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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指引

接入步骤
最近更新时间：2022-05-10 10:40:30

步骤1：线上申请

1. 登录腾讯云官网。如果没有账号，请参考 账号注册教程  。  

2. 进入腾讯云 X-P2P 产品介绍页 ，单击立即申请进入 X-P2P 服务开通申请页 。  

3. 填写申请信息，单击提交申请完成线上申请。

步骤2：域名准备和配置

1. 提供一个已通过 ICP 备案的域名。 

可以到任意域名服务商申请一个经过 网站备案  的域名（供直播拉流使用），也可以使用备案过的域名新建的多

级域名。

2. 在云直播控制台添加一个播放域名。 

  进入云直播控制台 > 域名管理 ，单击添加域名，添加一个播放域名，具体操作请参见 添加自有域名 。例如：

添加域名 a1.live.qq.com  为播放域名，云直播自动生成对应的 CNAME 域名 

liveplay.a1.live.qq.com.livecdn.liveplay.myqcloud.com 。

3. 配置 CNAME  将播放域名映射到腾讯云直播自动生成的域名。 

例如： a1.live.qq.com （您提供的域名）配置 CNAME（DNS 别名）映射到 

liveplay.a1.live.qq.com.livecdn.liveplay.myqcloud.com 。

步骤3：准备 BIZID 和 APPID

获取腾讯云账号的 BIZID

BIZID 是开通直播业务后腾讯云会给每个用户分配的 ID，BIZID 默认为云直播控制台 > 域名管理 > 推流域名的四

级主机名。

例如：推流域名 99999.livepush.myqcloud.com  中 99999  为 BIZID。

获取腾讯云账号的 APPID

注意

必须使用申请者组织或个人的身份备案，不能使用云厂商备案或非申请人身份备案的域名。

备案域名服务商推荐腾讯云的 DNSPOD。 

例如：备案域名  a1.live.qq.com ，此域名与云直播的播放域名使用方法相似，主要用于拉取视

频流。

https://www.qcloud.com/document/product/378/8415?_ga=1.250256014.949558636.1606464806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x-p2p
https://cloud.tencent.com/apply/p/npwwbfakdis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ba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live/domainmanag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7/20381#step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7/19908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live/domainman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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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ID 是与账号 ID 有唯一对应关系的应用 ID，部分腾讯云产品会使用此 APPID。可在 账号信息  > 基本信息中

查看您的 APPID。

步骤4：按照对应文档接入并集成 SDK

步骤5：联调测试

根据您 步骤1  填写的联系方式，腾讯云相关人员会主动联系您，根据您提供的信息制作和发送 SDK，并辅助您完

成接入、调试、上线的全部过程。完成对接上线后腾讯云 X-P2P 项目组也会实时关注 P2P 服务的质量和状态，

为您的业务保驾护航。  

客户端类型 适用 SDK 版本

H5 SDK 对接文档 v1.8.15 以后版本（包含）

iOS SDK 对接文档 1.1.0-lts 以后版本（包含）

Android SDK 对接文档 1.1.0-lts 以后版本（包含）

Windows SDK 对接文档 v2.2.0.7 以后版本（包含）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evelope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18/5032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18/5032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18/5032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18/5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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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 SDK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08 11:41:48

概述

腾讯云 H5-P2P 直播解决方案，可帮助用户直接使用经过大规模验证的直播流媒体分发服务。用户可通过 SDK 

中简洁的接口快速同自有应用集成，实现 H5 P2P 直播功能。

运行条件

1. sdk 运行需要浏览器支持以下特性:

2. 支持的流媒体格式

Demo 示例

Media Source Extention

WEB RTC

websocket

浏览器版本要求 桌面

chrome 55+

firefox 65+

safari 11+

edge 16+

IE 不支持

说明

 您可 单击此处  查看浏览器是否支持以上特性

http-flv

集成 SDK 到播放器（flv.js）编写 loader 示例代码，请参见 此处 。

集成 SDK 到播放器（flv.js）的 Demo，请参见 为播放器编写loader 一节。

https://xp2p-1258344699.cos.ap-nanjing.myqcloud.com/demo/h5-support/index.html
https://xp2p-1258344699.cos.ap-nanjing.myqcloud.com/demo/h5_flv_p2p/index.html


