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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版文档

实现云端录制与回放（旧）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27 14:19:10

在远程教育、秀场直播、视频会议、远程定损、金融双录、在线医疗等应用场景中，考虑取证、质检、审核、存档和回放等需求，常需要将整个视频

通话或互动直播过程录制和存储下来。

TRTC 的云端录制，可以将房间中的每一个用户的音视频流都录制成一个独立的文件：

也可以将房间中的多路音视频先进行 云端混流 ，再将混合后的音视频流录制成一个文件： 

适用场景

注意：

本篇云端录制功能说明仅适用于当前应用（sdkappid）的云端录制功能为旧版云端录制功能时（ 如何区分新、旧版云端录制功能 ），若您

应用的云端录制功能为新版时，请参考 新版云端录制 发起云端录制功能，关于 如何区分应用的云端录制类型 。

控制台指引

开通录制服务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1682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50768#old_recor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7649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50768#195375b4-7602-47e9-ab8c-8e6a4a61f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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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实时音视频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选择 应用管理 。

2. 单击目标应用所在行的功能配置，进入功能配置页卡。如果您还没有创建过应用，可以单击创建应用，填写应用名称，单击确定创建一个新的应

用。

3. 单击启用云端录制右侧的 ，会弹出云端录制的设置页面。

TRTC 的云端录制服务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录制形式：“全局自动录制”和“指定用户录制”： 

云端录制支持 HLS、MP4、FLV 和 AAC 四种不同的文件格式，我们以表格的形式列出四种不同格式的差异和适用场景，您可以结合自身业务的需

要进行选择：

选择录制形式

全局自动录制

每一个 TRTC 房间中的每个用户的音视频上行流都会被自动录制下来，录制任务的启动和停止都是自动的，不需要您额外操心，比较简单和易

用。具体的使用方法请阅读 方案一：全局自动录制 。

指定用户录制

您可以指定只录制一部分用户的音视频流，这需要您通过客户端的 SDK API 或者服务端的 REST API 进行控制，需要额外的开发工作量。具体

的使用方法请阅读 方案二：指定用户录制（SDK API）  和 方案三：指定用户录制（REST API） 。

选择文件格式

参数 参数说明

文件类型

支持以下文件类型：

HLS：该文件类型支持绝大多数浏览器在线播放，适合视频回放场景。选择该文件类型时，支持断点续录

且不限制单个文件最大时长。

FLV：该文件类型不支持在浏览器在线播放，但该格式简单容错性好。如果无需将录制文件存储在云点播平

台，可以选择该文件类型，录制完成后立刻下载录制文件并删除源文件。

MP4：该文件类型支持在 Web 浏览器在线播放，但此格式容错率差，视频通话过程中的任何丢包都会影

响最终文件的播放质量。

AAC：如果只需录制音频，可以选择该文件类型。

单个文件的最大时长（分

钟）

根据实际业务需求设置单个视频文件的最大时长限制，超过长度限制后系统将会自动拆分视频文件。单位为

分钟，取值范围1 - 120。

当文件类型设置为HLS时，不限制单个文件的最大时长，即该参数无效。

文件保存时长（天）
根据实际业务需求设置视频文件存储在云点播平台的天数。单位为天，取值范围0 - 1500，到期后文件将被点

播平台自动删除且无法找回， 0表示永久存储。

续录超时时长（秒）

默认情况下，若通话（或直播）过程因网络波动或其他原因被打断，录制文件会被切断成多个文件。

如果需要实现“一次通话（或直播）只产生一个回放链接”，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设置续录超时时长，当打断

间隔不超过设定的续录超时时长时，一次通话（或直播）只会生成一个文件，但需要等待续录时间超时后才

能收到录制文件。

单位为秒，取值范围1 - 1800，0表示断点后不续录。

说明

HLS 支持最长三十分钟的续录，可以做到“一堂课只产生一个回放链接”，且支持绝大多数浏览器的在线观看，非常适合在线教育场景中的

视频回放场景。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rtc/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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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TC 云端录制文件会默认存储于腾讯云点播服务上，如果您的项目中多个业务公用一个腾讯云点播账号，可能会有录制文件隔离的需求。您可以通

过腾讯云点播的“子应用”能力，将 TRTC 的录制文件与其他业务区分开。

TRTC 提供了三种云端录制的控制方案，分别是 全局自动录制 、 指定用户录制（由 SDK API 控制）  和 指定用户录制（由 REST API 控制） 。

对于其中的每一种方案，我们都会详细介绍：

选择存储位置

什么是点播主应用和子应用？

主应用和子应用是云点播上的一种资源划分的方式。主应用相当于云点播的主账号，子应用可以创建多个，每一个子应用相当于主账号下面的一个

子账号，拥有独立的资源管理，存储区域可以跟其他的子应用相互隔离。

如何开启点播服务的子应用？

您可以根据文档 “如何开启点播子应用”  添加新的子应用，这一步需要您跳转到 点播控制台  中进行操作。

设置录制回调

录制回调地址：

如果您需要实时接收到新文件的 落地通知 ，可在此处填写您的服务器上用于接收录制文件的回调地址，该地址需符合 HTTP（或 HTTPS）协

议。当新的录制文件生成后，腾讯云会通过该地址向您的服务器发送通知。

录制回调密钥：

回调密钥用于在接收回调事件时生成签名鉴权，该密钥需由大小写字母及数字组成，且不得超过32个字符。相关使用请参见 录制事件参数说明 。 

说明

 详细的录制回调接收和解读方案请参考文档后半部分的： 接收录制文件 。

录制控制方案

如何在控制台中设定使用该方案？

如何开始录制任务？

如何结束录制任务？

如何将房间中的多路画面混合成一路？

录制下来的文件会以什么格式命名？

支持该种方案的平台有哪些？

方案一：全局自动录制

控制台中的设定

要使用该种录制方案，请在控制台中 选择录制形式  时，设定为“全局自动录制”。

录制任务的开始

TRTC 房间中的每一个用户的音视频流都会被自动录制成文件，无需您的额外操作。

录制任务的结束

自动停止。即每个主播在停止音视频上行后，该主播的云端录制即会自行停止。如果您在 选择文件格式  时设置了“续录时间”，则需要等待续录

时间超时后才能收到录制文件。

多路画面的混合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574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7/47026#.E5.BD.95.E5.88.B6.E4.BA.8B.E4.BB.B6.E5.8F.82.E6.95.B0.E8.AF.B4.E6.98.8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16823#callback


