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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档（含所有文字、数据、图片等内容）完整的著作权归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单独所有，未经腾讯

云事先明确书面许可，任何主体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修改、使用、抄袭、传播本文档全部或部分内容。前述行为

构成对腾讯云著作权的侵犯，腾讯云将依法采取措施追究法律责任。

【商标声明】

及其它腾讯云服务相关的商标均为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所有。本文档涉及的第三方主体

的商标，依法由权利人所有。未经腾讯云及有关权利人书面许可，任何主体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前述商标进行使用、

复制、修改、传播、抄录等行为，否则将构成对腾讯云及有关权利人商标权的侵犯，腾讯云将依法采取措施追究法

律责任。

【服务声明】

本文档意在向您介绍腾讯云全部或部分产品、服务的当时的相关概况，部分产品、服务的内容可能不时有所调整。

您所购买的腾讯云产品、服务的种类、服务标准等应由您与腾讯云之间的商业合同约定，除非双方另有约定，否

则，腾讯云对本文档内容不做任何明示或默示的承诺或保证。

【联系我们】

我们致力于为您提供个性化的售前购买咨询服务，及相应的技术售后服务，任何问题请联系 40091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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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为刚入门短视频 SDK 的用户提供一条学习路径。

快速了解短视频 SDK

短视频能力说明

短视频产品优势

短视频基本概念说明

计费模式

短视频 SDK 的费用主要由以下部分组成：

费用说明 相关文档

短视频 SDK 的使用授权费用 短视频 SDK License

对接使用其他腾讯云服务时产生的费用 云点播服务

购买腾讯特效套餐使用美颜特效（增值能力） 腾讯特效（美颜特效）

开发支持

体验 Demo

短视频提供小视频 App Demo，您可扫码体验。

iOS Android

新手指引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12 16:16:11

说明：

使用短视频 SDK 之前，您需要开通 云点播服务。

若您的点播资源包五天内未被使用，支持退还。更多详情，请参见 云点播退费说明。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945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4695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5504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9368#.E8.B4.AD.E4.B9.B0.E8.AF.B4.E6.98.8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283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936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5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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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 License

短视频 SDK License 主要用于解锁对应的短视频 SDK 包在 iOS 和 Android 上的使用权限，具体获取方式请参

见：

管理测试版 License

管理正式版 License

配置查看 License

下载 SDK

SDK 类型 说明

短视频 SDK 短视频 SDK（LiteAVSDK）+ 基础功能源代码

功能实践

若您需要
请您阅读

iOS 端 Android 端

快速编译和调试小视频 App 快速搭建一个短视频 App

集成 SDK SDK 集成(XCode)
SDK 集成(Android

Studio)

说明：

若您需了解各 License 版本的差别，具体请参见 版本说明。

若您在配置 License 中遇到问题，可查看 License 常见问题 文档自行排查。

说明：

若您需了解精简版和基础版 SDK 支持功能说明，具体请参见 SDK 功能列表。

若您需了解各功能接口具体说明，请参见：

iOS 端请参见 API。

Android 端请参见 API。

若您使用过程中发现报错信息，可根据 错误码 进行问题排查。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5433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2033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5433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936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1554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1163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1163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5433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5433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9366
http://imgcache.qq.com/open/qcloud/video/act/liteav_ios_doc/index.html
http://imgcache.qq.com/open/qcloud/video/act/liteav_android_doc/index.htm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1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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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制视频，并进行变速录制、美颜、滤镜、声音特效、

背景音乐设置等调整

拍照和录制(iOS) 拍照和录制(Android)

录制多段视频 多段录制(iOS) 多段录制(Android)

录制视频并缓存视频分片到本地（草稿箱） 录制草稿箱(iOS) 录制草稿箱(Android)

为录制视频添加 BGM 添加背景音乐(iOS)
添加背景音乐

(Android)

为录制视频中的人声进行变声混响 变声和混响(iOS) 变声和混响(Android)

对已录制视频进行视频裁剪、时间特效（慢动作、倒

放、重复）、滤镜特效（动感光波、暗黑幻影、灵魂分

出窍、画面分裂）、滤镜风格（唯美、粉嫩、蓝调

等）、音乐混音、动态贴纸、静态贴纸、气泡字幕等编

辑功能

视频编辑(iOS) 视频编辑(Android)

对已录制视频进行拼接 视频拼接(iOS) 视频拼接(Android)

通过 App 将本地视频上传到腾讯云点播 视频上传（iOS） 视频上传(Android)

集成超级播放器，实现视频播放功能 iOS 播放器 SDK
Android 播放器

SDK

为视频添加多种滤镜特效 类抖音特效(iOS) 类抖音特效(Android)

为视频添加大眼、瘦脸、动效贴纸、绿幕等特效功能 大眼瘦脸和挂件(iOS)
大眼瘦脸和挂件

(Android)

为视频添加/自定义贴纸和字幕 贴纸和字幕(iOS) 贴纸和字幕(Android)

合成合唱视频 视频合唱(iOS) 视频合唱(Android)

为视频选择自己的图片，添加转场动画、BGM、贴纸

等效果
图片转场(iOS) 图片转场(Android)

定制视频回调数据信息 定制视频数据(iOS)
定制视频数据

(Android)

对视频进行 AI 鉴黄，自动识别视频是否涉及色情内容 视频鉴黄

新手常见问题

接入短视频是否需要视听证?

SDK 对播放人数有限制吗？

为什么设置背景音乐无效？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936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936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2031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203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2031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2032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2031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2031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2032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2032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937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950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937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950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1553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1553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937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937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2032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2032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1350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1351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2032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2032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1837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1837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2032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2032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2033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2033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1553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17535#que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17535#que1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17535#que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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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视频编辑功能插入音乐，可以使用什么来源的音乐？

SDK 的剪辑功能，能否在微信小程序使用 ？

购买点播资源包后，为什么还是无法使用短视频 SDK？

短视频 SDK 除了 License 费用外，使用过程中还有其它费用吗？

什么是客户端视频上传？

视频上传时，最大允许上传的时长和大小有限制吗？

集成遇到异常怎么办？

目前短视频编辑支持哪种格式的背景音乐？

使用 SDK 时报找不到头文件？

正式 License 能否更改 Android 的 PackageName 和 iOS 的 BundleID?

没有 bundleid，Android 端是不是无法使用 License？

反馈与建议

使用腾讯云视立方·短视频 SDK 产品和服务中有任何问题或建议，您可以通过以下渠道反馈：

如果发现产品文档的问题，如链接、内容等，您可以单击文档页右侧文档反馈或选中存在问题的内容进行反馈。

如果遇到产品相关问题，您可咨询 在线客服 或 提交工单 寻求帮助。

说明：

更多问题，请您前往 常见问题 文档查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17535#que2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17535#que2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55046#que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55046#que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17538#que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17538#que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17534#.E9.9B.86.E6.88.90.E9.81.87.E5.88.B0.E5.BC.82.E5.B8.B8.E6.80.8E.E4.B9.88.E5.8A.9E.EF.BC.9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17537#que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17916#que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47670#que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47670#que10
https://cloud.tencent.com/act/event/Online_service?from=doc_584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550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