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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文档

Web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1 15:01:44

本文档是介绍适用于直播和点播播放的 Web 播放器（ TCPlayer ） 的相关参数以及 API。本文档适合有一定 

Javascript 语言基础的开发人员阅读。

播放器初始化需要传入两个参数，第一个为播放器容器 ID，第二个为功能参数对象。

options 对象可配置的参数如下表：

初始化参数

var player = TCPlayer 'player-container-id'  options( , );

options 参数列表

名称 类型 默认值 说明

appID String 无
通过 fileID 播放点播媒体文件时必选，为对应腾讯

云账号的 appID

fileID String 无
通过 fileID 播放点播媒体文件时必选，为点播媒体

文件的 ID

sources Array 无
播放器播放地址，格式：[{ src: 

'//path/to/video.mp4', type: 'video/mp4' }]

width

String/

Numbe

r

无
播放器区域宽度，单位像素，按需设置，可通过 

CSS 控制播放器尺寸。

height

String/

Numbe

r

无
播放器区域高度，单位像素，按需设置，可通过 

CSS 控制播放器尺寸。

controls
Boolea

n
true 是否显示播放器的控制栏。

poster String 无

设置封面图片完整地址（如果上传的视频已生成封面

图，优先使用生成的封面图，详细请参见 云点播 - 

管理视频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308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6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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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play Boolea

n

false 是否自动播放。

playbackRa

tes
Array

[0.5，1，

1.25，1.5，2]

设置变速播放倍率选项，仅 HTML5 播放模式有

效。

loop
Boolea

n
false 是否循环播放。

muted
Boolea

n
false 是否静音播放。

preload String auto

是否需要预加载，有3个属

性"auto"，"meta"和"none" ，移动端由于系统限

制，设置 auto 无效。

swf String 无 Flash 播放器 swf 文件的 URL

posterImag

e

Boolea

n
true 是否显示封面。

bigPlayButt

on

Boolea

n
true

是否显示居中的播放按钮（浏览器劫持嵌入的播放按

钮无法去除）。

language String "zh-CN" 设置语言，可选值为 "zh-CN"/"en"

languages Object 无 设置多语言词典。

controlBar Object 无
设置控制栏属性的参数组合，具体参见 

controlBar 参数列表 。

reportable
Boolea

n
true 设置是否开启数据上报。

plugins Object 无
设置插件功能属性的参数组合，具体参见 plugins 

插件参数列表 。

hlsConfig Object 无
hls.js 的启动配置，详细内容请参见官方文档 

hls.js 。

webrtcConf

ig
Object 无

webrtc 的启动配置，具体参见 webrtcConfig 

参数列表 。

xp2pConfig Object 无
P2P 的启动配置，具体参见 xp2pConfig 参数列

表 。 P2P 功能详情请参见 X-P2P 。

注意：

https://github.com/video-dev/hls.js/blob/master/docs/API.md#fine-tuning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18/1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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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Bar 参数可以配置播放器控制栏的功能，支持的属性如下表：

plugins 参数可以配置播放器插件的功能，支持的属性有：

controls、playbackRates、loop、preload、posterImage 这些参数在浏览器劫持播放的状态下

将无效。

浏览器劫持视频播放问题参见 常见问题说明 。

controlBar 参数列表

名称 类型 默认值 说明

playToggle Boolean true 是否显示播放、暂停切换按钮。

progressControl Boolean true 是否显示播放进度条。

volumePanel Boolean true 是否显示音量控制。

currentTimeDisplay Boolean true 是否显示视频当前时间。

durationDisplay Boolean true 是否显示视频时长。

timeDivider Boolean true 是否显示时间分割符。

playbackRateMenuB

utton
Boolean true 是否显示播放速率选择按钮。

fullscreenToggle Boolean true 是否显示全屏按钮。

QualitySwitcherMenu

Button
Boolean true 是否显示清晰度切换菜单。

注意：

controlBar 参数在浏览器劫持播放的状态下将无效。

浏览器劫持视频播放问题参见 常见问题说明 。

plugins 插件参数列表

名称 类型
默认

值
说明

ContinuePl

ay

Obje

ct
无

控制续播功能，支持的属性如下：

auto：Boolean 是否在播放时自动续播。

text：String 提示文案。

btnText：String 按钮文案。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20219#.E6.B5.8F.E8.A7.88.E5.99.A8.E5.8A.AB.E6.8C.81.E8.A7.86.E9.A2.91.E6.92.AD.E6.94.B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20219#.E6.B5.8F.E8.A7.88.E5.99.A8.E5.8A.AB.E6.8C.81.E8.A7.86.E9.A2.91.E6.92.AD.E6.94.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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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rtcConfig 参数来控制播放 webrtc 过程中的行为表现，支持的属性如下表：

VttThumbn

ail

Obje

ct
无

控制缩略图显示，支持的属性如下：

vttUrl：String vtt 文件绝对地址，必传。

basePath：String 图片路径，非必须，不传时使用 vttUrl 

的 path。

imgUrl：String 图片绝对地址，非必须。

ProgressM

arker

Bool

ean
无 控制进度条显示。

DynamicWa

termark

Obje

ct
无

控制动态水印显示，支持文字和图片，支持的属性为：

type：String 水印类型为文字或图片，取值为 text | 

image，默认 text，非必传。

content：String 文字水印内容，必传。

speed：Number 水印移动速度，取值范围 0-1, 默认值 

0.2，非必传。

opacity：Number 文字水印透明度，取值范围 0-1，非必

传。

fontSize：String 文字字体大小，默认12px，非必传。

color： String 文字颜色，非必传。

left：String, 文字位置，支持单位为百分比和 px，该字段设置

时，speed 字段无效，非必传。

top、right、bottom：说明同 left。

width：String 图片水印宽度，非必传。

height：String 图片水印高度，非必传 。

ContextMe

nu

Obje

ct
无

可选值如下：

mirror：Boolean 控制是否支持镜像显示。

statistic：Boolean 控制是否支持显示数据面板。

levelSwitch：Object 控制切换清晰度时的文案提示。

 {

  open: Boolean 是否开启提示

  switchingText: String, 开始切换清晰度时的提示

  switchedText: String, 切换成功时的提示文案

  switchErrorText: String, 切换失败时的提示文案

 }

webrtcConfig 参数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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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X-P2P 前，需要申请开通，请移步 X-P2P  单击申请，申请后我们会有专门的产品支持人员联系您。

更多详细资料，请参考 X-P2P 产品文档 。

名称 类型 默认值 说明

connectRetryCount Number 3 SDK 与服务器重连次数

connectRetryDelay Number 1 SDK 与服务器重连延时

receiveVideo Boolean true 是否拉取视频流

receiveAudio Boolean true 是否拉取音频流

showLog Boolean false 是否在控制台打印日志

xp2pConfig 参数列表

公共参数

名称 类型 默认值 说明

useXP2P Boolean false 是否开启 XP2P

format String 无

告知 P2P 需要支持的媒体协议，请根据

当前播放的视频格式填写，可选值如

下： 

flv

hls

webrtc

tencentCloudAppId Number 无

在腾讯云账号的 APPID (控制台查看路

径： 账号中心  > 账号信息 > 基本信息 > 

APPID)

xp2pAppId String 无 X-P2P 分配的 ID，由我们邮件提供

xp2pAppKey String 无 X-P2P 分配的 Key，由我们邮件提供

xp2pPackage String 无
X-P2P 分配的 Package，由我们邮

件提供

flv 协议额外参数

名称 类型 默认值 说明

bizId String 无 由我们邮件提供

xp2pPlayDomain String 无 flv 协议的拉流域名，由我们邮件提供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x-p2p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18/11249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evelo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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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ID 是 P2P 分享的单位，相同的资源 ID 的节点才能互相 P2P 分享。不同视频必须确保资源 ID 不同，否

则会串流。

1.1 主动传入

可以通过设置参数 channelId 字段，主动为当前视频指定一个资源 ID，必须保证能唯一标识这个文件，避

免串流。

1.2 默认生成 

如果没有传入 channelId 字段，sdk 会默认为每一个 url 生成一个 ID，相同 ID 的会互相 P2P 分享，ID 

生成规则如下：

(默认) 截取 host 和 path 部分生成 MD5。

例如：https://a.b.com/p1/p2/p3.m3u8?m=1&n=2，则 ID = 

MD5('a.b.com/p1/p2/p3.m3u8')

1.3 传入参数控制默认生成规则

例如：https://a.b.com/p1/p2/p3.m3u8?m=1&n=2

authMode String 无 鉴权模式，由我们邮件提供

debug Boolean false debug 开关

hls 协议额外参数

名称 类型 默认值 说明

videoType String VOD

当前播放的 HLS 是直播还是点播，请

准确填写，可选值如下：

LIVE

VOD

channelId String 自动生成

可以主动为当前资源生成一个 ID，如果

不填，则默认内部自动生成。生成规则

参见如下 HLS 资源 ID 生成规则  

channelIdWithHost Boolean true

默认为 true，可选配置，通常不需要修

改这个配置。详细解释参见如下 HLS 

资源 ID 生成规则  

channelIdWithSear

ch
Boolean false

默认为 false，可选配置，通常不需要

修改这个配置。详细解释参见如下 HLS 

资源 ID 生成规则  

HLS 资源 ID 生成规则

(可选，默认为 true ) 通过传入 channelIdWithHost 参数，true 表示 ID 包含 host 部分。

(可选，默认为 false ) 通过传入 channelIdWithSearch 参数，false 表示包含 search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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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传入 { channelIdWithHost: true, channelIdWithSearch: true } 则 ID = 

MD5('a.b.com/p1/p2/p3.m3u8?m=1&n=2')

如果传入 { channelIdWithHost: false, channelIdWithSearch: false } 则 ID = 

MD5('/p1/p2/p3.m3u8')

1.4 多码率 M3U8 说明

如果播放的视频是多码率 M3U8，我们内部会保证播放不同码率的节点不会互相 P2P。

初始化播放器返回对象的方法列表：

说明：

可以根据自己业务 url 生成规则，自行选择搭配，目的是确保不能互相 P2P 的视频 url，生成不同

的资源 ID，可以互通的 url，生成相同的资源 ID。

X-P2P 协议支持

音视频协议 用途 PC 浏览器 Android iOS

FLV 直播

支持

chrome 55+ 

firefox 65+  

safari 11+

支持

chrome 55+ 

firefox 65+ 

微信浏览器

不支持

HLS 直播，点播

支持

chrome 55+ 

firefox 65+  

safari 11+

支持

chrome 55+ 

firefox 65+  

微信浏览器

不支持

WebRTC 直播

部分支持

Chrome 94+ 

edge 94+

部分支持

Chrome 94+ 

edge 94+

不支持

对象方法

名称 参数及类型 返回值及类型 说明

src() (String) 无 设置播放地址。

ready(functio

n)
(Function) 无 设置播放器初始化完成后的回调。

play() 无 无 播放以及恢复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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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se() 无 无 暂停播放。

currentTime(

seconds)
(Number) (Number)

获取当前播放时间点，或者设置播放时间

点，该时间点不能超过视频时长。

duration() 无 (Number) 获取视频时长。

volume(perce

nt)

(Number)[0，

1][可选]

(Number)/设置

时无返回
获取或设置播放器音量。

poster(src) (String)
(String)/设置时

无返回
获取或设置播放器封面。

requestFullsc

reen()
无 无 进入全屏模式。

exitFullscree

n()
无 无 退出全屏模式。

isFullscreen() 无 Boolean 返回是否进入了全屏模式。

on(type，

listener)

(String, 

Function)
无 监听事件。

one(type，

listener)

(String, 

Function)
无

监听事件，事件处理函数最多只执行1

次。

off(type，

listener)

(String, 

Function)
无 解绑事件监听。

buffered() 无 TimeRanges 返回视频缓冲区间。

bufferedPerc

ent()
无 值范围[0，1] 返回缓冲长度占视频时长的百分比。

width()
(Number)[可

选]

(Number)/设置

时无返回

获取或设置播放器区域宽度，如果通过 

CSS 设置播放器尺寸，该方法将无效。

height()
(Number)[可

选]

(Number)/设置

时无返回

获取或设置播放器区域高度，如果通过 

CSS 设置播放器尺寸，该方法将无效。

videoWidth() 无 (Number) 获取视频分辨率的宽度。

videoHeight() 无 (Number) 获取视频分辨率的高度。

dispose() 无 无 销毁播放器。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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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器可以通过初始化返回的对象进行事件监听，示例：

其中 type 为事件类型，支持的事件有：

 对象方法不能同步调用，需要在相应的事件（如 loadedmetadata）触发后才可以调用，除了 ready、

on、one 以及 off。

事件

var player = TCPlayer 'player-container-id'  options

// player.on(type, function);

player on 'error'  function error  

   // 做一些处理

( , );

. ( , ( ) {

});

名称 介绍

play
已经开始播放，调用 play() 方法或者设置了 autoplay 为 true 且生效时触发，这时 

paused 属性为 false。

playing
因缓冲而暂停或停止后恢复播放时触发，paused 属性为 false 。通常用这个事件来标

记视频真正播放，play 事件只是开始播放，画面并没有开始渲染。

loadstart 开始加载数据时触发。

durationchan

ge
视频的时长数据发生变化时触发。

loadedmetad

ata
已加载视频的 metadata。

loadeddata 当前帧的数据已加载，但没有足够的数据来播放视频的下一帧时，触发该事件。

progress 在获取到媒体数据时触发。

canplay 当播放器能够开始播放视频时触发。

canplaythrou

gh
当播放器预计能够在不停下来进行缓冲的情况下持续播放指定的视频时触发。

error 视频播放出现错误时触发。

pause 暂停时触发。

ratechange 播放速率变更时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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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器可以通过 webrtcevent 获取播放 webrtc 过程中的所有事件，示例：

webrtcevent 状态码如下

seeked 搜寻指定播放位置结束时触发。

seeking 搜寻指定播放位置开始时触发。

timeupdate 当前播放位置有变更，可以理解为 currentTime 有变更。

volumechang

e
设置音量或者 muted 属性值变更时触发。

waiting 播放停止，下一帧内容不可用时触发。

ended 视频播放已结束时触发。此时 currentTime 值等于媒体资源最大值。

resolutionswi

tching
清晰度切换进行中。

resolutionswi

tched
清晰度切换完毕。

fullscreencha

nge
全屏状态切换时触发。

webrtcevent 播放 webrtc 时的事件集合。

webrtcstats 播放 webrtc 时的统计数据。

WebrtcEvent 列表

var player = TCPlayer 'player-container-id'  options

player on 'webrtcevent'  function event  

   // 从回调参数 event 中获取事件状态码及相关数据

( , );

. ( , ( ) {

});

状态码 回调参数 介绍

1001 无 开始拉流

1002 无 已经连接服务器

1003 无 视频播放开始

1004 无 停止拉流，结束视频播放



播放器 SD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4 共94页

当播放器触发 error 事件时，监听函数会返回错误码，其中3位数以上的错误码为媒体数据接口错误码。错误码列

表：

1005 无 连接服务器失败，已启动自动重连恢复

1006 无 获取流数据为空

1007 localSdp 开始请求信令服务器

1008 remoteSdp 请求信令服务器成功

1009 无 拉流卡顿等待缓冲中

1010 无 拉流卡顿结束恢复播放

错误码

名称 描述

-1 播放器没有检测到可用的视频地址。

-2 获取视频数据超时。

1

视频数据加载过程中被中断。

可能原因：

网络中断。

浏览器异常中断。

解决方案：

查看浏览器控制台网络请求信息，确认网络请求是否正常。

重新进行播放流程。

2

由于网络问题造成加载视频失败。

可能原因：网络中断。

解决方案：

查看浏览器控制台网络请求信息，确认网络请求是否正常。

重新进行播放流程。

3

视频解码时发生错误。

可能原因：视频数据异常，解码器解码失败。

解决方案：

尝试重新转码再进行播放，排除由于转码流程引入的问题。

确认原始视频是否正常。

请联系技术客服并提供播放参数进行定位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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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视频因格式不支持或者服务器或网络的问题无法加载。