实时音视频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7 共25页

通过调用 TRTC SDK 提供的一些 API 接口和参数，即可实现云端混流、云端录制和旁路直播三个功能：

全局自动录制模式下的云端混流有两种方案，即“服务端 REST API 方案” 和 “客户端 SDK API 方案”，两套方案请勿混合使用：

服务端 REST API 混流方案 ：需要由您的服务器发起 API 调用，不受客户端平台版本的限制。

客户端 SDK API 混流方案 ：可以直接在客户端发起混流，目前支持 iOS、Android、Windows、Mac 、Web 等平台，暂不支持微信小

程序。

录制文件的命名

如果主播在进房时指定了 userDefineRecordId  参数，则录制文件会以 userDefineRecordId_streamType_开始时间_结束时间  来命名

（streamType 有 main 和 aux 两个取值，main 代表主路，aux 代表辅路，辅路通常被用作屏幕分享）；

如果主播在进房时没有指定 userDefineRecordId  参数，但指定了 streamId  参数，则录制文件会以 streamId_开始时间_结束时间  来

命名；

如果主播在进房时既没有指定 userDefineRecordId  参数，也没有指定 streamId  参数，则录制文件会以 

sdkappid_roomid_userid_streamType_开始时间_结束时间  来命名（streamType 有 main 和 aux 两个取值，main 代表主路，aux 

代表辅路，辅路通常被用作屏幕分享）。

已经支持的平台

由您的服务端控制，不受客户端平台限制。

方案二：指定用户录制（SDK API）

云端能力 如何开始？ 如何停止？

云端录制
进房时指定参数 TRTCParams  中的 

userDefineRecordId  字段
主播退房时自动停止

云端混流
调用 SDK API  setMixTranscodingConfig()  启动

云端混流

发起混流的主播退房后，混流会自动停止，或中途调用 

setMixTranscodingConfig()  并将参数设置为 null/nil  手

动停止

旁路直播 进房时指定参数 TRTCParams  中的 streamId  字段 主播退房时自动停止

控制台中的设定

要使用该种录制方案，请在控制台中 选择录制形式  时，设定为“指定用户录制”。

录制任务的开始

主播在进房时指定进房参数 TRTCParams  中的 userDefineRecordId  字段，之后该主播的上行音视频数据即会被云端录制下来，不指定该

参数的主播不会触发录制任务。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RTCCloudDef__ios.html#adacd59ca3b1e9e5e6205a0a131a808c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RTCCloudDef__ios.html#adacd59ca3b1e9e5e6205a0a131a808c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RTCCloudDef__ios.html#a207ce719c22c89014a61d34af3e1e167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RTCCloudDef__ios.html#adacd59ca3b1e9e5e6205a0a131a808c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RTCCloudDef__ios.html#a207ce719c22c89014a61d34af3e1e167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RTCCloud__ios.html#a8d589d96e548a26c7afb5d1f2361ec93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RTCCloud__ios.html#a8d589d96e548a26c7afb5d1f2361ec93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RTCCloudDef__ios.html#interfaceTRTCParams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RTCCloudDef__ios.html#adacd59ca3b1e9e5e6205a0a131a808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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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TC 的服务端提供了一对 REST API（ StartMCUMixTranscode  和 StopMCUMixTranscode ）用于实现云端混流、云端录制和旁路直

播三个功能：

// 示例代码：指定录制用户 rexchang 的音视频流，文件 id 为 1001_rexchang

TRTCCloud *trtcCloud = TRTCCloud sharedInstance

TRTCParams *param = TRTCParams alloc  init

param sdkAppId = 1400000123      // TRTC 的 SDKAppID，创建应用后可获得

param roomId   = 1001            // 房间号

param userId   = @"rexchang"     // 用户名

param userSig  = @"xxxxxxxx"     // 登录签名

param role     = TRTCRoleAnchor  // 角色：主播

param userDefineRecordId = @"1001_rexchang"   // 录制 ID，即指定开启该用户的录制。

trtcCloud enterRoom:params appScene:TRTCAppSceneLIVE  // 请使用 LIVE 模式

[ ];

[[ ] ];

. ;

. ;

. ;

. ;

. ;

. ;

[ ];