X-P2P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7 共34页

准备工作

在 提交 X-P2P 开通申请  后，再联系我们的研发工程师，确保 CDN 分发域名及 domain 白名单已完成配置。

接口说明

QVBP2P

QVBP2P 是 sdk lib 名称, 可以访问到一些常量和生成 qvbp2p 实例, 如下 qvbp2p  表示 sdk 实例

构造函数

QVBP2P 构造函数

语法

参数

返回值

例子

new QVBP2P config( );

type config = 

  debug?: boolean    // true打开debug日志

  pcdnMixed: string  // 拉流域名, 邮件给出 

  partner: string  // 邮件给出

  appId: number     // 邮件给出

  bizId: string  // 邮件给出

{

;

;

;

;

;

}

sdk 实例

const  pcdnMixed  partner  domain  appId  bizId  = p2pClientConfig

const qvbp2p = new QVBP2P

     pcdnMixed

     partner

     domain

     appId

     bizId

{ , , , , } ;

({

,

,

,

,

,

https://cloud.tencent.com/apply/p/npwwbfak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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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量

QVBP2P.version

查看当前sdk版本

QVBP2P.ComEvents

SDK 会抛出的事件,客户端需监听处理

定义

例子

QVBP2P.ComCodes

QVBP2P.ComEvents.STATE_CHANGE 事件对对应多种消息, 通过此处的消息码区分处理

定义

例子

})

enum ComEvents 

  STATE_CHANGE // 目前sdk仅抛出了这一个事件, 客户需要监听这个事件,并处理对应的消息,消息码见 

QVBP2P.ComCode

{

}

见listen 和demo()

enum ComCodes 

  ROLLBACK  // 回退

  RECEIVE_BUFFER  // 接收flv chunk数据

{

,

,

}

回退说明: 当 sdk 拉流失败,播放长时间卡顿等异常情况时候, 会抛出此事件, 客户播放器此时需要使用原有方式

重新尝试拉流，不使用 P2P

见listen 和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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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QVBP2P.isSupported()

静态方法,判断当前浏览器是否支持sdk

语法

返回值

例子

listen()

向 sdk 注册监听的事件

语法

参数

QVBP2P isSupported. ()

type boolean  // true表示支持sdk

if QVBP2P isSupported  

  // 支持sdk,可以使用

( . ()) {

}

qvbp2p listen event  callback. ( , )

type event = QVBP2P ComEvents STATE_CHANGE

type callback = event: QVBP2P ComEvents STATE_CHANGE  data: CallbackData  => void

type ReceiveBufferCallbackData =  

    code: ComCodes RECEIVE_BUFFER  // 接收数据

    payload: ArrayBuffer  // flv chunk数据

type RollbackCallbackData = 

    code: ComCodes ROLLBACK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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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例子

setMediaElement()

给 sdk 传入当前的 videoElement, sdk 使用 videoElement 进行事件监控，buffer 查询.请在播放前后尽快

设置

语法

参数

返回值

例子

loadSource()

启动 sdk 拉流功能, 此时 sdk 会向 cdn 和 p2p 节点进行请求数据，并通过事件返回，此方法(不能重复调用)

type CallbackData = ReceiveBufferCallbackData | RollbackCallbackData

};

;

void

见demo

qvbp2p setMediaElement videoElement. ( )

type videoElement: HTMLVideoElement;

void

const videoEl = document getElementById 'your-video-id'

qvbp2p setMediaElement videoEl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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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

参数

返回值

例子

destroy()

中断拉流, 销毁 sdk(不能重复调用).销毁后的sdk也不能继续使用.需要重新创建 sdk 实例

语法

集成工作

1. 首先加载 sdk

2. 为播放器编写 loader / 集成 sdk 到播放器

通常H5 FLV player有不同的loader用于下载, 例如flv.js有如下loader

qvbp2p loadSource config. ( )

type config = 

  src: string  // 原始flv流的url. sdk会进行解析, 然后拼出sdk内部使用的url进行拉流

{

;

}

void

qvbp2p loadSource

  src: 'https://xxxx.xxx.xxx/live/teststrea.flv?xxxx'

. ({

})

qvbp2p destroy. ();

<script src='qvbp2p_common.js'> </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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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集成 XP2P SDK 的过程, 即为播放器编写 P2P-loader，在 loader 中对 sdk 进行生命周期管理, 并接收 sdk 

