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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录制

code TXRecordCommon 中对应常量 含义说明

-1 START_RECORD_ERR_IS_IN_RECORDING
开始录制时存在未完成

的任务

-2 START_RECORD_ERR_VIDEO_PATH_IS_EMPTY
开始录制时视频文件路

径为空

-3 START_RECORD_ERR_API_IS_LOWER_THAN_18 版本小于18

-4 START_RECORD_ERR_NOT_INIT
开始录制时还未初始化

结束

-5 START_RECORD_ERR_LICENCE_VERIFICATION_FAILED License 校验失败

-1 RECORD_RESULT_FAILED 录制失败

短视频编辑

code
TXVideoEditConstants

中对应常量
含义说明

-100001 ERR_SOURCE_NO_FOUND 通过 setVideoPath 传入的源视频文件找不到

-100002 ERR_SOURCE_DAMAGED 通过 setVideoPath 传入的源视频文件已被损坏

-100003 ERR_SOURCE_NO_TRACK
解封装（把合成的视频文件中的视频、音频提取处不同的

格式文件）目前不支持的视频格式

短视频上传

SDK 错误码

短视频上传 SDK 通过 TXRecordCommon.ITXVideoPublishListener 接口来监听短视频发布相关的状态。

因此，可以利用 TXRecordCommon.TXPublishResult 中的 retCode 来确认视频发布的情况。

技术支持

错误码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1-07-28 16: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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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事件定义 含义说明code 事件定义 含义说明

0 NO_ERROR 发布成功

1001 ERR_UGC_REQUEST_FAILED 请求上传失败

1002 ERR_UGC_PARSE_FAILED 请求信息解析失败

1003 ERR_UPLOAD_VIDEO_FAILED 上传视频失败

1004 ERR_UPLOAD_COVER_FAILED 上传封面失败

1005 ERR_UGC_FINISH_REQUEST_FAILED 结束上传请求失败

1006 ERR_UGC_FINISH_RESPONSE_FAILED 结束上传响应错误

1007 ERR_USER_CANCEL 用户取消发布操作

1007 ERR_CLIENT_BUSY 客户端正忙(对象无法处理更多请求)

1008 ERR_FILE_NOEXIT 上传文件不存在

1009 ERR_UGC_PUBLISHING 视频正在上传中

1010 ERR_UGC_INVALID_PARAM 上传参数设置有误

1011 ERR_UGC_INVALID_SECRETID
视频上传 secretID 错误，已经废弃，不会

抛出

1012 ERR_UGC_INVALID_SIGNATURE 视频上传 signature 错误

1013 ERR_UGC_INVALID_VIDOPATH 视频文件的路径错误

1014 ERR_UGC_INVALID_VIDEO_FILE 当前路径下视频文件不存在

1015 ERR_UGC_FILE_NAME 视频上传文件名太长或含有特殊字符

1016 ERR_UGC_INVALID_COVER_PATH 视频文件封面路径不对，文件不存在

服务器错误码

说明：

1003、1004 错误码，请结合返回的 errMsg 错误信息进行排查，COS 相关异常信息请参见 COS 异常

处理。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34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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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无法从 SDK 错误码中诊断出视频发布的结果，可以查询以下服务器返回的错误码，这些错误码可以在 Log

信息中找到。

错误码 含义

0 发布成功

-20001 秒传成功

-20002 任务取消

-20003 任务暂停

-20004 文件不存在

-20007 服务器回包为空

-20008 请求超时

-20009 appid 为空

-20010 bucket 为空

-20011 COS 远程路径为空

-20012 COS 目录中含有保留字符

-20013 dest_fileId 为空

-20014 bucket_authority 为空

-21001 Out Of Memory

-22000 IO 异常

-25000 其他错误，如需处理请联系腾讯商务人员或者 提交工单，联系电话：4009100100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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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客户的反馈，我们精心准备了一些常见问题答疑，后续会不断更新，希望能帮您解决产品功能的疑问。

SDK 支持的系统版本？

iOS：手机8.0以上系统，Xcode 9 或更高版本，OS X 10.10或更高版本。

Android：手机4.0.3（API 15）及以上系统，注意只有（Android 4.3）API 18 以上的系统才能开启硬件编

码。

是否支持 X86？

iOS：支持。

Android：不支持。

SDK 录制是否支持防抖？

不支持。

老版本的 SDK 是否存在（例如3.9之类的）?

不存在，建议您使用最新版本。

接入短视频是否需要视听证?

不需要。

Demo 和小视频里面的 BGM 客户是否可以使用？

不可以，Demo 和小视频里面的 BGM 仅用于功能展示用，如果您用于商业 App，会存在法律风险。

视频录制和编辑是否支持转 GIF？

不支持，您可以根据我们 SDK 接口（TXVideoEditer > TXVideoInfoReader > getSampleImages）获

取视频采样图列表，然后自行生成 GIF。

是否支持拍照功能？

支持，您可以在录制 API 里面调用拍照接口拍照（TXUGCRecord > snapshot）。

SDK 生成的视频是否可以直接上传到非腾讯云平台（例如微信公众号）？

SDK 生成的视频可以上传到腾讯云的点播服务器，Demo 里面也有对应的源码参考，如果您要上传到其他平台，

请自行查看其他平台的上传要求。

功能答疑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19 15:3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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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支持小程序？