可能原因：

获取不到视频数据，CDN 资源不存在或者没有返回视频数据。

当前播放环境不支持播放该视频格式。

解决方案：

查看浏览器控制台网络请求信息，确认视频数据请求是否正常。

确认是否按照使用文档加载了对应视频格式的播放脚本。

确认当前浏览器和页面环境是否支持将要播放的视频格式。

请联系技术客服并提供播放参数进行定位排查。

5

视频解密时发生错误。

可能原因：

解密用的密钥不正确。

请求密钥接口返回异常。

当前播放环境不支持视频解密功能。

解决方案：

确认密钥是否正确，以及密钥接口是否返回正常。

请联系技术客服并提供播放参数进行定位排查。

10

点播媒体数据接口请求超时。在获取媒体数据时，播放器重试3次后仍没有任何响应，会抛出该错

误。

可能原因：

当前网络环境无法连接到媒体数据接口，或者媒体数据接口被劫持。

媒体数据接口异常。

解决方案：

尝试打开我们提供的 Demo 页面看是否可以正常播放。

请联系技术客服并提供播放参数进行定位排查。

11

点播媒体数据接口没有返回数据。在获取媒体数据时，播放器重试3次后仍没有数据返回，会抛出该

错误。

可能原因：

当前网络环境无法连接到媒体数据接口，或者媒体数据接口被劫持。

媒体数据接口异常。

解决方案：

尝试打开我们提供的 Demo 页面看是否可以正常播放。

请联系技术客服并提供播放参数进行定位排查。

12 点播媒体数据接口返回异常数据。在获取媒体数据时，播放器重试3次后仍返回无法解析的数据，会

抛出该错误。

可能原因：

当前网络环境无法连接到媒体数据接口，或者媒体数据接口被劫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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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参数有误，媒体数据接口无法处理。

媒体数据接口异常。

解决方案：

尝试打开我们提供的 Demo 页面看是否可以正常播放。

请联系技术客服并提供播放参数进行定位排查。

13 播放器没有检测到可以在当前播放器播放的视频数据，请对该视频进行转码操作。

14
HTML5 + hls.js 模式下播放 hls 出现网络异常，异常详情可在 event.source 中查看，详细介

绍请看 hls.js 的官方文档 Network Errors 。

15
HTML5 + hls.js 模式下播放 hls 出现多媒体异常，异常详情可在 event.source 中查看，详细

介绍请看 hls.js 的官方文档 Media Errors 。

16
HTML5 + hls.js 模式下播放 hls 出现多路复用异常，异常详情可在 event.source 中查看，详

细介绍请看 hls.js 的官方文档 Mux Errors 。

17
HTML5 + hls.js 模式下播放 hls 出现其他异常，异常详情可在 event.source 中查看，详细介

绍请看 hls.js 的官方文档 Other Errors 。

100

08

媒体数据服务没有找到对应播放参数的媒体数据，请确认请求参数 appID fileID 是否正确，以及对

应的媒体数据是否已经被删除。

https://github.com/video-dev/hls.js/blob/master/docs/API.md#network-errors
https://github.com/video-dev/hls.js/blob/master/docs/API.md#media-errors
https://github.com/video-dev/hls.js/blob/master/docs/API.md#mux-errors
https://github.com/video-dev/hls.js/blob/master/docs/API.md#other-err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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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

点播场景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24 16:35:14

请参见 TXVodPlayer 。 

主要负责从指定的点播流地址拉取音视频数据，并进行解码和本地渲染播放。

播放器包含如下能力：

TXVodPlayer

点播播放器

支持 FLV、MP4 及 HLS 多种播放格式，支持 基础播放（URL 播放） 和 点播播放（Fileid 播放）两种播放

方式 。

屏幕截图，可以截取当前播放流的视频画面。

通过手势操作，调节亮度、声音、进度等。

可以手动切换不同的清晰度，也可根据网络带宽自适应选择清晰度。

可以指定不同倍速播放，并开启镜像和硬件加速。

完整能力，请参见 播放器SDK - 能力清单 。

播放器配置接口

API 描述

config 点播配置，配置信息请参见 TXVodPlayConfig 。

isAutoPlay startVodPlay 后是否立即播放，默认 YES。

token
加密 HLS 的 token。设置此值后，播放器自动在 URL 中的文件名之前增加 

voddrm.token.TOKEN TextureView 。

loop 是否循环播放 SurfaceView。

enableHWAc

celeration
视频渲染回调。（仅硬解支持）

setExtentOpt

ionInfo
设置播放器业务参数，参数格式为 <NSString *, id>

播放基础接口

API 描述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ios.htm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61375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ios.html#a3ad68ed80140f20cf3229bf344886a04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Config__ios.html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ios.html#a946828345d302a28708d78fa1a931763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ios.html#a946828345d302a28708d78fa1a931763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ios.html#a1cdc15a39387295573f41caee9a05932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ios.html#aa3ea979a6be5feba0da24f2b18555395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ios.html#a842c8863f91f274031be0109a5cb28f5


播放器 SD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8 共94页

startVodPlay 播放 HTTP URL 形式地址。10.7版本开始，startPlay 变更为 

startVodPlay，需要通过 {@link TXLiveBase#setLicence} 设置 

Licence 后方可成功播放， 否则将播放失败（黑屏），全局仅设置一次即可。直

播 Licence、短视频 Licence 和视频播放 Licence 均可使用，若您暂未获取

上述 Licence ，可 快速免费申请测试版 Licence  以正常播放，正式版 

License 需 购买 。

startPlayDrm: 启动一个标准 Fairplay drm 播放。

startVodPlayWith

Params

以 fileId 形式播放。10.7版本开始，startPlayWithParams 变更为 

startVodPlayWithParams，需要通过 {@link 

TXLiveBase#setLicence} 设置 Licence 后方可成功播放， 否则将播放失败

（黑屏），全局仅设置一次即可。直播 Licence、短视频 Licence 和视频播放 

Licence 均可使用，若您暂未获取上述 Licence ，可 快速免费申请测试版 

Licence  以正常播放，正式版 License 需 购买 。

stopPlay 停止播放。

isPlaying 是否正在播放。

pause 暂停播放，停止获取流数据,保留最后一帧画面。

resume 恢复播放，重新获取流数据。

seek 跳转到视频流指定时间点，单位秒。

currentPlayback

Time
获取当前播放位置，单位秒。

duration 获取总时长，单位秒。

playableDuration 获取可播放时长，单位秒。

width 获取视频宽度。

height 获取视频高度。

setStartTime 设置播放开始时间。

setupVideoWidge

t:insertIndex:
创建 Video 渲染 View,该控件承载着视频内容的展示。

removeVideoWid

get
移除 Video 渲染 View。

视频相关接口

API 描述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ios.html#a89ac47a6b808c8ca424a65adb8870bc6
https://cloud.tencent.com/act/event/Licen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74588#.E8.B4.AD.E4.B9.B0.E5.B9.B6.E6.96.B0.E5.BB.BA.E6.AD.A3.E5.BC.8F.E7.89.88-licens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ios.html#aaa492de602b58d75b0489435b20be811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ios.html#acfae73abaadc60e2e1091ffae0c5c700
https://cloud.tencent.com/act/event/Licen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74588#.E8.B4.AD.E4.B9.B0.E5.B9.B6.E6.96.B0.E5.BB.BA.E6.AD.A3.E5.BC.8F.E7.89.88-licens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ios.html#a7d59ca6180c4af0eb7bd63c08161f84d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ios.html#a8438e3403946accc1986a05b89ee7b03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ios.html#a7167f5c196fc5e167bfabde1a730e81d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ios.html#a41de8150eff044a237990c271d57ea27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ios.html#adb8448443e6f0551eaad429d70b9f01c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ios.html#a8b0ca7fda398996b355179bd9a479785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ios.html#a7fd4f66e650bd1656a97d1db7fabaeda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ios.html#a4acb1f7a723d342f7bfb9c5e540e5e77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ios.html#a3eeed61a3424d2f907c8a1e420fddf6d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ios.html#a822ae85493a742654ba563619492b26a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ios.html#a41001e6276c4853500f78579d6bd2218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ios.html#a370c35a44549bad3a162741c288b8eb8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ios.html#adf77d29895e70602556fdc51b93195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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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apshot
获取当前视频帧图像。

注意：由于获取当前帧图像是比较耗时的操作，所以截图会通过异步回调出来。

setMirror 设置镜像。

setRate 设置点播的播放速率，默认1.0。

bitrateIndex 返回当前播放的码率索引。

setBitrateIndex
设置当前正在播放的码率索引，无缝切换清晰度。

清晰度切换可能需要等待一小段时间。

supportedBitrate

s
当播放地址为 master playlist，返回支持的码率（清晰度）。

setRenderMode 设置 图像平铺模式 。

setRenderRotatio

n
设置 图像渲染角度 。

enterPictureInPic

ture
进入画中画功能。

exitPictureInPictu

re
退出画中画功能。

音频相关接口

API 描述

setMute 设置是否静音播放。

setAudioPlayoutV

olume
设置音量大小，范围：0 - 100。

事件通知接口

API 描述

delegate 事件回调，建议使用 vodDelegate 。

vodDelegate 设置播放器的回调。

videoProcessDel

egate
视频渲染回调（仅硬解支持）。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ios.html#a9646437dc38d7dcce8c32dfec5d0bc5b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ios.html#aaf347826e1a9fad9998c0eea9791ed0c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ios.html#a1d79db46540e804a7bb9fc8cd87a3d99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ios.html#a9a325ed94acf6b545c88755855449a12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ios.html#a1aa8e1f3a63b46c8a1166447e2457abc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ios.html#a1c7f996e3c1e5ec04fe3f3b184491495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ios.html#a3819261f776bfda7e95e3b0bf30445a4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classcom_1_1tencent_1_1rtmp_1_1TXLiveConstants.html#a0645160ad90c67581f7f226a6c0c46a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ios.html#ade93023de1bcd8374b62f5a2bf4beee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classcom_1_1tencent_1_1rtmp_1_1TXLiveConstants.html#ad00f3ee125e574cab63d955e03f5f23f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ios.html#ae0118065e4d29cb7dbab4ccd0ba6b3e5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ios.html#a5f0bc0ade6e99f31392f6f8d897ae84c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ios.html#a861e656ed3fbdd5522fdf8801c07ab83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ios.html#ac92633d1cdfff1f93f48b7aec1d35b98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ios.html#a6c78c9dda50ec1aa28a71d5548c45d71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ios.html#a609f883ff450c123d75b04a902aabe79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ios.html#a609f883ff450c123d75b04a902aabe79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ios.html#a9eab6c2e67b2eae1bddf6fbf6978ba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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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下接口，可以把点播播放器的音视频流通过 TRTC 进行推送，更多 TRTC 服务请参见 TRTC  产品概述 。

腾讯云点播回调通知。

TRTC 相关接口

API 描述

attachTRTC 点播绑定到 TRTC  服务。

detachTRTC 点播解绑 TRTC  服务。

publishVideo 开始推送视频流。

unpublishVideo 取消推送视频流。

publishAudio 开始推送音频流。

unpublishAudio 取消推送音频流。

类方法

API 描述

getEncryptedPla

yKey
获取加固加密播放密钥。

isSupportPicture

InPicture
是否支持 Picture In Picture功能（‘画中画’功能）。

TXVodPlayListener

SDK 基础回调

API 描述

onPlayEvent:event:withParam:
点播播放事件通知，请参见 播放事件列表 、 事件参

数 。

onNetStatus:withParam: 点播播放器 网络状态通知 。

onPlayer:pictureInPictureStateDidChang

e:withParam:
画中画状态回调。

onPlayer:pictureInPictureErrorDidOccur:

withParam:
画中画错误状态回调。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16788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ios.html#affcfcba7937a7ef88a918afb0b3d73bc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16788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ios.html#a5b947acf9f4fc992f0f02f8d87de333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16788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ios.html#a8298f704cb659c725da28a27e08afbed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ios.html#aaa6ecf72bfa9e35078561dd98d62be0c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ios.html#a7f1b46c4ae27f86188dc29f0f5d64b95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ios.html#a206d786a74ae3b71766755135161773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ios.html#acdb2823140afb92657f840b7b765636d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ios.html#a2b0eae752e8cd548572e747a85602c71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Listener__ios.html#a6330db18bb40862fc2d66474fc34166b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classcom_1_1tencent_1_1rtmp_1_1TXLiveConstants.html#a3c3fa833bb8585df2f362da5b70c610a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classcom_1_1tencent_1_1rtmp_1_1TXLiveConstants.html#a5cb5e37938b510270847d4f5c751a594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Listener__ios.html#a08721fef1ba130fd182de4bed3b4430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classcom_1_1tencent_1_1rtmp_1_1TXLiveConstants.html#aa7190fc964cf23a567b56d9793ad5737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Listener__ios.html#ac0e5e698f62a9d8a58b0e8e63fc8afb1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Listener__ios.html#a4dcee189760af5752bd112a725994d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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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播播放器配置类。

TXVodPlayConfig

基础配置接口

API 描述

connectRetryC

ount
设置播放器重连次数。

connectRetryInt

erval
设置播放器重连间隔，单位秒。

timeout 设置播放器连接超时时间，单位秒。

cacheFolderPat

h

此接口已废弃，推荐使用 

TXPlayerGlobalSetting##setCacheFolderPath 。

设置点播缓存目录，点播 MP4、HLS 有效。

maxCacheItem

s

此接口已废弃，推荐使用 

TXPlayerGlobalSetting#setMaxCacheSizeMB 。

设置缓存文件个数。

playerType 设置播放器类型。

headers 设置自定义 HTTP headers。

enableAccurate

Seek
设置是否精确 seek，默认 true。

autoRotate
播放 MP4 文件时，若设为 YES 则根据文件中的旋转角度自动旋转。

旋转角度可在 PLAY_EVT_CHANGE_ROTATION 事件中获得。默认 YES。

smoothSwitchB

itrate
平滑切换多码率 HLS，默认 false。

progressInterva

l
设置进度回调间隔，单位毫秒。

maxBufferSize 最大预加载大小，单位 MB。

maxPreloadSiz

e
设置预加载最大缓冲大小，单位：MB。

firstStartPlayBu

fferTime
设置首缓需要加载的数据时长，单位ms，默认值为100ms。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Config__ios.html#ad89d728973fb42eced3ac18be873af1b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Config__ios.html#a07fde7cd21980c096b5bbd93aed137d5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Config__ios.html#a39233eb85b4cbae04411577510e7c5e6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Config__ios.html#aec1a8f0064562368fe3c2df4f7fb72eb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Config__ios.html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Config__ios.html#aedbc9cc868baa2c44e3badbe6fdf4a43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Config__ios.html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Config__ios.html#a4595fb5853016c5e5919324e71ad6f4c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Config__ios.html#ad69aaf8885027863ea19657425ef1974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Config__ios.html#ada91e71bad4df942e6190650915a7728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Config__ios.html#aa1a372684aaaf95b9b17abf0c7a4e6c6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Config__ios.html#aa1caeddde1f950ec7965dcc721109928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Config__ios.html#a943e212cbd5e3d89de0529ab7c6042fb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Config__ios.html#aa4934cef81784d3a195a5d95a43953f5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Config__ios.html#a3ae31483070f62cf35abd9003ccce0e0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Config__ios.html#a5a6373341623385672a12e9e3617c1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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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播播放器全局配置类。

点播播放器预下载接口类。

nextStartPlayB

ufferTime

缓冲时（缓冲数据不够引起的二次缓冲，或者 seek 引起的拖动缓冲）最少要缓存

多长的数据才能结束缓冲，单位ms，默认值为250ms。

overlayKey 设置 HLS 安全加固加解密 key。

overlayIv 设置 HLS 安全加固加解密 Iv。

extInfoMap 设置拓展信息。

preferredResol

ution

播放 HLS 有多条码流时，根据设定的 preferredResolution 选最优的码流进行

起播 *，preferredResolution 是宽高的乘积（width * height）， 启播前设置

才有效。

enableRenderP

rocess
是否允许加载后渲染后处理服务(如超分插件服务）,默认开启。

playerPixelFor

matType
视频渲染对象回调的视频格式。

keepLastFrame

WhenStop
stopPlay 的时候是否保留最后一帧画面，默认值为 NO。

mediaType 设置媒资类型。

TXPlayerGlobalSetting

API 描述

setCacheFold

erPath

设置播放引擎的 cache 目录。设置后，预下载，播放器等会优先从此目录读取和存

储。

setMaxCache

Size

设置播放引擎的最大缓存大小。设置后会根据设定值自动清理 Cache 目录的文件。单

位MB。

TXVodPreloadManager

API 描述

sharedManage

r
获取 TXVodPreloadManager 实例对象，单例模式。

startPreload 启动预下载前，请先设置好播放引擎的缓存目录

TXPlayerGlobalSetting#setCacheFolderPath 和缓存大小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Config__ios.html#ab17865763b40e7d86913dd2c6fb3110f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Config__ios.html#adc41276c8fa265cb622657b581ba3f3b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Config__ios.html#a3de0b922b54d46f11a8e203026d44fed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Config__ios.html#a55b7d33d270ac9004aad798bd6027879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Config__ios.html#afcfb593028655bbac25a753f8ffe9904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Config__ios.html#a3b7f6694446ab09764315f003192fc5a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Config__ios.html#ac1ae36ec22cc49f49ceb7842cb86be3b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Config__ios.html#ace241f4953a14aac301ecd1e196de3f8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Config__ios.html#a5877610faab7f5148bc34072a0c92a5b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PlayerGlobalSetting__ios.html#a604b66ab880e7a5d056ce5c3132ddf48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PlayerGlobalSetting__ios.html#ad511345d985ae9bc271a1e867c3f71f0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reloadManager__ios.html#a84882e4d61f22f51a18d3b639d881138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reloadManager__ios.html#af67a02c9fba5c07f83b2d36d24b764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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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播播放器视频下载接口类