抛出的 flv 数据和事件

如下通过集成到flv.js, 来演示sdk接口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fetch-stream-loader.js

websocket-loader.js

xhr-moz-chunked-loader.js

import  BaseLoader  from './loader.js'

// QVBP2P默认挂在window上

// 不支持多实例

/**

 * 为flv js编写的p2p loader 继承了flv js Loader接口  可以将我们的p2p sdk集成到flv js

 */

class QVBP2PLoader extends BaseLoader 

    /**

     * 确定当前环境是否支持sdk

     * @returns boolean

     */

    static isSupported  

        return window QVBP2P && window QVBP2P isSupported

    

    constructor seekHander  config  

        super

        this _qvbp2p = null

        // flv.js成员,非sdk必须

        this _receivedLength = 0

        this _config = config

    

    /**

     * @public

     */

    destroy  

        this _destroyQVBP2P

        super destro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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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通过p2p sdk播放一个url

     * @public

     * @param object  dataSource

     * @param string  dataSource url

     */

    open dataSource  

        // 初始化sdk实例

        this _createQVBP2P

        // 监听sdk事件

        this _qvbp2p listen

            window QVBP2P ComEvents STATE_CHANGE

            this _onQVBP2PStateChange bind this

        

        // @todo 绑定video元素到sdk, 需要替换为客户实际的videoEl

        const videoEl = document getElementById this _config videoId

        this _qvbp2p setMediaElement videoEl

        // @todo 开始拉流, 注意对于一个sdk实例,loadSource不能重复调用

        const config = 

            src: dataSource url

        

        this _qvbp2p loadSource config

    

    /**

     * @public

     */

    abort  

        this _destroyQVBP2P

    

    /**

     * 接收sdk抛出的事件 针对不同事件类型有不同的处理

     *

     * 详细事件名称见 `QVBP2P.ComCodes`

     * @param string  event 事件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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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aram *  data

     */

    _onQVBP2PStateChange event  data  

        const  ComCodes  = window QVBP2P

        const  code  = data

        switch code  

            case ComCodes RECEIVE_BUFFER:

                this _receiveBuffer_need_to_implement data payload

                break

            case ComCodes ROLLBACK:

                this _rollback_need_to_implement

                break

            default:

                break

        

    

    /**

     * 接收sdk下载回来的flv chunk数据  送给播放器

     *

     * @todo 此处需要客户根据播放器情况自行实现

     *

     * @param ArrayBuffer  chunk flv chunk

     */

    _receiveBuffer_need_to_implement chunk  

        const byteStart = this _receivedLength

        this _receivedLength += chunk byteLength

        if this _onDataArrival  

            this _onDataArrival chunk  byteStart  this _receivedLength

        

    

    /**

     * 当sdk发生错误或不能继续播放时  会抛出此事件  需要客户使用原来的flv流程重新播放

     *

     * @todo 此处需要客户根据播放器情况自行实现

     */

    _rollback_need_to_implement  

        window player loadWithoutQVBP2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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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创建sdk实例

     */

    _createQVBP2P  

        if this _qvbp2p  

            this _destroyQVBP2P

        

        // 随邮件提供 @todo

        const  pcdnMixed  partner  domain  appId  bizId  = window p2pClientConfig

        this _qvbp2p = new window QVBP2P

            // 内部调试用 start

            debug: true

            xStreamId: this _config xStreamId

            // end

            pcdnMixed

            partner

            domain

            appId

            bizId

        

        window qvbp2p = this _qvbp2p

    

    /**

     * 销毁sdk实例

     */

    _destroyQVBP2P  

        if this _qvbp2p  

            this _qvbp2p destroy

            this _qvbp2p = null

            window qvbp2p = null

        

    

window QVBP2PLoader = QVBP2PLoader

export default QVBP2PLoade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P2P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6 共34页

3. 开发注意事项

需重点关注示例中 todo ,需要您来实现

如果 sdk 触发回退的话, 请自行控制回退后的播放不再使用 p2p sdk

qvbp2p 实例一次性使用， qvbp2p.loadSource()  和 qvbp2p.destroy()  不能重复调用, 如需要再次播

放, 请重新创建 qvbp2p 实例

每次使用 qvbp2p 实例播放前, 请确保上一个 qvbp2p实例 已经调用 qvbp2p.destroy()  (如下场景需要: 

