :

function screenShotPusher() { 
//第一个参数指定文件， 第二个参数指定路径，如果不需要指定文件，则"" 
//var ret = pusher.captureVideoSnapShot("", ""); 
var ret = pusher.captureVideoSnapShot("D:\\subTest\\123.jpg", ""); 
//-1:失败，-2路径非法，-3文件存在，-4未推流 
if (ret == -1) { 
alert("截图失败"); 
} 
else if (ret == -2) { 
alert("路径非法"); 
} 
else if (ret == -3) { 
alert("文件存在"); 
} 
else if (ret == -4) { 
alert("未推流"); 
} 
} 

22.setPauseVideo(bPause)

推音视频流过程中，暂停视频，目前是以黑色背景替换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bOpen Int 1表示打开，0表示关闭，默认为0

示例代码 :

function doPauseVideo(bPause) { 
pusher.setPauseVideo(bPau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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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startAudioCapture()

启动音频采集

示例代码 :

function startAudioCapture(targetURL) { 
//启动音频推流，没有视频 
pusher.startAudioCapture(); 
pusher.startPush(targetURL); 
} 

24.stopAudioCapture()

停止音频采集

示例代码 :

function stopAudioCapture() { 
//启动音频推流，没有视频 
pusher.stopAudioCapture(); 
} 

25.setPusherEventCallBack(callbackfun, objectid)

设置事件回调，用于接收在推流过程中 SDK 所抛出的各种事件，事件列表详见文档接下来的部分。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callbackfun Func 回调函数

objectid Int 回调对象ID

paramJson样式[回调参数JSON格式]

eventId : Int （事件ID，参考PusherCallBackEvent定义）

objectId : Int（和setPusherEventCallBack::objectid一致）

paramCnt : Int（JSON携带的Key-Value键值对个数）

paramlist : List（键值对String）推流成功后，实时回调流状态信息

key : String

value: String

【paramlist:List】的示例 {"eventId":200001,"objectId":1,"paramCnt":9,"paramlist":[{"key":"AUDIO_BITRATE","value":"0"},

{"key":"CACHE_SIZE","value":"571"},{"key":"CODEC_CACHE","value":"329"},{"key":"NET_SPEED","value":"0"},{"key":"SERVER_IP","value":""},

{"key":"VIDEO_BITRATE","value":"0"},{"key":"VIDEO_FPS","value":"14"},{"key":"VIDEO_HEIGHT","value":"240"},

{"key":"VIDEO_WIDTH","value":"320"}]}

示例代码** :

//推流前调用。 
pusher.setPusherEventCallBack(PusherEventListener, 1); 
 
var PusherEventListener = function (paramJson) { 
var obj = JSON.parse(paramJson); 
if (parseInt(obj.eventId) == 1002 && parseInt(obj.objectId) == 1) { 
alert("推流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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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e if (parseInt(obj.eventId) == -1307 && parseInt(obj.objectId) == 1) { 
alert("网络断开，经过多次重试推流无效，请重新推流"); 
} 
else if (parseInt(obj.eventId) == 200001 && parseInt(obj.objectId) == 1) { 
doUpdatePluserStatusInfo(paramJson); 
} 
}; 
 
function doUpdatePusherStatusInfo(paramJson) { 
//paramJson 参考 【paramlist:List（键值对String）】里面的示例 
var obj = JSON.parse(paramJson); 
if (obj.paramCnt != 0) { 
for (var i = 0; i < obj.paramCnt; ++i) { 
if(obj.paramlist[i].key == "VIDEO_BITRATE") 
document.getElementById('PUSHVIDEO_BITRATEID').innerHTML = obj.paramlist[i].value; 
else if(obj.paramlist[i].key == "AUDIO_BITRATE") 
document.getElementById('PUSHAUDIO_BITRATEID').innerHTML = obj.paramlist[i].value; 
else if(obj.paramlist[i].key == "VIDEO_FPS") 
document.getElementById('PUSHVIDEO_FPSID').innerHTML = obj.paramlist[i].value; 
.... 
} 
} 
} 

事件列表

1. 常规事件

事件ID 数值 含义说明

PUSH_EVT_CONNECT_SUCC 1001 已经连接推流服务器

PUSH_EVT_PUSH_BEGIN 1002 已经与服务器握手完毕,开始推流

PUSH_EVT_OPEN_CAMERA_SUCC 1003 打开摄像头成功

PUSH_EVT_CHANGE_RESOLUTION 1005 推流动态调整分辨率

PUSH_EVT_CHANGE_BITRATE 1006 推流动态调整码率

PUSH_EVT_FIRST_FRAME_AVAILABLE 1007 首帧画面采集完成

PUSH_EVT_START_VIDEO_ENCODER 1008 编码器启动

PUSH_EVT_CAMERA_REMOVED 1009 摄像头设备已被移出

PUSH_EVT_CAMERA_AVAILABLE 1010 摄像头设备重新可用

PUSH_EVT_CAMERA_CLOSED 1011 关闭摄像头完成

PUSH_EVT_SNAPSHOT_RESULT 1012 截图快照返回码

2. 错误通知

SDK发现了一些严重问题，推流无法继续了，比如Camera已被其他程序占用导致摄像头打不开。

事件ID 数值 含义说明

PUSH_ERR_OPEN_CAMERA_FAIL -1301 打开摄像头失败

PUSH_ERR_OPEN_MIC_FAIL -1302 打开麦克风失败

PUSH_ERR_VIDEO_ENCODE_FAIL -1303 视频编码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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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ID 数值 含义说明

PUSH_ERR_AUDIO_ENCODE_FAIL -1304 音频编码失败

PUSH_ERR_UNSUPPORTED_RESOLUTION -1305 不支持的视频分辨率

PUSH_ERR_UNSUPPORTED_SAMPLERATE -1306 不支持的音频采样率

PUSH_ERR_NET_DISCONNECT -1307 网络断连,且经多次重连抢救无效,可以放弃治疗,更多重试请自行重启推流

PUSH_ERR_CAMERA_OCCUPY -1308 摄像头正在被占用中，可尝试打开其他摄像头

3. 警告事件

SDK发现了一些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无可救药，很多 WARNING 都会触发一些重试性的保护逻辑或者恢复逻辑，而且有很大概率能够恢复，所以，千万不要“小

题大做”哦。

WARNING_NET_BUSY 

主播网络不给力，如果您需要UI提示，这个 warning 相对比较有用。

WARNING_SERVER_DISCONNECT 

推流请求被后台拒绝了，出现这个问题一般是由于推流地址里的 txSecret 计算错了，或者是推流地址被其他人占用了（一个推流URL同时只能有一个端推流）。

事件ID 数值 含义说明

PUSH_WARNING_NET_BUSY 1101 网络状况不佳：上行带宽太小，上传数据受阻

PUSH_WARNING_RECONNECT 1102 网络断连, 已启动自动重连 (自动重连连续失败超过三次会放弃)

