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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
阿里云提醒您在阅读或使用本文档之前仔细阅读、充分理解本法律声明各条款的内容。
如果您阅读或使用本文档，您的阅读或使用行为将被视为对本声明全部内容的认可。

1. 您应当通过阿里云网站或阿里云提供的其他授权通道下载、获取本文档，且仅能用
于自身的合法合规的业务活动。本文档的内容视为阿里云的保密信息，您应当严格
遵守保密义务；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同意，您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本手册内容或
提供给任何第三方使用。

2. 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公司或个人不得擅自摘抄、翻译、复制本文
档内容的部分或全部，不得以任何方式或途径进行传播和宣传。

3. 由于产品版本升级、调整或其他原因，本文档内容有可能变更。阿里云保留在没有
任何通知或者提示下对本文档的内容进行修改的权利，并在阿里云授权通道中不时
发布更新后的用户文档。您应当实时关注用户文档的版本变更并通过阿里云授权渠
道下载、获取最新版的用户文档。

4. 本文档仅作为用户使用阿里云产品及服务的参考性指引，阿里云以产品及服务
的“现状”、“有缺陷”和“当前功能”的状态提供本文档。阿里云在现有技术的
基础上尽最大努力提供相应的介绍及操作指引，但阿里云在此明确声明对本文档内
容的准确性、完整性、适用性、可靠性等不作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任何单位、
公司或个人因为下载、使用或信赖本文档而发生任何差错或经济损失的，阿里云不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在任何情况下，阿里云均不对任何间接性、后果性、惩戒性、
偶然性、特殊性或刑罚性的损害，包括用户使用或信赖本文档而遭受的利润损失，
承担责任（即使阿里云已被告知该等损失的可能性）。

5. 阿里云网站上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著作、产品、图片、档案、资讯、资料、网
站架构、网站画面的安排、网页设计，均由阿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依法拥有其知识
产权，包括但不限于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商业秘密等。非经阿里云和/或其关
联公司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修改、复制、公开传播、改变、散布、发
行或公开发表阿里云网站、产品程序或内容。此外，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同意，任
何人不得为了任何营销、广告、促销或其他目的使用、公布或复制阿里云的名称
（包括但不限于单独为或以组合形式包含“阿里云”、“Aliyun”、“万网”等阿
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品牌，上述品牌的附属标志及图案或任何类似公司名称、商
号、商标、产品或服务名称、域名、图案标示、标志、标识或通过特定描述使第三
方能够识别阿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

6. 如若发现本文档存在任何错误，请与阿里云取得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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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约定
格式格式 说明说明 样例样例

 危险危险 该类警示信息将导致系统重大变更甚至故
障，或者导致人身伤害等结果。

 危险危险

重置操作将丢失用户配置数据。

 警告警告 该类警示信息可能会导致系统重大变更甚
至故障，或者导致人身伤害等结果。

 警告警告

重启操作将导致业务中断，恢复业务
时间约十分钟。

 注意注意 用于警示信息、补充说明等，是用户必须
了解的内容。

 注意注意

权重设置为0，该服务器不会再接受新
请求。

 说明说明 用于补充说明、最佳实践、窍门等，不是
用户必须了解的内容。

 说明说明

您也可以通过按Ct rl+A选中全部文
件。

> 多级菜单递进。 单击设置设置> 网络网络> 设置网络类型设置网络类型。

粗体粗体 表示按键、菜单、页面名称等UI元素。 在结果确认结果确认页面，单击确定确定。

Courier字体 命令或代码。
执行 cd /d C:/window 命令，进入
Windows系统文件夹。

斜体 表示参数、变量。
bae log list  --inst anceid

Inst ance_ID

[] 或者 [a|b] 表示可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ipconfig [-all|-t ]

{} 或者 {a|b} 表示必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swit ch {act ive|s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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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阅读本文，您可以了解RTC SDK的下载方式。

客户端SDK客户端SDK

客户端 集成SDK API参考 SDK下载地址 示例代码

iOS iOS iOS接口说明

下载地址：

V2.5.7

pod版本号：

2.5.7

示例代码

Android Android Android接口说明

下载地址：

V2.5.7

Maven依赖：

com.aliyun.rtc:AliRTC-
Full:2.5.7.0.220117195734
10

Windows Windows Windows接口说明

x86版本：

V2.5.6（x86）

x64版本：

V2.5.6（x64）

Mac Mac Mac接口说明 V2.5.7

Electron Electron Electron接口说明 npm

微信小程序 微信小程序 小程序接口说明 V1.1.0

Web Web Web接口说明

下载地址：

V1.17.2

npm地址：

npm

Unity Unity Unity接口说明 V1.15

Linux
Linux（C++）

Linux（Java）

Linux（C++）接口说
明

Linux（Java）接口说
明

V1.18.16（C++）

V1.18.16（Java）
无

1.SDK下载1.SDK下载

音视频通信 SDK参考··SDK下载

> 文档版本：20220701 6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31759.html#task-1846517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13586.html#concept-109088-zh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rtc/2.5.7/AliRTCSdk_2.5.7(iOS).zip
https://github.com/aliyun/AliRTCSample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23792.html#task-1096283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13528.html#concept-2074103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rtc/2.5.7/AliRTCSdk_2.5.7(Android).zip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34952.html#task-2068275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13312.html#concept-109125-zh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rtc/2.5.6/AliRTCSdk_2.5.6(Windows_x86).zip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rtc/2.5.6/AliRTCSdk_2.5.6(Windows_x64).zip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31765.html#task-2068197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13586.html#concept-109088-zh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rtc/2.5.7/AliRTCSdk_2.5.7(Mac).zip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309503.html#task-2312851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307785.html#concept-2111041
https://www.npmjs.com/package/aliyun-webrtc-electron-sdk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307727.html#task-2040640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306341.html#concept-2109082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rtc/applet/aliyun-webrtc-miniapp-sdk-1.1.js.zip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26137.html#task-1253936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07041.html#reference-269597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rtc/web/aliyun-webrtc-sdk-1.17.2.zip
https://www.npmjs.com/package/aliyun-webrtc-sdk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55555.html#task-2428539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55437.html#concept-2428146
https://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137418/cn_zh/1589335526814/alirtc_unity_sdk_1.15.0_release.zip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0847.html#task-1939525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0848.html#task-1939526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0681.html#task-1938493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0684.html#task-1938496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rtc/linux/Release_1.18.16.2107141_cpp.zip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rtc/linux/Release_1.18.16.2107141_java.zip


说明说明

目前Electron框架只支持打包为Windows或Mac版本。

开通RTC服务后默认不支持微信小程序端能力。如果您需要使用小程序端RTC服务，请提交工
单开通；同时还需要开通旁路转推功能。具体操作，请参见开通旁路转推服务。

精简版SDK精简版SDK
RTC Android SDK提供so文件动态加载的功能，可以有效减少安装包文件的大小。更多信息，请参见Android
SDK动态加载so文件方案。

客户端 SDK下载地址 示例代码

Android

下载地址：

V2.5.7

Maven依赖：

com.aliyun.rtc:AliRTC:2.5.7.0.220
11719573410

示例代码

SDK参考··SDK下载 音视频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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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elfservice.console.aliyun.com/ticket/createIndex.htm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76948.html#substep-l0u-3hp-pv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08767.html#task-2060667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rtc/2.5.7/AliRTCSdk_2.5.7(Android_arr_so).zip
https://alirtc-website.myalirtc.com/alirtcsdk/demo/android-dynamicload-demo/AliRTCSdk-Android-DynamicLoad-Example.zip


通过阅读本文，您可以了解到RTC产品各平台的发布日志。

RTC SDK发布地域包含华北1（青岛）、华北2（北京）、华北3（张家口）、华东1（杭州）、华东2（上
海）、华南1（深圳）、华北5（呼和浩特）及中国香港，并且覆盖iOS、Android、Windows、Mac、
Electron、小程序、Web、Unity及Linux平台，各平台的发布日志如下所示：

目录目录
iOS

Android

Windows

Mac

Electron

小程序

Web

Unity

Linux

iOSiOS
V2.5.7 @ 2022-02-10

修复快速切换摄像头导致程序异常的问题。

V2.5.5 @ 2021-12-06

解决断网重连后稳定性的问题。

V2.5.4 @ 2021-12-02

新增支持G.711音频编码格式。

V2.5.3 @ 2021-09-23

优化首帧耗时。

新增支持三百人大方会议能力。

修复突发低带宽收敛过程中语音优先失效问题。

完善埋点日志。

新增支持动态插件机制。

新增支持精简版的降噪功能。

V2.5.2 @ 2021-08-27

完善屏幕共享功能。

优化部分场景下首帧耗时体验。

V2.5.1 @ 2021-08-18

新增数据打标功能，精确统计各组数据。

优化屏幕共享功能，提升弱网和低性能设备的可用性。

修复因GRTN（Tenfold）协议切网或断网引起公网IP、端口变化，从而导致重推功能异常的问题。

2.发布日志2.发布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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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4.1 @ 2021-06-17