录制任务的结束

自动停止，当进房时指定 userDefineRecordId  参数的主播在停止音视频上行后，云端录制会自行停止。如果您在 选择文件格式  时设置

了“续录时间”，则需要等待续录时间超时后才能收到录制文件。

多路画面的混合

您可以通过调用 SDK API  setMixTranscodingConfig()  将房间中其它用户的画面和声音混合到当前用户的这一路音视频流上。关于这一部

分详细介绍，可以阅读文档： 云端混流转码 。

注意

 在一个 TRTC 房间中，只由一个主播（推荐是开播的主播）来调用 setMixTranscodingConfig  即可，多个主播调用可能会出现状态

混乱的错误。

录制文件的命名

录制文件会以 userDefineRecordId_开始时间_结束时间  的格式来命名。

已经支持的平台

支持 iOS 、 Android 、 Windows 、 Mac 、 Electron 、 Web  等终端发起录制控制，暂不支持微信小程序端发起控制。

方案三：指定用户录制（REST  API）

云端能力 如何开始？ 如何停止？

云端录制
调用  StartMCUMixTranscode  时指定 

OutputParams.RecordId  参数即可开始录制

自动停止，或中途调用 StopMCUMixTranscode  

停止

云端混流
调用  StartMCUMixTranscode  时指定 LayoutParams  参数

可设置布局模板和布局参数

所有用户退房后自动停止，或中途调用 

StopMCUMixTranscode  手动停止

旁路直播
调用  StartMCUMixTranscode  时指定 

OutputParams.StreamId  参数可启动到 CDN 的旁路直播

自动停止，或中途调用 StopMCUMixTranscode  

停止

说明

 由于这对 REST API 控制的是 TRTC 云服务中的核心混流模块 MCU，并将 MCU 混流后的结果输送给录制系统和直播 CDN，因此 API 

的名字被称为 Start/StopMCUMixTranscode 。因此，从功能角度上来说， Start/StopMCUMixTranscode  不仅仅可以实现混流的功

能，也可以实现云端录制和旁路直播 CDN 的功能。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4427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44269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RTCCloudDef__ios.html#adacd59ca3b1e9e5e6205a0a131a808c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RTCCloud__ios.html#a8d589d96e548a26c7afb5d1f2361ec9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16827#.E6.96.B9.E6.A1.88.E4.B8.80.EF.BC.9A.E6.9C.8D.E5.8A.A1.E7.AB.AF-rest-api-.E6.B7.B7.E6.B5.81.E6.96.B9.E6.A1.8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79626#22ff2a3d741c1fe014d1425d013d04b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79634#22ff2a3d741c1fe014d1425d013d04b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79641#22ff2a3d741c1fe014d1425d013d04b8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RTCCloudDef__ios.html#adacd59ca3b1e9e5e6205a0a131a808ce
https://web.sdk.qcloud.com/trtc/electron/doc/zh-cn/trtc_electron_sdk/TRTCParams.html
https://web.sdk.qcloud.com/trtc/webrtc/doc/zh-cn/TRTC.html#createClien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4427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4426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4427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4426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4427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44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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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台中的设定

要使用该种录制方案，请在控制台中 选择录制形式  时，设定为“指定用户录制”。

录制任务的开始

由您的服务器调用 StartMCUMixTranscode  ，并指定 OutputParams.RecordId  参数即可启动混流和录制。

// 代码示例：通过 REST API 启动云端混流和云端录制任务

https://trtc.tencentcloudapi.com/?Action=StartMCUMixTranscode

&SdkAppId=1400000123

&RoomId=1001

&OutputParams.RecordId=1400000123_room1001

&OutputParams.RecordAudioOnly=0

&EncodeParams.VideoWidth=1280

&EncodeParams.VideoHeight=720

&EncodeParams.VideoBitrate=1560

&EncodeParams.VideoFramerate=15

&EncodeParams.VideoGop=3

&EncodeParams.BackgroundColor=0

&EncodeParams.AudioSampleRate=48000

&EncodeParams.AudioBitrate=64

&EncodeParams.AudioChannels=2

&LayoutParams.Template=1

&<公共请求参数>

注意

该 REST API 需要在房间中至少有一个用户进房（enterRoom）成功后才有效。

使用 REST API 不支持单流录制，如果您需要单流录制，请选择 方案一  或者 方案二 。

录制任务的结束

自动停止，您也可以中途调用 StopMCUMixTranscode  停止混流和录制任务。

多路画面的混合

在调用 StartMCUMixTranscode  时同时指定 LayoutParams  参数即可实现云端混流。该 API 支持在整个直播期间多次调用，即您可以根

据需要修改 LayoutParams  参数并再次调用该 API 来调整混合画面的布局。但需要注意的是，您需要保持参数 OutputParams.RecordId  

和 OutputParams.StreamId  在多次调用中的一致性，否则会导致断流并产生多个录制文件。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4427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4426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44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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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启录制功能以后，TRTC 系统中录制下来的文件就能在腾讯云点播服务中找到。您可以直接在云点播控制台手动查找，也可以由您的后台服务器

使用 REST API 进行定时筛选：

1. 登录 云点播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媒资管理。

2. 单击列表上方的前缀搜索，选择前缀搜索，在搜索框输入关键词，例如 1400000123_1001_rexchang_main ，单击搜索按钮，将展示视频名

称前缀相匹配的视频文件。

3. 您可以根据创建时间筛选所需的目标文件。

腾讯云点播系统提供了一系列 REST API 来管理其上的音视频文件，您可以通过 搜索媒体信息  这个 REST API 来查询您在点播系统上的文件。您

可以通过请求参数表中的 Text  参数进行模糊匹配，也可以根据 StreamId  参数进行精准查找。 

REST 请求示例：

除了 查找录制文件 ，您还可以通过配置回调地址，让腾讯云主动把新录制文件的消息推送给您的服务器。 

房间里的最后一路音视频流退出后，腾讯云会结束录制并将文件转存到云点播平台，该过程大约默认需要30秒至2分钟（若您设置了续录时间为300

秒，则等待时间将在默认基础上叠加300秒）。转存完成后，腾讯云会通过您在 设置录制回调  中设置的回调地址（HTTP/HTTPS）向您的服务器

发送通知。

说明

关于云端混流的详细介绍，具体请参见 云端混流转码 。

录制文件的命名

录制文件会以调用 StartMCUMixTranscode  时指定的 OutputParams.RecordId  参数来命名，命名格式为 

OutputParams.RecordId_开始时间_结束时间 。

已经支持的平台

由您的服务端控制，不受客户端平台的限制。

查找录制文件

方式一：在点播控制台手动查找

方式二：通过点播 REST API 查找

https://vod.tencentcloudapi.com/?Action=SearchMedia

&StreamId=stream1001

&Sort.Field=CreateTime

&Sort.Order=Desc

&<公共请求参数>

接收录制文件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o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181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16827#restapi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44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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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会将录制和录制相关的事件都通过您设置的回调地址推送给您的服务器，回调消息示例如下图所示：