PUSH_WARNING_HW_ACCELERATION_FAIL 1103 硬编码启动失败，采用软编码

PUSH_WARNING_VIDEO_ENCODE_FAIL 1104 视频编码失败,非致命错,内部会重启编码器

PUSH_WARNING_BEAUTYSURFACE_VIEW_INIT_FAIL 1105 视频编码码率异常，警告

PUSH_WARNING_VIDEO_ENCODE_BITRATE_OVERFLOW 1106 视频编码码率异常，警告

PUSH_WARNING_DNS_FAIL 3001 RTMP -DNS解析失败 （会触发重试流程）

PUSH_WARNING_SEVER_CONN_FAIL 3002 RTMP服务器连接失败 （会触发重试流程）

PUSH_WARNING_SHAKE_FAIL 3003 RTMP服务器握手失败 （会触发重试流程）

PUSH_WARNING_SERVER_DISCONNECT 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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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SH_WARNING_SERVER_NO_DATA 3005 超过30s没有数据发送，主动断开连接

枚举类型

AxTXERenderMode

渲染窗口的渲染方式：4:3的窗口，渲染16:9视频 

var AxTXERenderMode = { 

AX_TXE_RENDER_MODE_ADAPT : 1, // 适应，此模式下会显示整个画面的全部内容，但可能有黑边的存在 

AX_TXE_RENDER_MODE_FILLSCREEN : 2, // 填充，此模式下画面无黑边，但是会裁剪掉一部分超出渲染区域的部分，裁剪模式为局中裁剪 

};

AxTXEVideoRotation

渲染视频旋转 

var AxTXEVideoRotation = { 

AX_TXE_VIDEO_ROTATION_NONE : 1, // 保持原图像的角度 

AX_TXE_VIDEO_ROTATION_90 : 2, // 顺时针旋转90度，最终图像的宽度和高度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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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_TXE_VIDEO_ROTATION_180 : 3, // 顺时针旋转180度，最终图像颠倒 

AX_TXE_VIDEO_ROTATION_270 : 4, // 顺时针旋转270度，最终图像的宽度和高度互换 

};

AxTXEVideoResolution

推流视频分辨率 

var AxTXEVideoResolution = { 

// 普屏 4:3 

AX_TXE_VIDEO_RESOLUTION_320x240 : 1, 

AX_TXE_VIDEO_RESOLUTION_480x360 : 2, 

AX_TXE_VIDEO_RESOLUTION_640x480 : 3, 

AX_TXE_VIDEO_RESOLUTION_960x720 : 4, 

// 宽屏3:4 

AX_TXE_VIDEO_RESOLUTION_240x320 : 50, 

AX_TXE_VIDEO_RESOLUTION_360x480 : 51, 

AX_TXE_VIDEO_RESOLUTION_480x640 : 52, 

AX_TXE_VIDEO_RESOLUTION_720x960 : 53,

// 宽屏16:9 

AX_TXE_VIDEO_RESOLUTION_320x180 : 101, 

AX_TXE_VIDEO_RESOLUTION_480x272 : 102, 

AX_TXE_VIDEO_RESOLUTION_640x360 : 103, 

AX_TXE_VIDEO_RESOLUTION_960x540 : 104, 

// 宽屏9:16 

AX_TXE_VIDEO_RESOLUTION_180x320 : 201, 

AX_TXE_VIDEO_RESOLUTION_272x480 : 202, 

AX_TXE_VIDEO_RESOLUTION_360x640 : 203, 

AX_TXE_VIDEO_RESOLUTION_540x960 : 204,

};

AxTXEBeautyStyle

设置美颜风格 

var AxTXEBeautyStyle = { 

AX_TXE_BEAUTY_STYLE_SMOOTH : 0, // 光滑 

AX_TXE_BEAUTY_STYLE_NATURE : 1, // 自然 

AX_TXE_BEAUTY_STYLE_BLUR : 2, // 朦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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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创建

在页面嵌入 <object ID="player" .../> 标签，即创建了 player 对象

<!-- 注意 player 对象的 clsid 为 99DD15EF-B353-4E47-9BE7-7DB4BC13613C --> 
<!--Warning::直接拷贝代码需要修改LiteAVAX.cab路径和版本号--> 
<object ID="player" CLASSID="CLSID:99DD15EF-B353-4E47-9BE7-7DB4BC13613C" 
codebase="./LiteAVAX.cab#version=1,0,0,1" width="640" height="480"> 
</object> 
 
<!-- 调用player对象方法 > 
<script> 
function setRenderWndSize() { 
var vW = 640; 
var vH = 480; 
player.setRenderWndSize(vW, vH );  
} 
</script> 

接口列表

名称 描述

getVersion() 关闭图像渲染

setRenderWndSize(width, height) 设置当前视频渲染窗口的大小

startPlay(sUrl,streamType) 开始播放拉流

stopPlay() 停止播放

pause() 暂停播放

resume() 恢复播放

isPlaying() 是否正在播放

setMute(bMute) 静音接口

setRenderMode(modeType) 设置图像的渲染（填充）模式

setRenderYMirror(bool) 设置渲染的镜像效果

setRotation(TXEVideoRotation) 设置图像的顺时针旋转角度

setTXEPlayType(streamType) 标准流或低延时流模式

captureVideoSnapShot(sFileFullPath,sDirPath) 推流端视频图片快照到本地

setPlayerEventCallBack(callbackfun, objectid) 设置回调接口

1.getVersion()

获取插件版本号，和标签 <object ... codebase='...&version=1.0.0.1'/> 上的 version 对应。

返回值说明

player 对象
最近更新时间：2018-05-28 20:57:35



移动直播 SD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43 共73页

参数 类型 说明

vRet String 版本号:x.x.x.x

示例代码 :

var vVersionString = player.getVersion() 

2.setRenderWndSize(width, height)

设置视频播放窗口的大小，需要和标签 <object ... width="x", height="x" /> 上的 width 和 height 值对齐，启动播放前设置。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width Int 视频窗口的长

height Int 视频窗口的宽

示例代码 :

function setRenderWndSize() { 
player.setRenderWndSize(640, 480);  
} 

3.startPlay(sUrl,streamType)

参数说明 

开始播放， sURL 为播放地址，目前 ActiveX 插件仅支持 RTMP 播放协议，推流地址  rtmp://8888.livepush.myqcloud.com/live/8888_teststream?

bizid=8888&txSecret=6e18e8db0ff2070a339ab739ff46b957&txTime=5A3E7D7F 

对应的播放地址即为： 

 rtmp://8888.liveplay.myqcloud.com/live/8888_teststream 

streamType:: 0表示标准直播流，1低延时流 ，默认1。更多可参考:AxTXEPlayType定义

返回值说明 

成功 or 失败，内存分配、资源申请失败等原因可能会导致返回失败

参数 类型 说明

vRet Int 0失败，>0成功

示例代码 :

function doStartPlay(sUrl) { 
var vRetInt = player.startPlay(sUrl, AxTXEBeautyStyle.AX_PLAY_TYPE_LIVE_RTMP_ACC);  
} 