优化推流时预览视频画面自适应屏幕旋转功能。

音频场景增加CHATROOM（语聊）场景，用于频繁上线麦的语音聊天室场景。

新增支持智能降噪算法插件。

优化开启旁路直播接口参数。

修复现有已知问题。

V2.2 @ 2021-06-02

完善数据统计回调，新增统计下行丢包率、发送端到接收端的网络延时和接收端到网络抖动缓存的网络延
时等数据。

支持自定义设置小流视频参数。

V2.1 @ 2021-04-30

新增是否接收远端音视频流功能。

新增加入多频道功能，可实现超级小班课场景。

新增支持屏幕共享功能。

持自定义设置视频参数，包含视频宽高、帧率、码率、旋转、镜像等参数。

新增支持水印功能。

新增支持视频截图功能。

新增支持人脸对焦功能。

新增设置音频属性接口。

新增支持双声道编解码功能。

新增本地音频流量（音频或麦克风）控制功能。

新增变声音效功能。

新增调整变调参数功能。

新增支持客户端启用旁路直播功能。

新增支持跨频道连麦功能，可实现跨频道PK场景。

新增支持指定回调线程队列功能。

新增获取当前网络链接状态功能。

V1.17.45 @ 2021-04-13

修复内存踩坏导致崩溃的问题。

V1.17.44 @ 2021-04-02

修复日志命名异常导致的崩溃问题。

V1.17.43 @ 2021-03-29

优化音频3A。

V1.17.42 @ 2021-03-23

支持播放和渲染双声道音频。

V1.17.41 @ 2021-02-26

新增角色鉴权功能，用户可在入会前设置角色是否具备推流权限。

新增刷新令牌功能，可通过该接口修改入会鉴权中设置的角色身份。

SDK参考··发布日志 音视频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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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音频采集失败后重启逻辑。

V1.17.40 @ 2021-02-04

修复反复入会、离会偶现崩溃的问题。

修复仅音频入会立刻切换推送视频导致偶现推流失败的问题。

V1.17.39 @ 2021-02-03

新增本地视频采集开关控制接口。

新增设置SDK设备音量类型接口。

新增订阅、取消订阅远端媒体流结果回调。

当前频道通话实时数据新增客户端到服务端的丢包率和客户端到服务端的延时统计。

删除iOS端部分无用订阅错误码。

修复多人频繁离会、入会偶现回声问题。

修复频繁切后台引起的卡死、黑屏等问题。

修复其它已知问题。

V1.17.32 @ 2020-12-02

支持推流设置镜像功能。

优化多次快速离会和入会代码逻辑，修复快速离会和入会导致的报错和误报问题。

修复远端数据回调个别参数没有设置问题。

补充SDK错误回调埋点。

删除信令心跳超时错误类型。

V1.17.30 @ 2020-11-14

新增伴奏音乐时长获取、播放进度查询、播放进度控制接口。

新增停止所有音效播放、设置所有音效本地播放音量、暂停和恢复所有音效播放、音效文件播放结束回调
等接口。

伴奏播放结束接口onAudioPlayingStateChanged中参数类型修改。

修复onUserAudioMuted回调接口没有收到正确的回调问题。

优化音频基础音质和3A。

修复音频偶现爆音、听不到音频等问题。

V1.17.20 @ 2020-08-06

增加获取当前摄像头方向接口：getCurrentCameraDirect ion。

修复反复切换后台导致画面不显示问题。

修复onUserAudioMuted回调接口没有收到正确回调的问题。

V1.17.13 @ 2020-06-08

修复iOS端使用SSL出现闪退的问题。

V1.17.9 @ 2020-05-20

AudioSession增加和媒体播放器相同的配置，避免相互切换时产生的冲突问题。

修复离开频道时耗时大的问题。

增加saas使用的透明通道功能。

增加了一个外部视频输入源接口参数，用来控制输入视频宽高比例和推流比例不一致时，使用何种模式传
递的问题。

音视频通信 SDK参考··发布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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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码率自适应中对48k的支持。

修复Libsrtp Unprotect错误导致的黑屏问题。

修复关麦杂音问题。

统一音视频设备事件通知、网络状态通知的回调线程。

增加推流之后客户端手动横竖屏切换能力。

修复插拔耳机、开关扬声器时category被篡改导致的回声、杂音问题。

修复yuv输入视频推流crash问题。

修复支持外部视频输入的渲染模式设置不生效问题。

V1.17 @ 2020-03-07

支持RACE美颜输出。

音视频数据回调接口调整。

修复前版本问题，整体性能优化。

V1.16.1 @ 2020-01-05

扩展视频编码参数。

音量回调支持返回自身采集音量，修复前版本问题。

V1.14 @ 2019-09-20

上行弱网环境的对抗策略优化，提升弱网视频发布的通信质量。

音频首帧回调，摄像头管理，自定义渲染，更丰富的数据监控。

V1.2 @ 2018-08-25

优化弱网体验，丢包网络下，延时更低、视频更清晰

V1.1 @ 2018-08-07

首次发布。

AndroidAndroid
V2.5.7 @ 2022-02-10

修复快速切换摄像头导致程序异常的问题。

修复使用蓝牙耳机导致App卡顿的问题。

修复Texture输入异常的问题。

V2.5.5 @ 2021-12-06

解决已知问题，优化整体性能。

V2.5.4 @ 2021-12-02

新增支持G.711音频编码格式。

V2.5.3 @ 2021-09-23

优化首帧耗时。

新增支持三百人大方会议能力。

修复突发低带宽收敛过程中语音优先失效问题。

完善埋点日志。

新增支持动态插件机制。

SDK参考··发布日志 音视频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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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支持精简版的降噪功能。

修复特定机型硬编兼容问题。

V2.5.2 @ 2021-08-27

完善屏幕共享功能。

优化部分场景下首帧耗时体验。

新增屏幕共享时支持音频共享（要求系统为Android 10或以上，场景为媒体模式、音乐模式）。

V2.5.1 @ 2021-08-18

新增数据打标功能，精确统计各组数据。

优化屏幕共享功能，提升弱网和低性能设备的可用性。

修复因GRTN（Tenfold）协议切网或断网引起公网IP、端口变化，从而导致重推功能异常的问题。

V2.4.1 @ 2021-06-17

优化推流时预览视频画面自适应屏幕旋转功能。

音频场景增加CHATROOM（语聊）场景，用于频繁上线麦的语音聊天室场景。

新增支持智能降噪算法插件。

优化开启旁路直播接口参数。

修复现有已知问题。

V2.2 @ 2021-06-02

完善数据统计回调，新增统计下行丢包率、发送端到接收端的网络延时和接收端到网络抖动缓存的网络延
时等数据。

支持自定义设置小流视频参数。

新增开启音频采集功能。

V2.1 @ 2021-04-30

新增加入多频道功能，可实现超级小班课场景。

新增是否接收远端音视频流功能。

新增支持屏幕共享功能。

支持自定义设置视频参数，包含视频宽高、帧率、码率、旋转、镜像等参数。

新增支持水印功能。

新增支持视频截图功能。

新增支持人脸对焦功能。

新增设置音频属性接口。

新增支持双声道编解码功能。

新增本地音频流量（音频或麦克风）控制功能。

新增变声音效功能。

新增调整变调参数功能。

新增支持客户端启用旁路直播功能。

新增支持跨频道连麦功能，可实现跨频道PK场景。

新增支持指定回调线程队列功能。

新增获取当前网络链接状态功能。

V1.17.45 @ 2021-04-13

音视频通信 SDK参考··发布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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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切换频道状态错误导致入会失败的问题。