TXPlayerGlobalSetting#setMaxCacheSize。

stopPreload 停止预下载

视频预下载回调

API 描述

onComplete:url: 下载完成回调。

onError:url:error: 下载错误回调。

TXVodDownloadManager

TXVodDownloadDataSource

API 描述

auth fileid 信息。

quality 下载清晰度，默认原画。

token 如地址有加密，请填写 token。

templateName 清晰度模板。

fileId 文件Id。

pSign 签名信息。

appId 应用 appId。必填。

userName 账户名称。

overlayKey HLS EXT-X-KEY 加解密参数。

overlayIv 加解密参数 overlayIv。

TXVodDownloadMediaInfo

API 描述

isDownloadFini

shed
是否下载完成。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reloadManager__ios.html#a5c29884349c8f6436eff8f70f302d33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reloadManager__ios.html#aa887ac7b6bcf155eb22816f880eed270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reloadManager__ios.html#a07e337f1e638e458a3e761507deec525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ios.html#a59eb64ffe11d0bdee5c67009f5ebdd8c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ios.html#ab674303410c354ab3d0d6957b86dcf14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ios.html#a2f0d5a61a262b1362f51c943b6a03f17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ios.html#a0c960f307400330cb261513cde7c2906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ios.html#a66c446aeaf5eef1ee21764d4bdf7b8a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ios.html#a0411129c1f5cf0bdfac7baabeb12c7a2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ios.html#a5b3217c0ab223c526d557b09d2b0d6c0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ios.html#ac38202c6f4861ad216f9fbc5d962b5ab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ios.html#adc41276c8fa265cb622657b581ba3f3b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ios.html#a3de0b922b54d46f11a8e203026d44fed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ios.html#aca53b9773ade9052bc8ff2592bea0c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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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Source fileid 下载对象（可选）。

url 下载地址。

userName 账户名称 。

duration 时长。

playableDurati

on
可播放时长。

size

获取下载文件总大小，单位：Byte，只针对 fileid 下载源有效。

备注：总大小是指上传到腾讯云点播控制台的原始文件的大小，转自适应码流后的子

流大小，暂时无法获取。

downloadSize 已下载大小，单位：byte。

segments 分段总数。

downloadSeg

ments
已下载的分段数

progress 进度。

playPath 播放路径，可传给 TXVodPlayer 播放。

speed 下载速度，byte 每秒。

downloadStat

e
下载状态。

TXVodDownloadManager

API 描述

shareInstance 获取 TXVodDownloadManager 实例对象，单例模式。

setDownloadPath 设置下载根目录。

headers 设置下载 HTTP 头。

delegate 设置下载回调方法，下载前必须设好。

startDownloadUrl 以 URL 方式开始下载。

startDownload 以 FileID 方式开始下载。

stopDownload 停止下载，ITXVodDownloadListener.onDownloadStop 回调时停

止成功。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ios.html#a74a85fcd734fe688c3a65083dc815a6a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ios.html#a43481294fa1d2f0ebe7cff14b17726cc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ios.html#ac38202c6f4861ad216f9fbc5d962b5ab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ios.html#ac6e4b2a3cf932b33832d4e4e4e7cd0d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ios.html#a1945ed3669e000f80e294331d6c302b4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ios.html#a439227feff9d7f55384e8780cfc2eb82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ios.html#a15989d553be239ea233f9957236fa767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ios.html#a32e4172d8952ac9f1db668982da57128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ios.html#ac2e85e36301b166ed1bb92844f6f5399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ios.html#ac7abb4766cd3f65c31f56279d7decff8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ios.html#a6567e969a0aa9ef88a4a2ff601ea8527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ios.html#a218b4f7c6cc2681a99c23a3b089d68b1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ios.html#ae87c7de3c7e2888cfe6298bc25c4f9b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ios.html#a8a1039302b46bec56fcc15c2ffdcbf16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ios.html#a5ca035da8c8f8771f08fe15c6857a304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ios.html#ad69aaf8885027863ea19657425ef1974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ios.html#a507e1dcc250a5764bd84d6e8a6598b23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ios.html#ac886a33c24af3bea16b4b2b9ab1bcfd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ios.html#a6093eec0836566ad15a4fdeb2b0682e9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ios.html#af1c09ed1089c935a46d6f9d8f1587d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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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错误码。

deleteDownloadFile 删除下载文件。

deleteDownloadMediaI

nfo
删除下载信息。

getDownloadMediaInfo

List
获取所有用户的下载列表信息。

getDownloadMediaInfo 获取下载信息。

getOverlayKeyIv 获取HLS EXT-X-KEY。

genRandomHexStringF

orHls
获取加密随机数。

encryptHexStringHls: 加密。

TXVodDownloadDelegate

API 描述

onDownloadStart 下载开始。

onDownloadProgress 下载进度更新。

onDownloadStop 下载停止。

onDownloadFinish 下载结束。

onDownloadError 下载过程中遇到错误。

hlsKeyVerify 下载 HLS，遇到加密的文件，将解密 Key 给外部校验。

TXDownloadError

枚举值 含义说明

TXDownloadSuccess 下载成功。

TXDownloadAuthFaild fileid 鉴权失败。

TXDownloadNoFile 无此清晰度文件。

TXDownloadFormatError 格式不支持。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ios.html#a9564ad5e676445ffe2cccdbfacfd7b11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ios.html#a8f38d437419ecbe1d906e5826893194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ios.html#adad0276021a21fdfca8b1925b8c46ca5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ios.html#a255dd9b7ce63b862e0674ba144a68aac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ios.html#a4b0e452471aa28879bd855886127bcfd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ios.html#a0c96770dd135d266dfc14779fedad775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ios.html#ab6277c0f8c42ee94a1a56055ead6ea13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ios.html#ad375a3205d19472a2e5f22fbce384f6a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ios.html#a7fcc9b089f4cabcd1b843fdccbd7f58b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ios.html#a11ad404425936a29dd9f2edc1aaca8f6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ios.html#a4453811b7217726930d8f05b62cc4902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ios.html#adf5abf41239950b68347a085704db523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ios.html#a32e5b4e7d5eaa14a9b144747e174390f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ios.html#ga625ad66cfaed6a449961936a37740d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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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状态

下载视频的清晰度。

TXDownloadDisconnet 网络断开。

TXDownloadHlsKeyError 获取 HLS 解密 key 失败。

TXDownloadPathError 下载目录访问失败。

TXVodDownloadMediaInfoState

枚举值 含义说明

TXVodDownloadMediaInfoStateInit 下载初始态。

TXVodDownloadMediaInfoStateStart 下载开始。

TXVodDownloadMediaInfoStateStop 下载停止。

TXVodDownloadMediaInfoStateError 下载出错。

TXVodDownloadMediaInfoStateFinish 下载完成。

TXVodQuality

说明：TXVodQuality240P ~ TXVodQuality1080p 常量在 11.0 版本新增。

枚举值 含义说明

TXVodQualityOD 原画。

TXVodQualityFLU 流畅。

TXVodQualitySD 标清。

TXVodQualityHD 高清。

TXVodQualityFHD 全高清。

TXVodQuality2K 2K。

TXVodQuality4K 4K。

TXVodQuality240P 流畅 240P。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ios.html#ga7378c6cdd737126deb060ee3eb31f00a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ios.html#ga7079416c4ef1fec0f33755d7a2bc7c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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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fileId播放加密视频配置。

HLS多码率信息。

雪碧图解析工具。

TXVodQuality360P 流畅 360P。

TXVodQuality480P 标清 480P。

TXVodQuality540P 标清 540P。

TXVodQuality720P 高清7 20P。

TXVodQuality1080p 高清 720P。

TXPlayerAuthParams

API 描述

appId 应用 appId。

fileId 文件id。

timeout 加密链接超时时间戳。

exper 试看时长。

us 唯一标识请求。

sign 防盗链签名。

https 是否用https请求。

TXBitrateItem

API 描述

index m3u8 文件中的序号。

width 此流的视频宽度。

height 此流的视频高度。

bitrate 此流的视频码率。

TXImageSprit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PlayerAuthParams__ios.html#a5b3217c0ab223c526d557b09d2b0d6c0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PlayerAuthParams__ios.html#a66c446aeaf5eef1ee21764d4bdf7b8a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PlayerAuthParams__ios.html#a4f13e124e054004dcd7930ecd6df0f57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PlayerAuthParams__ios.html#a9e4e9de0c34814be700575f5ebdf725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PlayerAuthParams__ios.html#a6a5fc78b476fcbcdcc2a9888faa75ea3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PlayerAuthParams__ios.html#a37aa22c94233901cd1afee101f759348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PlayerAuthParams__ios.html#a33d23e482c312a90cae72781bdfa1c4a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BitrateItem__ios.html#a43d1d245fab4496928fe2e287fdc3f59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BitrateItem__ios.html#ab581e554cfc9559c9e2cd57ecf126d02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BitrateItem__ios.html#a1cdeaaebe1687fd7b3237fd45e3d5740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BitrateItem__ios.html#abee909d3e29c2c87de16464920736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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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播Drm构造器。

API 描述

setVTTUrl 设置雪碧图地址。

getThumbnail 获取缩略图。

TXPlayerDrmBuilder

API 描述

certificateUrl 证书提供商 URL。

keyLicenseUrl 解密 key URL。

playUrl 播放链接。

错误码表

常规事件

code 事件定义 含义说明

2004 PLAY_EVT_PLAY_BEGIN 视频播放开始（若有转圈圈效果，此时将停止）。

2005
PLAY_EVT_PLAY_PROGR

ESS

视频播放进度，会通知当前播放进度、加载进度和总体

时长。

2007
PLAY_EVT_PLAY_LOADIN

G

视频播放 loading，如果能够恢复，之后会有 

LOADING_END 事件。

2014
PLAY_EVT_VOD_LOADIN

G_END
视频播放 loading 结束，视频继续播放。

2006 PLAY_EVT_PLAY_END 视频播放结束。

2013
PLAY_EVT_VOD_PLAY_P

REPARED
播放器已准备完成，可以播放。

2003
PLAY_EVT_RCV_FIRST_I_

FRAME
网络接收到首个可渲染的视频数据包（IDR）。

2009
PLAY_EVT_CHANGE_RES

OLUTION
视频分辨率改变。

2011 PLAY_EVT_CHANGE_ROT

ATION

MP4 视频旋转角度。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ImageSprite__ios.html#a0075e38dc6b4291851c35f896ce7a28d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ImageSprite__ios.html#a4561e9ea43d7273caf9197d96f5f7307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PlayerDrmBuilder__ios.html#a24e49ee9ffc468e63b10c120af3a842f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PlayerDrmBuilder__ios.html#a1d393eafdb9cc90f7f6beeeb8eb94157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PlayerDrmBuilder__ios.html#ab08c768d03824654011cf36aedc16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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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事件

cod

e
事件定义 含义说明

-23

01

PLAY_ERR_NET_DISCON

NECT

网络断连，且经多次重连亦不能恢复,更多重试请自行重启

播放。

-23

05
PLAY_ERR_HLS_KEY HLS 解密 key 获取失败。

210

1

PLAY_WARNING_VIDEO_D

ECODE_FAIL
当前视频帧解码失败。

210

2

PLAY_WARNING_AUDIO_

DECODE_FAIL
当前音频帧解码失败。

210

3

PLAY_WARNING_RECONN

ECT

网络断连, 已启动自动重连（重连超过三次就直接抛送 

PLAY_ERR_NET_DISCONNECT）。

210

6

PLAY_WARNING_HW_ACC

ELERATION_FAIL
硬解启动失败，采用软解。

-23

04

PLAY_ERR_HEVC_DECOD

E_FAIL
H265 解码失败。

-23

03

PLAY_ERR_FILE_NOT_FO

UND
播放的文件不存在。

-5
VOD_PLAY_ERR_LICENCE

_CHECK_FAIL

License 不合法，播放失败。注：在 startVodPlay  之

前，需要通过 TXLiveBase#setLicence  设置 License 

后方可成功播放，否则将播放失败（黑屏），全局仅设置一

次即可。直播 License、短视频 License 和视频播放 

License 均可使用，若您暂未获取上述 License ，可 快

速免费申请测试版 License  以正常播放，正式版 

License 需 购买 。

播放器 SDK 常量

事件码和错误码定义

枚举值 含义

VOD_PLAY_EVT_RCV_FIRST_I_FR

AME
播放事件: 成功接受到第一个视频帧。

https://cloud.tencent.com/act/event/Licen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50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SDKEventDef__ios.html#gabc22cbb50603d49430a22f2812d9e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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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D_PLAY_EVT_RCV_FIRST_AUD

IO_FRAME

播放事件: 成功接受到第一个音频帧。

VOD_PLAY_EVT_PLAY_BEGIN 播放事件: 播放已经开始。

VOD_PLAY_EVT_PLAY_PROGRES

S

播放事件: 播放进度更新，点播播放器（VodPlayer）专

用。

VOD_PLAY_EVT_PLAY_END 播放事件: 播放已经结束。

VOD_PLAY_EVT_PLAY_LOADING 播放事件: 数据缓冲中。

VOD_PLAY_EVT_START_VIDEO_D

ECODER
播放事件: 视频解码器已经启动。

VOD_PLAY_EVT_CHANGE_RESOL

UTION
播放事件: 视频分辨率发生变化。

VOD_PLAY_EVT_GET_PLAYINFO_

SUCC

播放事件: 成功获取到点播文件的信息，点播播放器

（VodPlayer）专用。

VOD_PLAY_EVT_CHANGE_ROTAT

ION

播放事件: MP4 视频的旋转角度发生变化，点播播放器

（VodPlayer）专用。

VOD_PLAY_EVT_VOD_PLAY_PRE

PARED

播放事件: 视频加载完毕，点播播放器（VodPlayer）专

用。

VOD_PLAY_EVT_VOD_LOADING_

END

播放事件: 视频缓冲结束，点播播放器（VodPlayer）专

用。

VOD_PLAY_EVT_STREAM_SWITC

H_SUCC

播放事件: 已经成功完成切流（在不同清晰度的视频流之间

进行切换）。

VOD_PLAY_EVT_VOD_PLAY_TCP

_CONNECT_SUCC
TCP 连接成功。

VOD_PLAY_EVT_VOD_PLAY_FIRS

T_VIDEO_PACKET
收到首帧数据。

VOD_PLAY_EVT_VOD_PLAY_SEE

K_COMPLETE
视频播放 Seek 完成。

VOD_PLAY_EVT_AUDIO_SESSION

_INTERRUPT

播放事件: Audio Session 被其他 App 中断（仅适用于 

iOS 平台）。

VOD_PLAY_ERR_NET_DISCONNE

CT

直播错误: 网络连接断开（已经经过三次重试并且未能重连

成功）。

VOD_PLAY_ERR_FILE_NOT_FOU 点播错误: 播放文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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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