不支持。

是否支持大眼瘦脸？

不支持，但可通过腾讯特效 SDK 额外集成智能美颜、特效滤镜、动态贴纸、AI 抠图、美妆等能力，详细情况参见

腾讯特效 SDK。

SDK 怎么获取视频信息（如宽高之类的）？

TXVideoEditer > TXVideoInfoReader > getVideoInfo

视频编辑是否支持在视频任意位置插入图片？

不支持。

SDK 解压的密钥是什么？

精简版和基础版 SDK 是没有解压密钥的。

Demo 体验只有基础美颜功能吗？

体验 Demo 中仅支持基础美颜功能，若您需体验大眼等其他特效需要额外购买。

SDK 对播放人数有限制吗？

不限制播放人数。

是否可接入使用第三方美颜？

短视频 SDK 不支持接入第三方美颜。

可通过腾讯特效 SDK 额外集成智能美颜、特效滤镜、动态贴纸、AI 抠图、美妆等能力，详细情况参见 腾讯特效

SDK。

是否支持背景音乐功能？

支持，可选择自带声音文件或用户手机本地的 MP3 作为背景音，同时支持背景音乐的裁剪和设置音量大小。

为什么设置背景音乐无效？

精简版不支持设置背景音乐文件功能，建议查看当前集成版本。

若您当前 SDK 是以精简版为基础进行升级，请检查当前 SDK 包是否还是精简版。

请检查当前 License 是与精简版 License 包名相同。若相同，请 提交工单 联系人员进行处理。

使用视频编辑功能插入音乐，可以使用什么来源的音乐？

短视频这边的音乐是需要您在代码中进行添加的，目前这边没有提供的音乐库供您使用，您可自行选择音乐路径。

更多详情，请参见 添加背景音乐。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x-magic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x-magic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2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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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可以在精简版的基础上试用拍照功能？

支持在腾讯云短视频 SDK 内集成使用的拍照组件，可以集成在短视频 SDK 内使用。

是否支持自定义动态贴纸？怎么实现？

支持，通过 SDK 源代码使用，详情请参见 贴纸和字幕(iOS)。

是否支持滤镜？

短视频 SDK 支持滤镜特效和视频剪辑功能，详情请参见 类抖音特效、SDK 集成(XCode)。

SDK 的剪辑功能，能否在微信小程序使用 ？

不支持在微信小程序中集成使用。

是否支持背景墙？

短视频 SDK 支持高级美颜功能，其中的绿幕功能即可设置图片背景，详情请参见 大眼瘦脸和挂件(Android)。

是否支持使用体验 Demo 集成高级美颜功能？

Demo 仅供体验，若需在此基础上集成高级美颜功能，需先开通此功能。

是否支持 H5 接入？

不支持。

是否支持 Flutter 版本集成？

不支持。

SDK 有没有道具编辑器？

不支持。

SDK 是单线程上传，还是多线程上传？

短视频 SDK 支持多线程上传。

SDK 播放界面是否支持设置圆角？

暂时不支持，目前播放器界面需要业务侧进行 UI 设计。

SDK 支持云闪付小程序吗？

短视频 SDK 只支持 Android 和 iOS 端，不能用于小程序。

是否支持降噪？

目前短视频 SDK 不支持降噪功能。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2032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2032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11638#.E6.AD.A5.E9.AA.A42.EF.BC.9A.E4.BD.BF.E7.94.A8-ugcki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13510#4.-.E7.BB.BF.E5.B9.95.E5.8A.9F.E8.83.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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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支持视频转场功能？

暂不支持视频转场功能。目前只支持图片转场，相关文档请参见 图片转场特效。

是否支持对图片进行滤镜操作？

不支持对图片进行处理，仅支持对视频进行处理，相关文档请参见 类抖音特效(iOS)。

如何使用播放器？

短视频播放器主类为 SuperPlayerView，创建后即可播放视频。使用详情请参见：

iOS 使用播放器

Android 使用播放器

是否支持视频编辑？

短视频 SDK 视频编辑包括视频裁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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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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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泡字幕等功能。

具体详情您可以参考以下文档：

视频编辑(iOS)

视频编辑(Android)

短视频 SDK 中的美颜特效素材需要自己设计吗？

不需您自行设计，您在完成购买 美颜特效素材 后，可在我们提供的美艳特效素材库中挑选您需使用的素材。若您需

要自行定制，可联系商务沟通申请。

是否支持视频拼接？

短视频 SDK 基础版以上都是支持视频拼接的，具体详情请参见：

视频拼接(iOS)

视频拼接(Android)

如何接入 AI 鉴黄？

短视频 SDK 接入 AI 鉴定可参见 AI 鉴定接入示例。

是否支持自动对焦和手动对焦一起使用？

短视频录制不支持自动对焦和手动对焦一起使用，默认自动对焦。

如何获得某个短视频的播放量数据？

可以通过以下方法：

进入 云点播控制台 > 数据分析进行查询，相关文档请参见 数据分析。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2031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2032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9372#.E4.BD.BF.E7.94.A8.E6.92.AD.E6.94.BE.E5.99.A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9373#.E4.BD.BF.E7.94.A8.E6.92.AD.E6.94.BE.E5.99.A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937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950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936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937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950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15536#ai-.E9.89.B4.E5.AE.9A.E6.8E.A5.E5.85.A5.E7.A4.BA.E4.BE.8B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analysi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3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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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查询点播 CDN 用量数据接口 获取。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82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