修复内存踩坏导致崩溃的问题。

V1.17.44 @ 2021-04-02

修复日志命名异常导致的崩溃问题。

V1.17.43 @ 2021-03-29

优化音频3A。

V1.17.42 @ 2021-03-23

支持播放和渲染双声道音频。

V1.17.41 @ 2021-02-26

新增角色鉴权功能，用户可在入会前设置角色是否具备推流权限。

新增刷新令牌功能，可通过该接口修改入会鉴权中设置的角色身份。

优化音频采集失败后重启逻辑。

优化弱网音频对抗策略。

V1.17.40 @ 2021-02-04

修复反复入会、离会偶现崩溃的问题。

修复仅音频入会立刻切换推送视频导致偶现推流失败的问题。

V1.17.39 @ 2021-02-03

新增创建SurfaceView和TextureView渲染视图接口。

AliVideoCanvas类型新增SophonTextureView类型参数。

新增本地视频采集控制接口。

当前频道通话实时数据新增客户端到服务端的丢包率和客户端到服务端的延时统计。

优化对蓝牙耳机设备的适配。

修复多人频繁离会、入会偶现回声问题。

修复入会后无法收到onJoinChannelResult回调问题。

修复其它已知问题。

V1.17.32 @ 2020-12-02

支持推流设置镜像功能。

优化多次快速离会和入会代码逻辑，修复快速离会和入会导致的报错和误报问题。

修复部分机型采集问题导致的报错。

补充SDK错误回调埋点。

删除信令心跳超时错误类型。

V1.17.30 @ 2020-11-14

新增伴奏音乐时长获取、播放进度查询、播放进度控制接口。

新增停止所有音效播放、设置所有音效本地播放音量、暂停和恢复所有音效播放、音效文件播放结束回调
等接口。

伴奏播放结束接口onAudioPlayingStateChanged中参数类型修改。

修复onUserAudioMuted回调接口没有收到正确的回调问题。

优化音频基础音质和3A。

SDK参考··发布日志 音视频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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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音频偶现爆音、听不到音频、双音量条等问题。

V1.17.20 @ 2020-08-06

修复音乐模式下播放设备偶现切换失败的问题。

修复高音质模式推流音频采样率设置不生效的问题。

修复小米蓝牙耳机听不到声音的问题。

修复onUserAudioMuted回调接口没有收到正确回调的问题。

V1.17.13 @ 2020-06-08

对Android模拟器的功耗进行优化。

新增设置回调音频声道数和设置回调音频采样率的接口。

修复日志频繁打印问题。

修复音乐模式下入会出现闪退的问题。

V1.17.9 @ 2020-05-20

增加saas使用的透明通道功能。

增加了一个外部视频输入源接口参数，用来控制输入视频宽高比例和推流比例不一致时，使用何种模式传
递的问题。

增加码率自适应中对48k的支持。

修复页面销毁后但是数据依旧回调问题。

修复在耳机状态下视频和音频直播间修改声音的时候，会出现双音量轨道问题。

修复libsrtp unprotect  错误导致的黑屏问题。

统一音视频设备事件通知、网络状态通知的回调线程。

增加音频焦点事件通知，解决外部通话等操作导致音量异常的问题。

增加推流之后客户端手动横竖屏切换能力。

修复yuv输入视频推流crash问题。

修复支持外部视频输入的渲染模式设置不生效问题。

V1.17 @ 2020-03-07

支持RACE美颜输出。

音视频数据回调接口调整。

修复前版本问题，整体性能优化。

V1.16.1 @ 2020-01-05

扩展视频编码参数。

音量回调支持返回自身采集音量，修复前版本问题。

V1.14 @ 2019-09-20

上行弱网环境的对抗策略优化，提升弱网视频发布的通信质量。

音频首帧回调，摄像头管理，自定义渲染，更丰富的数据监控。

V1.2 @ 2018-08-25

优化弱网体验，丢包网络下，延时更低、视频更清晰

V1.1 @ 2018-08-07

首次发布。

音视频通信 SDK参考··发布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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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Windows
V2.5.6 @ 2022-01-20

修复连接移动端时的未知错误。

修复在一对一通话的情况下蓝牙耳机音频异常的问题。

V2.5.4 @ 2021-12-02

新增支持G.711音频编码格式。

V2.5.3 @ 2021-09-23

优化首帧耗时。

新增支持三百人大方会议能力。

修复突发低带宽收敛过程中语音优先失效问题。

完善埋点日志。

新增支持动态插件机制。

新增支持精简版的降噪功能。

V2.5.2 @ 2021-08-27

新增外接声卡采集真正双声道数据推流。

优化部分场景下首帧耗时体验。

V2.5.1 @ 2021-08-18

新增数据打标功能，精确统计各组数据。

优化屏幕共享功能，提升弱网和低性能设备的可用性。

修复因GRTN（Tenfold）协议切网或断网引起公网IP、端口变化，从而导致重推功能异常的问题。

新增屏幕流接入窄带高清，提升屏幕共享清晰度。

V2.4.1 @ 2021-06-17

新增支持播放伴奏、音效功能。

音频场景增加CHATROOM（语聊）场景，用于频繁上线麦的语音聊天室场景。

新增支持智能降噪算法插件。

新增支持背景替换算法插件。

优化开启旁路直播接口参数。

修复现有已知问题。

V2.2 @ 2021-06-02

完善数据统计回调，新增统计下行丢包率、发送端到接收端的网络延时和接收端到网络抖动缓存的网络延
时等数据。

支持自定义设置小流视频参数。

新增开启音频采集功能。

V2.1 @ 2021-04-30

新增加入多频道功能，可实现超级小班课场景。

新增是否接收远端音视频流功能。

支持自定义设置视频参数，包含视频宽高、帧率、码率、旋转、镜像等参数。

新增支持水印功能。

SDK参考··发布日志 音视频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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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支持视频截图功能。

新增设置音频属性接口。

新增支持双声道编解码功能。

新增本地音频流量（音频或麦克风）控制功能。

新增变声音效功能。

新增调整变调参数功能。

新增支持客户端启用旁路直播功能。

新增支持跨频道连麦功能，可实现跨频道PK场景。

新增获取当前网络链接状态功能。

V1.17.47 @ 2021-04-30

支持选择默认设备和默认通信设备。

V1.17.42 @ 2021-03-23

支持播放和渲染双声道音频。

V1.17.41 @ 2021-02-26

新增角色鉴权功能，用户可在入会前设置角色是否具备推流权限。

新增刷新令牌功能，可通过该接口修改入会鉴权中设置的角色身份。

优化音频采集失败后重启逻辑。

V1.17.40 @ 2021-02-07

修复音频通话声音异常的问题。

V1.17.38 @ 2021-02-03

当前频道通话实时数据新增客户端到服务端的丢包率和客户端到服务端的延时统计。

新增通过指定区域设置屏幕分享源接口。

支持多显示器屏幕共享。

修复未修改推流音量，但推流音频音量偶现变化问题。

修复多人频繁离会、入会偶现回声问题。

V1.17.31 @ 2020-12-02

支持推流设置镜像功能。

V1.17.30 @ 2020-11-14

新增设备音量（采集、播放）调节接口。

V1.17.19 @ 2020-08-06

优化回声消除功能。

修复4声道播放伴奏失败的问题。

增加获取当前用户角色接口：getClientRole。

新增智能降噪功能开关接口。

V1.17.12 @ 2020-06-08

新增可以按区域分享的窗口分享功能。

新增本地录制支持录制屏幕共享流功能。

屏幕共享不再对帧率5帧做出限制。

音视频通信 SDK参考··发布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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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屏幕共享后鼠标闪烁问题。

修复屏幕共享（区域分享）本地录制出现花屏的问题。

修复屏幕共享本地录制视频出现卡顿的问题。

修复屏幕共享推流码率过高导致Web端卡顿问题。

V1.17.9 @ 2020-05-20

修复libsrtp unprotect  错误导致的黑屏问题。

统一音视频设备事件通知、网络状态通知的回调线程。

修复枚举屏幕分享窗口时卡死问题。

修复yuv输入视频推流crash问题。

修复支持外部视频输入的渲染模式设置不生效问题。

V1.17 @ 2020-03-07

支持RACE美颜输出。

音视频数据回调接口调整。

修复前版本问题，整体性能优化。

V1.16.1 @ 2020-01-05

扩展视频编码参数。

音量回调支持返回自身采集音量，修复前版本问题。

V1.13 @ 2019-09-20

上行弱网环境的对抗策略优化，提升弱网视频发布的通信质量。

音频首帧回调，更丰富的数据监控。

V1.2 @ 2018-08-25

优化弱网体验，丢包网络下，延时更低、视频更清晰

V1.1 @ 2018-08-07

首次发布。

MacMac
V2.5.7 @ 2022-02-10

修复快速切换摄像头导致程序异常的问题。

V2.5.4 @ 2021-12-02

新增支持G.711音频编码格式。

V2.5.3 @ 2021-09-23

优化首帧耗时。

新增支持三百人大方会议能力。

修复突发低带宽收敛过程中语音优先失效问题。

完善埋点日志。

新增支持动态插件机制。

新增支持精简版的降噪功能。

新增支持独立进程上报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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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5.2 @ 2021-08-27