VOD_PLAY_ERR_HLS_KEY 点播错误: HLS 解码 KEY 获取失败。

VOD_PLAY_ERR_GET_PLAYINFO_

FAIL
点播错误: 获取点播文件的文件信息失败。

画中画错误类型

枚举值 含义

TX_VOD_PLAYER_PIP_ERROR_TYPE_NONE 无错误。

TX_VOD_PLAYER_PIP_ERROR_TYPE_DEVICE

_NOT_SUPPORT

设备或系统版本不支持（iPad iOS9+ 才支

持 PIP）。

TX_VOD_PLAYER_PIP_ERROR_TYPE_PLAYE

R_NOT_SUPPORT
播放器不支持。

TX_VOD_PLAYER_PIP_ERROR_TYPE_VIDEO_

NOT_SUPPORT
视频不支持。

TX_VOD_PLAYER_PIP_ERROR_TYPE_PIP_IS_

NOT_POSSIBLE
PIP 控制器不可用。

TX_VOD_PLAYER_PIP_ERROR_TYPE_ERROR

_FROM_SYSTEM
PIP 控制器报错。

TX_VOD_PLAYER_PIP_ERROR_TYPE_PLAYE

R_NOT_EXIST
播放器对象不存在。

TX_VOD_PLAYER_PIP_ERROR_TYPE_PIP_IS_

RUNNING
PIP 功能已经运行。

TX_VOD_PLAYER_PIP_ERROR_TYPE_PIP_NO

T_RUNNING
PIP 功能没有启动。

画中画控制器状态

枚举值 含义

TX_VOD_PLAYER_PIP_STATE_UNDEFINED 未设置状态。

TX_VOD_PLAYER_PIP_STATE_WILL_START 画中画即将开始。

TX_VOD_PLAYER_PIP_STATE_DID_START 画中画已经开始。

TX_VOD_PLAYER_PIP_STATE_WILL_STOP 画中画即将结束。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SDKEventDef__ios.html#ga2b903483a07868f795ed52c27bfc08ac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SDKEventDef__ios.html#ga96479f1446227115f7183ae97a1527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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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X_VOD_PLAYER_PIP_STATE_DID_STOP 画中画已经结束。

TX_VOD_PLAYER_PIP_STATE_RESTORE_UI 重置 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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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场景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19 10:30:16

请参见 TXLivePlayer 。

主要负责将直播流的音视频画面进行解码和本地渲染，包含如下技术特点：

TXLivePlayer

视频播放器

针对腾讯云的拉流地址，可使用低延时拉流，实现直播连麦等相关场景。

针对腾讯云的拉流地址，可使用直播时移功能，能够实现直播观看与时移观看的无缝切换。

支持自定义的音视频数据处理，让您可以根据项目需要处理直播流中的音视频数据后，进行渲染以及播放。

SDK 基础函数

API 描述

delegate 设置播放回调，见 TXLivePlayListener.h 文件中的详细定义。

videoProcessDeleg

ate
设置视频处理回调，见 TXVideoCustomProcessDelegate.h 文件中的详细

定义。

audioRawDataDeleg

ate
设置音频处理回调，见 TXAudioRawDataDelegate.h 文件中的详细定义。

enableHWAccelerati

on
是否开启硬件加速，默认值：NO。

config
设置 TXLivePlayConfig  播放配置项，见 TXLivePlayConfig.h 文件中的

详细定义。

recordDelegate 设置短视频录制回调，见 TXLiveRecordListener.h 文件中的详细定义。

isAutoPlay startLivePlay 后是否立即播放，默认 YES，只有点播有效。

播放基础接口

API 描述

setupVideoW

idget
创建 Video 渲染 View，该控件承载着视频内容的展示。

removeVideo

Widget

移除 Video 渲染 Widget。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ios.html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ios.html#a6c78c9dda50ec1aa28a71d5548c45d71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ios.html#a9eab6c2e67b2eae1bddf6fbf6978ba03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ios.html#a4d08f185792a92a087aff32b52b6b7b9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ios.html#aa3ea979a6be5feba0da24f2b18555395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ios.html#aac73c062f0bbe5d97be40d85b68cb98a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ios.html#aac73c062f0bbe5d97be40d85b68cb98a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ios.html#a7a3f4c66d5019d8e8899823e04be924d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ios.html#a946828345d302a28708d78fa1a931763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ios.html#a9195fa66ee874328a5b48400f2a0cb14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ios.html#adf77d29895e70602556fdc51b93195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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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LivePlay

启动从指定 URL 播放 RTMP 音视频流。10.7版本开始，startPlay变更为

startLivePlay，需要通过 {@link TXLiveBase#setLicence} 设置 Licence 后

方可成功播放， 否则将播放失败（黑屏），全局仅设置一次即可。直播 Licence、短

视频 Licence 和视频播放 Licence 均可使用，若您暂未获取上述 Licence ，可 快

速免费申请测试版 Licence  以正常播放，正式版 License 需 购买 。

stopPlay 停止播放音视频流。

isPlaying 是否正在播放。

pause 暂停播放。

resume 继续播放，适用于点播，直播。

视频相关接口

API 描述

setRenderRotation 设置画面的方向。

setRenderMode 设置画面的裁剪模式。

snapshot 截屏。

音频相关接口

API 描述

setMute 设置静音。

setVolume 设置音量。

setAudioRoute 设置声音播放模式（切换扬声器，听筒）。

setAudioVolumeEvaluationListener 设置音量大小回调接口。

直播时移相关接口

API 描述

prepareLiveSeek 直播时移准备，拉取该直播流的起始播放时间。

resumeLive 停止时移播放，返回直播。

seek -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ios.html#a6b43c4f3deb708bf49b6085bb8fbaa3c
https://cloud.tencent.com/act/event/Licen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74588#.E8.B4.AD.E4.B9.B0.E5.B9.B6.E6.96.B0.E5.BB.BA.E6.AD.A3.E5.BC.8F.E7.89.88-licens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ios.html#a7d59ca6180c4af0eb7bd63c08161f84d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ios.html#a7d3378ad416bfd00522acaedefc47dda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ios.html#a7167f5c196fc5e167bfabde1a730e81d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ios.html#a41de8150eff044a237990c271d57ea27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ios.html#ade93023de1bcd8374b62f5a2bf4beee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ios.html#a3819261f776bfda7e95e3b0bf30445a4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ios.html#aa24051e4c0271d994a5008cfc2db4775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ios.html#a861e656ed3fbdd5522fdf8801c07ab83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ios.html#a5a3bf801bad5591a3d8fe284aa6b3134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ios.html#ad56c52832a8efe45d6e0c50049406d74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ios.html#a87d74a7afe3f768bd9e7ca276a189533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ios.html#acf638c46e1e866ef06abda5ac938f07f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ios.html#a4fa26fd4aea472d02de56d5f0bf653bf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ios.html#adb8448443e6f0551eaad429d70b9f0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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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 TXLivePlayConfig 。

主要负责 TXLivePlayer  对应的参数设置，其中绝大多数设置项在播放开始之后再设置是无效的。

请参见  TXLivePlayListener 。

视频录制相关接口

API 描述

startRecord 开始录制短视频。

stopRecord 结束录制短视频。

setRate 设置播放速率。

更多实用接口

API 描述

setLogViewMargin 设置状态浮层 view 在渲染 view 上的边距。

showVideoDebugLog 是否显示播放状态统计及事件消息浮层 view。

switchStream FLV 直播无缝切换。

callExperimentalAPI 调用实验性 API 接口。

枚举值

枚举 描述

TX_Enum_PlayType 支持的直播和点播类型。

TXLivePlayConfig

腾讯云直播播放器的参数配置模块

TXLivePlayListener

腾讯云直播播放的回调通知

API 描述

onPlayEvent 直播事件通知。

onNetStatus 网络状态通知。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Config__ios.html#interfaceTXLivePlayConfig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ios.html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Listener__ios.html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ios.html#a7224d5a8ab5fadc1d4c0fe1feb6ac972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ios.html#a13313c5410c2a10a704b991f28141e6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ios.html#a1d79db46540e804a7bb9fc8cd87a3d99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ios.html#aa906f88b51df74ab8f3c1125d9856293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ios.html#a70ec322b088ad3c38b5a41d7528467f2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ios.html#a88751ad91dff45a9d6cc96dbda903b69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ios.html#a16c53e91f9b32aaf4bf3d409a3790ef6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ios.html#gaa164f735d1c349ce715f313c5d75892a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Listener__ios.html#a1e33d0cf9ed5f89ea2db32d0d7db9701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Listener__ios.html#aee80e62b7950c7d0a75ab97d993c10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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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点播场景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24 16:35:14

请参见 TXVodPlayer 。 

主要负责从指定的点播流地址拉取音视频数据，并进行解码和本地渲染播放。

播放器包含如下能力：

TXVodPlayer

点播播放器

支持 FLV、MP4 及 HLS 多种播放格式，支持 基础播放（URL 播放） 和 点播播放（Fileid 播放）两种播放

方式 。

屏幕截图，可以截取当前播放流的视频画面。

通过手势操作，调节亮度、声音、进度等。

可以手动切换不同的清晰度，也可根据网络带宽自适应选择清晰度。

可以指定不同倍速播放，并开启镜像和硬件加速。

完整能力，请参见 播放器SDK - 能力清单 。

播放器配置接口

API 描述

setConfig 设置播放器配置信息，配置信息请参见 TXVodPlayConfig  。

setPlayerView 设置播放器的视频渲染 TXCloudVideoView。

setPlayerView 设置播放器的视频渲染 TextureView。

setSurface 设置播放器的视频渲染 SurfaceView。

setStringOption 设置播放器业务参数，参数格式为 <String,Object> 。

播放基础接口

API 描述

startVodPlay 播放 HTTP URL 形式地址。10.7版本开始，startPlay 变更为 startVodPlay，

需要通过 {@link TXLiveBase#setLicence} 设置 Licence 后方可成功播放， 

否则将播放失败（黑屏），全局仅设置一次即可。直播 Licence、短视频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android.htm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61375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android.html#ae69bc2dd060217e595c38f0dc819290a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Config__android.html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android.html#a64eefab5bdb76cef17f609560eec5830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android.html#aeb2f15f370d50b6261b7832f02a0f411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android.html#ac06d94f1ed4ec1441c075e4ba556eb37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android.html#a23eedd175a85f171cb7c34638bab0c45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android.html#af5a7d14ba9434a9f479d34d6a71c0d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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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ence 和视频播放 Licence 均可使用，若您暂未获取上述 Licence ，可 快速

免费申请测试版 Licence  以正常播放，正式版 License 需 购买 。

startVodPlay

以 fileId 形式播放，此接口已经放弃，推荐使用 

this#startVodPlay(TXPlayInfoParams)。10.7版本开始，startPlay 变更为 

startVodPlay，需要通过 {@link TXLiveBase#setLicence} 设置 Licence 

后方可成功播放， 否则将播放失败（黑屏），全局仅设置一次即可。直播 

Licence、短视频 Licence 和视频播放 Licence 均可使用，若您暂未获取上述 

Licence ，可 快速免费申请测试版 Licence  以正常播放，正式版 License 需 

购买 。

startVodPlay

以 fileId 形式播放，传入TXPlayInfoParams 参数。10.7版本开始，startPlay 

变更为 startVodPlay，需要通过 {@link TXLiveBase#setLicence} 设置 

Licence 后方可成功播放， 否则将播放失败（黑屏），全局仅设置一次即可。直播 

Licence、短视频 Licence 和视频播放 Licence 均可使用，若您暂未获取上述 

Licence ，可 快速免费申请测试版 Licence  以正常播放，正式版 License 需 

购买 。

startPlayDrm 播放 DRM 加密视频。

stopPlay 停止播放。

isPlaying 是否正在播放。

pause 暂停播放，停止获取流数据,保留最后一帧画面。

resume 恢复播放，重新获取流数据。

seek 跳转到视频流指定时间点，单位秒。

seek 跳转到视频流指定时间点，单位毫秒。

getCurrentPlay

backTime
获取当前播放位置，单位秒。

getBufferDurati

on
获取缓存的总时长，单位秒。

getDuration 获取总时长，单位秒。

getPlayableDur

ation
获取可播放时长，单位秒。

getWidth 获取视频宽度。

getHeight 获取视频高度。

setAutoPlay 设置点播是否 startPlay 后自动开始播放，默认自动播放。

https://cloud.tencent.com/act/event/Licen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74588#.E8.B4.AD.E4.B9.B0.E5.B9.B6.E6.96.B0.E5.BB.BA.E6.AD.A3.E5.BC.8F.E7.89.88-licens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android.html#a760a6462db2648bb620c865adcc4d01b
https://cloud.tencent.com/act/event/Licen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74588#.E8.B4.AD.E4.B9.B0.E5.B9.B6.E6.96.B0.E5.BB.BA.E6.AD.A3.E5.BC.8F.E7.89.88-licens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android.html#a2cfcaf2fd14c2efda481d894101779d1
https://cloud.tencent.com/act/event/Licen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74588#.E8.B4.AD.E4.B9.B0.E5.B9.B6.E6.96.B0.E5.BB.BA.E6.AD.A3.E5.BC.8F.E7.89.88-licens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android.html#a1e8443952146701507adb219d8b992b1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android.html#a6abf34bf566c275476b1706593cb0fe1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android.html#ac651fc45a9f04e4db6f258f8cdd7bbcf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android.html#a7167f5c196fc5e167bfabde1a730e81d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android.html#a41de8150eff044a237990c271d57ea27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android.html#a914c54a0122cba5ad78d84f893df8578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android.html#aa5d7fcf690ac3a1102ffa3c02192674d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android.html#a128b89dd39053d6d19d262a5f45110cd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android.html#acebd6ae9dd87e10c8959a24d3b6d5e7f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android.html#a83ee44393f1e0db930be75b73ff47812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android.html#a37cb584556d48d043b93dfec33c40a97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android.html#a67a0997183f24da19b776d96c1052998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android.html#a07efb2a4e9a982688c8bb3c3f21d1092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android.html#a5e0e3d950eb3f525634adc7a9f60ea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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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StartTime 设置播放开始时间。

setToken 加密 HLS 的 token。

getEncryptedPl

ayKey
获取加固加密播放密钥。

setLoop 设置是否循环播放。

isLoop 返回是否循环播放状态。

视频相关接口

API 描述

enableHardware

Decode
启用或禁用视频硬解码。

snapshot
获取当前视频帧图像。

注意：由于获取当前帧图像是比较耗时的操作，所以截图会通过异步回调出来。

setMirror 设置镜像。

setRate 设置点播的播放速率，默认1.0。

getBitrateIndex 返回当前播放的码率索引。

getSupportedBitr

ates
当播放地址为 HSL 时，返回支持的码率（清晰度）列表。

setBitrateIndex
设置当前正在播放的码率索引，无缝切换清晰度。清晰度切换可能需要等待一小段

时间。

setRenderMode 设置 图像平铺模式 。

setRenderRotatio

n
设置 图像渲染角度 。

音频相关接口

API 描述

setMute 设置是否静音播放。

setAudioPlayoutV

olume
设置音量大小，范围：0 - 100。

setRequestAudio 设置是否自动获取音频焦点 默认自动获取。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android.html#a8f767f79fb69496cdbc532fced5dff33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android.html#a5f9eadc88ca97238f84226462f095536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android.html#acc32bf00b94774e5314cb733f9f339df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android.html#a3f5ae863c82509d1ed266503e8138781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android.html#aaa3fcc823e0fce316dea1cc9162f1c8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android.html#a33b092e7e79aab66b494e7034021b2f9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android.html#a6f1c0c128052960f084ef6d1d7a77b09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android.html#a4add579d2ec825502c5e3832aced5bc1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android.html#add2bcd36c051900d697853155494865b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android.html#af6f9e1e680baa611642fb168007b1c45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android.html#aedacfbc888f5446ab2318ea3a7199700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android.html#a61f524a6ed275edaf9e9a0997f64d491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android.html#a6e1e1e12120b92f4884d3ea1a8e2cc94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classcom_1_1tencent_1_1rtmp_1_1TXLiveConstants.html#a0645160ad90c67581f7f226a6c0c46a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android.html#a1ae55363f74a78d935d63ea7b44130a8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classcom_1_1tencent_1_1rtmp_1_1TXLiveConstants.html#ad00f3ee125e574cab63d955e03f5f23f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android.html#a85d2bb3409165c1b7b2c53f8d61a03e2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android.html#a9b8946403b8b3ac8e11f3a78e9d531ca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android.html#a676f0935eca038719f58100d31f169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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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下接口，可以把点播播放器的音视频流通过 TRTC  进行推送，更多 TRTC 服务请参见 TRTC 产品概述 。

