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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与公告

产品动态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0 09:41:41

2022年09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更新时间 相关文档

10.7版本 

`startPlay` 

接口名变更

移动端（iOS & Android & Flutter）10.7版本开

始，移动端开始播放接口 startPlay 名称变更，具体

如下：

`TXLivePlayer` 的 `startPlay` 变更为 

`startLivePlay`

`TXVodPlayer` 的 `startPlay` 变更为 

`startVodPlay`

2022-

09-19

关于播放器 

SDK 

“startPlay

”接口名变更

的公告

2022年06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更新时间 相关文档

TCPlayerLit

e 停止主动迭代

TCPlayerLite 为旧版播放器，后续将持续维

护，但不再主动做功能迭代，后续 Web 端播放器

功能迭代将在 TCPlayer  内进行

TCPlayerLite 升级为 TCPlayer 方式可参见 

TCPlayertLite 升级指引  

2022-

06-27

Web端集

成

（TCPlay

er）  

TCPlaye

rLite 升级

指引

Flutter 端重大

升级

superPlayer 组件用 dart 代码重构，支持 UI 

自定义

完善直播和点播 SDK 接口

修复通过 fileId 和 psign 播放失败问题

2022-

06-24

Flutter 端集

成

2022年05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更新时间 相关文档

移动端

（Android & 

iOS & 

Flutter）全面

全新采用“腾讯视频”同款播放内核，视频播放能

力全面优化升级，同时新增 License 授权校验

短视频启播场景针对性优化，低能耗下启播时长低

至100ms

2022-

05-31

关于腾讯云视

立方·播放器 

SDK 升级及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8041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308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7274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308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7274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8125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74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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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并新增授

权

新增授权校验

的公告

终端极速高清

功能上线

播放器 SDK 推出终端极速高清插件，基于终端实时

超分提高视频播放画质，可在几乎不降低视频主观画

质的情况下，为企业节省传输带宽成本

2022-

05-23
终端极速高清

2021年01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更新时间 相关文档

点播播放质量服

务上线

云点播与播放器 SDK 团队联合推出“点播播放质量监

控”服务，企业可以通过点播播放质量监控服务实现云

点播资源播放数据的监控、统计及分析

2021-

01-24

点播播放质

量监控

2020年07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更新时间 相关文档

Flutter 端发布

上线
首次发布播放器 Flutter 端

2020-

07-16

Flutter 端

集成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7419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7082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6814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8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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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点播播放质量监控服务体验期延长的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16 17:10:01

点播播放质量监控服务为腾讯云视立方·播放器 SDK 与云点播团队联合推出的数据服务，该服务目前处于体验

期，暂不收取费用，体验期截止时间预计延长至2023年06月30日。若未来计费方式有所变更，我们将提前在官网

发布新的计费说明，并通过站内信、短信、邮件等方式提前通知您，敬请关注。

企业可以通过点播播放质量监控服务实现云点播资源播放数据的监控、统计及分析。了解播放体量和用户规模、分

析用户行为特征及单个视频文件播放情况，同时提供数据对比、高级筛选等多种能力，用于分析地域、网络环境等

特殊因素对播放质量的影响，有效指导运营决策、驱动业务增长。

点播播放质量监控服务分为基础版和高级版，不同版本区别如下：

更多内容可参见  SDK 质量监控 。

若您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 联系我们 。衷心感谢各位用户对腾讯云视立方产品的信赖与支持！

2022-12-16

腾讯云

版本 数据存储时间 费用

基础版 3天 免费

高级版 1年 体验期免费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8051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449/56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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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播放器 SDK 相关 Demo 停机维护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14 18:01:01

尊敬的客户，您好：

为提供更好的产品服务，播放器 SDK 相关 Demo 将于2022年10月14日至2022年10月17日进行停机维护。维

护期间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2022-10-14 

腾讯云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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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播放器 SDK “startPlay”接口名变更

的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0 09:41:42

播放器 SDK 预计在2022年09月19日发布移动端10.7版本，在该版本中接口 startPlay  的名称将做出变更。

startPlay  接口在配置 SDK 播放功能时使用，代表开始播放。具体变更如下：

若您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 联系我们 。衷心感谢各位用户对腾讯视立方产品的信赖与支持！