新增支持获取系统声卡伴奏声音推流。

优化部分场景下首帧耗时体验。

V2.5.1 @ 2021-08-18

新增数据打标功能，精确统计各组数据。

优化屏幕共享功能，提升弱网和低性能设备的可用性。

修复因GRTN（Tenfold）协议切网或断网引起公网IP、端口变化，从而导致重推功能异常的问题。

V2.4.1 @ 2021-06-17

新增支持播放伴奏、音效功能。

音频场景增加CHATROOM（语聊）场景，用于频繁上线麦的语音聊天室场景。

新增支持智能降噪算法插件。

新增支持背景替换算法插件。

优化开启旁路直播接口参数。

修复现有已知问题。

V2.2 @ 2021-06-02

完善数据统计回调，新增统计下行丢包率、发送端到接收端的网络延时和接收端到网络抖动缓存的网络延
时等数据。

支持自定义设置小流视频参数。

V2.1 @ 2021-04-30

新增是否接收远端音视频流功能。

新增加入多频道功能，可实现超级小班课场景。

支持自定义设置视频参数，包含视频宽高、帧率、码率、旋转、镜像等参数。

新增支持水印功能。

新增支持视频截图功能。

新增设置音频属性接口。

新增本地音频流量（音频或麦克风）控制功能。

新增支持双声道编解码功能。

新增支持客户端启用旁路直播功能。

新增支持跨频道连麦功能，可实现跨频道PK场景。

新增获取当前网络链接状态功能。

V1.17.42 @ 2021-03-23

支持播放和渲染双声道音频。

V1.17.41 @ 2021-02-26

新增角色鉴权功能，用户可在入会前设置角色是否具备推流权限。

新增刷新令牌功能，可通过该接口修改入会鉴权中设置的角色身份。

优化音频采集失败后重启逻辑。

V1.17.40 @ 2021-02-07

修复音频通话声音异常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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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17.38 @ 2021-02-03

当前频道通话实时数据新增客户端到服务端的丢包率和客户端到服务端的延时统计。

修复在10.13.6系统上的兼容问题。

优化视频画面渲染清晰度。

修复多人频繁离会、入会偶现回声问题。

修复未修改推流音量，但推流音频音量偶现变化问题。

V1.17.31 @ 2020-12-02

支持推流设置镜像功能。

修复Mac系统上屏幕适配问题

V1.17.30 @ 2020-11-04

修复互动频道模式下的框架兼容问题。

V1.17.19 @ 2020-08-06

增加获取当前用户角色接口getClientRole。

V1.17.10 @ 2020-06-08

对已知bug进行相关修复。

V1.17.9 @ 2020-05-20

修复libsrtp unprotect错误导致的黑屏问题。

统一音视频设备事件通知、网络状态通知的回调线程。

修复yuv输入视频推流crash问题。

修复支持外部视频输入的渲染模式设置不生效问题。

V1.17 @ 2020-03-07

支持RACE美颜输出。

音视频数据回调接口调整。

修复前版本问题，整体性能优化。

V1.16.1 @ 2020-01-05

扩展视频编码参数。

音量回调支持返回自身采集音量，修复前版本问题。

V1.14 @ 2019-09-20

上行弱网环境的对抗策略优化，提升弱网视频发布的通信质量。

音频首帧回调，更丰富的数据监控。

V1.2 @ 2018-08-25

优化弱网体验，丢包网络下，延时更低、视频更清晰

V1.1 @ 2018-08-07

首次发布。

ElectronElectron
V2.5.2 @ 2021-08-27

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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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程序小程序
V1.1 @ 2021-09-03

首次发布，支持以下功能：

支持频道模式选择。

支持发布订阅的功能。

支持停止发布音频流的功能。

支持小程序和Native SDK之间的互通。

WebWeb
V1.17.2 @ 2022-04-18

修复iOS 15.1版本中横竖屏切换时推流画面异常的问题。

V1.17.0 @ 2022-03-02

增加信令备用域名。

npm增加描述文件。

增加日志网关降级埋点。

增加自动推流、自动订阅功能。

优化SDK，推流不依赖音频输入设备。

屏幕共享增加共享声音通知回调onShareSystemAudioStart。

推流和订阅增加队列机制（解决报错：operation is too frequent）。

修改off事件（修复type不传值时会清空所有事件监听）。

增加错误码10306、10307。

V1.16.6 @ 2021-12-22

支持推流过程中切换摄像头。

支持推流过程中切换推流分辨率。

优化iOS端Safari浏览器兼容性的问题。

V1.16.5 @ 2021-11-25

修复Chrome 96的兼容性问题。

修复iOS 15上H5推流异常问题。

注意 注意 如果您的系统版本为iOS 15，请务必更新到最新的SDK版本，否则会影响您的正常使用。

V1.16.2 @ 2021-09-22

新增推流失败后自动重试功能。

提高了PC端浏览器推流的兼容性。

新增支持互动低延迟模式。

V1.16.1 @ 2021-09-06

纯订阅模式增加浏览器兼容性的适配。

V1.15.4 @ 2021-06-18

完善Android端原生浏览器支持情况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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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15.3 @ 2021-06-18

isSupport接口新增参数customPlay（是否为自定义播放模式）。

新增订阅流返回的回调接口。

V1.15.2 @ 2021-06-03

修复部分已知问题。

V1.15.0 @ 2021-05-07

优化音视频质量统计。

V1.14.7 @ 2021-03-23

支持播放和渲染双声道音频。

V1.14.6 @ 2021-01-28

优化在网络发生轻微波动时的卡顿。

V1.14.5 @ 2021-01-27

优化订阅内部逻辑。

修复已知BUG。

V1.14.2 @ 2020-12-23

支持Edge浏览器，80以上版本。

支持分享声卡声音，仅支持Windows下75版本以上的Chrome或Edge。

在isSupport返回值中增加supportMixBackgroundAudio字段查看是否支持分享声卡声音。

统一使用用户传入的元素播放音视频流（Safari除外）。

新增外接设备被拔出的错误提示。

新增推流和订阅的音视频数据回调onMedia。

调整音量回调为每秒返回一次。

修复Safari浏览器音量回调异常问题。

修复取消订阅后，再循环订阅设置视图出现黑屏现象。

V1.13.4 @ 2020-11-20

修复了iOS设备safari浏览器自动播放失败没有抛出错误码的问题。

V1.13.3 @ 2020-11-11

修复H5兼容错误没有抛出的Bug，增加对应错误码10501。

修复Android设备不支持H264，但检测结果不正确的Bug。

修复个别设备有回音的Bug。

V1.13.2 @ 2020-08-28

外部输入新增屏幕共享流替换选择功能。

取消最大码率设置，SDK会根据设置的分辨率和帧率自动设置最大码率。

更新错误码库。

修复部分低版本ios设备中safari浏览器即使有用户交互也提示自动播放失败的问题。

V1.13.1 @ 2020-07-28

优化日志功能，优化进出频道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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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13.0 @ 2020-06-23

解决不推摄像头流，摄像头灯光还是会被占用的问题。

增加设置与获取订阅用户音量的功能。

增加接收音量值回调接口。

增加音频能量值回调。

修复ws断线会反复重连问题。

修复屏幕共享分辨率设置不生效问题。

增加一些网络状态异常的错误码。

修复没有回复服务端踢人的消息的问题。

增加推流、订阅操作的频繁限制及其对应的错误码。

V1.12 @ 2020-03-02

优化低延迟互动直播模式推流。

重复订阅消息不会触发多次。

Web增加互动模式。

整体性能优化。

V1.11 @ 2020-02-22

优化H5推流保持用户设置的宽高比。

支持自定义码率。

H5增加设备获取错误码；H5支持多视频流随时切换；H5 Firefox兼容CDN拉流等问题。

V1.9.1 @ 2019-09-27

对全网用户公开发布，支持屏幕共享和纯音频通信，修复前版本问题，整体性能优化。

V1.9 @ 2019-08-05

对受邀用户发布，支持Chrome浏览器屏幕共享和纯音频通信。

V1.7 @ 2019-05-22

对受邀用户发布，支持媒体设备管理和视频发布规格设置，优化全平台互通信体验。

V1.2 @ 2018-08-25

首次发布，优化弱网体验，丢包网络下，延时更低、视频更清晰。

UnityUnity
V1.15 @ 2020-03-10

对全网用户公开发布，覆盖更广的用户使用场景。

LinuxLinux
V1.18.16 @ 2021-07-22

修复播放器模式推流时音视频不同步的问题。

V1.18.15 @ 2021-03-31

优化双声道音视频同步问题。

V1.18.14 @ 2021-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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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5.1声道推流兼容性问题。

V1.18.13 @ 2021-03-25

对潜在网络中断问题增加保护机制。

V1.18.12 @ 2021-03-23

支持推双声道音频流。

V1.18.11 @ 2021-02-24

新增添加、删除水印的功能。

V1.18.10 @ 2021-02-18

更新ffmpeg静态库，解决部分mp4在HTTPS情况下无法打开的问题。

V1.18.9 @ 2021-02-01

优化推流码率和性能。

V1.18.7 @ 2021-01-18

在不降低画质的情况下优化视频发送码率。

优化数据埋点。

修复偶现销毁时程序崩溃的问题。

V1.18.5 @ 2020-12-23

支持设置H5模式。

使用Mediaplayer播放文件推流时，在Default模式下，推流支持自适应分辨率。

修复离会失败问题。

修复偶现传递端口号错误的问题。

优化数据统计信息。

V1.18.1 @ 2020-08-20

Linux SDK C++版本发布。

支持推流。

支持多种视频类型推流，YUV视频推流，PCM音频推流，媒体文件推流（MP4、MP3、FLV、W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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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阅读本文，您可以了解Android SDK涉及的数据类型。