您可以通过下表中的字段来确定当前回调是对应的哪一次通话（或直播）：

腾讯云点播系统提供了一系列 REST API 来管理其上的音视频文件，您可以通过 删除媒体 API  删除某个指定的文件。 

REST 请求示例：

在线教育等场景中，通常需要在直播结束后多次回放录制文件，以便充分利用教学资源。

序号 字段名 说明

event_type 消息类型，当 event_type 为100时，表示该回调消息为录制文件生成的消息。

stream_id

即直播 CDN 的 streamId，您可以在进房时通过设置 TRTCParams 中的 streamId  字

段指定（推荐），也可以在调用 TRTCCloud 的 startPublishing 接口时通过参数 

streamId 来指定。

stream_param.userid 用户名的 Base64 编码。

stream_param.userdefiner

ecordid
自定义字段，您可以通过设置 TRTCParams 中的 userDefineRecordId  字段指定。

video_url 录制文件的观看地址，可以用于 点播回放 。

说明

 更多回调字段说明，请参见 云直播-录制事件通知 。

删除录制文件

https://vod.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leteMedia

&FileId=52858907988664150587

&<公共请求参数>

回放录制文件

选择文件格式（HL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1764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RTCCloudDef__ios.html#a207ce719c22c89014a61d34af3e1e167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RTCCloudDef__ios.html#adacd59ca3b1e9e5e6205a0a131a808c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7/47026#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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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设置录制格式  中选择文件格式为 HLS。 

HLS 支持最长三十分钟的断点续录，可以做到“一场直播（或一堂课）只产生一个回放链接”，且 HLS 文件支持绝大多数浏览器在线播放，非常适

合视频回放场景。

在 接收录制文件  时，可以获取回调消息中 video_url 字段，该字段为当前录制文件在腾讯云的点播地址。

根据使用平台对接点播播放器，具体操作参考如下：

云端录制与回放功能使用到的功能包括：云服务资源（包括云端录制服务、云点播的回放文件存储与处理、云点播的播放服务等），和终端 SDK 播

放点播视频的能力。可能会根据实际需求产生以下费用。

云服务消耗包括了云端录制产生的费用和回放文件产生的消耗费用。您可根据实际需求进行使用。

直播录制计费的计算方法是按照并发录制的路数进行收费，并发数越高录制费用越高，具体计费说明请参见 云直播 > 直播录制 。

计算公式：

录制有效天数占比 = 一个自然月使用录制功能的天数 / 当月总天数。

录制费用 = 一个自然月录制并发路数峰值 × 录制有效天数占比 × 录制路数单价。

例如，您4月份有1000个主播，如果在晚高峰时，最多同时有500路主播的音视频流需要录制，同时在4月份共有6天使用了录制功能（有效

天数占比为6/30）。假设录制单价为30元/路/月，那么4月份总录制费用为 500路 × 0.2 / × 30元/路/月 = 3000元/月 。 

如果您在 设置录制格式  时同时选择了两种录制文件，录制费用和存储费用都会 × 2，同理，选择三种文件时录制费用和存储费用会 × 3。 

如非必要，建议只选择需要的一种文件格式，可以大幅节约成本。

获取点播地址（video_url）

对接点播播放器

iOS 平台

Android 平台

Web 浏览器

注意

 建议使用 全功能版  TRTC SDK，全功能版集合了 超级播放器（Player+） 、 直播 SDK  等功能，由于底层模块的高度复用，集成全功能

版的体积增量要小于同时集成两个独立的 SDK，并且可以避免符号冲突（symbol duplicate）的困扰。

相关费用

云服务消耗

说明

本文中的价格为示例，仅供参考。若价格与实际不符，请以 云端录制计费说明 、 云直播  和 云点播  的定价为准。

录制费用：转码或转封装产生的计算费用

由于录制需要进行音视频流的转码或转封装，会产生服务器计算资源的消耗，因此需要按照录制业务对计算资源的占用成本进行收费。

注意

自2020年7月1日起首次在 TRTC 控制台创建应用的腾讯云账号，使用云端录制功能后产生的录制费用以 云端录制计费说明  为准。

在2020年7月1日之前已经在 TRTC 控制台创建过应用的腾讯云账号，无论是在2020年7月1日之前还是之后创建的应用，使用云端

录制功能产生的录制费用均默认继续延用直播录制的计费规则。

转码费用：如开启混流录制则会产生该费用

如果您启用了混流录制，由于混流本身需要进行解码和编码，所以还会产生额外的混流转码费用。 混流转码根据分辨率大小和转码时长进行计费，

主播用的分辨率越高，连麦时间（通常在连麦场景才需要混流转码）越长，费用越高，具体费用计算请参见 直播转码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7/5270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16823#fileFormat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ios.html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android.htm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42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2689#professional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player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mlvb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75047
https://buy.cloud.tencent.com/price/lvb
https://buy.cloud.tencent.com/price/vo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7504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7/39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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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您通过 setVideoEncoderParam()  设置主播的码率（videoBitrate）为1500kbps，分辨率为720P。如果有一位主播跟观众

连麦了一个小时，连麦期间开启了 云端混流 ，那么产生的转码费用为 0.0325元/分钟 × 60分钟 = 1.95元 。

例如，您通过 setVideoEncoderParam()  设置主播的码率（videoBitrate）为1000kbps，录制该主播的直播视频（选择一种文件格

式），录制一小时大约会产生一个 (1000 / 8)KBps × 3600秒 = 450000KB = 0.45GB  大小的视频文件，该文件每天产生的存储费用约