4.stopPlay()

停止播放

示例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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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er.stopPlay() 

5.pause()

暂停播放，对于直播或者实时音视频的场景没有暂停的说法：pause = stopPlay + 保留最后一帧视频画面

示例代码 :

player.pause() 

6.resume()

恢复播放

示例代码 :

player.resume() 

7.isPlaying()

是否正在播放

返回值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vRet Int 0 未开播，1开播

示例代码 :

var vRetInt = player.isPlaying() 

8.setMute(bMute)

静音接口，也就是停止播放对方传来的声音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bMute Int 是否静音， 0非静音，1静音

示例代码 :

function setMute() { 
player.setMute(1); 
} 

9.setRenderMode(modeType)

设置图像的渲染（填充）模式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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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说明

modeType Int
值为 1： 适应，此模式下会显示整个画面的全部内容，但可能有黑边的存在 
值为 2 ： 填充，此模式下画面无黑边，但是会裁剪掉一部分超出渲染区域的部分，裁剪 
更多可参考：AxTXERenderMode定义

示例代码 :

function setRenderMode() { 
player.setRenderMode(AxTXERenderMode.AX_TXE_RENDER_MODE_ADAPT); 
} 

10.setRotation(rotationType )

设置图像的顺时针旋转角度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rotationType Int

值为1 ：保持原图像的角度 
值为 2 ： 顺时针旋转90度，最终图像的宽度和高度互换 
值为 3 ： 顺时针旋转180度，最终图像颠倒 
值为 4 ： 顺时针旋转270度，最终图像的宽度和高度互换 
更多可参考:AxTXEVideoRotation定义

示例代码 :

function setRotation() { 
player.setRotation(AxTXEVideoRotation.AX_TXE_VIDEO_ROTATION_NONE); 
} 

11.setRenderYMirror(bMirror)

设置预览渲染的镜像效果，ActiveX导出接口没有Boolean类型，用Int代替。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bMirror Int 1表示画面左右反转，0表示保持原样

示例代码 :

function setRenderYMirror() { 
player.setRenderYMirror(1); 
} 

12.setTXEPlayType(streamType)

设置预览渲染的镜像效果，ActiveX导出接口没有Boolean类型，用Int代替。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streamType Int 0表示标准直播流，1低延时流 ，默认1 更多可参考:AxTXEPlayType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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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代码 :

function setRenderYMirror() { 
player.setTXEPlayType(AxTXEBeautyStyle.AX_PLAY_TYPE_LIVE_RTMP_LOC_DELAY); 
} 

13.captureVideoSnapShot(sFileFullPath,sDirPath)

拉流端视频图像快照，以sFileFullPath路径存储，如果sFileFullPath为""，则会写在temp目录下，目前只支持.jpg的文件格式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sFileFullPath String 指定存储文件路径，不为null，则直接存储文件

sDirPath String 预留参数

返回值说明 

成功 or 失败，文件存在、创建文件失败等 

| 参数 | 类型 | 说明 | 

| ---- | ---- | -------- | 

| vRet | Int | -1:失败，-2路径非法，-3文件存在，-4未推流 |

示例代码 :

function screenShotplayer() { 
//第一个参数指定文件， 第二个参数指定路径，如果不需要指定文件，则"" 
//var ret = player.captureVideoSnapShot("", ""); 
var ret = player.captureVideoSnapShot("D:\\subTest\\123.jpg", ""); 
//-1:失败，-2路径非法，-3文件存在，-4未推流 
if (ret == -1) { 
alert("截图失败"); 
} 
else if (ret == -2) { 
alert("路径非法"); 
} 
else if (ret == -3) { 
alert("文件存在"); 
} 
else if (ret == -4) { 
alert("未推流"); 
} 
} 

14.setPlayerEventCallBack(callbackfun, objectid)

设置播放事件回调。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callbackfun Func 回调函数

objectid Int 回调对象ID

paramJson样式[回调参数JSON格式]

eventId : Int （事件ID，参考PlayerCallBackEvent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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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d : Int（和setPlayerEventCallBack::objectid一致）

paramCnt : Int（paramlist参数中JSON携带的Key-Value键值对个数）

paramlist : List（键值对String），拉流成功后，实时回调流状态信息。

key : String

value: String

【paramJson】示例{"eventId":200002,"objectId":1,"paramCnt":9,"paramlist":[{"key":"AUDIO_BITRATE","value":"0"},

{"key":"CACHE_SIZE","value":"571"},{"key":"CODEC_CACHE","value":"329"},{"key":"NET_SPEED","value":"0"},{"key":"SERVER_IP","value":""},

{"key":"VIDEO_BITRATE","value":"0"},{"key":"VIDEO_FPS","value":"14"},{"key":"VIDEO_HEIGHT","value":"240"},

{"key":"VIDEO_WIDTH","value":"320"}]}

示例代码** :

//推流前调用。 
player.setPlayerEventCallBack(PlayerEventListener, 1); 
 
var PlayerEventListener = function (paramJson) { 
var obj = JSON.parse(paramJson); 
if (parseInt(obj.eventId) == 2002 && parseInt(obj.objectId) == 1) { 
alert("拉流成功"); 
} 
else if (parseInt(obj.eventId) == -2301 && parseInt(obj.objectId) == 1) { 
alert("网络断连，且重试亦不能恢复，请重新推流"); 
} 
else if (parseInt(obj.eventId) == 200002 && parseInt(obj.objectId) == 1) { 
doUpdatePlayerStatusInfo(paramJson); 
} 
}; 
 
function doUpdatePlayerStatusInfo(paramJson) { 
//paramJson 参考 【paramlist:List】的示例 
var obj = JSON.parse(paramJson); 
if (obj.paramCnt != 0) { 
for (var i = 0; i < obj.paramCnt; ++i) { 
if(obj.paramlist[i].key == CBParamJsonKey.KEY_VIDEO_BITRATE) 
document.getElementById('PLAYVIDEO_BITRATEID').innerHTML = obj.paramlist[i].value; 
else if(obj.paramlist[i].key == CBParamJsonKey.KEY_AUDIO_BITRATE) 
document.getElementById('PLAYAUDIO_BITRATEID').innerHTML = obj.paramlist[i].value; 
else if(obj.paramlist[i].key == CBParamJsonKey.KEY_VIDEO_FPS) 
document.getElementById('PLAYVIDEO_FPSID').innerHTML = obj.paramlist[i].value; 
.... 
} 
} 
} 

事件处理

1. 常规事件

事件ID 数值 含义说明

PLAY_EVT_CONNECT_SUCC 2001 已经连接服务器

PLAY_EVT_RTMP_STREAM_BEGIN 2002 已经连接服务器，开始拉流

PLAY_EVT_RCV_FIRST_I_FRAME 2003 渲染首个视频数据包(IDR)

PLAY_EVT_PLAY_BEGIN 2004 视频播放开始

PLAY_EVT_PLAY_PROGRESS 2005 视频播放进度

PLAY_EVT_PLAY_END 2006 视频播放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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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ID 数值 含义说明