目录目录

数据类型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AliRtcPluginErrorCode 插件错误码。 2.1

AliRtcPluginProcessCode 插件数据处理返回码。 2.1

AliRtcPluginDataType 插件数据类型。 2.1

AliRtcPluginOperationType 插件数据处理类型。 2.1

AliRtcAudioType 音频类型。 2.2

AliRtcAudioPlayingErrorCode 音乐伴奏播放错误码。 1.17

AliRtcAudioPlayingStateCode 音乐伴奏播放状态。 1.17

AliRtcAudioVolume 用户音量信息。 1.17.1

AliRtcAudioSample 音频样本。 2.2

AliRtcVideoSample 视频样本。 2.2

AliRtcVideoSourceType 视频源类型。 2.2

AliRTCSdkChannelProfile 频道模式。 1.17

AliRTCSdkClientRole 用户角色。 1.17

AliRtcRawDataStreamType 原始数据流类型。 2.2

AliRtcRawDataFrame 外部视频帧数据。 2.2

AliRtcStats 会话数据统计信息。 2.2

AliRtcLocalVideoStats 本地视频统计信息。 2.2

AliRtcRemoteVideoStats 远端视频统计信息。 2.2

AliRtcLocalAudioStats 本地音频统计信息。 2.2

AliRtcRemoteAudioStats 远端音频统计信息。 2.2

AliRtcFeedbackType SDK反馈问题类型。 1.17

3.Android SDK3.Android SDK
3.1. 数据类型3.1. 数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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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RtcChannelRelayEvent 跨频道转发事件。 2.1

AliRtcChannelRelayState 跨频道转发状态。 2.1

AliRtcChannelRelayConfiguration 跨频道转发设置。 2.1

AliRtcVideoObserPosit ion 视频数据输出位置。 2.2

AliRtcVideoFormat 视频数据输出格式。 2.2

AliRtcConnectionStatus 网络连接状态。 2.1

AliRtcConnectionStatusChangeReason 网络连接状态变更原因。 2.2

AliRtcVideoTrack 视频流类型。 1.1

AliRtcPublishState 推流状态。 2.1

AliRtcSubscribeState 订阅状态。 2.1

AliRtcUserOfflineReason 用户离线原因。 2.1

AliRtcVideoStreamType 相机大小流类型。 2.1

AliRtcAudioTrack 音频流类型。 1.1

AliRTCCameraType 摄像头方向。 1.1

AliRtcNetworkQuality 网络类型。 2.2

AliRtcRenderMode 渲染模式。 1.1

AliRtcRenderMirrorMode 镜像模式。 1.11

AliRtcRotationMode 旋转角度。 2.1

AliRtcLogLevel 日志级别。 2.2

AliRtcAudioNumChannel 音频声道类型。 1.17.13

AliRtcAudioSampleRate 音频采样率类型。 1.17

AliRtcRecordType 录制类型。 1.17

AliRtcRecordFormat 录制格式。 1.17

AliRtcAudioQuality 录制音频文件的音频质量。 1.17

AliRtcVideoQuality 录制视频文件的视频质量。 1.17

AliRtcAudioProfile 音频质量模式。 2.1

数据类型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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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RtcAudioScenario 音频场景模式。 2.1

AliRtcMuteLocalAudioMode 本地静音模式。 2.1

AliRtcRecordAudioConfig 录制音频文件参数配置。 1.17

AliRtcRecordVideoConfig 录制视频文件参数配置。 1.17

AliRtcBeautyConfig 基础美颜设置。 1.17

AliRtcOnByeType OnBye类型枚举。 2.1

AliRtcAudioEffectVoiceChangerMode 变声音效模式。 2.1

AliRtcAudioEffectReverbMode 音效混响模式。 2.1

AliRtcAudioEffectReverbParamType 音效混响参数。 2.1

AliRtcAudioRouteType 语音路由类型。 2.1

AliRtcRemoteTextureInfo 远端用户纹理信息。 2.1

AliRtcVideoCanvas 渲染画布。 2.2

AliRtcAudioRouteType 旁路转推任务状态。 2.1

AliRtcRectPosit ion 水印图片的位置和大小。 2.2

AliRtcWatermarkConfig 水印图片的设置。 2.1

AliRtcTextureInfo 纹理信息。 2.1

AliEngineCameraCapturerConfiguration 摄像头采集偏好属性。 2.1

AliRtcCaptureOutputPreference 摄像头采集偏好。 2.2

AliRtcCameraDirection 摄像头方向。 2.2

AliRtcVideoEncoderFrameRate 视频编码帧率。 2.1

AliRtcVideoEncoderBitrate 视频编码码率。 2.1

AliRtcVideoEncoderMirrorMode 编码视频镜像模式。 2.1

AliRtcVideoEncoderOrientationMode 编码视频旋转模式。 2.1

AliRtcVideoDimensions 视频分辨率。 2.2

AliRtcVideoEncoderConfiguration 设置视频编码属性。 2.1

AliRtcScreenShareEncoderConfiguration 设置屏幕分享编码属性。 2.1

数据类型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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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RtcAuthInfo 鉴权信息。 1.1

AliRtcTranscodingUser 旁路直播用户信息。 2.1

AliRtcTranscodingUserPane 旁路直播用户窗格信息。 2.1

AliRtcTranscodingPane 旁路直播用户自定义窗格信息。 2.1

AliRtcTranscodingLayout 旁路直播用户自定义布局信息。 2.1

AliRtcLiveTranscoding 旁路直播配置。 2.1

AliRtcRemoteUserInfo 远端用户信息。 1.17

AliRtcVideoReason 触发视频流状态变化的原因。 2.4

AliRtcVideoState 视频流状态变化。 2.4

AliRtcTrascodingPublishTaskStatus 旁路直播推流任务状态。 2.4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ErrorCode 旁路直播推流错误码。 2.4

AliRtcLiveTranscodingState 旁路直播状态。 2.4

AliRtcLiveTranscodingMediaProcessMode 旁路直播媒体处理模式。 2.4

AliRtcLiveTranscodingCropMode 旁路直播裁剪模式。 2.4

AliRtcLiveTranscodingFontType 旁路直播字体。 2.4

AliRtcLiveTranscodingSegmentType 旁路直播输入类型。 2.4

AliRtcLiveTranscodingAudioSampleRate 旁路直播音频采样率。 2.4

AliRtcLiveTranscodingTaskProfile 旁路直播计费规格。 2.4

AliRtcLiveTranscodingSourceType 旁路直播视频流类型。 2.4

AliRtcLiveTranscodingStreamType 旁路直播转推流类型。 2.4

AliRtcLiveTranscodingMixMode 旁路直播模式。 2.4

AliRtcVideoObserAlignment 裸数据回调数据对齐类型。 2.4

AliRtcLiveTranscodingEncodeParam 旁路直播编码参数。 2.4

AliRtcLiveTranscodingMixParam 旁路直播混流参数。 2.4

AliRtcLiveTranscodingParam 旁路直播参数。 2.4

AliRtcLiveTranscodingSingleParam 旁路直播单流参数。 2.4

数据类型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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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codingClockWidget 旁路直播时钟小工具。 2.4

TranscodingUser 旁路直播用户信息。 2.4

TranscodingText 旁路直播文本信息。 2.4

TranscodingImage 旁路直播图片信息。 2.4

DisplayType 图片显示模式。 2.4

数据类型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详情详情
AliRtcPluginErrorCode：插件错误码。

枚举名 描述

AliRtcPluginErrorCodeSucces 成功。

AliRtcPluginErrorCodeFailed 失败。

AliRtcPluginErrorNoFindPlugin 没有找到插件。

AliRtcPluginErrorParameterError 参数错误。

AliRtcPluginErrorLoadError 插件加载失败。

AliRtcPluginErrorCreateError 插件初始化失败。

AliRtcPluginErrorInitTokenError 鉴权失败。

AliRtcPluginProcessCode：插件数据处理返回码。

枚举名 描述

AliRtcPluginProcessCodeFailed 数据处理失败。

AliRtcPluginProcessCodeSuccess 数据处理成功。

AliRtcPluginProcessCodeMemoryChange 数据处理成功，数据内存大小有变化。

AliRtcPluginDataType：插件数据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RtcPluginDataTypeShared 共享型。