为 0.45GB × 0.0048 元/GB/日 = 0.00216 元 。

例如，您通过云端录制产生了一个1GB大小的文件，且有1000位观众从头到尾完整地观看了视频，大约会产生1TB的点播观看流量，那么

按照阶梯价格表，1000位观众就会产生 1000 × 1GB × 0.23元/GB = 230元  的费用，按照流量套餐包则是175元。 

如果您选择从腾讯云下载文件到您的服务器上，也会产生一次很小的点播流量消耗，并且会在您的月度账单中有所体现。

实时音视频（TRTC）全功能版本 SDK 提供了功能全面性能强大的视频播放能力，可轻松配合云点播实现视频播放功能。移动端 SDK 在10.1及以

上的版本可通过获取指定 License 以解锁视频播放能力。

您可直接 购买视频播放 License ，或通过 购买的云点播流量包  免费获赠视频播放 License 或 短视频 License，两种 License 均可用于解锁 

SDK 的视频播放功能。并且点播资源包可以抵扣云点播的播放产生的日结流量，详细说明请参见 云点播预付费资源包 。 

 License 计费说明参见 腾讯云视立方 License ，License 购买完成后可参考 License 操作指引  进行新增和续期等操作。

回放文件存储费用：云端视频存储服务产生的存储费用

录制出的视频文件存放于云点播服务，会使用云点播的云端存储服务。由于存储本身会产生磁盘资源的消耗，因此需要按照存储的资源占用进行收

费。存储的时间越久费用也就越高，因此如无特殊需要，您可以将文件的存储时间设置的短一些来节省费用，或者将文件存放在自己的服务器上。

存储费用可以选择 视频存储（日结）价格 进行日结计算，也可以购买 存储资源包 。

观看回放费用：云点播视频进行分发播放产生的播放费用

如果您录制的视频文件要被用于回看播放，会使用云点播的 CDN 播放功能。由于观看本身会产生 CDN 流量消耗，因此需要按照点播的价格进行

计费，默认按流量收费。观看的人数越多费用越高，观看费用可以选择 视频加速（日结）价格  进行日结计算，也可以购买 流量套餐包 。

SDK 播放授权

注意

 TRTC 的播放能力无需 License 授权。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RTCCloud__ios.html#a57938e5b62303d705da2ceecf119d74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16827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RTCCloud__ios.html#a57938e5b62303d705da2ceecf119d74e
https://buy.cloud.tencent.com/vcube
https://buy.cloud.tencent.com/vo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449/56972#.E8.85.BE.E8.AE.AF.E4.BA.91.E8.A7.86.E7.AB.8B.E6.96.B9-licen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449/5698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6#media_storag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7#storage_pag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6#spee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7#storage_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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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 CDN 直播观看（旧）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03 17:57:34

CDN 直播观看，也叫 “CDN 旁路直播”，由于 TRTC 采用 UDP 协议进行传输音视频数据，而标准直播 CDN 则采用的 RTMP\HLS\FLV 等协

议进行数据传输，所以需要将 TRTC 中的音视频数据旁路到直播 CDN 中，才能在让观众通过直播 CDN 进行观看。

给 TRTC 对接 CDN 观看，一般被用于解决如下两类问题：

腾讯云会使用一批旁路转码集群，将 TRTC 中的音视频数据旁路到直播 CDN 系统中，该集群负责将 TRTC 所使用的 UDP 协议转换为标准的直播 

RTMP 协议。 

单路画面的旁路直播

当 TRTC 房间中只有一个主播时，TRTC 的旁路推流跟标准的 RTMP 协议直推功能相同，不过 TRTC 的 UDP 相比于 RTMP 有更强大的弱网络

抗性。

混合画面的旁路直播

TRTC 最擅长的领域就是音视频互动连麦，如果一个房间里同时有多个主播，而 CDN 观看端只希望拉取一路音视频画面，就需要使用 云端混流服

适用场景

问题一：超高并发观看

TRTC 的低延时观看能力，单房间支持的最大人数上限为10万人。CDN 观看虽然延迟要高一些，但支持10万人以上的并发观看，且 CDN 的计

费价格更加便宜。

问题二：移动端网页播放

TRTC 虽然支持 WebRTC 协议接入，但主要用于 Chrome 桌面版浏览器，移动端浏览器的兼容性非常不理想，尤其是 Android 手机浏览器

对 WebRTC 的支持普遍都很差。所以如果希望通过 Web 页面在移动端分享直播内容，还是推荐使用 HLS(m3u8) 播放协议，这也就需要借助

直播 CDN 的能力来支持 HLS 协议。

原理解析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16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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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将多路画面合并成一路，其原理如下图所示： 

已开通腾讯 云直播  服务。应国家相关部门的要求，直播播放必须配置播放域名，具体操作请参考 添加自有域名 。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应用管理，单击目标应用所在行的功能配置。

3. 在旁路推流配置中，单击启用旁路推流右侧的开关按钮，在弹出的开启旁路推流功能对话框中，单击开启旁路推流功能即可开通。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域名管理，您会看到在您的域名列表新增了一个推流域名，格式为 xxxxx.livepush.myqcloud.com ，其中 xxxxx 是一个数

字，叫做 bizid，您可以在实时音视频控制台 > 应用管理  > 应用信息中查找到 bizid 信息。

3. 单击添加域名，输入您已经备案过的播放域名，选择域名类型为播放域名，选择加速区域（默认为中国大陆），单击确定即可。

4. 域名添加成功后，系统会为您自动分配一个 CNAME 域名（以 .liveplay.myqcloud.com 为后缀）。CNAME 域名不能直接访问，您需要在域

名服务提供商处完成 CNAME 配置，配置生效后，即可享受云直播服务。具体操作请参见 CNAME 配置 。

说明

为什么不直接播放多路 CDN 画面？ 

播放多路 CDN 画面很难解决多路画面的延迟对齐问题，同时拉取多路画面所消耗的下载流量也比单独画面要多，所以业内普遍采用云端混

流方案。

前提条件

使用步骤

步骤1：开启旁路推流功能

1. 登录 实时音视频控制台 。

步骤2：配置播放域名并完成 CNAME

1. 登录 云直播控制台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16827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liv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7/20381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rtc/app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7/19908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rtc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live/