2022-09-19

腾讯云

点播播放接口 TXVodPlayer  的开始播放接口名由 startPlay  变更为 startVodPlay ，详情参见 API-

iOS-点播播放 ， API-Android-点播播放 ， API-Flutter-点播播放 。

直播播放接口 TXLivePlayer  的开始播放接口名由 startPlay  变更为 startLivePlay ，详情参见 API-

iOS-直播播放 ， API-Android-直播播放 。

说明

若您在移动端10.7以下版本的 SDK 中使用该接口，将不受本次变更影响。

若您在移动端10.7及其更高版本的 SDK 中使用该接口，则需关注此次变更。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449/5694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67109#.E6.92.AD.E6.94.BE.E5.9F.BA.E7.A1.80.E6.8E.A5.E5.8F.A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67113#.E6.92.AD.E6.94.BE.E5.9F.BA.E7.A1.80.E6.8E.A5.E5.8F.A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8125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67108#.E6.92.AD.E6.94.BE.E5.9F.BA.E7.A1.80.E6.8E.A5.E5.8F.A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67111#.E6.92.AD.E6.94.BE.E5.9F.BA.E7.A1.80.E6.8E.A5.E5.8F.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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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腾讯云视立方·播放器 SDK 视频播放功

能授权校验说明的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0 09:41:42

腾讯云视立方·播放器 SDK 移动端（Android & iOS & Flutter）10.1 版本后的 SDK 视频播放能力获得全面优

化升级，同时新增了对视频播放功能的授权校验。

播放器 SDK 移动端10.1及更高版本的视频播放功能，需购买直播 License、短视频 License 和视频播放 

License 中任意一款 License 获得授权后方可正常使用，否则将无法正常使用 SDK 视频播放功能。

相关内容已在10.1版本发布上线时做出公告说明，详情参见2022年05月31日发布的公告： 关于腾讯云视立方·播

放器 SDK 升级及新增授权校验的公告 。

若您正在使用本产品，请务必关注相关内容。若您因未取得 License 授权导致 SDK 无法正常使用及其他后果，腾

讯云不承担责任。

若您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 联系我们 。衷心感谢各位用户对腾讯云视立方产品的信赖与支持！

2022-09-14

腾讯云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7419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449/56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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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腾讯云视立方·播放器 SDK 升级及新增

授权校验的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0 09:41:42

腾讯云视立方·播放器 SDK 移动端（Android & iOS & Flutter）即将发布10.1版本，新版本 SDK 采用“腾讯

视频”同款播放内核打造，视频播放能力获得全面优化升级，详见 视频播放能力升级特性 。

同时从该版本开始将增加对 播放器 SDK 移动端 的授权校验，具体如下：

10.1 版本后，直播 License（原直播推流 License）、短视频 License 和视频播放 License 均可用于获得播

放器 SDK 移动端的使用授权，您只需购买其中的任意一种 License，即可正常使用新版 SDK 中的直播和点播播

放功能，相关 License 的购买及计费信息如下：

如果您的 App 已经拥有直播 License （原直播推流 License）或短视频 License 授权，当您升级至 10.1 

版本后仍可继续正常使用，不受到此次变更影响。您可以登录 腾讯云视立方控制台  查看您当前的 License 信

息。

若未升级至10.1及更高版本的播放器 SDK，将不受到此次变更的影响。

如果您此前未获得过直播 License （原直播推流 License）或短视频 License 授权，且需使用新版本 SDK

（10.1 及其以上版本的播放器 SDK 移动端），则需购买指定 License 获得授权，详情参见 授权说明 。

注意

10.1版本 SDK 预计在2022年05月底发布，您可在 License 购买页  内购买包含视频播放功能的 

License，并参考 License 操作指引  进行 License 的新增与续期操作。

授权说明

购买直播 License  授权解锁直播推流 + 视频播放功能模块，相关计费详情请参见 直播 SDK 价格总览 ，操作

指引参见 直播 License 新增与续期 。

购买短视频 License  授权解锁短视频制作 + 视频播放功能模块，相关计费详情请参见 短视频 SDK 价格总

览 ，操作指引参见 短视频 License 新增与续期 。

购买视频播放 License  授权解锁视频播放功能模块，相关计费详情请参见 视频播放 License 计费说明 ，操

作指引参见 视频播放 License 新增与续期 。

License 类

型

解锁的功能模块授权

License 获取方式
直播推

流

短视频制

作

视频播

放

直播 

License
✓ - ✓ 

购买  10TB、50TB、200TB、1PB 云直播

流量资源包赠送直播 License 一年使用授权

购买  独立直播 License 一年使用授权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cube
https://buy.cloud.tencent.com/vcub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449/56981
https://buy.cloud.tencent.com/vcube?type=live&pkg-type=10tb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8008#.E7.9B.B4.E6.92.AD-license.EF.BC.88.E5.8E.9F.E7.A7.BB.E5.8A.A8.E7.9B.B4.E6.92.AD.E5.9F.BA.E7.A1.80.E7.89.88-license.EF.BC.8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50
https://buy.cloud.tencent.com/vcube?type=video&pkg-type=10tb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936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4/54333
https://buy.cloud.tencent.com/vcub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74588
https://buy.cloud.tencent.com/vcube?type=live&pkg-type=10TB
https://buy.cloud.tencent.com/vcube?type=live&pkg-type=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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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5月底起，新上线可用于解锁 10.1 版本腾讯云视立方·播放器 SDK 视频播放能力的视频播放 