切换线路,切换清晰度,回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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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 SDK

接入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2-05-31 10:50:30

腾讯云 X-P2P 解决方案，可帮助用户直接使用经过大规模验证的直播、点播、文件分发服务，通过经商用验证的 

P2P 服务大幅节省带宽成本，提供更优质的用户体验。开发者可通过 SDK 中简洁的接口快速同自有应用集成，实

现 iOS 设备上的 P2P 加速功能。

传统 CDN 加速服务中，客户端向 CDN 发送 HTTP 请求获取数据。在腾讯云 X-P2P 服务中，SDK 可以视为下

载代理模块，客户端应用将 HTTP 请求发送至 SDK，SDK 从 CDN 或其他 P2P 节点获取数据，并将数据返回至

上层应用。SDK 通过互相分享数据降低 CDN 流量，并通过 CDN 的参与，确保了下载的可靠性。

支持的架构

当前 iOS SDK 支持如下 ABI 架构：

集成 SDK

通过 CocoaPods 集成

1. 在项目根目录创建 Podfile 文件。

2. 在 Terminal 中执行以下命令。

说明

 SDK 支持多实例，即支持同时开启多个直播 P2P。

armv7

armv7s

arm64

x86

x86_64

platform :ios, '9.0'

target 'RTMPiOSDemo' do #这里需要修改成自己的target工程

  use_frameworks!

  pod 'xnet', :git =>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xnet-ios-sdk.git', :tag => "release-

lastest"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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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是更新版本请执行：

3. 打开 workspace：

通过 framework 集成

1. 拷贝 X-P2P 团队提供的 xnet.framework 。

2. 直接通过 Xode -> General -> "Framework, Libraries, and Embedded Content"  添加 

xnet.framework 。

配置应用

腾讯云对接人员会提供 iOS 项目的 Bundle identifier，并索取 App ID 、 App Key 、 App Secret Key

，如以下形式：

接入步骤

1. 解压 TencentXP2P.zip  文件得到 TencentXP2P.framework ，并在项目中引用。

2. 在 App 启动时初始化 XP2PModule ，并随后初始化 P2P SDK。

pod install

pod update

open RTMPiOSDemo.xcworkspace #您需要打开自己的xcworkspace

Bundle identifier：com.qcloud.helloworld

NSString *appID = @"your_appID"

NSString *key = @"your_key"

NSString *secret = @"your_secret"

;

;

;

    // Example: 程序的入口AppDelegate.m

    #import "AppDelegate.h"

    #import <TencentXP2P/TencentXP2P.h>

    @implementation AppDelegate

    - (BOOL)application:(UIApplication *)application didFinishLaunchingWithOptions:

(NSDictionary *)launchOptions

    {

        // do something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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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载一个频道。

卸载一个频道。

        //下面的接口调用可以开启SDK log的打印，不调用该接口，log打印默认不开启

        [XNet enableDebug]

        NSString *appID = @"your app id";

        NSString *key = @"your app key";

        NSString *secret = @"your app secret";

        bool ok = [XNet initWith:appID appKey:key appSecretKey:secret];

        return YES;

    }

    - (void)onLogPrint:(NSString*)msg {

        //这里能够收到SDK输出的日志

    }

    @end

 - (int)startPlay:(NSString*)url

 {

     // 将resource之前的 域名/路径 内容替换为 [XP2PModule host] 即可，例如

     // 原先是，http://example.cdn.com/live/streamid.flv?token=xxx

     // 转换成，http://127.0.0.1:16080/live.p2p.com/example.cdn.com/live/streamid.flv?

token=xxx

     NSString* p2pUrl = [url stringByReplacingOccurrencesOfString:@"http://" withString:

                             [XNet proxyOf:@"live.p2p.com"]];

     NSString *codecID = @"_h265";

     NSString *stremaid = [[url lastPathComponent] stringByDeletingPathExtension];

     NSString *xresid = [NSString stringWithFormat:@"%@_%@", stremaid, codecID];

     NSString* param = [NSString stringWithFormat:@"?xresid=%@", xresid];

     p2pUrl = [p2pUrl stringByAppendingString:param];