AliRtcPluginDataTypeVideo 视频。

AliRtcPluginDataTypeAudio 音频。

AliRtcPluginDataTypeEncryption 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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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RtcPluginDataTypeMax 占位符，无意义。

枚举名 描述

AliRtcPluginOperationType：插件数据处理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RtcPluginShared 共享型。

AliRtcPluginPreOperation 前处理。

AliRtcPluginPostOperation 后处理。

AliRtcPluginEncodeOperation 编码器。

AliRtcPluginDecodeOperation 解码器。

AliRtcPluginRecord 采集。

AliRtcPluginRender 渲染。

AliRtcAudioType：音频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RtcPubObserver 经过音频3A处理后的音频数据。

AliRtcSubObserver 当前订阅到的远端用户混音后的音频数据。

AliRtcRawDataObserver 本地采集的原始音频数据。

AliRtcVolumeDataObserver 音量原始数据。

AliRtcAudioPlayingErrorCode：音乐伴奏播放错误码。

枚举名 描述

AliRtcAudioPlayingNoError 正常状态。

AliRtcAudioPlayingOpenFailed 打开文件失败。

AliRtcAudioPlayingDecodeFailed 编码失败。

AliRtcAudioPlayingStateCode：音乐伴奏播放状态。

枚举名 描述

AliRtcAudioPlayingStarted 正在播放。

AliRtcAudioPlayingStopped 停止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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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RtcAudioPlayingPaused 暂停播放。

AliRtcAudioPlayingResumed 恢复播放。

AliRtcAudioPlayingEnded 播放结束。

AliRtcAudioPlayingBuffering 正在缓冲。

AliRtcAudioPlayingBufferingEnd 缓冲结束。

AliRtcAudioPlayingFailed 播放失败。

枚举名 描述

AliRtcAudioVolume：用户音量信息。

参数 类型 描述

mUserId String

当前用户ID，取值：

0：本地。

1：远端混音。

其他表示远端用户的ID。

mVolume int 当前回调的音量。

mSpeechstate int

当前用户说话状态，取值：

0：没有说话。

1：正在说话。

AliRtcAudioSample：音频样本。

参数 类型 描述

dataPtr long 音频数据。

data byte[] 该音频帧的采样数据。

numSamples int 每个声道的采样点数。

bytesPerSample int
每个采样点的字节数。对于PCM来
说，一般使用16bit，即两个字节。

numChannels int

声道数量，取值：

1：单声道。

2：双声道。

sampleRate int 每个声道的采样率。

samplesPerSec int
每声道每秒的采样点数，即采样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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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RtcVideoSample：视频样本。

参数 类型 描述

dataFrameY long Y分量指针。

dataFrameU long U分量指针。

dataFrameV long V分量指针。

format AliRtcVideoFormat 视频帧格式。

width int 视频帧的宽。

height int 视频帧的高。

strideY int YUV数据中的Y缓冲区的行跨度。

strideU int YUV数据中的U缓冲区的行跨度。

strideV int YUV数据中的V缓冲区的行跨度。

rotate int 视频帧的旋转角度。

extraData long 附加字段（非定制化可忽略）。

AliRtcVideoSourceType：视频源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RTCSdkVideoSourceCameraType 相机流。

AliRTCSdkVideoSourceScreenShareType 屏幕分享流。

AliRTCSdkChannelProfile：频道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RTCSdkCommunication 通信模式。

AliRTCSdkInteractiveLive 互动模式。

AliRTCSdkInteractiveWithLowLatencyLive 低延迟互动直播模式。

AliRTCSdkClientRole：用户角色。

枚举名 描述

AliRTCSdkInteractive 主播角色。

AliRTCSdkLive 观众角色。

AliRtcRawDataStreamType：原始数据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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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举名 描述

AliRTCSdkStreameTypeCapture 相机流。

AliRTCSdkStreameTypeScreen 屏幕流。

AliRtcRawDataFrame：外部视频帧数据。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format AliRtcVideoFormat 视频数据类型。

width int 该帧的宽。

height int 该帧的高。

rotation int 该帧的角度。

videoFrameLength int 该帧的长度。

lineSize int[] 视频帧的存储，详情请参见下表。

frame byte[] 视频的YUV字节数据。

cropLeft int 左侧的裁剪像素点数。

cropTop int 顶部的裁剪像素点数。

cropRight int 右侧的裁剪像素点数。

cropBottom int 底部的裁剪像素点数。

timeStamp long 该帧的时间戳，单位：毫秒。

textureId int 该帧的Texture ID。

transformMatrix float[] Texture帧额外的转换。

eglContext14 EGLContext opengl的线程相关上下文变量。

视频帧格式 视频帧存储

YUV

lineSize[0] = width; // Y

lineSize[1] = width/2; // U

lineSize[2] = width/2; // V

lineSize[3]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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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BA

lineSize[0] = width; // R

lineSize[1] = width; // G

lineSize[2] = width; // B

lineSize[3] = width; // A

视频帧格式 视频帧存储

AliRtcStats：会话数据统计信息。

参数 类型 描述

sentKbitrate long 发送码率。

rcvdKbitrate long 接收码率。

sentBytes long 发送字节数。

rcvdBytes long 接收字节数。

systemCpuUsage float 系统CPU使用率。

cpuUsage float RTC进程CPU使用率。

videoRcvdKbitrate long 视频接收码率。

videoSentKbitrate long 视频发送码率。

callDuration long 通话时长，单位：秒。

sentLossRate long 客户端到服务器的丢包率。

sentLossPkts long 客户端到服务器的丢包数。

sentExpectedPkts long 客户端到服务器的总包数。

rcvdLossRate long 客户端到服务器的下行丢包率。

rcvdLossPkts long 客户端到服务器的下行丢包数。

rcvdExpectedPkts long 客户端到服务器的下行总包数。

lastmileDelay long 延时时长，单位：毫秒。

AliRtcLocalVideoStats：本地视频统计信息。

参数 类型 描述

userId String 本地用户ID。

track AliRtcVideoTrack 流类型。

sentBitrate int 发布比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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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tFps int 发布帧率。

encodeFps int 编码帧率。

参数 类型 描述

AliRtcRemoteVideoStats：远端视频统计信息。

参数 类型 描述

userId String 远端用户ID。

track AliRtcVideoTrack 视频流类型。

width int 视频帧的宽。

height int 视频帧的高。

decodeFps int 编码器输出帧率。

renderFps int 渲染器输出帧率。

frozenTimes int 卡顿次数。

AliRtcLocalAudioStats：本地音频统计信息。

参数 类型 描述

track AliRtcVideoTrack 音频流类型。

sentBitrate int 发送码率。

sentSamplerate int 发送的采样率。

numChannel int 声道数。

AliRtcRemoteAudioStats：远端音频统计信息。

参数 类型 描述

userId String 用户ID。

track AliRtcVideoTrack 音频流类型。

quality int 音质。

audioLossRate int 音频丢包率。

rcvdBitrate int 接收码率。

totalFrozenTimes int 卡顿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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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_transport_delay int
音频发送端到接收端的网络延迟，
单位：毫秒。

jitter_buffer_delay int
接收端到网络抖动缓冲的网络延
迟，单位：毫秒。

参数 类型 描述

AliRtcFeedbackType：SDK反馈问题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RtcFeedbackVideoDeviceFail 视频设备问题。

AliRtcFeedbackVideoNotRender 视频无画面。

AliRtcFeedbackAudioDeviceFail 音频设备问题。

AliRtcFeedbackAudioNotRender 音频无声音。

AliRtcFeedbackAudioEchoError 音频回声异常。

AliRtcFeedbackChannelTypeError 会议状态异常：入会异常、离会异常等。

AliRtcFeedbackSdkTypeError SDK其他状态异常。

AliRtcFeedbackNetworkUnfluent 网络卡顿问题。

AliRtcFeedbackVideoBlurring 视频清晰问题。

AliRtcFeedbackUnkonw 未知类型。

AliRtcChannelRelayEvent：跨频道转发事件。

枚举名 描述

AliRtcChannelRelayStart 开启。

AliRtcChannelRelayUpdate 更新。

AliRtcChannelRelayStop 停止。

AliRtcChannelRelayState：跨频道转发状态。

枚举名 描述

AliRtcChannelRelayStateInit 初始化。

AliRtcChannelRelayStateConnecting 连接中。

AliRtcChannelRelayStateRunning 转发中。

AliRtcChannelRelayStateFailure 转发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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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RtcChannelRelayConfiguration：跨频道转推设置。