实时音视频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6 共25页

地址中的 streamId 可以在直播中唯一标识一条直播流，您可以自己指定 streamId，也可以使用系统默认生成的。

您可以在调用 TRTCCloud  的 enterRoom  函数时，通过其参数 TRTCParams  中的 streamId  参数指定直播流 ID。 

以 iOS 端的 Objective-C 代码为例：

userSig 的计算方法请参见 如何计算及使用 UserSig 。

开启自动旁路推流后，如果您没有自定义指定 streamId，系统会默认为您生成一个缺省的 streamId，生成规则如下：

注意

不需要添加推流域名，在 步骤1  中开启旁路直播功能后，腾讯云会默认在您的云直播控制台中增加一个格式为  

xxxxx.livepush.myqcloud.com  的推流域名，该域名为腾讯云直播服务和 TRTC 服务之间约定的一个默认推流域名，暂时不支持修改。

步骤3：关联 TRTC 的音视频流到直播 streamId

开启旁路推流功能后， TRTC 房间里的每一路画面都配备一路对应的播放地址，该地址的格式如下：

http://播放域名/live/ streamId .flv[ ]

方式一：自定义指定 streamId

TRTCCloud *trtcCloud = TRTCCloud sharedInstance

TRTCParams *param = TRTCParams alloc  init

param sdkAppId = 1400000123      // TRTC 的 SDKAppID，创建应用后可获得

param roomId   = 1001            // 房间号

param userId   = @"rexchang"     // 用户名

param userSig  = @"xxxxxxxx"     // 登录签名

param role     = TRTCRoleAnchor  // 角色：主播

param streamId = @"stream1001"   // 流 ID

trtcCloud enterRoom params appScene TRTCAppSceneLIVE  // 请使用 LIVE 模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方式二：系统指定 streamId

拼装 streamId 用到的字段

SDKAppID：您可以在 控制台  > 应用管理 > 应用信息中查找到。

bizid：您可以在 控制台  > 应用管理 > 应用信息中查找到。

roomId：由您在 enterRoom  函数的参数 TRTCParams  中指定。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17275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rtc/app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rtc/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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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布局的详细配置方法请参考 云端混流转码 ，整个流程所涉及的各模块关系可以参考 原理解析 。

实时音视频（TRTC）SDK 提供了功能全面性能强大的直播播放能力，可轻松配合云直播实现 CDN 直播观看功能。若您使用移动端

（iOS&Android）10.1及其之后版本的实时音视频（TRTC）SDK 实现 CDN 直播观看，则须配置 License 授权，否则可跳过本步骤。

1. 获取 License 授权：

2. 在您的 App 调用 SDK 相关功能之前（建议在 Application  / - [AppDelegate application:didFinishLaunchingWithOptions:] 中）进行如

userId：由您在 enterRoom  函数的参数 TRTCParams  中指定。

streamType： 摄像头画面为 main，屏幕分享为 aux （WebRTC 由于同时只支持一路上行，因此 WebRTC 上屏幕分享的流类型是 

main）。

拼装 streamId 的计算规则

拼装 2020年01月09日及此后新建的应用 2020年01月09日前创建且使用过的应用

拼装规

则

streamId = 

urlencode(sdkAppId_roomId_userId_stre

amType)

StreamId = bizid_MD5(roomId_userId_streamType)

计算样

例

例如：sdkAppId = 12345678，roomId = 

12345，userId = userA，用户当前使用了摄像

头。那么：streamId = 

12345678_12345_userA_main

例如：bizid = 1234，roomId = 12345，userId = userA，用户当

前使用了摄像头。那么：streamId = 

1234_MD5(12345_userA_main) = 

1234_8D0261436C375BB0DEA901D86D7D70E8

步骤4：控制多路画面的混合方案

如果您想要获得混合后的直播画面，需要调用 TRTCCloud 的 setMixTranscodingConfig  接口启动云端混流转码，该接口的参数 

TRTCTranscodingConfig  可用于配置：

各个子画面的摆放位置和大小。

混合画面的画面质量和编码参数。

注意

setMixTranscodingConfig  并不是在终端进行混流，而是将混流配置发送到云端，并在云端服务器进行混流和转码。由于混流和转码都需

要对原来的音视频数据进行解码和二次编码，所以需要更长的处理时间。因此，混合画面的实际观看时延要比独立画面的多出1s - 2s。

步骤5：给 SDK 配置 License 授权

若您已获得相关 License 授权，需在 云直播控制台  获取 License URL 和 License Key。 

若您暂未获得 License 授权，需先参考 新增与续期 License  进行申请。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16827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live/licen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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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设置：

例如，您的播放域名为 live.myhost.com ，您将房间（1001）中的用户 userA 的直播流 ID 通过进房参数指定为 streamId = 

"streamd1001"。 

则您可以得到三路播放地址：

我们推荐以 http  为前缀且以 .flv  为后缀的 http - flv 地址，该地址的播放具有时延低、秒开效果好且稳定可靠的特点。 

播放器选择方面推荐参考如下表格中的指引的方案：

Android iOS

public class MApplication extends Application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reate  

    super onCreate

    String licenceURL = ""  // 获取到的 licence url

    String licenceKey = ""  // 获取到的 licence key

    V2TXLivePremier setLicence this  licenceURL  licenceKey

    V2TXLivePremier setObserver new V2TXLivePremierObserver  

            @Override

            public void onLicenceLoaded int result  String reason  

                Log i TAG  "onLicenceLoaded: result:" + result + ", reason:" + reas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意