     // 直接播放此url即可

     [_player startPlay:p2pUrl];

     return EXIT_SUCC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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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恢复前台显示时，必须调用 resume。否则在播放器暂停阶段 iOS 会关闭链接，此时向代理发起请求，会收到

类似502的错误。

注意事项

以上是一个播放器使用 P2P 的基本调用，完成上述调用后您就可以使用 P2P 为播放器提供服务了，但一个更加完

善的客户端还需要做以下工作：

这些设置您需要以 HTTP 请求的方式告知 SDK 代理服务，调用 API 请参见 API 说明 。

 - (int)stopPlay

 {

     // 播放器链接断开以后 SDK内部会自动释放频道相关的资源, 直接关闭播放器即可

     [_player stopPlay];

     return EXIT_SUCCESS;

 }

bool ok = [XNet resume];

统计流量，获取 SDK 运行过程中的 P2P 流量和 CDN 流量。

监听网络变化，在移动网络显示 P2P 上传，WIFI 网络开启 P2P 上传（默认开启）。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18/50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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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15 16:03:42

SDK 接口除初始化接口，其余接口均由 HTTP 实现，请求格式为：

其中 ${host}  为本地代理服务器，通过 XNet.HTTP_PROXY  获取。

统计

接口说明

请求参数

返回参数

其中，返回码 200 返回的 JSON 内容，格式详细说明如下：

http:://${host}/${func}?${param}

描述：请求对应频道的统计数据

方法：GET

路径： /stat?xresid=${resource}

参数名称 必选 类型 说明

xresid 是 string 默认为 URL 中的 resource，否则为频道请求中的 xresi

返回码 说明

200 查询成功

404 查询失败，频道不存在

参数名称 类型 说明

flow.p2pBytes num 对应频道 P2P 流量

flow.cdnBytes num 对应频道 CDN 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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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设置上下行

接口说明

请求参数

返回参数

返回的 JSON 内容，格式说明如下：

请求示例：

http://127.0.0.1:16080/live.p2p.com/stat?xresid=${yourURL}

注意

 xresid 即 http://127.0.0.1:16080/live.p2p.com/resoruce.ext  中的 resource。

返回示例：

"{"flow":{"p2pBytes":0,"cdnBytes":0}}"

描述：请求设置 P2P 上行与下行，0为关闭，1为开启

方法：GET

路径： /feature?download=${0or1}&upload=${0or1}

参数名称 必选 类型 说明

download 是 num 0为关闭；1为开启（默认值）

upload 是 num 0为关闭；1为开启（默认值）

参数名称 必选 类型 说明

ret 是 num 0为正常

msg 是 string 相关信息，调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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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upload 是 bool 1为开启，0为关闭

download 是 bool 1为开启，0为关闭

请求示例：

http://127.0.0.1:16080/live.p2p.com/feature?download=1&upload=0

说明

 一般情况下移动网络需要关闭上传。

返回示例：

"{"ret":0, "msg":"ok", "download":0,"uploa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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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SDK

接入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1-06-18 10:26:51

腾讯云 X-P2P 解决方案，可帮助用户直接使用经过大规模验证的直播、点播、文件分发服务，通过经商用验证的 

P2P 服务大幅节省带宽成本，提供更优质的用户体验。开发者可通过 SDK 中简洁的接口快速同自有应用集成，实

现 Android 设备上的 P2P 加速功能。

传统 CDN 加速服务中，客户端向 CDN 发送 HTTP 请求获取数据。在腾讯云 X-P2P 服务中，SDK 可以视为下

载代理模块，客户端应用将 HTTP 请求发送至 SDK，SDK 从 CDN 或其他 P2P 节点获取数据，并将数据返回至

上层应用。SDK 通过互相分享数据降低 CDN 流量，并通过 CDN 的参与，确保了下载的可靠性。

支持的架构

当前 Android SDK 支持如下 ABI 架构：

添加依赖

通过 bintray 获取最新的 gradle 组件包：

混淆配置

由于 native 层代码需要反射调回 java，需要确保 SDK 内的代码都不被混淆，请在 proguard 中添加以下配置：

接入步骤

说明

 SDK 支持多实例，即支持同时开启多个不同资源的直播 P2P。

armeabi-v7a

arm64-v8a

x86

x86_64

implementation 'com.tencent.qcloud:xnet:release-lastest'