参数 类型 描述

mDestChannelInfos Map<String,AliRtcAuthInfo> 转推频道的鉴权信息集合。

AliRtcVideoObserPosit ion：视频数据输出位置。

枚举名 描述

AliRtcPosit ionPostCapture 采集数据。

AliRtcPosit ionPreRender 拉流数据。

AliRtcPosit ionPreEncoder 编码前数据。

AliRtcVideoFormat：视频数据输出格式。

枚举名 描述

AliRtcVideoFormatBGRA BGRA。

AliRtcVideoFormatI420 I420。

AliRtcVideoFormatNV21 NV21。

AliRtcVideoFormatNV12 NV12。

AliRtcVideoFormatRGBA RGBA。

AliRtcVideoFormatI422 I422。

AliRtcVideoFormatARGB ARGB。

AliRtcVideoFormatABGR ABGR。

AliRtcVideoFormatRGB24 RGB24。

AliRtcVideoFormatBGR24 BGR24。

AliRtcVideoFormatRGB565 RGB565。

AliRtcVideoFormatTextureOES TextureOES。

AliRtcVideoFormatTexture2D Texture2D。

AliRtcConnectionStatus：网络连接状态。

枚举名 描述

AliRtcConnectionStatusInit 初始化完成。

AliRtcConnectionStatusDisconnected 网络连接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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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RtcConnectionStatusConnecting 建立网络连接中。

AliRtcConnectionStatusConnected 网络已连接。

AliRtcConnectionStatusReconnecting 重新建立网络连接中。

AliRtcConnectionStatusFailed 网络连接失败。

枚举名 描述

AliRtcConnectionStatusChangeReason：网络连接状态变更原因。

枚举名 描述

AliRtcConnectionChangedDummyReason 未知原因。

AliRtcConnectionMediaPathChanged 媒体通道变更。

AliRtcConnectionSignalingHeartbeatT imeout 心跳超时。

AliRtcConnectionSignalingHeartbeatAlive 心跳恢复。

AliRtcConnectionSignalingHttpDnsResolved DNS解析成功。

AliRtcConnectionSignalingHttpDnsFailure DNS解析失败。

AliRtcConnectionSignalingGslbFailure GSLB请求失败。

AliRtcConnectionSignalingGslbSucccess GSLB请求成功。

AliRtcConnectionSignalingJoinRoomFailure 加入频道失败。

AliRtcConnectionSignalingJoinRoomSuccess 加入频道成功。

AliRtcConnectionSignalingLeaveRoom 离开频道。

AliRtcConnectionSignalingConnecting 信令建立连接。

AliRtcVideoTrack：视频流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RtcVideoTrackNo 无视频流。

AliRtcVideoTrackCamera 摄像头流。

AliRtcVideoTrackScreen 屏幕共享流。

AliRtcVideoTrackBoth 摄像头和屏幕共享。

AliRtcPublishState：推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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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举名 描述

AliRtcStatsPublishIdle 初始状态。

AliRtcStatsNoPublish 未推流。

AliRtcStatsPublishing 推流中。

AliRtcStatsPublished 已推流。

AliRtcSubscribeState：订阅状态。

枚举名 描述

AliRtcStatsSubscribeIdle 初始状态。

AliRtcStatsNoSubscribe 未订阅。

AliRtcStatsSubscribing 订阅中。

AliRtcStatsSubscribed 已订阅。

AliRtcUserOfflineReason：用户离线原因。

枚举名 描述

AliRtcUserOfflineQuit 用户主动离开。

AliRtcUserOfflineDropped 因过长时间收不到对方数据包，超时掉线。

AliRtcUserOfflineBecomeAudience 用户身份从主播切换为观众时触发。

AliRtcVideoStreamType：相机大小流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RtcVideoStreamTypeNone 无视频流。

AliRtcVideoStreamTypeHigh 大流。

AliRtcVideoStreamTypeLow 小流。

AliRtcAudioTrack：音频流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RtcAudioTrackNo 无音频流。

AliRtcAudioTrackMic 麦克风流。

AliRTCCameraType：摄像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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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举名 描述

AliRTCCameraBack 后置摄像头。

AliRTCCameraFront 前置摄像头。

AliRTCCameraUsb USB摄像头。

AliRTCCameraInvalid 无效摄像头。

AliRtcNetworkQuality：网络质量。

枚举名 描述

AliRtcNetworkExcellent 网络极好，流程度清晰度质量好。

AliRtcNetworkGood 网络好，流畅度清晰度和极好差不多。

AliRtcNetworkPoor 网络较差，音视频流畅度清晰度有瑕疵，不影响沟通。

AliRtcNetworkBad 网络差，视频卡顿严重，音频能正常沟通。

AliRtcNetworkVeryBad 网络极差，基本无法沟通。

AliRtcNetworkDisconnected 网络中断。

AliRtcNetworkUnknow 未知原因。

AliRtcRenderMode：渲染模式。

枚举名 描述

AliRtcRenderModeAuto 自动。

AliRtcRenderModeStretch 拉伸填充视图，不保持视频比例。

AliRtcRenderModeFill 在保持视频宽高比的同时缩放，填充黑边。

AliRtcRenderModeClip 在保持视频宽高比的同时缩放，并裁剪以适合视图。

AliRtcRenderMirrorMode：镜像模式。

枚举名 描述

AliRtcRenderMirrorModeOnlyFront 只有前置摄像头预览镜像，其余不镜像。

AliRtcRenderMirrorModeAllEnabled 全部镜像。

AliRtcRenderMirrorModeAllDisable 全部不镜像。

AliRtcRotationMode：旋转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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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举名 描述

AliRtcRotationMode_0 不旋转。

AliRtcRotationMode_90 旋转90度。

AliRtcRotationMode_180 旋转180度。

AliRtcRotationMode_270 旋转270度。

AliRtcLogLevel：日志级别。

枚举名 描述

AliRtcLogLevelInfo 普通。

AliRtcLogLevelWarn 警告。

AliRtcLogLevelError 错误。

AliRtcLogLevelFatal 严重。

AliRtcLogLevelNone 无。

AliRtcAudioNumChannel：音频声道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RtcMonoAudio 单声道。

AliRtcStereoAudio 双声道。

AliRtcAudioSampleRate：音频采样率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RtcAudioSampleRate_8000 采样率8000。

AliRtcAudioSampleRate_11025 采样率11025。

AliRtcAudioSampleRate_16000 采样率16000。

AliRtcAudioSampleRate_22050 采样率22050。

AliRtcAudioSampleRate_32000 采样率32000。

AliRtcAudioSampleRate_44100 采样率44100。

AliRtcAudioSampleRate_48000 采样率48000。

AliRtcRecordType：录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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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举名 描述

AliRtcRecordTypeAudio 纯音频录制。

AliRtcRecordFormat：录制格式。

枚举名 描述

AliRtcRecordFormatAAC AAC文件。

AliRtcRecordFormatWAV WAV文件。

AliRtcAudioQuality：录制音频文件的音频质量。

枚举名 描述

AliRtcAudioQualityLow 低。

AliRtcAudioQualityMidium 中。

AliRtcAudioQualityHigh 高。

AliRtcVideoQuality：录制视频文件的视频质量。

枚举名 描述

AliRtcVideoQualityDefault
默认和视频采集质量保持一致（移动端不提供视频录
制）。

AliRtcAudioProfile：音频质量模式。

枚举名 描述

AliRtcEngineLowQualityMode 音频低音质模式。

AliRtcEngineBasicQualityMode 标准音质模式。

AliRtcEngineHighQualityMode 高音质模式。

AliRtcEngineStereoHighQualityMode 立体声高音质模式。

AliRtcEngineSuperHighQualityMode 超高音质模式。

AliRtcEngineStereoSuperHighQualityMode 立体声超高音质模式。

AliRtcAudioScenario：音频场景模式。

枚举名 描述

AliRtcSceneDefaultMode 默认场景，一般的音视频通信场景推荐使用。

AliRtcSceneEducationMode 教育场景，优先保证音频连续性与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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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RtcSceneMediaMode
媒体场景，保真人声与音乐音质，连麦直播间推荐使
用。