License 中配置的 packageName/BundleId 必须和应用本身一致，否则会播放失败。

步骤6：获取播放地址并对接播放

当您通过 步骤2  配置完播放域名和 步骤3  完成 streamId 的映射后，即可得到直播的播放地址。播放地址的标准格式为：

http://播放域名/live/ streamId .flv[ ]

 rtmp 协议的播放地址：rtmp://live.myhost.com/live/streamd1001

 flv 协议的播放地址：http://live.myhost.com/live/streamd1001.flv

 hls 协议的播放地址：http://live.myhost.com/live/streamd1001.m3u8

所属平台 对接文档 API 概览 支持的格式

iOS App 接入指引 V2TXLivePlayer(iOS) 推荐 FLV

Android 

App
接入指引

V2TXLivePlayer(Andro

id)
推荐 FLV

Web 浏览器 接入指引 -
桌面端 Chrome 浏览器支持 FLV

Mac 端 Safari 和移动端手机浏览器仅支持 HLS

微信小程序 接入指引 <live-player> 标签 推荐 FLV

步骤7：优化播放延时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59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04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59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04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750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931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dev/component/live-play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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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中的实测效果，采用了同样的一组手机，左侧 iPhone 6s 使用了 TRTC SDK 进行直播，右侧的小米6 使用 V2TXLivePlayer 播放器播放 

FLV 协议的直播流。 

如果您在实测中延时比上表中的更大，可以按照如下指引优化延时：

开启旁路直播后的 http - flv 地址，由于经过了直播 CDN 的扩散和分发，观看时延肯定要比直接在 TRTC 直播间里的通话时延要高。 

按照目前腾讯云的直播 CDN 技术，如果配合 V2TXLivePlayer 播放器，可以达到下表中的延时标准：

旁路流类型 V2TXLivePlayer 的播放模式 平均延时 实测效果

独立画面 极速模式（推荐） 2s - 3s 下图中左侧对比图（橙色）

混合画面 极速模式（推荐） 4s - 5s 下图中右侧对比图（蓝色）

使用 TRTC SDK 自带的 V2TXLivePlayer 

普通的 ijkplayer 或者 ffmpeg 基于 ffmpeg 的内核包装出的播放器，缺乏延时调控的能力，如果使用该类播放器播放上述直播流地址，时延一

般不可控。V2TXLivePlayer 有一个自研的播放引擎，具备延时调控的能力。

设置 V2TXLivePlayer 的播放模式为极速模式 

可以通过设置 V2TXLivePlayer 的参数来实现极速模式，以 iOS  为例：

//自动模式

_txLivePlayer setCacheParams 1 maxTime 5

//极速模式

_txLivePlayer setCacheParams 1 maxTime 1

//流畅模式

_txLivePlayer setCacheParams 5 maxTime 5

//设置完成之后再启动播放

[ : : ];

[ : : ];

[ : : ];

相关费用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56597#De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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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N 直播观看需要使用云直播的资源进行直播分发。云直播的费用主要包括基础服务费用和增值服务费用：基础服务主要是直播推流/播放产生的消

耗；增值服务是直播过程中，使用增值服务产生的消耗。

实时音视频（TRTC）SDK 提供了功能全面性能强大的直播播放能力，可轻松配合云直播实现 CDN 直播观看功能。移动端 SDK 在10.1及以上的

版本可通过获取指定 License 以解锁直播播放能力。

您可直接 购买视频播放 License ，或通过 购买的云点播流量包  免费获赠视频播放 License 或 短视频 License，两种 License 均可用于解锁 

SDK 的视频播放功能。并且点播资源包可以抵扣云点播的播放产生的日结流量，详细说明请参见 云点播预付费资源包 。 

 License 计费说明参见 腾讯云视立方License ，License 购买完成后可参考 License 操作指引  进行新增和续期等操作。

为什么房间里只有一个人时画面又卡又模糊？

请将 enterRoom  中 TRTCAppScene 参数指定为 TRTCAppSceneLIVE。 

VideoCall 模式针对视频通话做了优化，所以在房间中只有一个用户时，画面会保持较低的码率和帧率以节省用户的网络流量，看起来会感觉又卡又

模糊。

使用 CDN 直播观看需要云直播服务资源和终端 SDK 直播播放能力的配合，可能会产生以下费用。

云服务消耗

注意

 本文中的价格为示例，仅供参考。最终价格与计费策略请以 云直播  的计费说明为准。

基础服务费用：

将 TRTC 的内容旁路到并云直播 CDN 观看时，云直播会收取观众观看产生的下行流量/带宽费用，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计费方式，

默认采用流量计费，详情请参见 云直播 > 标准直播 > 流量带宽  计费说明。

增值服务费用：

如果您使用了云直播的转码、录制、云导播等功能，会产生对应额外的增值服务费用。增值服务可按需使用进行付费。

SDK 播放授权

注意

 TRTC 的播放能力无需 License 授权。

常见问题

https://buy.cloud.tencent.com/vcube
https://buy.cloud.tencent.com/vo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466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449/56972#.E8.85.BE.E8.AE.AF.E4.BA.91.E8.A7.86.E7.AB.8B.E6.96.B9-licen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449/5698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7/28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7/34175#.E6.B5.81.E9.87.8F.E5.B8.A6.E5.AE.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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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录制计费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10 11:06:40