-keep public class com.tencent.qcloud.**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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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初始化

在 App 启动时初始化 XP2PModule ，并随后初始化 P2P SDK。

步骤2：接入直播 Live

直播播放控制 P2P（start/stop），操作如下：

1. 启动直播 P2P：

// 初始化appId等关键客户信息

final String APP_ID = "$your_app_id"

final String APP_KEY = "$your_app_key"

final String APP_SECRET = "$your_app_secret"

@Override

protected void onCreate Bundle savedInstanceState  

    super onCreate savedInstanceState

    // 返回值ok可用于统计p2p成功与失败

    // 无论成功与失败，都可以使用XNet.proxyOf与XNet.proxyOf

    // 失败时，XNet.proxyOf是""

    // 成功时，XNet.proxyOf是127.0.0.1:16080/${domain}

    bool ok = XNet create this  APP_ID  APP_KEY  APP_SECRET

    //开启调试日志(发布可关闭)

    XNet enableDebug

;

;

;

( ) {

. ( );

. ( , , , );

. ();

}

// 例如：http://domain/path/to/resource.flv?params=xxx

// 变成：http://{XNet.proxyOf(domain)}/path/to/resource.flv?params=xxx

// 要改的仅仅是在://后插入XNET.proxyOf

    String codecID = "_h265"

    String streamID = url substring url lastIndexOf "/"  + 1

    streamID = streamID substring 0  streamID indexOf "."

    String xResID = streamID + codecID

    String param =   "?xresid=" + xResID  //该参数标识P2P资源

    String p2pURl = url replace "http://"  XNet proxyOf "live.p2p.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X-P2P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6 共34页

2. 由于后台监听限制的问题，resume 的情况下需要调用 resume 接口。

    p2pURl += param

// 通过获取的url, 播放器直接执行请求

    mediaPlayer setDataSource context  Uri parse p2pUrl  headers

    mediaPlayer prepareAsync

    // 相关资源随着http请求关闭直接释放，无需再做任何处理

    //注意：该http请求可能会返回302

;

. ( , . ( ), );

. ();

 // 返回值ok代表着是否恢复成功

 bool ok = XNet resu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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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2-01-18 15:29:37

SDK 接口除初始化接口，其余接口均由 HTTP 实现，请求格式为：

统计

接口描述

请求参数

返回参数

其中，返回码 200 返回的 JSON 内容，格式详细说明如下：

http:://${XNet.proxyOf}${func}?${param}

注意

 在初始化返回值为 false 或 XNet.proxyOf  时，意味着没有成功使用 P2P 播放视频，不应再向其发起 

HTTP 请求，否则会遇到502等错误，也可作为没有成功使用 P2P 播放器的标志。

描述：请求对应频道的统计数据

方法：GET

路径： /stat?xresid=${resource}

参数名称 必选 类型 说明

xresid 是 string 默认为 URL 中的 resource，否则为频道请求中的 xre

返回码 说明

200 查询成功

404 查询失败，频道不存在

参数名称 类型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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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设置上下行

接口描述

请求参数

返回参数

返回的 JSON 内容，格式说明如下：

flow.p2pBytes num 对应频道 P2P 流量

flow.cdnBytes num 对应频道 CDN 流量

请求示例

  http://127.0.0.1:16080/live.p2p.com/stat?xresid=${yourURL}

说明

 xresid 默认为  http://127.0.0.1:16080/live.p2p.com/streamId.flv  中的 streamId ，或用

户在播放时主动指定直播流资源唯一的 ID。

返回示例

  "{"flow":{"p2pBytes":0,"cdnBytes":0}}"

描述：请求设置 P2P 上行与下行，0为关闭，1为开启

方法：GET

路径： /feature?download=${0or1}&upload=${0or1}

参数名称 必选 类型 说明

download 是 num 0为关闭，1为开启（默认值）

upload 是 num 0为关闭，1为开启（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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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参数名称 必选 类型 说明

ret 是 num 0为正常

msg 是 string 相关信息，调试使用

upload 是 bool 1为开启，0为关闭

download 是 bool 1为开启，0为关闭

请求样例：

http://127.0.0.1:16080/live.p2p.com/feature?download=1&upload=0

说明

 一般情况下移动网络需要关闭上传。

返回样例：

  "{"ret":0, "msg":"ok", "download":0,"uploa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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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SDK