PLAY_EVT_PLAY_LOADING 2007 视频播放loading

PLAY_EVT_START_VIDEO_DECODER 2008 解码器启动

PLAY_EVT_CHANGE_RESOLUTION 2009 视频分辨率改变

PLAY_EVT_SNAPSHOT_RESULT 2010 截图快照返回码

2. 错误通知

SDK 遭遇了一些严重错误，比如网络断开等等，这些错误会导致播放无法继续，因此您的代码需要对这些错误进行相应的处理。

事件ID 数值 含义说明

PLAY_ERR_NET_DISCONNECT -2301 网络断连，且重试亦不能恢复，将导致播放失败

PLAY_ERR_GET_RTMP_ACC_URL_FAIL -2302 获取加速拉流地址失败，会导致播放失败

3. 警告事件

SDK 发现了一些非严重错误，一般不会导致播放停止，所以您可以不关注如下事件，其中：

PLAY_WARNING_VIDEO_PLAY_LAG 是 SDK 对外通知播放卡顿的事件信号，它指的是视频画面的卡顿（两帧画面的刷新时间）超过 500ms。

事件ID 数值 含义说明

PLAY_WARNING_VIDEO_DECODE_FAIL 2101 当前视频帧解码失败

PLAY_WARNING_AUDIO_DECODE_FAIL 2102 当前音频帧解码失败

PLAY_WARNING_RECONNECT 2103 网络断连, 已启动自动重连 (自动重连连续失败超过三次会放弃)

PLAY_WARNING_RECV_DATA_LAG 2104 网络来包不稳：可能是下行带宽不足，或由于主播端出流不均匀

PLAY_WARNING_VIDEO_PLAY_LAG 2105 当前视频播放出现卡顿（用户直观感受）

PLAY_WARNING_HW_ACCELERATION_FAIL 2106 硬解启动失败，采用软解（暂不支持）

PLAY_WARNING_VIDEO_DISCONTINUITY 2107 当前视频帧不连续，可能丢帧

PLAY_WARNING_FIRST_IDR_HW_DECODE_FAIL 2108 当前流硬解第一个I帧失败，SDK自动切软解

PLAY_WARNING_DNS_FAIL 3001 RTMP -DNS解析失败

PLAY_WARNING_SEVER_CONN_FAIL 3002 RTMP服务器连接失败

PLAY_WARNING_SHAKE_FAIL 3003 RTMP服务器握手失败

PLAY_WARNING_SERVER_DISCONNECT 3004 RTMP服务器主动断开

枚举类型

AxTXERenderMode

渲染窗口的渲染方式：4:3的窗口，渲染16:9视频 

var AxTXERenderMode = { 

AX_TXE_RENDER_MODE_ADAPT : 1, // 适应，此模式下会显示整个画面的全部内容，但可能有黑边的存在 

AX_TXE_RENDER_MODE_FILLSCREEN : 2, // 填充，此模式下画面无黑边，但是会裁剪掉一部分超出渲染区域的部分，裁剪模式为局中裁剪 

};

AxTXEVideoR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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渲染视频旋转 

var AxTXEVideoRotation = { 

AX_TXE_VIDEO_ROTATION_NONE : 1, // 保持原图像的角度 

AX_TXE_VIDEO_ROTATION_90 : 2, // 顺时针旋转90度，最终图像的宽度和高度互换 

AX_TXE_VIDEO_ROTATION_180 : 3, // 顺时针旋转180度，最终图像颠倒 

AX_TXE_VIDEO_ROTATION_270 : 4, // 顺时针旋转270度，最终图像的宽度和高度互换 

};

AxTXEPlayType

设置播放端的流类型 

var AxTXEBeautyStyle = { 

AX_PLAY_TYPE_LIVE_RTMP : 0, // RTMP直播,延时比较高，1s左右，适用一个主播，大量观众场景，但是可以超过10个用户请求播放视频

AX_PLAY_TYPE_LIVE_RTMP_ACC : 1, // ActiveX默认采用ACC，RTMP直播加速播放，延时较低，500ms左右，适用双向视频的双人场景或多人视频场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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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连麦（LiveRoom ）接口（js）
直播+连麦 是在 秀场直播 和 在线教育 场景中经常使用的直播模式，它既能支持高并发和低成本的在线直播，又能通过连麦实现主播和观众之间的视频通话互动，

具有极强的场景适用性。

腾讯云基于 LiveRoom 组件实现“直播 + 连麦”功能，它分成 Client 和 Server 两个部分（都是开源的），对接攻略请参考 DOC，本文档主要是详细列出了 Client

端的 API 列表：

在腾讯云官网 下载 SDK 开发包，并下载 ActiveX 插件版本，zip 包中包含 LiveRoom 相关的 javascript 文件。

LiveRoom接口列表

成员函数 功能说明

setLiveRoomListener(object) 设置LiveRoom回调

login(object) 登录到RoomService后台

实时连麦
直播连麦（LiveRoom）
最近更新时间：2018-03-28 10:04:2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1460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1460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7873#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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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函数 功能说明

logout(object) 从RoomService后台登出

getRoomList(object) 获取房间列表（非必须，可选择使用您自己的房间列表）

getAudienceList(object) 获取某个房间里的观众列表（最多返回最近加入的 30 个观众）

createRoom(object) 主播：创建房间

enterRoom(object) 观众：进入房间

exitRoom(object) 主播/观众：退出房间

joinPusher(object) 观众：进入连麦状态

quitPusher(object) 观众：退出连麦状态

requestJoinPusher(object) 观众：发起连麦请求

acceptJoinPusher(object) 主播：接受观众的连麦请求

rejectJoinPusher(object) 主播：拒绝观众的连麦请求

kickoutSubPusher(object) 主播：踢掉连麦中的某个观众

startLocalPreview(object) 开启本地摄像头预览

stopLocalPreview(object) 停止本地摄像头预览

switchCamera(object) 切换摄像头

getCameras(object) 获取所有摄像头

addRemoteView(object) 主播/连麦观众：播放连麦观众的远程视频画面

deleteRemoteView(object) 主播/连麦观众：移除连麦观众的远程视频画面

sendRoomTextMsg(object) 发送文本（弹幕）消息

sendRoomCustomMsg(object) 发送自定义消息（点赞，送花）

setBeautyFilter(object) 设置美颜

setVideoQuality(object) 设置直播的视频质量

LiveRoomListener接口列表

LiveRoom的回调接口通过setLiveRoomListener方法设置，其中包括有：

接口定义 功能说明

onGetPusherList(object) 通知：房间里已有的推流者列表（也就是当前有几路远程画面）

onPusherJoin(object) 通知：新的推流者加入进来（也就是通知您多了一路远程画面）

onPusherQuit(object) 通知：有推流者离开房间 （也就是通知您少了一路远程画面）

onRoomClosed(object) 通知：房间解散

onRecvRoomTextMsg(object) 收到房间文本消息

onRecvRoomCustomMsg(object) 收到房间自定义消息

onRecvJoinPusherRequest(object) 主播收到观众的连麦请求

onKickOut(object) 连麦观众收到被主播踢开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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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定义 功能说明