腾讯云点播回调通知。

点播播放器配置类。

Focus

事件通知接口

API 描述

setPlayListener 设置播放器的回调（已弃用，建议使用 setVodListener ）。

setVodListener 设置播放器的回调。

TRTC 相关接口

API 描述

attachTRTC 点播绑定到 TRTC  服务。

detachTRTC 点播解绑 TRTC  服务。

publishVideo 开始推送视频流。

unpublishVideo 取消推送视频流。

 publishAudio 开始推送音频流。

unpublishAudio 取消推送音频流。

ITXVodPlayListener

SDK 基础回调

API 描述

onPlayEvent 点播播放事件通知，请参见 播放事件列表 、 事件参数 。

onNetStatus 点播播放器 网络状态通知 。

TXVodPlayConfig

基础配置接口

API 描述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16788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android.html#a676f0935eca038719f58100d31f169b1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android.html#a0735b006fe8c56875665cb66881af144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android.html#adb0e51670b947f15cca9a98d7d804e61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android.html#adb0e51670b947f15cca9a98d7d804e61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android.html#ad6bd04b37a89012102e7bb71ea5554a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16788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android.html#a5b947acf9f4fc992f0f02f8d87de333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16788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android.html#a8298f704cb659c725da28a27e08afbed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android.html#aaa6ecf72bfa9e35078561dd98d62be0c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android.html#a7f1b46c4ae27f86188dc29f0f5d64b95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er__android.html#a206d786a74ae3b71766755135161773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ITXVodPlayListener__android.html#aad1d875808cd4a68d429762e492aad05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classcom_1_1tencent_1_1rtmp_1_1TXLiveConstants.html#a3c3fa833bb8585df2f362da5b70c610a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classcom_1_1tencent_1_1rtmp_1_1TXLiveConstants.html#a5cb5e37938b510270847d4f5c751a594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ITXVodPlayListener__android.html#a2be0a0294ae21e68e736ac8fa4d3085d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classcom_1_1tencent_1_1rtmp_1_1TXLiveConstants.html#aa7190fc964cf23a567b56d9793ad5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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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ConnectRetryC

ount
设置播放器重连次数。

setConnectRetryIn

terval
设置播放器重连间隔，单位秒。

setTimeout 设置播放器连接超时时间，单位秒。

setCacheFolderPa

th

此接口已废弃，不推荐使用。

设置点播缓存目录，点播 MP4、HLS 有效。

setMaxCacheItem

s

此接口已废弃，不推荐使用。

设置缓存文件个数。

setPlayerType
此接口已经废弃，不推荐使用。

设置播放器类型。

setHeaders 设置自定义 HTTP headers。

setEnableAccurat

eSeek
设置是否精确 seek，默认 true。

setAutoRotate

播放 MP4 文件时，若设为 YES 则根据文件中的旋转角度自动旋转。

旋转角度可在 PLAY_EVT_CHANGE_ROTATION 事件中获得。默认 

YES。

setSmoothSwitch

Bitrate
平滑切换多码率 HLS，默认 false。

setCacheMp4ExtN

ame
缓存 MP4 文件扩展名。

setProgressInterv

al
设置进度回调间隔，单位毫秒。

setMaxBufferSize 最大预加载大小，单位 MB。

setMaxPreloadSiz

e
设置预加载最大缓冲大小，单位：MB。

setExtInfo 设置拓展信息。

setPreferredResol

ution

播放 HLS 有多条码流时，根据设定的 preferredResolution 选最优的码流进

行起播，preferredResolution 是宽高的乘积（width * height）， 启播前

设置才有效。

setOverlayKey 设置 HLS 安全加固加解密 key。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Config__android.html#a30911117043dc5b3f559abf5eb1e9ce9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Config__android.html#a5f3b8315c6276bd1c03c999ce01e4f8f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Config__android.html#ae44a6096c42cdb61adc10370ca2a42b6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Config__android.html#a6ad0d546e6da3abacd5d4ea8bd6f94d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Config__android.html#acc2f17764df9bb52163dac9faf81f11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Config__android.html#a3594024855210dc07f50a6d7c5f8b088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Config__android.html#a9ca40412371b505f9d52fbe95fdbaa6f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Config__android.html#a3caff179964976945f3754f1ec48a42b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Config__android.html#ab360b681c220c2adb57de2758916b227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Config__android.html#a23fb393011e4663d0dfa765b72665a46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Config__android.html#aaeccb662be133d4ded4fc17df29b94b5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Config__android.html#a01a46ce89e4979a6397b6deb2525007c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Config__android.html#a2705841bfedb3c44839cc355eaad26dc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Config__android.html#a78d73bb26332151cbf5f8aa10240a4a5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Config__android.html#a080c7ab4f3b6f06e690561889eca3594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Config__android.html#a369c5980be4748b11216a686482e910f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Config__android.html#abd8626115358e211fcbc5347a34b2e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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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播播放器全局配置类

点播播放器预下载接口类

视频预下载回调接口。

点播播放器视频下载接口类。当前只支持下载非嵌套 m3u8 视频源，对 simpleAES 加密视频源将进行腾讯云私

有加密算法加密以提升安全性。

setOverlayIv 设置 HLS 安全加固加解密 Iv。

setEnableRenderP

rocess
是否允许加载后渲染后处理服务。

setMediaType 设置媒资类型, 默认为 auto 类型。

TXPlayerGlobalSetting

API 描述

setCacheFolderPa

th

设置播放引擎的 cache 目录。设置后，离线下载，预下载，播放器等会优先从

此目录读取和存储。

setMaxCacheSize
设置播放引擎的最大缓存大小。设置后会根据设定值自动清理Cache目录的文

件，单位 MB。

TXVodPreloadManager

API 描述

getInstance 获取 TXVodPreloadManager 实例对象，单例模式。

startPreload 启动预下载前，请先设置好播放引擎的缓存目录。

stopPreload 停止预下载。

ITXVodPreloadListener

API 描述

onComplete 视频预下载完成。

onError 视频预下载出错。

TXVodDownloadManager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Config__android.html#adcdc2c60303e4b67757583904836dfab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Config__android.html#ab48a6ca2e64a61942f714c2b74710ba8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layConfig__android.html#a532518afe8abf910920278a0c21f225f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PlayerGlobalSetting__android.html#adf3cf9c0b96e7eeb97b5e9ed56743df8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PlayerGlobalSetting__android.html#a27de4890873400d4d4ff2c624138786d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reloadManager__android.html#a9e52c1e94ef4b2a35fdb6dfbf89f5e92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reloadManager__android.html#a1968e49655bc231c54247f9189176911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PreloadManager__android.html#aa8425852d9c185f71b3933ac61834c5c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ITXVodPreloadListener__android.html#a2004a619f03a97617661985f0f79a767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ITXVodPreloadListener__android.html#aac11d56117d32f2e1bf6afafb940db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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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视频下载回调通知。

腾讯云视频 fildid 下载源，下载时作为参数传入。

API 描述

getInstance 获取 TXVodDownloadManager 实例对象，单例模式。

setHeaders 设置下载 HTTP 头。

setListener 设置下载回调方法，下载前必须设好。

startDownloadUrl 以 URL 方式开始下载。

startDownload 以 fileid 方式开始下载。

stopDownload
停止下载，ITXVodDownloadListener.onDownloadStop 回调时停

止成功。

deleteDownloadMedia

Info
删除下载信息。

getDownloadMediaInf

oList
获取所有用户的下载列表信息。

getDownloadMediaInf

o
获取下载信息。

getDownloadMediaInf

o
获取下载信息。

ITXVodDownloadListener

API 描述

onDownloadStart 下载开始。

onDownloadProgress 下载进度更新。

onDownloadStop 下载停止。

onDownloadFinish 下载结束。

onDownloadError 下载过程中遇到错误。

hlsKeyVerify
下载 HLS，遇到加密的文件，将解密 key 给外部校验。

TXVodDownloadDataSourc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android.html#a84b3db42095ccb149b8f9be57ecdc0cc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android.html#a9ca40412371b505f9d52fbe95fdbaa6f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android.html#a123ff28866dca6b525f1f2defde28199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android.html#a3e6424357de962092cff42d4c1a68654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android.html#a1d58d3e216c1016eb8d5cc051dd300f7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android.html#a86b884a71a6a11e729a964478612ed65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android.html#a0dab7dad33ef2b555abf31f07ab6447d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android.html#ad82cf86e7bad17efa86df162a4286a05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android.html#ac8b38266ea66940fdd406487ff45a2fd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anager__android.html#a7e03beed3e30d3243b91853856da9d53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ITXVodDownloadListener__android.html#a3cbbd786c51f86aba84a182edd054343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ITXVodDownloadListener__android.html#a4dd74690b9ed22442ba9956d29d69b32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ITXVodDownloadListener__android.html#ac70254aa0f35a4ba01fc8de93214112b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ITXVodDownloadListener__android.html#a0b6eb0287eea736f84ebe8c212ab2219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ITXVodDownloadListener__android.html#ae0faac6397f8df5a2d1e57e56e6e4ec3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ITXVodDownloadListener__android.html#a206077037e4a5f8ef81707ec82514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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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描述

TXVodDownloadData

Source
构造函数，传入 appid，fileid，quality，pSign，username 等参数。

getAppId 获取传入的 appid。

getFileId 获取传入的 fileid。

getPSign 获取传入的 psign。

getQuality 获取传入的 quality。

getUserName 获取传入的 userName，默认“default”。

getToken 获取传入的 token。

getOverlayKey 获取传入的 overlayKey。

getOverlayIv 获取传入的 overlayIv。

清晰度常量

说明：

TXVodQuality240P ~ TXVodQuality1080p 常量在 11.0 版本新增。

code 常量定义 含义说明

0 QUALITY_OD 原画

1 QUALITY_FLU 流畅

2 QUALITY_SD 标清

3 QUALITY_HD 高清

4 QUALITY_FHD 全高清

5 QUALITY_2K 2K

6 QUALITY_4K 4K

1000 QUALITY_UNK 未定义

240 TXVodQuality240P 流畅 240P

360 TXVodQuality360P 流畅 360P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DataSource__android.html#aef4a9306eddebbd7920089e48e09b260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DataSource__android.html#ab95e1b8c990ed3e41fc623e5e9ed47c3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DataSource__android.html#aae60f2e5054da59d0f2d239d0e673cc8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DataSource__android.html#aa7c355a0046a91c5f302f1602b985462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DataSource__android.html#ab03cb85fa393531d1fb702ab1e92008f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DataSource__android.html#ae3cc9307a896bbfcf570a0d077708f58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DataSource__android.html#a20c1ba8630591cc399a35a7abc535728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DataSource__android.html#a8cceb76d2594cecb6615652a854e3245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DataSource__android.html#a86ac7a9d6239880059fc109128c9bb4b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DataSource__android.html#abb1129f5ddec88f4eb579e96afdd741a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DataSource__android.html#a5b5a1363633c76ecfb35dea5daf3e0b2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DataSource__android.html#aad857cb177a777ba09aed2a312a3fe1f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DataSource__android.html#a70195f7d2882bf1918f599ff1c555717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DataSource__android.html#aff4ebd940acb1937be588b6eb7879183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DataSource__android.html#a69635e7ebfc9895b840c7a5f1817e7b3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DataSource__android.html#a35eb8012dab226b7d0714ad98560715d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DataSource__android.html#a3380895e1edc2eb4394cac5d2b40fd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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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视频下载信息，可获取下载进度，播放链接等信息

480 TXVodQuality480P 标清 480P

540 TXVodQuality540P 标清 540P

720 TXVodQuality720P 高清 720P

1080 TXVodQuality1080p 全高清 1080P

TXVodDownloadMediaInfo

API 描述

getDataSourc

e
fileid 下载时获取传入的 fileid 下载源。

getDuration 获取下载的总时长。

getPlayableD

uration
获取已下载的可播放时长。

getSize

获取下载文件总大小，单位：Byte，只针对 fileid 下载源有效。

备注：总大小是指上传到腾讯云点播控制台的原始文件的大小，转自适应码流后的子流

大小，暂时无法获取。

getDownload

Size
获取已下载文件大小，只针对 fileid 下载源有效。

getProgress 获取当前下载进度。

getPlayPath 获取当前播放路径，可传给 TXVodPlayer 播放。

getDownload

State
获取下载状态。

isDownloadFi

nished  
判断是否下载完成。

getSpeed 获取下载速度，单位：KByte/秒。（10.9 版本开始支持）

静态属性

code 属性定义 含义说明

0 STATE_INIT 下载初始态

1 STATE_START 下载开始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ediaInfo__android.html#ab8d408191666ef004ae7d1e4f8d4840a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ediaInfo__android.html#a08c13081c0665a4336a0f022c955fb69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ediaInfo__android.html#aea8be4cac1aaa5b79a1c3faf13ece59c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ediaInfo__android.html#a3c4029b904a61a9873e6d12785ce19a1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ediaInfo__android.html#ab2ab8161365b107da0cf398c2e683533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ediaInfo__android.html#afdfeed8666fff88f32b73cbd1d3a2770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ediaInfo__android.html#a52f40379c9ced15ea1d26d800ad6ac4b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ediaInfo__android.html#a2184d61558a641a71115c9efe9ad3a48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ediaInfo__android.html#aed26755c5919fc7125e4e2400d30d1bc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ediaInfo__android.html#a1ac9cfa17538972c579f1bff39c2fe83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ediaInfo__android.html#a89be56b1eb6cd1441eae8ee501a995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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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fileId播放加密视频配置。

视频码率信息。

雪碧图解析类。

2 STATE_STOP 下载停止

3 STATE_ERROR 下载出错

4 STATE_FINISH 下载完成

TXPlayerAuthBuilder

API 描述

setAppId 应用 appId。

setFileId 文件 id。

setTimeout 加密链接超时时间戳。

setExper 试看时长。

setUs 唯一标识请求。

setSign 防盗链签名。

setHttps 是否用 https 请求。

TXBitrateItem

API 描述

index m3u8 文件中的序号。

width 此流的视频宽度。

height 此流的视频高度。

bitrate 此流的视频码率。

compareTo 比较两条流的码率是否相等。

TXImageSprite

API 描述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ediaInfo__android.html#a88533f2a5acf4b41400bd14feeab9106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ediaInfo__android.html#a7474da17fe98cc77b5bfd257f5f39317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DownloadMediaInfo__android.html#abd0a89abf65650e0e16b613e34d8466f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PlayerAuthBuilder__android.html#a0b43955512510cd5c4930c236f3666bb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PlayerAuthBuilder__android.html#abd423a3f7b11333d1b68506e25e4b77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PlayerAuthBuilder__android.html#ac8cc3ccb3adfc2533c4a8fa97274625d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PlayerAuthBuilder__android.html#a9855f630f9444c767a8085d68892faa1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PlayerAuthBuilder__android.html#aca22d76e37e78b330084f6b228594894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PlayerAuthBuilder__android.html#afb81925d434438d6903b8016b0f26d8d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PlayerAuthBuilder__android.html#adcd67a70185ef7680ecfe0162aee0273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BitrateItem__android.html#a750b5d744c39a06bfb13e6eb010e35d0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BitrateItem__android.html#a2474a5474cbff19523a51eb1de01cda4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BitrateItem__android.html#ad12fc34ce789bce6c8a05d8a17138534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BitrateItem__android.html#ab5d8e1788d02d0e52941a0778776e289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BitrateItem__android.html#a1062863c4ed9def2a8af6edb834792a0


播放器 SD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46 共94页

DRM 播放信息。

通过 fileId 播放视频参数信息。

TXImageSprite 构造函数。

setVTTUrlAndI

mageUrls
设置雪碧图地址。

getThumbnail 获取缩略图。

release 使用完毕调用，否则会造成内存泄漏。

TXPlayerDrmBuilder

API 描述

TXPlayerDrmB

uilder
构造 DRM 播放信息对象。

setProvisionUr

l
设置证书提供商 url。

setKeyLicense

Url
设置解密 key url。

setPlayUrl 设置播放媒体的 url。

TXPlayInfoParams

API 描述

TXPlayInfoPar

ams
构造函数。

getAppId 获取应用 id。

getFileId 获取文件 id。

getPSign 获取腾讯云视频加密签名。

错误码表

常规事件

code 事件定义 含义说明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ImageSprite__android.html#a0daa097ae5eaabb45ce5899d641108b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ImageSprite__android.html#aea98e261dc8911344659a9e6c113f8e8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ImageSprite__android.html#a16a3b680fcd8da1468d3ccfe675d47ed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ImageSprite__android.html#a23b477d0e2d399f75d585d154c346591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PlayerDrmBuilder__android.html#acee757f8bcb8d6af23f4963184f7b791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PlayerDrmBuilder__android.html#a5f55511af44ef3e6619988d4002d1aa5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PlayerDrmBuilder__android.html#ac293b2b09e849a2b54382180c44dc37f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PlayerDrmBuilder__android.html#ad3970dca8235512ed26d2afd492de595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PlayInfoParams__android.html#a1f5bbdc7d3a4817ace0ff64e70af964c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PlayInfoParams__android.html#ab95e1b8c990ed3e41fc623e5e9ed47c3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PlayInfoParams__android.html#aae60f2e5054da59d0f2d239d0e673cc8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PlayInfoParams__android.html#aa7c355a0046a91c5f302f1602b985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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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PLAY_EVT_PLAY_BEGIN 视频播放开始（若有转菊花效果，此时将停止）。