接入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1-06-18 10:26:28

腾讯云 X-P2P 直播解决方案，可帮助用户直接使用经过大规模验证的直播流媒体分发服务。用户可通过 SDK 中

简洁的接口快速同自有应用集成，实现 Windows  客户端的 P2P 直播功能。

准备工作

集成工作

1. 初始化日志（可选）：

2. 然后设置一些 SDK 的属性，如包名、版本、appId 等，初始化 SDK。

3. 构造并播放 p2pUrl。

在 提交 X-P2P 开通申请  后，再联系我们的研发工程师，确保 CDN 分发域名及 domain 白名单已完成配

置。

确保您已在开发者中心上注册帐号并创建应用，创建应用时要写对包名。应用创建成功后获得一对有效的 

Access ID 、 Key 、 Secret 。

说明

如果我们已向您提供，可忽略该步骤。

XP2PService::enableFileLog "log"  1024 * 1024  5( , , );

XP2PService::init appId  appKey  secretKey  package( , , , );

原始 URL： http://domain/path/to/resource.flv?params=xxx

构造 URL：

XP2PService::host()/live.p2p.com/domain/path/to/resource.flv?

params=xxx&xresid=xxx&xhost=xxx

注意

由于客户情况不一样，可以咨询我们的工程师，了解如何构造 p2pUrl。

请保持和其他客户端一致，否则各端之间无法进行 P2P。

https://cloud.tencent.com/apply/p/npwwbfak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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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std::string url = "http://domain/path/to/resource.flv?params=xxx"

std::string streamID = url substr url find_last_of "/" +1

streamID = streamID substr 0  streamID find "."

std::string xResID = streamID  //该参数标识P2P资源，需要保证唯一

std::string param = "&xresid=" + xResID + "&xhost=txtest-xp2p.p2p.huya.com"

std::string p2pURl = url replace 0  url find "://" +std::string "://" length  

XP2PService::host +"/live.p2p.com/"

p2pURl += param

// 使用您的播放器播放此url

player play p2pUrl

// 相关资源随着http请求关闭直接释放，无需再做任何处理

// 注意：该http请求可能会返回30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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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1-09-08 14:15:03

SDK 接口除初始化接口，其余接口均由 HTTP 实现，请求格式为：

其中 http://${host}:${port}  为本地代理服务器（即 XP2PService::host() ）。

统计

接口描述

请求参数

返回参数

其中，返回码 200 返回的 JSON 内容，格式详细说明如下：

http:://${host}:${port}/${func}?${param}

描述：请求对应频道的统计数据

方法：GET

路径： /stat?xresid=${yourUrl}

参数名称 必选 类型 说明

xresid 是 string 默认为 URL 中的 resource，如果有 xresid，则用 xresid，否则

返回码 说明

200 查询成功

404 查询失败，频道不存在

参数名称 类型 说明

flow.p2pBy

tes
num 对应频道 P2P 流量

flow.cdnBy num 对应频道 CDN 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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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设置上下行

接口描述

请求参数

返回参数

返回的 JSON 内容，格式说明如下：

tes

请求示例：

http://127.0.0.1:16080/live.p2p.com/stat?xresid=${yourURL}

说明

 xresid 即 http://127.0.0.1:16080/live.p2p.com/resoruce.ext  中的 resource。

返回示例：

  "{"flow":{"p2pBytes":0,"cdnBytes":0}}"

描述：请求设置 P2P 上行与下行，0为开启，1为关闭

方法：GET

路径： /feature?download=${0or1}&upload=${0or1}

参数名称 必选 类型 说明

download 是 num 0为关闭；1为开启（默认值）

upload 是 num 0为关闭；1为开启（默认值

参数名称 必选 类型 说明

ret 是 num 0为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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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msg 是 string 相关信息, 调试使用

upload 是 bool true 为开启，false 为关闭

download 是 bool true 为开启，false 为关闭

请求示例：

http://127.0.0.1:16080/live.p2p.com/feature?download=1&upload=0

说明

  一般情况下移动网络可以关闭上传。

返回示例：

  "{"ret":0, "msg":"ok", "download":0,"uploa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