onError(object) 错误回调

LiveRoom接口详情

setLiveRoomListener

接口定义：setLiveRoomListener(object):void

接口说明：设置LiveRoom的回调

参数说明：

{ 
onGetPusherList(object) function 通知：房间里已有的推流者列表（也就是当前有几路远程画面） 
onPusherJoin(object) function 通知：新的推流者加入进来（也就是通知您多了一路远程画面） 
onPusherQuit(object) function 通知：有推流者离开房间 （也就是通知您少了一路远程画面） 
onRoomClosed(object) function 通知：房间解散 
onRecvJoinPusherRequest(object) function 主播收到观众的连麦请求 
onRecvRoomTextMsg(object) function 收到房间文本消息 
onRecvRoomCustomMsg(object) function 收到房间自定义消息 
onKickOut(object) function 连麦观众收到被主播踢开的消息 
onError(object) function 错误回调 
} 

返回值说明：无

示例代码：

LiveRoom.setLiveRoomListener({ 
onGetPusherList: function(object) { 
//... 
}, 
onPusherJoin: function(object) { 
//... 
}, 
 
...... 
}); 

login

接口定义：login(object):void

接口说明：登录到 RoomService 后台，通过参数 serverDomain 可以指定是使用腾讯云的 RoomService 还是使用自建的 RoomService（具体可以参考

DOC）。

参数说明：

{  
data: {  
serverDomain String 请求的后台地址  
userID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String 用户昵称 
sdkAppID String IM登录凭证 
accType Int 账号集成类型 
userSig String IM签名 
} 
success function 成功回调 
fail function 失败回调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14606#Client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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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说明：无

示例代码：

LiveRoom.login({ 
data: { 
serverDomain: 'https://room.qcloud.com/weapp/live_room/', 
userID: info.userID, 
sdkAppID: info.sdkAppID, 
accType: info.accType, 
userSig: info.userSig 
}, 
success: function(res){ 
console.log('LiveRoom.login 登录成功, userID=', res); 
}, 
fail: function(){ 
console.log('LiveRoom.login 登录失败'); 
} 
}); 

logout

接口定义：logout(object):void

接口说明：从 RoomService 后台注销

参数说明：

{ 
success function 成功回调 
fail function 失败回调 
} 

返回值说明：无

示例代码：

LiveRoom.logout({ 
success: function(ret) { 
//... 
}, 
fail: function(ret) { 
//... 
} 
}); 

getRoomList

接口定义：getRoomList(object):void

接口说明：拉取房间列表（如果您已经有自己的房间列表服务模块，可以继续使用）。

参数说明：

{ 
{ 
index Int 从第几个房间开始拉取 
count Int 希望 RoomService 返回的房间个数 
} 
success function 成功回调 
fail function 失败回调 
} 

返回值说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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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代码：

LiveRoom.getRoomList({ 
data: { 
index: 0, 
count: 10 
}, 
success: function(res){ 
console.log('getRoomList.success', JSON.stringify(res.data.rooms)); 
}, 
fail: function(res) { 
console.warn('获取房间列表失败', JSON.stringify(res)) 
} 
}); 

getAudienceList

接口定义：getAudienceList(object):void

接口说明：获取某个房间里的观众列表，只返回最近进入房间的 30 位观众。

参数说明：

{ 
data: { 
roomID String 房间号 
} 
success function 成功回调 
fail function 失败回调 
} 

返回值说明：无

示例代码：

LiveRoom.getAudienceList({ 
data: { 
roomID: roomID 
}, 
success: function(res){ 
console.log('getAudienceList.success', JSON.stringify(res.data)); 
}, 
fail: function(res) { 
console.warn('获取观众列表失败', JSON.stringify(res)) 
} 
}); 

createRoom

接口定义：createRoom(object):void

接口说明：在 RoomService 后台创建一个直播房间。调用此方法前，必须先调用startLocalPreview开启本地摄像头预览。

参数说明：

{ 
data: { 
roomInfo String 用户自定义数据，作为房间信息会在getRoomList函数返回  
} 
success function 成功回调 
fail function 失败回调 
} 

返回值说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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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代码：

LiveRoom.createRoom({ 
data: { 
roomInfo: roomInfo 
}, 
success: function(res){ 
console.log('创建房间成功，房间号为：', res.roomID); 
}, 
fail: function(res) { 
console.warn('创建房间失败', JSON.stringify(res)) 
} 
}); 

enterRoom

接口定义：enterRoom(object):void

接口说明：观众进入直播房间。

参数说明：

{ 
data: { 
roomID String 房间号 
divId String 播放画面所在div 
} 
success function 成功回调 
fail function 失败回调 
} 

返回值说明：无

示例代码：

//html 
<div id="videoview" class="edu-main-video-play" width="960" height="720" style="border: 1px solid #eee; width: 960px; height: 720px;" /> 
 
//js 
LiveRoom.enterRoom({ 
data: { 
roomID: roomID, 
divId: 'videoview' 
}, 
success: function(res) { 
console.log("进入房间成功"); 
}, 
fail: function(res) { 
alert("进入房间失败"); 
} 
}); 

exitRoom

接口定义：exitRoom(object):void

接口说明：（主播 OR 观众）退出房间。

参数说明：

{ 
success function 成功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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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l function 失败回调 
} 

返回值说明：无

示例代码：

LiveRoom.exitRoom({ 
success: function(res) { 
console.log("进出房间成功"); 
}, 
fail: function(res) { 
alert("进出房间失败"); 
} 
}); 

joinPusher

接口定义：joinPusher(object):void

接口说明：（观众）开始推流，并进入连麦状态。调用此方法前，必须先调用startLocalPreview开启本地摄像头预览。

参数说明：

{ 
success function 成功回调 
fail function 失败回调 
} 

返回值说明：无

示例代码：

LiveRoom.joinPusher({ 
success: function(res) { 
console.log("连麦成功"); 
}, 
fail: function(res) { 
alert("连麦失败:", JSON.stringify(res)); 
} 
}); 

quitPusher

接口定义：quitPusher(object):void

接口说明：（观众）主动退出连麦状态。

参数说明：

{ 
success function 成功回调 
fail function 失败回调 
} 

返回值说明：无

示例代码：

LiveRoom.joinPusher({ 
success: function() { 
console.log("退出连麦成功"); 
}, 
fail: function(r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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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rt("退出连麦失败:", JSON.stringify(res)); 
} 
}); 

requestJoinPusher

接口定义：requestJoinPusher(object):void

接口说明：（观众）请求和主播连麦。

参数说明：

{ 
data: { 
timeout Int 超时时间（MS） 
} 
success function 成功回调 
fail function 失败回调 
} 