2005
PLAY_EVT_PLAY_PROGR

ESS

视频播放进度，会通知当前播放进度、加载进度和总体时

长。

2007
PLAY_EVT_PLAY_LOADIN

G

视频播放 loading，如果能够恢复，之后会有 

LOADING_END 事件。

2014
PLAY_EVT_VOD_LOADIN

G_END
视频播放 loading 结束，视频继续播放。

2006 PLAY_EVT_PLAY_END 视频播放结束。

2013
PLAY_EVT_VOD_PLAY_P

REPARED
播放器已准备完成，可以播放。

2003
PLAY_EVT_RCV_FIRST_I_

FRAME
网络接收到首个可渲染的视频数据包（IDR）。

2009
PLAY_EVT_CHANGE_RES

OLUTION
视频分辨率改变。

2011
PLAY_EVT_CHANGE_ROT

ATION
MP4 视频旋转角度。

警告事件

code 事件定义 含义说明

-2301
PLAY_ERR_NET_DISCON

NECT

网络断连，且经多次重连亦不能恢复，更多重试请自行重

启播放。

-230

5
PLAY_ERR_HLS_KEY HLS 解密 key 获取失败。

2101
PLAY_WARNING_VIDEO_D

ECODE_FAIL
当前视频帧解码失败。

2102
PLAY_WARNING_AUDIO_

DECODE_FAIL
当前音频帧解码失败。

2103
PLAY_WARNING_RECONN

ECT

网络断连, 已启动自动重连 (重连超过三次就直接抛送 

PLAY_ERR_NET_DISCONNECT)。

2106
PLAY_WARNING_HW_ACC

ELERATION_FAIL
硬解启动失败，采用软解。

-230 PLAY_ERR_HEVC_DECOD H265 解码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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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常量10.0 版本开始，通过 TXVodConstants 对外提供：

4 E_FAIL

-230

3

PLAY_ERR_FILE_NOT_FO

UND
播放的文件不存在。

播放器SDK常量

图像平铺模式

code 事件定义 含义说明

0
RENDER_MODE_FULL_FI

LL_SCREEN
视频画面全屏铺满。

1
RENDER_MODE_ADJUST

_RESOLUTION
视频画面自适应屏幕。

图像渲染角度

code 事件定义 含义说明

0
RENDER_ROTATION_POR

TRAIT
常规竖屏。

270
RENDER_ROTATION_LAN

DSCAPE
右旋90度。

播放事件列表

code 事件定义 含义说明

2003
VOD_PLAY_EVT_RCV_FIR

ST_I_FRAME
网络接收到首个视频数据包（IDR）。

2004
VOD_PLAY_EVT_PLAY_B

EGIN
视频播放开始。

2005
VOD_PLAY_EVT_PLAY_P

ROGRESS
视频播放进度。

2006
VOD_PLAY_EVT_PLAY_E

ND
视频播放结束。

2007 VOD_PLAY_EVT_PLAY_L 视频播放 Loading。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0645160ad90c67581f7f226a6c0c46a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7bc7babd208fa82866f80e9340a5354c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d00f3ee125e574cab63d955e03f5f23f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17bdfecb387ddb3b34a96a0474bd73e3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d745daba38f53e17c19f648e51246044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da58f2a016424a22d053ff02818b705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69a17c951f665b929c0ced3e946b41b0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9a4e84bd9d9e9c7ae1db0cfd3875e74a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755928f9307a228f5b94c054fe88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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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DING

2008
VOD_PLAY_EVT_START_

VIDEO_DECODER
解码器启动。

2009
VOD_PLAY_EVT_CHANGE

_RESOLUTION
视频分辨率改变。

2010
VOD_PLAY_EVT_GET_PL

AYINFO_SUCC
获取点播文件信息成功。

2011
VOD_PLAY_EVT_CHANGE

_ROTATION
视频旋转信息。

2013
VOD_PLAY_EVT_VOD_PL

AY_PREPARED
视频加载完毕。

2014
VOD_PLAY_EVT_VOD_LO

ADING_END
loading 结束。

2026
VOD_PLAY_EVT_RCV_FIR

ST_AUDIO_FRAME
音频首次播放。

2103
VOD_PLAY_WARNING_RE

CONNECT
网络断连, 已启动自动重连。

-2301
VOD_PLAY_ERR_NET_DIS

CONNECT
网络断连, 且经多次重连抢救无效。

-230

3

VOD_PLAY_ERR_FILE_NO

T_FOUND
文件不存在。

-230

4

VOD_PLAY_ERR_HEVC_D

ECODE_FAIL
h265 解码失败。

-230

5

VOD_PLAY_ERR_HLS_KE

Y
HLS 解密 key 获取失败。

-230

6

VOD_PLAY_ERR_GET_PL

AYINFO_FAIL
获取点播文件信息失败。

2106
VOD_PLAY_WARNING_H

W_ACCELERATION_FAIL
硬解启动失败，采用软解。

-5 VOD_PLAY_ERR_INVALID

_LICENSE
license 不合法，播放失败。注：在 startVodPlay  之

前，需要通过 TXLiveBase#setLicence  设置 

License 后方可成功播放，否则将播放失败（黑屏），

全局仅设置一次即可。直播 License、短视频 Licens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755928f9307a228f5b94c054fe888384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7c3fc61aaa8865bccee4deb0b237f9e0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a02aa77b481d6817ddd60ca3cad7131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ebd8ad6fe4c09ebb9205422ed072b61f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440c3d89bec97cea7170d293d590d5fd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81e281a76a84d61f9f76cc45d51b7bd7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22ef1d7404af3661eb6b600a6e6399fd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ecd3bbe2687021e769985deb88bd04c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029b64e10522699e622bd42706d10f65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e0ebb051cf1166a8c71cd0b981d260cc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1e71f9fdafabb1bd16fab933c308d070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79b7f1b580d0cab34fc5616ae474660f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a3130bf22ec63513ddca17ef3a24267a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0b2d0a807f32a21c215eb0d523d1ba67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f669a195862852295bbfd67d77143097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fde8fcf56aeef512220ea06e92db2e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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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视频播放 License 均可使用，若您暂未获取上述 

License ，可 快速免费申请测试版 License  以正常播

放，正式版 License 需 购买 。

播放事件参数

事件定义 含义说明

EVT_UTC_TIME UTC 时间。

EVT_TIME 事件发生时间。

EVT_DESCRIPTION 事件说明。

EVT_PARAM1 事件参数1。

EVT_PARAM2 事件参数2。

EVT_PLAY_COVER_URL 视频封面。

EVT_PLAY_URL 视频地址。

EVT_PLAY_NAME 视频名称。

EVT_PLAY_DESCRIPTION 视频简介。

EVT_PLAY_PROGRESS_MS 播放进度（毫秒）。

EVT_PLAY_DURATION_MS 播放总长（毫秒）。

EVT_PLAY_PROGRESS 播放进度。

EVT_PLAY_DURATION 播放总长。

EVT_PLAYABLE_DURATION_MS 点播可播放时长（毫秒）。

EVT_PLAYABLE_RATE 播放速率。

EVT_PLAYABLE_DURATION 点播可播放时长。

EVT_IMAGESPRIT_WEBVTTURL 雪碧图 web vtt 描述文件下载 URL。

EVT_IMAGESPRIT_IMAGEURL_LIST 雪碧图图片下载 URL。

EVT_DRM_TYPE 加密类型。

EVT_CODEC_TYPE 视频编码类型。

EVT_KEY_FRAME_CONTENT_LIST 视频关键帧描述信息。

https://cloud.tencent.com/act/event/Licen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34750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fee483734d4d3a831a30c602406e77d6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5cb5e37938b510270847d4f5c751a594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103453280f89ab536f1cc18f7b3cbf53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d627c73ec08206efdd221293acc5e716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a15b5dbb07de07d1b2dbe14cfcd4c3f8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40e4910ac679c2301b56d2b353782c45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c913635a62c07ee774965c946db60ca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018b2b66f3393288356448fd2520049b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78f0b6a56bce879ab53e5c955ae9b72a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0aa1661deb8e647fab5fd9f49e80c7f9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3abe5f92aa39728811ef148c2a9ad830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3f1f479ffccbb042f9fdf3f21a3276fc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2c453eed399f105eec5803a3894ad81d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315c2ebea16fbabde6dfa05b46365ec1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b00428b5d3902980f809f281ab3113cd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27916804840b52c8b012c65f23f5295c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c5b62b9cd23553e5caa4ea25b8093594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8b4b82a700fad6dc290c6b9df836b379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8f621b0e05158b432a9bfce15b51929d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9aea07e52f99dfc5ce83e627207c3013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f27d14de4e5ba1057f1687fb953bf0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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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T_KEY_FRAME_TIME_LIST 关键帧时间。

播放网络状态通知参数

事件定义 含义说明

NET_STATUS_CPU_USAGE CPU 使用率。

NET_STATUS_VIDEO_WIDTH 分辨率之  width。

NET_STATUS_VIDEO_HEIGHT 分辨率之 height。

NET_STATUS_VIDEO_FPS 当前视频帧率。

NET_STATUS_VIDEO_GOP 当前视频 GOP。

NET_STATUS_VIDEO_BITRATE 视频数据比特率。

NET_STATUS_AUDIO_BITRATE 音频数据比特率。

NET_STATUS_NET_SPEED 网络速率。

NET_STATUS_AUDIO_CACHE 音频帧数。

NET_STATUS_VIDEO_CACHE 视频帧数。

NET_STATUS_AUDIO_INFO 当前流的音频信息。

NET_STATUS_NET_JITTER 网络抖动情况。

NET_STATUS_SERVER_IP 连接的 Server IP 地址。

NET_STATUS_VIDEO_DPS 当前解码器输出帧率。

NET_STATUS_QUALITY_LEVEL 网络质量。

播放器媒资类型

code 事件定义 含义说明

0 MEDIA_TYPE_AUTO auto 类型。

1 MEDIA_TYPE_HLS_VOD 自适应码率播放 hls 点播媒资。

2 MEDIA_TYPE_HLS_LIVE 自适应码率播放 hls 直播媒资。

未分类变量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ad3ea1d65ffad606f0e72b45229c883a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66b91ad00c61489fc2d7465999d1a77a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12f4f516e8a103c43cf1fd3409e3a076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ccbc5e1a57b7575b7ecf812cb939002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2ceaa8d4f26f94231cceb46ebc1ec01f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cd77aba1bb25077ecd03269c311479b8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a7190fc964cf23a567b56d9793ad5737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e77d554c71c9e298e09ae39cde8ff698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e2899ec3669bbf6261cead660c6e797c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71bf377ea1925873217c1c5ee600af53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9e8fcc05e66967e0eb3348da202c7cd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4107d46355fbcb54973cdfb82f25a2f4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04f0c226d2b7571d07f118e05f43dc3a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0d7111f8bfbb9aba0d2ea9e2c8d6d7bd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1ef238d0f43788fa5a5e01ea3d1cfce7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8f86732d6a56638c8697c20e614c8d68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7d204fdc431c5c3ffea9f5da094edf5f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e915784aa6e5b694a599cb79bb5f6051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cf7595f6e4617ad0da6e120ada7c7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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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事件定义 含义说明

-1 INDEX_AUTO 自适应码率 index 标识。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VodConstants__android.html#gaa49e56e7580286e85bce4c88feddb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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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场景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19 10:19:39

请参见 TXLivePlayer 。

主要负责将直播流的音视频画面进行解码和本地渲染，包含如下技术特点：

TXLivePlayer

视频播放器

针对腾讯云的拉流地址，可使用低延时拉流，实现直播连麦等相关场景。

针对腾讯云的拉流地址，可使用直播时移功能，能够实现直播观看与时移观看的无缝切换。

支持自定义的音视频数据处理，让您可以根据项目需要处理直播流中的音视频数据后，进行渲染以及播放。

SDK 基础函数

API 描述

TXLivePlayer 创建 TXLivePlayer  实例。

setConfig 设置 TXLivePlayer  播放配置项。

setPlayListener 设置推流回调接口。

播放基础接口

API 描述

setPlayerV

iew
设置播放器的视频渲染 View。

startLivePl

ay

播放器开始播放。10.7版本开始，startPlay变更为startLivePlay，需要通过 {@link 

TXLiveBase#setLicence} 设置 Licence 后方可成功播放， 否则将播放失败（黑

屏），全局仅设置一次即可。直播 Licence、短视频 Licence 和视频播放 Licence 均

可使用，若您暂未获取上述 Licence ，可 快速免费申请测试版 Licence  以正常播放，

正式版 License 需 购买 。

stopPlay 停止播放。

isPlaying 是否正在播放。

pause 暂停播放。

resume 恢复播放。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aec057eaad309a040e689eae94d81f6c2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a0735b006fe8c56875665cb66881af144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a64eefab5bdb76cef17f609560eec5830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a88b703ef3653d9af7529ff6b0bb7b3e2
https://cloud.tencent.com/act/event/Licen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74588#.E8.B4.AD.E4.B9.B0.E5.B9.B6.E6.96.B0.E5.BB.BA.E6.AD.A3.E5.BC.8F.E7.89.88-licens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a6abf34bf566c275476b1706593cb0fe1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ac651fc45a9f04e4db6f258f8cdd7bbcf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a7167f5c196fc5e167bfabde1a730e81d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a41de8150eff044a237990c271d57ea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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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Surface 使用 Surface 模式用于本地渲染。

setSurface

Size
设置渲染 Surface 的大小。

播放配置接口

API 描述

setRenderMode 设置播放渲染模式。

setRenderRotation 设置图像渲染角度。

enableHardwareDecode 开启硬件加速。

setMute 设置是否静音播放。

setAudioRoute 设置声音播放模式。

setVolume 设置音量。

switchStream 多清晰度切换。

setAudioVolumeEvaluationListener 设置音量大小回调接口。

本地录制和截图

API 描述

setVideoRecordListener 设置录制回调接口。

startRecord 启动视频录制。

stopRecord 停止视频录制。

snapshot 播放过程中本地截图。

自定义数据处理

API 描述

addVideoRawData 设置软解码数据载体 Buffer。

setVideoRawDataListener 设置软解码视频数据回调。

setAudioRawDataListener 设置音频数据回调。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ac06d94f1ed4ec1441c075e4ba556eb37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adfa92e76bde9450b135c48f531e5434d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a6e1e1e12120b92f4884d3ea1a8e2cc94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a1ae55363f74a78d935d63ea7b44130a8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a33b092e7e79aab66b494e7034021b2f9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a85d2bb3409165c1b7b2c53f8d61a03e2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a3f0305de6ccd826ab62c442408416df9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a6715d5315d47c73b3838f2cb771e7b58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a53f1f75a9a06e03bbb35e2ff5368c6f9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acd5e085b916732b2141ddae9ef93fc21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acd229e0c77d3eea61dc0762557417478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aed6b1e9d26a36166ee31c0544bd95ca4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a13313c5410c2a10a704b991f28141e6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a1377ad3e2678d3fef21f5037e274dd1a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a31d3d4067f5e61b80d7b750a6b5d97e2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a093d4928d038dcc1c5413e771b5f8962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a36183b7ad026bc3e9718e82e38497e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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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 ITXSnapshotListener 。