License，该 License 提供两种购买解锁方式：购买指定资源包赠送 License 或购买独立 License，计费说明

见下表：

短视频 

License

- ✓ ✓ 购买  10TB、50TB、200TB、1PB 云点播

流量资源包赠送短视频精简版/基础版 

License 一年使用授权

购买  独立短视频 License 一年使用授权

视频播放 

License
- - ✓ 

购买  100GB、500GB、1TB、5TB 直播/

点播流量资源包赠送视频播放 License 一年

使用授权

购买  独立视频播放 License 一年使用授权

视频播放能力升级特性

升级后的腾讯云视立方·播放器 SDK 视频播放内核由腾讯内部完全自研，且经过长期优化和海量服务验证，对比

系统播放器，性能提升 30% ~ 50%。 同时针对控制带宽成本、辅助运营增长、降低接入门槛等方面为企业用户进

行了专门的优化升级，新增终端极速高清、版权保护、全链路数据洞察和场景化低代码等多种方案，打造业界独

家、行业领先的企业级视频播放解决方案，全面满足企业级需求。  

特性 说明

“腾讯视

频”同款

首次将“腾讯视频”播放能力以 SDK 的形式开放给广大开发者，在具备“臻彩视听”、

精准 Seek、清晰度切换、小窗播放、离线缓存等多项“腾讯视频”同款播放功能的同

时，具备同等水平的视频播放稳定性和机型适配性。

新增点播能力

支持

点播播放场景下新增支持 QUIC 协议，支持 AV1、H.266 编码格式，相比 

H.264/H.265 节省带宽 20%～55%，满足多样化的业务场景同时降低客户成本。

版权保护升级
在支持私有协议加密、本地加密、防盗链等方案前提下，新增支持商业 DRM 加密方案，

具备完整视频安全方案矩阵，全方位保护视频版权。

画质提升解决

方案

新增支持“腾讯视频-臻彩视听” HDR 10 视频播放能力；并提供终端极速高清方案，

能够在几乎不降低视频主观画质的情况下，为企业节省传输带宽成本。

全链路数据洞

察

提供播放数据统计、质量监控及可视化分析服务。针对点播、直播等各种不同场景，提供

了细致到单个文件的近百项不同维度数据指标及数据对比、多维筛选、定向追查等能力，

方便开发者进行运营决策，驱动业务快速增长。

场景化低代码

提供类似腾讯视频号（沉浸式短视频）、腾讯新闻（Feed 流视频）的场景化方案，可以

快速搭建相关场景 App；并新增视频封面、动态水印、列表轮播等多种功能组件，适配

多样业务场景，降低开发成本。

视频播放 License 计费说明

https://buy.cloud.tencent.com/vcube?type=video&pkg-type=10TB
https://buy.cloud.tencent.com/vcube?type=video&pkg-type=lic-lite
https://buy.cloud.tencent.com/vcube?type=live&pkg-type=100GB
https://buy.cloud.tencent.com/vcube?type=player&pkg-type=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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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播放 

License 类型

有效

期
对应云服务资源包

解锁的功

能模块

价格（元/

年）
获取方式

测试版 28天 -

视频播放

0 免费申请

正式版 1年

购买独立视频播放 License 

一年使用授权（无资源包）
12 直接购买

购买 100GB 直播流量资源包

赠送视频播放 License 一年

使用授权

26

购买资源

包免费赠

送

购买 500GB 直播流量资源包

赠送视频播放 License 一年

使用授权

128

购买 1TB 直播流量资源包赠送

视频播放 License 一年使用

授权

248

购买 5TB 直播流量资源包赠送

视频播放 License 一年使用

授权

1,200

购买 100GB 点播流量资源包

赠送视频播放 License 一年

使用授权

19

购买 500GB 点播流量资源包

赠送视频播放 License 一年

使用授权

88

购买 1TB 点播流量资源包赠送

视频播放 License 一年使用

授权

175

购买 5TB 点播流量资源包赠送

视频播放 License 一年使用

授权

869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cube
https://buy.cloud.tencent.com/vcube?type=player&pkg-type=lic
https://buy.cloud.tencent.com/vcube?type=live&pkg-type=100G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