返回值说明：无

示例代码：

LiveRoom.requestJoinPusher({ 
data: { 
timeout: 30000 
}, 
success: function(res) { 
console.log("主播同意连麦"); 
LiveRoom.joinPusher({}); 
}, 
fail: function(res) { 
alert("连麦请求失败:", JSON.stringify(res)); 
} 
}); 

acceptJoinPusher

接口定义：acceptJoinPusher(object):void

接口说明：（主播）同意观众的连麦请求。

参数说明：

{ 
data: { 
userID String 申请连麦的观众ID 
} 
} 

返回值说明：无

示例代码：

LiveRoom.acceptJoinPusher({ 
data: { 
userID: userID 
} 
}); 

rejectJoinPusher

接口定义：rejectJoinPusher(object):v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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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说明：（主播）拒绝观众的连麦请求。

参数说明：

{ 
data: { 
userID String 申请连麦的观众ID 
reason String 拒绝理由 
} 
} 

返回值说明：无

示例代码：

LiveRoom.rejectJoinPusher({ 
data: { 
userID: userID, 
reason: '' 
} 
}); 

kickoutSubPusher

接口定义：kickoutSubPusher(object):void

接口说明：主播踢掉连麦中的某个观众。

参数说明：

{ 
data: { 
userID String 要踢掉的连麦观众ID 
} 
success function 成功回调 
fail function 失败回调 
} 

返回值说明：无

示例代码：

LiveRoom.kickoutSubPusher({ 
data: { 
userID: userID 
}, 
success: function(res) { 
console.log("剔除成功"); 
}, 
fail: function(res) { 
alert("剔除失败:", JSON.stringify(res)); 
} 
}); 

startLocalPreview

接口定义：startLocalPreview(object):void

接口说明：（主播 OR 连麦观众）启动摄像头预览。

参数说明：

{ 
da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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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d String 推流预览画面所在div 
cameraId String 摄像头ID（通过getCameras可以获取所有摄像头） 
} 
success function 成功回调 
fail function 失败回调 
} 

返回值说明：无

示例代码：

//html 
<div id="videoview" class="edu-main-video-play" width="960" height="720" style="border: 1px solid #eee; width: 960px; height: 720px;" /> 
 
//js 
var cameraId = 0; 
var cameras = getCameras({ 
data: { 
previewDivId: object.data.divId 
} 
}); 
if (cameras.camera_cnt > 0) { 
cameraId = cameras.cameralist[0].id; 
} 
 
LiveRoom.startLocalPreview({ 
data: { 
divId: 'videoview', 
cameraId: cameraId 
}, 
success: function() { 
console.log("预览成功"); 
}, 
fail: function(res) { 
alert("打开摄像头失败:", JSON.stringify(res)); 
} 
}); 

stopLocalPreview

接口定义：stopLocalPreview(object):void

接口说明：（主播 OR 连麦观众）关闭摄像头预览。

参数说明：无

返回值说明：无

示例代码：

LiveRoom.stopLocalPreview(); 

switchCamera

接口定义：switchCamera(object):void

接口说明：切换摄像头。

参数说明：

{ 
data: { 
cameraId String 摄像头ID（通过getCameras可以获取所有摄像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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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说明：无

示例代码：

LiveRoom.switchCamera({ 
data: { 
cameraId: cameraId 
} 
}); 

getCameras

接口定义：getCameras(object):object

接口说明：获取所有摄像头。

参数说明：

{ 
data: { 
divId String 推流预览画面所在div 
} 
} 

返回值说明：

{ 
camera_cnt Int 获取到的摄像头个数 
cameralist: [ 
{ 
camera_name String 摄像头名称 
id String 摄像头ID 
}, 
... 
] 
} 

示例代码：

//html 
<div id="videoview" class="edu-main-video-play" width="960" height="720" style="border: 1px solid #eee; width: 960px; height: 720px;" /> 
 
//js 
var cameras = LiveRoom.getCameras({ 
data: { 
divId: 'videoview' 
} 
}); 
console.log('获取到cameras: ', JSON.stringify(cameras)); 

addRemoteView

接口定义：addRemoteView(object):void

接口说明：播放连麦观众的远程视频画面 ，主播和连麦观众在收到 onPusherJoin（新进连麦通知）时调用。

参数说明：

{ 
data: { 
divId String 播放画面所在的divId 
userID String 要播放的成员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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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 function 成功回调 
fail function 失败回调 
} 

返回值说明：无

示例代码：

//html 
<div id="videoview" class="edu-main-video-play" width="960" height="720" style="border: 1px solid #eee; width: 960px; height: 720px;" /> 
 
//js 
LiveRoom.addRemoteView({ 
data: { 
divId: 'videoview', 
userID: userID 
}, 
success: function() { 
console.log("播放远端连麦观众画面成功"); 
}, 
fail: function(res) { 
alert("播放远端连麦观众画面失败:", JSON.stringify(res)); 
} 
}); 

deleteRemoteView

接口定义：deleteRemoteView(object):void

接口说明：停止播放某个连麦主播视频，一般在收到 onPusherQuit （连麦者离开）时调用。

参数说明：

{ 
data: { 
userID String 要停止播放的成员ID 
} 
success function 成功回调 
fail function 失败回调 
} 

返回值说明：无

示例代码：

LiveRoom.deleteRemoteView({ 
data: { 
userID: userID 
}, 
success: function() { 
console.log("停止播放远端连麦观众画面成功"); 
}, 
fail: function(res) { 
alert("停止播放远端连麦观众画面失败:", JSON.stringify(res)); 
} 
}); 

sendRoomTextMsg

接口定义：sendRoomTextMsg(object):void

接口说明：发送文本消息，直播间里的其他人会收到 onRecvRoomTextMsg 通知。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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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 { 
message String 发送的文本消息 
} 
success function 成功回调 
fail function 失败回调 
} 

返回值说明：无

示例代码：

LiveRoom.sendRoomTextMsg({ 
data: { 
message: '' 
}, 
success: function() { 
console.log("发送文本消息成功"); 
}, 
fail: function(res) { 
alert("发送文本消息失败:", JSON.stringify(res)); 
} 
}); 

sendRoomCustomMsg

接口定义：sendRoomCustomMsg(object):void

接口说明：发送自定义消息。直播间其他人会收到 onRecvRoomCustomMsg 通知。

参数说明：

{ 
data: { 
cmd String 自定义命令 
message String 发送的文本消息 
} 
success function 成功回调 
fail function 失败回调 
} 

返回值说明：无

示例代码：

LiveRoom.sendRoomCustomMsg({ 
data: { 
cmd: 'like', 
message: '' 
}, 
success: function() { 
console.log("发送自定义文本消息成功"); 
}, 
fail: function(res) { 
alert("发送自定义文本消息失败:", JSON.stringify(res)); 
} 
}); 

setBeautyFilter

接口定义：setBeautyFilter(object):void

接口说明：设置美颜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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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 { 
style Int 美颜风格.三种美颜风格：0 ：光滑 1：自然 2：朦胧 
beautyLevel Int 美颜级别取值范围 1 ~ 9； 0 表示关闭，1 ~ 9值越大，效果越明显，默认为0 
whiteningLevel Int 美白级别取值范围 1 ~ 9； 0 表示关闭，1 ~ 9值越大，效果越明显，默认为0 
} 
} 