请参见 ITXVideoRawDataListener 。

请参见 ITXAudioRawDataListener 。

请参见 ITXAudioVolumeEvaluationListener 。

直播时移接口

API 描述

prepareLiveSeek 直播时移准备。

seek 直播时移跳转。

resumeLive 恢复直播播放。

截图回调接口类

API 描述

onSnapshot 截图回调。

软解视频数据回调接口类

API 描述

onVideoRawDataAvailable 软解码器解出一帧数据回调一次。

音频原始数据接口类

API 描述

onPcmDataAvailable 音频播放数据回调，数据格式 ：PCM。

onAudioInfoChanged 音频播放信息回调。

播放器音量大小接口类

API 描述

onAudioVolumeEvaluationNotify 播放器音量大小回调, 取值范围 [0，100]。

TXLivePlayConfig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interfacecom_1_1tencent_1_1rtmp_1_1TXLivePlayer_1_1ITXSnapshotListener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interfacecom_1_1tencent_1_1rtmp_1_1TXLivePlayer_1_1ITXVideoRawDataListener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interfacecom_1_1tencent_1_1rtmp_1_1TXLivePlayer_1_1ITXAudioRawDataListener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interfacecom_1_1tencent_1_1rtmp_1_1TXLivePlayer_1_1ITXAudioVolumeEvaluationListener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a081d01beb281348300bd9e9689949c59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a914c54a0122cba5ad78d84f893df8578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a4fa26fd4aea472d02de56d5f0bf653bf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a466e71718261727174795a3cd2b95d9e/34775#onvideorawdataavailabl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a33e835ad16580a93ae40e0723368af32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a2aa86c3f5bd33047692b3d4dd0a59c32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ae83090684b162568b729c010acd69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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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 TXLivePlayConfig 。

主要负责 TXLivePlayer  对应的参数设置，其中绝大多数设置项在播放开始之后再设置是无效的。

请参见 ITXLivePlayListener 。

腾讯云直播播放器的参数配置模块

常用设置项

API 描述

setAutoAdjustCacheTime 设置是否自动调整缓存时间。

setCacheTime 设置播放器缓存时间。

setMaxAutoAdjustCacheTime 设置最大的缓存时间。

setMinAutoAdjustCacheTime 设置最小的缓存时间。

setVideoBlockThreshold 设置播放器视频卡顿报警阈值。

setConnectRetryCount 设置播放器重连次数。

setConnectRetryInterval 设置播放器重连间隔。

专业设置项

API 描述

setEnableMessage 开启消息通道。

enableAEC 设置回声消除。

ITXLivePlayListener

腾讯云直播播放的回调通知

API 描述

onPlayEvent 播放事件通知。

onNetStatus 网络状态通知。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Config__android.html#classcom_1_1tencent_1_1rtmp_1_1TXLivePlayConfig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er__android.html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ITXLivePlayListener__android.html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Config__android.html#ad2b54e62edb8d9cf287ac34a0ee0bc6e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Config__android.html#ac911ed6c1650c8723d11bb4aaa49f73f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Config__android.html#ab400433f30e53d4827b8c16c449c107c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Config__android.html#af495df5fea5e42779c007c5600e7bc4a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Config__android.html#a5d403dd5553d58ce309f26dbec61e20f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Config__android.html#a30911117043dc5b3f559abf5eb1e9ce9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Config__android.html#a5f3b8315c6276bd1c03c999ce01e4f8f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Config__android.html#a7c8e9ce786b57f2fddf921c4f336523d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TXLivePlayConfig__android.html#a2fb8e9e6f182cdd49f1260484cc484e5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ITXLivePlayListener__android.html#a57e1f63dbe15f1242e3b842d0454f74f
https://liteav.sdk.qcloud.com/doc/api/zh-cn/group__ITXLivePlayListener__android.html#a826de3acd9a9d2da1604a076772f2f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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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tter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08 11:52:35

说明

设置 License

申请到 License 后，通过下面的接口初始化 License，建议在启动的时候进行，如果没有设置 License，将会

播放视频失败。

接口

参数说明

返回值

无

说明

创建原生层的点播播放器实例，如果使用 TXVodPlayerController ，其中已经集成，不需要额外创建。

接口

参数说明

无

返回值

SuperPlayerPlugin类

setGlobalLicense

static Future<void> setGlobalLicense(String licenceUrl, String licenceKey) async;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licenceUrl String licence 的 url

licenceKey String licence 的 key

createVodPlayer

static Future<int?> createVodPlayer() async;

返回值 类型 描述

playerId int 播放器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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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创建原生层的点播播放器实例，如果使用 TXVodPlayerController ，其中已经集成，不需要额外创建。

接口

参数说明

无

返回值

说明

打开或关闭播放器原生 log 输出。

接口

参数说明

返回值

无

说明

释放对应播放器的资源。

接口

参数说明

createLivePlayer

static Future<int?> createLivePlayer() async;

返回值 类型 描述

playerId int 播放器 ID

setConsoleEnabled

static Future<int?> setConsoleEnabled() async;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enabled bool 开启或关闭播放器 log

releasePlayer

static Future<int?> releasePlayer(int? playerId) asy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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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返回值

无

说明

设置播放引擎的最大缓存大小。设置后会根据设定值自动清理 Cache 目录的文件。

接口

参数说明

返回值

无

说明

该缓存路径默认设置到 App 沙盒目录下，参数只需要传递相对缓存目录即可，不需要传递整个绝对路径。

接口

参数说明

返回值

无

setGlobalMaxCacheSize

static Future<void> setGlobalMaxCacheSize(int size) async;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size int 最大缓存大小（单位：MB)

setGlobalCacheFolderPath

static Future<bool> setGlobalCacheFolderPath(String postfixPath) async;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postfix

Path

Strin

g

缓存目录，该缓存路径默认设置到 app 沙盒目录下，postfixPath 只需要传递相对

缓存目录即可，不需要传递整个绝对路径。

Android 平台：视频将会缓存到 sdcard 的 

Android/data/your-pkg-name/files/testCache  目录。

iOS 平台视频将会缓存到沙盒的 Documents/testCache  目录。

setLog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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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设置 log 输出级别。

接口

参数说明

返回值

无

说明

设置亮度，仅适用于当前 App。

接口

参数说明

返回值

无

说明

恢复界面亮度，仅适用于当前 App。

接口

static Future<void> setLogLevel(int logLevel) async;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logLev

el
int

0：输出所有级别的 log

1：输出 DEBUG、INFO、WARNING、ERROR 和 FATAL 级别的 log

2：输出 INFO、WARNNING、ERROR 和 FATAL 级别的 log

3：输出 WARNNING、ERROR 和 FATAL 级别的 log

4：输出 ERROR 和 FATAL 级别的 log

5：只输出 FATAL 级别的 log

6：不输出任何 SDK log

setBrightness

static Future<void> setBrightness(double brightness) async;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brightness double 亮度取值范围 0.0~1.0

restorePageBrigh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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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无

返回值

无

说明

获得当前界面的亮度值。

接口

参数说明

无

返回值

说明

设置当前系统的音量。

接口

参数说明

返回值

无

static Future<void> restorePageBrightness() async;

getBrightness

static Future<double> getBrightness() async;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brightness double 亮度取值范围 0.0~1.0

setSystemVolume

static Future<void> setSystemVolume(double volume) async;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volume double 音量取值范围 0.0~1.0

getSystem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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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设置当前系统的音量。

接口

参数说明

无

返回值说明

说明

释放音频焦点，仅适用于 Android。

接口

参数说明

无

返回值

无

说明

请求获取音频焦点，仅适用于 Android。

接口

参数说明

无

返回值

无

static Future<double> getSystemVolume() async;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volume double 音量取值范围 0.0~1.0

abandonAudioFocus

static Future<double> abandonAudioFocus() async;

requestAudioFocus

static Future<void> requestAudioFocus() async ;

isDeviceSupportP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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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判断当前设备是否支持画中画模式。

接口

参数说明

无

返回值说明

说明

获得当前原生层播放器 SDK 的版本号。

接口

参数说明

无

返回值说明

说明

设置 liteav SDK 接入的环境。 

腾讯云在全球各地区部署的环境，按照各地区政策法规要求，需要接入不同地区接入点。

注意

目标市场为中国大陆的客户请不要调用此接口，如果目标市场为海外用户，请通过技术支持联系我们，了解 

env_config 的配置方法，以确保 App 遵守 GDPR 标准。

static Future<int> isDeviceSupportPip() async;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isDeviceSupportPip int

0：可开启画中画模式

 -101：Android版本过低 

 -102：画中画权限关闭/设备不支持画中画

-103：当前界面已销毁

getLiteAVSDKVersion

static Future<String?> getLiteAVSDKVersion() async;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sdkVersion String 当前播放器 SDK 版本

setGlobalEnv



播放器 SD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64 共94页

接口

参数说明

返回值说明

说明

初始化 controller，请求分配共享纹理。

接口

参数说明

返回值说明

无

注意

10.7版本开始，startPlay 变更为 startVodPlay，需要通过

 {@link SuperPlayerPlugin#setGlobalLicense} 设置 Licence 后方可成功播放， 否则将播放失败（黑

屏），全局仅设置一次即可。直播 Licence、短视频 Licence 和视频播放 Licence 均可使用，若您暂未获取上

述 Licence ，可 快速免费申请测试版 Licence  以正常播放，正式版 License 需 购买 。

static Future<int> setGlobalEnv(String envConfig) async;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envConfig String 需要接入的环境，SDK 默认接入的环境是：默认正式环境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result int
1：设置成功

2：设置失败

TXVodPlayerController类

initialize

Future<void> initialize({bool? onlyAudio}) async;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onlyAudio bool 选填，是否是纯音频播放器

startVodPlay

https://cloud.tencent.com/act/event/Licen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74588#.E8.B4.AD.E4.B9.B0.E5.B9.B6.E6.96.B0.E5.BB.BA.E6.AD.A3.E5.BC.8F.E7.89.88-license


播放器 SD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65 共94页

说明

通过播视频 url 进行播放。

接口

参数说明

返回值说明

注意

10.7版本开始，startPlay 变更为 startVodPlay，需要通过

 {@link SuperPlayerPlugin#setGlobalLicense} 设置 Licence 后方可成功播放， 否则将播放失败（黑

屏），全局仅设置一次即可。直播 Licence、短视频 Licence 和视频播放 Licence 均可使用，若您暂未获取上

述 Licence ，可 快速免费申请测试版 Licence  以正常播放，正式版 License 需 购买 。

说明

通过视频 field 进行播放。

接口

参数说明

Future<bool> startVodPlay(String url) async;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url String 要播放的视频 url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result bool 创建是否成功

startVodPlayWithParams

Future<void> startVodPlayWithParams(TXPlayInfoParams params) async;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appId int 应用 appId。必填

fileId String 文件 id。必填

timeou

t
String

加密链接超时时间戳，转换为16进制小写字符串，腾讯云 CDN 服务器会根据该时

间判断该链接是否有效

exper String 试看时长，单位：秒

https://cloud.tencent.com/act/event/Licen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74588#.E8.B4.AD.E4.B9.B0.E5.B9.B6.E6.96.B0.E5.BB.BA.E6.AD.A3.E5.BC.8F.E7.89.88-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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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说明

无

说明

暂停当前正在播放的视频。

接口

参数说明

无

返回值说明

无

说明

将当前处于暂停状态的视频恢复播放。

接口

参数说明

无

返回值说明

无

说明

停止当前正在播放的视频。

接口

us String 唯一标识请求，增加链接唯一性

sign String 防盗链签名，参考 防盗链产品文档  

https String 是否用 https 请求。默认 false

pause

Future<void> pause() async;

resume

Future<void> resume() async;

stop

Future<bool> stop({bool isNeedClear = false}) async;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1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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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返回值说明

说明

设置即将播放的视频，在 startVodPlay 加载视频地址之后，是否直接自动播放。

接口

参数说明

返回值说明

无

说明

当前播放器是否正在播放。

接口

参数说明

无

返回值说明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isNeedClear bool 是否清除最后一帧画面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result bool 停止是否成功

setIsAutoPlay

Future<void> setIsAutoPlay({bool? isAutoPlay}) async;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isAutoPlay bool 是否自动播放

isPlaying

Future<bool> isPlaying() async;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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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设置当前播放是否静音。

接口

参数说明

返回值说明

无

说明

视频播放完成之后是否循环播放。

接口

参数说明

返回值说明

无

说明

将进度调整到指定位置。

接口

isPlaying bool 是否正在播放

setMute

Future<void> setMute(bool mute) async;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mute bool 是否静音

setLoop

Future<void> setLoop(bool loop) async;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loop bool 是否循环播放

seek

_controller.seek(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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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返回值说明

无

说明

设置视频播放的速率。

接口

参数说明

返回值说明

无

说明

获得当前正在播放的视频支持的码率。

接口

参数说明

无

返回值说明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progress double 需要调整到的播放时间，单位 秒

setRate

Future<void> setRate(double rate) async;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rate double 视频的播放速率。默认1.0

getSupportedBitrates

Future<List?> getSupportedBitrates() async;

返回值 类型 描述

index int 码率序号

width int 码率对应视频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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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获得设置过的码率序号。

接口

参数说明

无

返回值说明

说明

通过码率序号，设置当前码率。

接口

参数说明

返回值说明

无

说明

指定播放开始时间。

接口

height int 码率对应视频高度

bitrate int 码率值

getBitrateIndex

Future<int> getBitrateIndex() async;

返回值 类型 描述

index int 码率序号

setBitrateIndex

Future<void> setBitrateIndex(int index) async;

返回值 类型 描述

index int 码率序号。 传入-1时，表示开启码流自适应。

setStart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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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返回值说明

无

说明

设置视频的声音大小。

接口

参数说明

返回值说明

无

说明

请求获得音频焦点，适用于 Android。

接口

参数说明

返回值说明

Future<void> setStartTime(double startTime) async;

返回值 类型 描述

startTime double 播放开始时间，单位 秒

setAudioPlayoutVolume

Future<void> setAudioPlayoutVolume(int volume) async;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volume int 视频声音大小，范围0~100

setRequestAudioFocus

Future<bool> setRequestAudioFocus(bool focus) async;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focus bool 是否设置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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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给播放器进行配置。

接口

参数说明

返回值说明

无

说明

获得当前播放时间，单位 秒。

接口

参数说明

无

返回值说明

说明

获得当前视频已缓存的时间，单位 秒。

接口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result bool 设置焦点是否成功

setConfig

Future<void> setConfig(FTXVodPlayConfig config) async ;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config FTXVodPlayConfig 请参考 FTXVodPlayConfig类

getCurrentPlaybackTime

Future<double> getCurrentPlaybackTime() async;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playbackTime double 当前播放时间，单位 秒

getBufferD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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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无

返回值说明

说明

获得当前正在播放视频的可播放时间，单位 秒。

接口

参数说明

无

返回值说明

说明

获得当前正在播放视频的宽度。

接口

参数说明

无

返回值说明

 Future<double> getBufferDuration();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playbackTime double 当前视频已缓存的时间，单位 秒

getPlayableDuration

 Future<double> getPlayableDuration() async;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playableDuration double 当前视频可播放时，单位 秒

getWidth

Future<int> getWidth() async;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width int 当前视频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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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获得当前正在播放视频的高度。

接口

参数说明

无

返回值说明

说明

加密 HLS 的 token。设置此值后，播放器自动在 URL 中的文件名之前增加 voddrm.token。

接口

参数说明

返回值说明

无

说明

获得当前播放器是否循环播放的状态。

接口

参数说明

getHeight

Future<int> getHeight() async;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height int 当前视频高度

setToken

Future<void> setToken(String? token) async;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token String 播放视频的 token

isLoop

Future<bool> isLoop() asy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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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返回值说明

说明

开启/关闭硬解播放，设置后不会立即生效，需要重新播放才可生效。

接口

参数说明

返回值说明

说明

销毁 controller，调用该方法会销毁掉所有通知事件，释放掉播放器。

接口

参数说明

无

返回值说明

无

说明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isLoop bool 播放器是否处于循环播放状态

enableHardwareDecode

Future<bool> enableHardwareDecode(bool enable);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 是否开启硬解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result bool 硬解/软解设置结果

dispose

void dispose() async;

getD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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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视频总时长。

接口

参数说明

无

返回值说明

说明

进入画中画模式。

接口

参数说明

该参数只适用于 Android 平台。

返回值说明

Future<double> getDuration() async;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duration double 视频总时长，单位 秒

enterPictureInPictureMode

Future<int> enterPictureInPictureMode({String? backIconForAndroid, String? playIconFor

参数名
类

型
描述

backIco

n

Str

ing

回退按钮图标，由于 Android 平台限制，图标大小不得超过1M，可不传，不传则使

用系统自带图标

playIco

n

Str

ing

播放按钮图标，由于 Android 平台限制，图标大小不得超过1M，可不传，不传则使

用系统自带图标

pauseIc

on

Str

ing

暂停按钮图标，由于 Android 平台限制，图标大小不得超过1M，可不传，不传则使

用系统自带图标

forward

Icon

Str

ing

快进按钮图标，由于 Android 平台限制，图标大小不得超过1M，可不传，不传则使

用系统自带图标

参数名 值 描述

NO_ERROR 0 启动成功，没有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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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_PIP_LOWER_VERSION