视频时长是指录制结果中包含视频画面的时间。TRTC 会根据录制的视频分辨率划分视频档位，然后分别对不同档位的视频时长进行计费。视频档位

与分辨率的对应关系如下表所示：

语音时长是指录制结果中只有纯音频的时间。

注意

自2020年7月1日起首次在 TRTC 控制台创建应用的腾讯云账号，使用云端录制功能后产生的录制费用以本文档的计费规则为准。

在2020年7月1日之前已经在 TRTC 控制台创建过应用的腾讯云账号，无论是在2020年7月1日之前还是之后创建的应用，使用云端录制

功能后产生的录制费用均默认继续延用 云直播 > 直播录制  的计费规则。

本文档仅针对 TRTC 云端录制的录制费用作出相关说明。云端录制完成后输出的录制文件默认保存在云点播平台，云点播将根据您的使

用情况收取存储费用和观看费用，详情请参见 云端录制 > 相关费用 。

如果您在云端录制之前使用了 云端混流转码  功能，还会产生额外的旁路转码费用，详情请参见 云端混流转码计费说明 。

用量统计方式

实时音视频 TRTC 按同一腾讯云账号下所有应用使用云端录制后输出结果中的录制时长来统计云端录制服务的用量。录制时长根据云端录制结果的不

同，分为视频时长和语音时长。

注意

  时长统计精度为秒，按 SDKAppID 维度，以每日累计秒数转换成分钟数后进行计费，不足一分钟按一分钟计。

视频时长

视频档位 分辨率

标清 SD 不高于640 × 480（含）

高清 HD 640 × 480 - 1280 × 720（含）

全高清 FHD 高于720

同一个录制文件同一时间内，既有视频又有音频时，只按视频时长统计，不会重复计算语音时长。

录制实际输出分辨率可能会因为输入分辨率变化而变化，TRTC 将分段统计服务用量，每5秒更新一次。

语音时长

服务定价

TRTC 云端录制服务的刊例价如下表所示：

计费类型 单价（元/千分钟）

语音 3.50

标清 SD 7.00

高清 HD 14.00

全高清 FHD 52.50

计费方式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7/5270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16823#.E7.9B.B8.E5.85.B3.E8.B4.B9.E7.94.A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1682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49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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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用户 A、B、C 一起在 TRTC 房间中持续通话10分钟，需将整个通话过程完整录制下来。A、B、C 上行推流类型及分辨率信息如下表所示：

不混流的情况下，A、B、C 分别录制成独立的1个文件，3人共生成3个文件，则本次通话产生的录制费用为：

A 的录制费用 + B 的录制费用 + C 的录制费用 = 语音时长单价 x A 的语音时长 + 标清视频时长单价 × B 的标清视频时长 + 高清视频时长单

价 × C 的高清视频时长 = 3.5元/千分钟 x 10分钟 / 1000 + 7元/千分钟 × 10分钟 / 1000 + 14元/千分钟 × 10分钟 / 1000 = 0.245元。

混流的情况下，将 A、B、C 混流后录制成1个文件，混合后输出的视频分辨率始终保持在1280 × 720，则本次通话产生的录制费用为：

高清视频时长单价 × 高清视频时长 = 14元/千分钟 × 10分钟 / 1000 = 0.14元。

使用云端混流转码功能将产生额外的旁路转码费用，详情请参见 云端混流转码计费说明 。

即支付方式。TRTC 云端录制服务仅支持日结后付费的方式，按日计费，每天上午10点扣除前一天产生的费用。

注意

云端录制依赖云直播和云点播，如果腾讯云账户因为云直播或云点播欠费，将导致云端录制失败。

计费示例

注意

本文计费示例采用刊例价计算，如果您与腾讯云的商务经理签订了合同，以合同约定的价格为准。

默认情况下，每个 TRTC 房间内每个用户的音视频流将分别录制成独立的文件，如果您希望将单个房间内多个用户的视频画面录制在一

个文件内，可以通过 云端混流转码  将多个视频画面混合成1个。使用云端混流转码功能将产生额外的旁路转码费用，详情请参见 云端混

流转码计费说明 。

用户 推流类型 分辨率 对应计费类型

A 仅音频 无 语音

B 视频+音频 640 × 360 标清 SD

C 仅视频 1280 × 720 高清 HD

不混流直接录制示例

混流后再录制示例

相关文档

免费试用

音视频时长计费说明

预付费套餐包

云端混流转码计费说明

开启后付费

折扣活动

退费说明

欠费停服说明

计费常见问题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4944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1682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4944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4436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4424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4424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4944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5975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5825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4822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6810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44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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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后付费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10 11:06:41

本文主要讲述实时音视频增值服务和基础服务如何开启后付费。

基础服务  根据具体应用场景可细分为语音互动直播、视频互动直播、语音通话和视频通话。您可根据实际业务需求开启后付费。

1. 首次开通 实时音视频  服务，选择开发辅助 > 快速跑通Demo  创建您的首个实时音视频应用。 

2. 输入应用名称，例如 TestTRTC 。

3. 根据实际业务需求添加或编辑标签，单击创建。

4. 您可通过赠送套餐包弹框选择“不停服，超出赠送套餐包的用量可通过新购套餐包抵扣或直接采用后付费方式计费”。

基础服务

方案一： 控制台自助开启后付费

首次创建应用选择开启后付费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44248#pric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rtc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rtc/quick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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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您首次创建应用时未开启后付费，后因实际业务要求赠送套餐包用完或过期后不停服，您可进入实时音视频控制台前往 应用管理  选择应用信息

查看应用列表。

2. 单击其右侧操作栏的应用信息。

3. 进入应用详情页，通过应用信息页签的 “应用信息” 模块查看当前应用的基本信息。 

4. 查看 “实时音视频服务状态” 单击开通后付费。 

若您已购买通用套餐包，待套餐包都消耗完或过期后系统会自动开启，超出套餐包的用量将采用后付费的计费方式。

应用信息列表开启后付费

方案二：系统自动开启后付费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rtc/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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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服务指的是基于四种基础服务之上额外提供的增值功能，无法脱离基础服务单独使用，使用增值服务需支付额外的增值费用，TRTC 提供 云端录

制  和 云端混流转码  两种增值服务。TRTC 增值服务仅支持日结后付费的方式，您无需自助开启后付费。

注意

当实时音视频基础服务用量无套餐包可抵扣或超出套餐包余量时，将采用后付费的方式，按刊例价计费。后付费属于保底支付方式，开启后无

法关闭。

增值服务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7504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494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