返回值说明：无

示例代码：

LiveRoom.setBeautyFilter({ 
data: { 
style: 0, 
beautyLevel: 5, 
whiteningLevel: 5 
} 
}); 

setVideoQuality

接口定义：setVideoQuality(object):void

接口说明：设置直播的视频质量

参数说明：

{ 
data: { 
quality Int 取值0~2，分别对应低中高三种分辨率。低:480x360/272x480；中:640x480/360x640；；高:960x720/540x960。默认为1 
ratioType Int 取值0~1。0：屏幕宽高比为4:3；1:屏幕宽高比为9:16。默认为0 
} 
} 

返回值说明：无

示例代码：

LiveRoom.setVideoQuality({ 
data: { 
quality: 1, 
ratioType: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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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音视频（RTCRoom ）接口（js）

RTCRoom

成员函数 功能说明

setRTCRoomListener(object) 设置RTCRoom回调

login(object) 登录到RoomService后台

logout(object) 从RoomService后台登出

getRoomList(object) 获取房间列表（非必须，可选择使用您自己的房间列表）

createRoom(object) 会议创建者：创建房间 （roomID 可不填）

enterRoom(object) 会议参与者：进入房间

exitRoom(object) 会议创建者 OR 会议参与者：退出房间

getCameras(object) 获取所有摄像头

switchCamera(object) 切换摄像头

startLocalPreview(object) 会议创建者 OR 会议参与者：开启摄像头预览

stopLocalPreview() 停止摄像头预览

addRemoteView(object) 播放会议参与者的远程视频画面

deleteRemoteView(object) 停止播放会议参与者的远程视频画面

sendRoomTextMsg(object) 发送文本（弹幕）消息

sendRoomCustomMsg(object) 发送自定义格式消息（点赞，送花）

setBeautyFilter(object) 设置美颜

setVideoQuality(object) 设置直播的视频质量

回调接口（interface）

RTCRoom的回调接口通过setRTCRoomListener方法设置，其中包括有：

接口定义 功能说明

onGetPusherList(object) 通知：房间里已有的推流者列表（也就是当前有几路远程画面）

onPusherJoin(object) 通知：新的推流者加入进来（也就是通知您多了一路远程画面）

onPusherQuit(object) 通知：有推流者离开房间 （也就是通知您少了一路远程画面）

onRecvRoomTextMsg(object) 收到房间文本消息

onRecvRoomCustomMsg(object) 收到房间自定义消息

视频通话（RTCRoom）
最近更新时间：2018-03-28 10: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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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定义 功能说明

onRoomClosed(object) 通知：房间解散

onError(object) 错误回调

RTCRoom接口详情

setRTCRoomListener

接口定义：setRTCRoomListener(object):void

接口说明：设置RTCRoom的回调

参数说明：

{ 
onGetPusherList(object) function 通知：房间里已有的推流者列表（也就是当前有几路远程画面） 
onPusherJoin(object) function 通知：新的推流者加入进来（也就是通知您多了一路远程画面） 
onPusherQuit(object) function 通知：有推流者离开房间 （也就是通知您少了一路远程画面） 
onRecvRoomTextMsg(object) function 收到房间文本消息 
onRecvRoomCustomMsg(object) function 收到房间自定义消息 
onRoomClosed(object) function 通知：房间解散 
onError(object) function 错误回调 
} 

返回值说明：无

示例代码：

RTCRoom.setRTCRoomListener({ 
onGetPusherList: function(object) { 
//... 
}, 
onPusherJoin: function(object) { 
//... 
}, 
 
...... 
}); 

login

接口定义：login(object):void

接口说明：登录到 RoomService 后台，通过参数 serverDomain 可以指定是使用腾讯云的 RoomService 还是使用自建的 RoomService（具体可以参考

DOC）。

参数说明：

{  
data: {  
serverDomain String 请求的后台地址  
userID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String 用户昵称 
sdkAppID String IM登录凭证 
accType Int 账号集成类型 
userSig String IM签名 
} 
success function 成功回调 
fail function 失败回调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14606#Client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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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说明：无

示例代码：

RTCRoom.login({ 
data: { 
serverDomain: 'https://room.qcloud.com/weapp/rtc_room/', 
userID: info.userID, 
sdkAppID: info.sdkAppID, 
accType: info.accType, 
userSig: info.userSig 
}, 
success: function(res){ 
console.log('RTCRoom.login 登录成功, userID=', res); 
}, 
fail: function(){ 
console.log('RTCRoom.login 登录失败'); 
} 
}); 

logout

接口定义：logout(object):void

接口说明：从 RoomService 后台注销

参数说明：

{ 
success function 成功回调 
fail function 失败回调 
} 

返回值说明：无

示例代码：

RTCRoom.logout({ 
success: function(ret) { 
//... 
}, 
fail: function(ret) { 
//... 
} 
}); 

getRoomList

接口定义：getRoomList(object):void

接口说明：拉取房间列表，index 和 count 两个参数用于做分页处理，表示：从序号 index 的房间开始拉取 count 个房间。这并非一个必须调用的 API，如果

您已经有自己的房间列表服务模块，可以继续使用。

参数说明：

{ 
{ 
index Int 从第几个房间开始拉取 
count Int 希望 RoomService 返回的房间个数 
} 
success function 成功回调 
fail function 失败回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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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说明：无

示例代码：

RTCRoom.getRoomList({ 
data: { 
index: 0, 
count: 10 
}, 
success: function(res){ 
console.log('getRoomList.success', JSON.stringify(res.data.rooms)); 
}, 
fail: function(res) { 
console.warn('获取房间列表失败', JSON.stringify(res)) 
} 
}); 

createRoom

接口定义：createRoom(object):void

接口说明：在 RoomService 后台创建一个直播房间。

参数说明：

{ 
data: { 
roomID String 您可以通过 roomID 参数指定新房间的 ID，也可以不指定。如果您不指定房间 ID，RoomService 会自动生成一个新的 roomID 并通过 Crea
teRoomCallback 返回给你您。 
roomInfo String 由创建者自定义。在getRoomList中返回该信息  
} 
success function 成功回调 
fail function 失败回调 
} 

返回值说明：无

示例代码：

//html 
<div id="videoview" class="edu-main-video-play" width="960" height="720" style="border: 1px solid #eee; width: 960px; height: 720px;" /> 
 
//js 
RTCRoom.createRoom({ 
data: { 
roomInfo: roomInfo 
}, 
success: function(res){ 
console.log('创建房间成功，房间号为：', res.roomID); 
}, 
fail: function(res) { 
console.warn('创建房间失败', JSON.stringify(res)) 
} 
}); 

enterRoom

接口定义：enterRoom(object):void

接口说明：（会议参与者）进入直播间。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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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 { 
roomID String 房间号 
} 
success function 成功回调 
fail function 失败回调 
} 