-

1

0

1

Android 版本过低，不支持画中画模式

ERROR_PIP_DENIED_PERMISS

ION

-

1

0

2

画中画模式权限未打开，或者当前设备不支持画中画

ERROR_PIP_ACTIVITY_DESTR

OYED

-

1

0

3

当前界面已经销毁

ERROR_IOS_PIP_DEVICE_NOT

_SUPPORT

-

1

0

4

设备或系统版本不支持（iPad iOS9+ 才支持PIP），

只适用于 iOS

ERROR_IOS_PIP_PLAYER_NO

T_SUPPORT

-

1

0

5

播放器不支持，只适用于 iOS

ERROR_IOS_PIP_VIDEO_NOT_

SUPPORT

-

1

0

6

视频不支持，只适用于 iOS

ERROR_IOS_PIP_IS_NOT_POS

SIBLE

-

1

0

7

PIP 控制器不可用，只适用于 iOS

ERROR_IOS_PIP_FROM_SYST

EM

-

1

0

8

PIP 控制器报错，只适用于 iOS

ERROR_IOS_PIP_PLAYER_NO

T_EXIST

-

1

0

9

播放器对象不存在，只适用于 iOS

ERROR_IOS_PIP_IS_RUNNING - PIP 功能已经运行，只适用于 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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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0

ERROR_IOS_PIP_NOT_RUNNI

NG

-

11

1

PIP 功能没有启动，只适用于 iOS

FTXVodPlayConfig类

属性配置说明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connectRetryCo

unt
int

播放器重连次数，当 SDK 与服务器异常断开连接时，SDK 会尝试与

服务器重连，通过该值设置 SDK 重连次数

connectRetryInte

rval
int

播放器重连间隔，当 SDK 与服务器异常断开连接时，SDK 会尝试与

服务器重连，通过该值设置两次重连间隔时间

timeout int 播放器连接超时时间

playerType int 播放器类型。0：点播，1：直播，2：直播回看

headers Map 自定义 http headers

enableAccurateS

eek
bool 是否精确 seek，默认 true

autoRotate bool

播放 mp4 文件时，若设为 true 则根据文件中的旋转角度自动旋转。

旋转角度可在 PLAY_EVT_CHANGE_ROTATION 事件中获得。

默认 true

smoothSwitchBit

rate
bool

平滑切换多码率 HLS，默认 false。设为 false 时，可提高多码率地

址打开速度；设为 true，在 IDR 对齐时可平滑切换码率

cacheMp4ExtNa

me

Strin

g
缓存 mp4 文件扩展名，默认 mp4

progressInterval int 设置进度回调间隔,若不设置，SDK 默认间隔0.5秒回调一次,单位毫秒

maxBufferSize int
最大播放缓冲大小，单位 MB。此设置会影响 playableDuration，

设置越大，提前缓存的越多

maxPreloadSize int 预加载最大缓冲大小，单位：MB

firstStartPlayBuff

erTime
int 首缓需要加载的数据时长，单位 ms，默认值为10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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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初始化 controller，请求分配共享纹理。

接口

参数说明

返回值说明

无

注意

10.7版本开始，startPlay 变更为 startLivePlay，需要通过 {@link 

SuperPlayerPlugin#setGlobalLicense} 设置 Licence 后方可成功播放， 否则将播放失败（黑屏），全局

仅设置一次即可。直播 Licence、短视频 Licence 和视频播放 Licence 均可使用，若您暂未获取上述 Licence 

，可 快速免费申请测试版 Licence  以正常播放，正式版 License 需 购买 。

说明

通过播视频 url 进行播放。

nextStartPlayBuf

ferTime

int 缓冲时（缓冲数据不够引起的二次缓冲，或者seek引起的拖动缓冲）

最少要缓存多长的数据才能结束缓冲，单位 ms，默认值为250ms

overlayKey
Strin

g
HLS 安全加固加解密 key

overlayIv
Strin

g
HLS 安全加固加解密 Iv

extInfoMap Map 一些不必周知的特殊配置

enableRenderPr

ocess
bool

是否允许加载后渲染后处理服务,默认开启，开启后超分插件如果存在，

默认加载

preferredResolut

ion
int 优先播放的分辨率，preferredResolution = width * height

TXLivePlayerController类

initialize

Future<void> initialize({bool? onlyAudio}) async;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onlyAudio bool 选填，是否是纯音频播放器

startLivePlay

https://cloud.tencent.com/act/event/Licen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81/74588#.E8.B4.AD.E4.B9.B0.E5.B9.B6.E6.96.B0.E5.BB.BA.E6.AD.A3.E5.BC.8F.E7.89.88-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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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

参数说明

返回值说明

说明

暂停当前正在播放的视频。

接口

参数说明

无

返回值说明

无

说明

将当前处于暂停状态的视频恢复播放。

接口

参数说明

无

Future<bool> play(String url, {int? playType}) async;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url String 要播放的视频 url

playTyp

e
int

选填，支持的播放类型，默认 RTMP 直播，支持 LIVE_RTMP、

LIVE_FLV、LIVE_RTMP_ACC 以及 VOD_HLS，详见 TXPlayType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result bool 创建是否成功

pause

Future<void> pause() async;

resume

Future<void> resume() asy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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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说明

无

说明

停止当前正在播放的视频。

接口

参数说明

返回值说明

说明

设置即将播放的视频，在 startVodPlay 加载视频地址之后，是否直接自动播放。

接口

参数说明

返回值说明

无

说明

当前播放器是否正在播放。

stop

Future<bool> stop({bool isNeedClear = false}) async;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isNeedClear bool 是否清除最后一帧画面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result bool 停止是否成功

setIsAutoPlay

Future<void> setIsAutoPlay({bool? isAutoPlay}) async;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isAutoPlay bool 是否自动播放

isPla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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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

参数说明

无

返回值说明

说明

设置当前播放是否静音。

接口

参数说明

返回值说明

无

说明

设置视频的声音大小。

接口

参数说明

Future<bool> isPlaying() async;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isPlaying bool 是否正在播放

setMute

Future<void> setMute(bool mute) async;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mute bool 是否静音

setVolume

 Future<void> setVolume(int volume);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volume int 视频声音大小，范围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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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说明

无

说明

设置直播模式。

接口

参数说明

返回值说明

无

说明

设置 appID，云控使用。

接口

参数说明

返回值说明

无

说明

停止时移播放，返回直播。

接口

setLiveMode

Future<void> setLiveMode(TXPlayerLiveMode mode) async;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mode int 直播模式。自动模式、极速模式、流畅模式

setAppID

Future<void> setAppID(int appId) async;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appId int appId

resume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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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无

返回值说明

说明

给播放器进行配置。

接口

参数说明

返回值说明

无

说明

开启/关闭硬解播放，设置后不会立即生效，需要重新播放才可生效。

接口

参数说明

返回值说明

Future<int> resumeLive() async;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result int 1 成功， 0 失败

setConfig

Future<void> setConfig(FTXLivePlayConfig config) async;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config FTXLivePlayConfig 请参考 FTXLivePlayConfig类

enableHardwareDecode

Future<bool> enableHardwareDecode(bool enable);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 是否开启硬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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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进入画中画模式，仅支持 Android 端，iOS 端直播目前暂不支持画中画模式。

接口

参数说明

该参数只适用于 android 平台

返回值说明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result bool 硬解/软解设置结果

enterPictureInPictureMode

Future<int> enterPictureInPictureMode({String? backIconForAndroid, String? playIconFor

参数名
类

型
描述

backIco

n

Str

ing

回退按钮图标，由于 Android 平台限制，图标大小不得超过1M，可不传，不传则使

用系统自带图标

playIco

n

Str

ing

播放按钮图标，由于 Android 平台限制，图标大小不得超过1M，可不传，不传则使

用系统自带图标

pauseIc

on

Str

ing

暂停按钮图标，由于 Android 平台限制，图标大小不得超过1M，可不传，不传则使

用系统自带图标

forward

Icon

Str

ing

快进按钮图标，由于 Android 平台限制，图标大小不得超过1M，可不传，不传则使

用系统自带图标

参数名 值 描述

NO_ERROR 0 启动成功，没有错误

ERROR_PIP_LOWER_VERSION

-

1

0

1

Android 版本过低，不支持画中画模式

ERROR_PIP_DENIED_PERMISS

ION

-

1

0

2

画中画模式权限未打开，或者当前设备不支持画中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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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ERROR_PIP_ACTIVITY_DESTR

OYED

-

1

0

3

当前界面已经销毁

ERROR_IOS_PIP_DEVICE_NOT

_SUPPORT

-

1

0

4

设备或系统版本不支持（iPad iOS9+ 才支持PIP），

只适用于 iOS

ERROR_IOS_PIP_PLAYER_NO

T_SUPPORT

-

1

0

5

播放器不支持，只适用于 iOS

ERROR_IOS_PIP_VIDEO_NOT_

SUPPORT

-

1

0

6

视频不支持，只适用于 iOS

ERROR_IOS_PIP_IS_NOT_POS

SIBLE

-

1

0

7

PIP 控制器不可用，只适用于 iOS

ERROR_IOS_PIP_FROM_SYST

EM

-

1

0

8

PIP 控制器报错，只适用于 iOS

ERROR_IOS_PIP_PLAYER_NO

T_EXIST

-

1

0

9

播放器对象不存在，只适用于 iOS

ERROR_IOS_PIP_IS_RUNNING

-

11

0

PIP 功能已经运行，只适用于 iOS

ERROR_IOS_PIP_NOT_RUNNI

NG

-

11

1

PIP 功能没有启动，只适用于 iOS

dis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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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毁 controller，调用该方法会销毁掉所有通知事件，释放掉播放器。

接口

参数说明

无

返回值说明

无

说明

切换播放流。

接口

参数说明

返回值说明

void dispose() async;

switchStream

Future<int> switchStream(String url) async;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url String 需要切换的视频源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result int 切换结果

FTXLivePlayConfig类

属性配置说明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cacheTime
doub

le
播放器缓存时间，单位秒，取值需要大于0，默认值：5

maxAutoAdjust

CacheTime

doub

le
播放器缓存自动调整的最大时间，单位秒，取值需要大于0，默认值：5

minAutoAdjustC

acheTime

doub

le

播放器缓存自动调整的最小时间，单位秒，取值需要大于0，默认值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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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启动预下载。启动预下载前，请先设置好播放引擎的缓存目录

[SuperPlayerPlugin.setGlobalCacheFolderPath] 和缓存大小

[SuperPlayerPlugin.setGlobalMaxCacheSize] ，这个设置是全局配置需和播放器保持一致，否则会造成播放

缓存失效。

接口

videoBlockThre

shold
int

播放器视频卡顿报警阈值，单位毫秒,只有渲染间隔超过这个阈值的卡顿

才会有 PLAY_WARNING_VIDEO_PLAY_LAG 通知

connectRetryCo

unt
int

播放器遭遇网络连接断开时 SDK 默认重试的次数，取值范围1 - 10，默

认值：3。

connectRetryInt

erval
int 网络重连的时间间隔，单位秒，取值范围3 - 30，默认值：3。

autoAdjustCach

eTime
bool

是否自动调整播放器缓存时间，默认值：true。

true：启用自动调整，自动调整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可以分别通过修改 

maxCacheTime 和 minCacheTime 来设置。

false：关闭自动调整，采用默认的指定缓存时间(1s)，可以通过修

改 cacheTime 来调整缓存时间

enableAec bool 是否开启回声消除， 默认值为 false

enableMessage bool 是否开启消息通道， 默认值为 true

enableMetaDat

a
bool

是否开启 MetaData 数据回调，默认值为 NO。

true：SDK 通过 EVT_PLAY_GET_METADATA 消息抛出视

频流的 MetaData 数据。

false：SDK 不抛出视频流的 MetaData 数据。

flvSessionKey
Strin

g
是否开启 HTTP 头信息回调，默认值为 “”

TXVodDownloadController类

startPreLoad

Future<int> startPreLoad

final String playUrl

final int preloadSizeMB

final int preferredResolution  

FTXPredownlodOnCompleteListener? onCompleteListener

    FTXPredownlodOnErrorListener? onErrorListener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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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返回值说明

说明

停止预下载。

接口

参数说明

返回值说明

无

 async})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playUrl String 要预下载的 url

preloadSiz

eMB
int 预下载的大小（单位：MB）

preferredR

esolution
int

期望分辨率，值为高x宽。可参考如720*1080。不支持多

分辨率或不需指定时，传-1

onComplet

eListener

FTXPredownlodOnC

ompleteListener?
预下载成功回调，全局

onErrorLis

tener

FTXPredownlodOnEr

rorListener
预下载失败回调，全局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taskId int 任务 ID

stopPreLoad

Future<void> stopPreLoad(final int taskId) async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taskId int 任务 ID

start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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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开始下载视频。

接口

参数说明

TXVodDownloadMediaInfo

TXVodDownloadDataSource

Future<void> startDownload(TXVodDownloadMediaInfo mediaInfo) async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mediaInfo TXVodDownloadMediaInfo 下载任务信息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playPath String? 缓存地址，获得到的视频缓存会有该值，启动下载可以不赋值

progress double? 缓存进度，获得到的视频缓存会有该值，启动下载可以不赋值

download

State
int? 缓存状态，获得到的视频缓存会有该值，启动下载可以不赋值

userNam

e
String? 下载账户名称，用于区分不同账户的下载，传空则为 default

duration int?
缓存视频总时长，Android 端单位为毫秒，iOS 为秒，获得到

的视频缓存会有该值，启动下载可以不赋值

playableD

uration
int?

视频已缓存时长，Android 端单位为毫秒，iOS 为秒，获得到

的视频缓存会有该值，启动下载可以不赋值

size int?
文件总大小，单位：byte，获得到的视频缓存会有该值，启动

下载可以不赋值

download

Size
int?

文件已下载的大小，单位：byte，获得到的视频缓存会有该

值，启动下载可以不赋值

url String?
需要下载的视频 url，url 下载必填,不支持嵌套 m3u8 和 mp4 

下载

dataSour

ce

TXVodDownloadD

ataSource?
需要下载的视频 fileId 信息，url 与该参数可只使用一个



播放器 SD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91 共94页

返回值说明

无

说明

停止下载。

接口

参数说明

返回值说明

无

说明

设置下载任务请求头。

接口

参数说明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appId int? 下载文件对应的 appId，必填

fileId String? 下载文件 Id，必填

pSign String? 加密签名，加密视频必填

quality int? 清晰度 ID，必传

token String? 加密 token

userName String? 下载账户名称，用于区分不同账户的下载，传空则为 default

stopDownload

Future<void> stopDownload(TXVodDownloadMediaInfo mediaInfo) async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mediaInfo TXVodDownloadMediaInfo 任务信息

setDownloadHeaders

Future<void> setDownloadHeaders(Map<String, String> headers) async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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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说明

无

说明

获得所有下载任务，包括已下载、正在下载以及下载错误的任务。

接口

参数说明

无

返回值说明

说明

获得下载任务信息。

接口

参数说明

返回值说明

headers Map<String, String> 请求头信息

getDownloadList

Future<List<TXVodDownloadMediaInfo>> getDownloadList() async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mediaInfo

List

List<TXVodDownloadMed

iaInfo>

任务列表，可通过对比 userName 来区分不同用户

的下载

getDownloadInfo

Future<TXVodDownloadMediaInfo> getDownloadInfo(TXVodDownloadMediaInfo mediaInf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mediaInfo TXVodDownloadMediaInfo 任务信息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mediaInfo TXVodDownloadMediaInfo 缓存任务详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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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获得下载任务信息。

接口

参数说明

返回值说明

无

说明

删除下载的视频。

接口

参数说明

返回值说明

说明

删除下载的视频。

setDownloadObserver

void setDownloadObserver(FTXDownlodOnStateChangeListener downlodOnStateChangeL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downlodOnStateChangeListe

ner

FTXDownlodOnStateChangeListe

ner
任务下载状态回调

downlodOnErrorListener FTXDownlodOnErrorListener 任务下载错误回调

deleteDownloadMediaInfo

Future<bool> deleteDownloadMediaInfo(TXVodDownloadMediaInfo mediaInfo) async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mediaInfo TXVodDownloadMediaInfo 任务下载信息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result bool 删除结果

deleteDownloadMedia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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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

参数说明

返回值说明

Future<bool> deleteDownloadMediaInfo(TXVodDownloadMediaInfo mediaInfo) async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mediaInfo TXVodDownloadMediaInfo 任务下载信息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result bool 删除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