返回值说明：无

示例代码：

RTCRoom.enterRoom({ 
data: { 
roomID: roomID 
}, 
success: function(res) { 
console.log("进入房间成功"); 
}, 
fail: function(res) { 
alert("进入房间失败"); 
} 
}); 

exitRoom

接口定义：exitRoom(object):void

接口说明：（会议创建者 OR 会议参与者）退出房间。

参数说明：

{ 
success function 成功回调 
fail function 失败回调 
} 

返回值说明：无

示例代码：

RTCRoom.exitRoom({ 
success: function(res) { 
console.log("退出房间成功"); 
}, 
fail: function(res) { 
alert("退出房间失败"); 
} 
}); 

getCameras

接口定义：getCameras(object):object

接口说明：获取所有摄像头。

参数说明：

{ 
data: { 
divId String 推流预览画面所在div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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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说明：

{ 
camera_cnt Int 获取到的摄像头个数 
cameralist: [ 
{ 
camera_name String 摄像头名称 
id String 摄像头ID 
}, 
... 
] 
} 

示例代码：

//html 
<div id="videoview" class="edu-main-video-play" width="960" height="720" style="border: 1px solid #eee; width: 960px; height: 720px;" /> 
 
//js 
var cameras = RTCRoom.getCameras({ 
data: { 
divId: 'videoview' 
} 
}); 
console.log('获取到cameras: ', JSON.stringify(cameras)); 

switchCamera

接口定义：switchCamera(object):void

接口说明：切换摄像头。

参数说明：

{ 
data: { 
cameraId String 摄像头ID（通过getCameras可以获取所有摄像头） 
} 
} 

返回值说明：无

示例代码：

RTCRoom.switchCamera({ 
data: { 
cameraId: cameraId 
} 
}); 

startLocalPreview

接口定义： startLocalPreview(object):void

接口说明：（会议创建者 OR 会议参与者）启动摄像头预览

参数说明：

{ 
data: { 
divId String 播放画面所在的divId 
cameraId String 摄像头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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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 function 成功回调 
fail function 失败回调 
} 

返回值说明：无

示例代码：

//html 
<div id="videoview" class="edu-main-video-play" width="960" height="720" style="border: 1px solid #eee; width: 960px; height: 720px;" /> 
 
//js 
var cameraId = 0; 
var cameras = getCameras({ 
data: { 
previewDivId: object.data.divId 
} 
}); 
if (cameras.camera_cnt > 0) { 
cameraId = cameras.cameralist[0].id; 
} 
 
RTCRoom.startLocalPreview({ 
data: { 
divId: 'videoview', 
cameraId: cameraId, 
} 
}); 

stopLocalPreview

接口定义：stopLocalPreview():void

接口说明：（会议创建者 OR 会议参与者）关闭摄像头预览。

返回值说明：无

示例代码：

RTCRoom.stopLocalPreview(); 

###

addRemoteView

接口定义：addRemoteView(object):void

接口说明：（会议创建者 OR 会议参与者）播放会议参与者的远程视频画面 ，一般在收到 onPusherJoin（新会议参与者进入通知）时调用。

参数说明：

{ 
data: { 
divId String 播放画面所在的divId 
userID String 要播放的成员ID 
} 
success function 成功回调 
fail function 失败回调 
} 

返回值说明：无

示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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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 
<div id="videoview" class="edu-main-video-play" width="960" height="720" style="border: 1px solid #eee; width: 960px; height: 720px;" /> 
 
//js 
RTCRoom.addRemoteView({ 
data: { 
divId: 'videoview', 
userID: userID 
}, 
success: function() { 
console.log("播放会议参与者画面成功"); 
}, 
fail: function(res) { 
alert("播放会议参与者画面失败:", JSON.stringify(res)); 
} 
}); 

deleteRemoteView

接口定义：deleteRemoteView(object):void

接口说明：停止播放某个会议参与者视频，一般在收到 onPusherQuit （会议参与者离开）时调用。

参数说明：

{ 
data: { 
userID String 要停止播放的会议参与者ID 
} 
success function 成功回调 
fail function 失败回调 
} 

返回值说明：无

示例代码：

RTCRoom.deleteRemoteView({ 
data: { 
userID: userID 
}, 
success: function() { 
console.log("停止播放会议参与者画面成功"); 
}, 
fail: function(res) { 
alert("停止播放会议参与者画面失败:", JSON.stringify(res)); 
} 
}); 

sendRoomTextMsg

接口定义：sendRoomTextMsg(object):void

接口说明：发送文本消息，房间里的其他人会收到 onRecvRoomTextMsg 通知。

参数说明：

{ 
data: { 
message String 发送的文本消息 
} 
success function 成功回调 
fail function 失败回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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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说明：无

示例代码：

RTCRoom.sendRoomTextMsg({ 
data: { 
message: '' 
}, 
success: function() { 
console.log("发送文本消息成功"); 
}, 
fail: function(res) { 
alert("发送文本消息失败:", JSON.stringify(res)); 
} 
}); 

sendRoomCustomMsg

接口定义：sendRoomCustomMsg(object):void

接口说明：发送自定义消息，房间里的其他人会收到 onRecvRoomCustomMsg 通知。

参数说明：

{ 
data: { 
cmd String 自定义命令 
message String 发送的文本消息 
} 
success function 成功回调 
fail function 失败回调 
} 

返回值说明：无

示例代码：

RTCRoom.sendRoomCustomMsg({ 
data: { 
cmd: 'like', 
message: '' 
}, 
success: function() { 
console.log("发送自定义文本消息成功"); 
}, 
fail: function(res) { 
alert("发送自定义文本消息失败:", JSON.stringify(res)); 
} 
}); 

setBeautyFilter

接口定义：setBeautyFilter(object):void

接口说明：设置美颜

参数说明：

{ 
data: { 
style Int 美颜风格.三种美颜风格：0 ：光滑 1：自然 2：朦胧 
beautyLevel Int 美颜级别取值范围 1 ~ 9； 0 表示关闭，1 ~ 9值越大，效果越明显，默认为0 
whiteningLevel Int 美白级别取值范围 1 ~ 9； 0 表示关闭，1 ~ 9值越大，效果越明显，默认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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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返回值说明：无

示例代码：

RTCRoom.setBeautyFilter({ 
data: { 
style: 0, 
beautyLevel: 5, 
whiteningLevel: 5 
} 
}); 

setVideoQuality

接口定义：setVideoQuality(object):void

接口说明：设置直播的视频质量

参数说明：

{ 
data: { 
quality Int 取值0~2，分别对应低中高三种分辨率。低:480x360/272x480;中:640x480/360x640;高:960x720/540x960。默认为1 
ratioType Int 取值0~1。0：屏幕宽高比为4:3;1:屏幕宽高比为9:16。默认为0 
} 
} 

返回值说明：无

示例代码：

RTCRoom.setVideoQuality({ 
data: { 
quality: 1, 
ratioType: 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