AliRtcSceneMusicMode
音乐场景，高保真音乐音质，乐器教学等对音乐音质有
要求的场景推荐使用。

AliRtcSceneChatroomMode
聊天室场景，适用于频繁上下麦的聊天场景，音量条始
终为语音通话音量条。

枚举名 描述

AliRtcMuteLocalAudioMode：本地静音模式。

枚举名 描述

AliRtcMuteAudioModeDefault 默认模式（静音全部，包括麦克风及外部输入音频）。

AliRtcMuteAllAudioMode 静音全部（包括麦克风及外部输入音频）。

AliRtcMuteOnlyMicAudioMode 只静音麦克风。

AliRtcMuteLocalAudioMax 占位符。

AliRtcRecordAudioConfig：录制音频文件参数配置。

枚举名 描述

AliRtcAudioSampleRate 录制音频文件采样率。

AliRtcAudioQuality 录制音频文件质量。

AliRtcRecordVideoConfig：录制视频文件参数配置。

枚举名 描述

AliRtcVideoQuality 录制视频文件质量。

AliRtcBeautyConfig：基础美颜设置。

参数 类型 描述

whiteningLevel float
美白，取值范围：[0,1]。数值越大
美白效果越好。

smoothnessLevel float
磨皮，取值范围：[0,1]。数值越大
磨皮效果越好。

AliRtcOnByeType：OnBye类型枚举。

枚举名 描述

AliRtcByeTypeKickOff 被踢出。

音视频通信 SDK参考··Android SDK

> 文档版本：20220701 42



AliRtcByeTypeDelChannel 频道被删除。

AliRtcByeTypeRestoreSession 被动离开需要恢复Session。

枚举名 描述

AliRtcAudioEffectVoiceChangerMode：变声音效模式。

枚举名 描述

AliRtcSdk_AudioEffect_Voice_Changer_OFF 关闭。

AliRtcSdk_AudioEffect_Voice_Changer_Oldman 老人。

AliRtcSdk_AudioEffect_Voice_Changer_Babyboy 男孩。

AliRtcSdk_AudioEffect_Voice_Changer_Babygirl 女孩。

AliRtcSdk_AudioEffect_Voice_Changer_Robot 机器人。

AliRtcSdk_AudioEffect_Voice_Changer_Daimo 大魔王。

AliRtcSdk_AudioEffect_Voice_Changer_Ktv KTV。

AliRtcSdk_AudioEffect_Voice_Changer_Echo 回声。

AliRtcSdk_AudioEffect_Voice_Changer_MAX 占位符，无含义。

AliRtcAudioEffectReverbMode：音效混响模式。

枚举名 描述

AliRtcAudioEffectReverb_Off 关闭。

AliRtcAudioEffectReverb_Vocal_I 人声 I。

AliRtcAudioEffectReverb_Vocal_II 人声 II。

AliRtcAudioEffectReverb_Bathroom 澡堂。

AliRtcAudioEffectReverb_Small_Room_Bright 明亮小房间。

AliRtcAudioEffectReverb_Small_Room_Dark 黑暗小房间。

AliRtcAudioEffectReverb_Medium_Room 中等房间。

AliRtcAudioEffectReverb_Large_Room 大房间。

AliRtcAudioEffectReverb_Church_Hall 教堂走廊。

AliRtcAudioEffectReverb_Cathedral 大教堂。

AliRtcAudioEffectReverb_Mode_Max 占位符，无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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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RtcAudioEffectReverbParamType：音效混响参数。

枚举名 描述

AliRtcAudioEffectReverb_Room_Size 房间大小，取值范围：[0,100]。

AliRtcAudioEffectReverb_Pre_Delay 预延时，单位：毫秒。取值范围：[0,200]。

AliRtcAudioEffectReverb_Revetberance 混响感，取值范围：[0,100]。

AliRtcAudioEffectReverb_Hf_Damping 消声，取值范围：[0,100]。

AliRtcAudioEffectReverb_Tone_Low 低音调，取值范围：[0,100]。

AliRtcAudioEffectReverb_Tone_High 高音调，取值范围：[0,100]。

AliRtcAudioEffectReverb_Dry_Gain 干增益，取值范围：[-20,10]。

AliRtcAudioEffectReverb_Wet_Gain 湿增益，取值范围：[-20,10]。

AliRtcAudioEffectReverb_Type_Max 占位符，无含义。

AliRtcAudioRouteType：语音路由。

枚举名 描述

AliRtcAudioRouteType_Default 默认的语音路由。

AliRtcAudioRouteType_Headset 耳机。

AliRtcAudioRouteType_Earpiece 听筒。

AliRtcAudioRouteType_HeadsetNoMic 不带麦的耳机。

AliRtcAudioRouteType_Speakerphone 手机扬声器。

AliRtcAudioRouteType_LoudSpeaker 外接扬声器。

AliRtcAudioRouteType_BlueTooth 蓝牙耳机。

AliRtcRemoteTextureInfo：远端用户纹理信息。

参数 类型 描述

AliRtcVideoCanvas AliRtcVideoCanvas 渲染画布。

userId String 远端用户ID。

videoTrack int 视频流类型。

AliRtcVideoCanvas：渲染画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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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textureId int 视频数据纹理类型ID。

textureWidth int 纹理宽。

textureHeight int 纹理高。

sharedContext long opengl的线程相关上下文变量。

enableBeauty boolean

是否开启美颜。取值：

true：开启。

false：未开启。

默认值为false。

view View

视频显示视窗。必须是通
过createRenderSurfaceView接口
创建出来的SurfaceView渲染视
图，或
者createRenderTextureView创建
出来的TextureView渲染视图。

renderMode AliRtcRenderMode
视图渲染模式，默认
AliRtcRenderModeAuto。

mirrorMode AliRtcRenderMirrorMode
视图镜像模式，默认
AliRtcRenderMirrorModeOnlyFron
t。

rotationMode AliRtcRotationMode
视图旋转角度，默认
AliRtcRotationMode_0。

backgroundColor int 视图背景颜色。

AliRtcAudioRouteType：旁路转推任务状态。

枚举名 描述

AliRtcMpuStateStart 旁路任务启动。

AliRtcMpuStateUpdate 旁路任务更新。

AliRtcMpuStateStop 旁路任务停止。

AliRtcMpuStateEnd 旁路任务结束。

AliRtcMpuStateConnect 旁路任务连接中。

AliRtcMpuStateRunning 旁路任务正在运行。

AliRtcMpuStateRecovering 旁路任务重新恢复。

AliRtcMpuStateFailed 旁路任务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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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RtcMpuStateUnknow 旁路任务未知状态。

枚举名 描述

AliRtcRectPosit ion：水印图片的位置和大小。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x float 左上角的横向偏移。

y float 左上角的纵向偏移。

width float 水印图片的宽。

height float 水印图片的高。

AliRtcWatermarkConfig：水印图片的设置选项。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visibleInPreview boolean
设置是否将水印设为预览时本地可
见。

positionInLandscapeMode AliRtcRectPosit ion 横屏时的水印坐标。

positionInPortraitMode AliRtcRectPosit ion 竖屏时的水印坐标。

alpha float 透明度。

normalized boolean 归一化。

AliRtcTextureInfo：纹理信息。

参数 类型 描述

textureId int 纹理ID。

mirrorMode AliRtcRenderMirrorMode 镜像模式。

AliEngineCameraCapturerConfiguration：相机采集偏好属性。

参数 类型 描述

preference AliRtcCaptureOutputPreference 采集偏好。

cameraDirection AliRtcCameraDirection
相机方向（只支持Android和
iOS）。

AliRtcCaptureOutputPreference：摄像头采集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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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举名 描述

CAPTURER_OUTPUT_PREFERENCE_AUTO 自动调整采集参数。

CAPTURER_OUTPUT_PREFERENCE_PERFORMANCE
优先保证设备性能，根据setVideoProfile设置参数选择
最接近的摄像头输出参数。

CAPTURER_OUTPUT_PREFERENCE_PREVIEW 优先保证视频预览质量，选择较高的摄像头输出参数。

AliRtcCameraDirect ion：摄像头方向。

枚举名 描述

CAMERA_REAR 使用后置摄像头。

CAMERA_FRONT 使用前置摄像头。

AliRtcVideoEncoderFrameRate：视频编码帧率。

枚举名 描述

AliRtcVideoEncoderFrameRate_FPS_5 5 FPS。

AliRtcVideoEncoderFrameRate_FPS_10 10 FPS。

AliRtcVideoEncoderFrameRate_FPS_15 15 FPS。

AliRtcVideoEncoderFrameRate_FPS_20 20 FPS。

AliRtcVideoEncoderFrameRate_FPS_30 30 FPS。

AliRtcVideoEncoderBitrate：视频编码码率。

枚举名 描述

AliRtcVideoEncoderStandardBitrate 标准码率模式。

AliRtcVideoEncoderMirrorMode：编码视频镜像模式。

枚举名 描述

AliRtcVideoEncoderMirrorModeDisabled 编码视频镜像。

AliRtcVideoEncoderMirrorModeEnabled 编码视频不镜像。

AliRtcVideoEncoderOrientationMode：编码视频旋转模式。

枚举名 描述

AliRtcVideoEncoderOrientationModeAdaptive 自适应，和采集视频角度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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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RtcVideoEncoderOrientationModeFixedLandscap
e

固定横屏。

AliRtcVideoEncoderOrientationModeFixedPortrait 固定竖屏。

枚举名 描述

AliRtcVideoDimensions：视频分辨率。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width int 视频宽度。

height int 视频高度。

AliRtcVideoEncoderConfiguration：视频编码偏好。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dimensions AliRtcVideoDimensions 视频分辨率。

frameRate int 视频编码帧率。

bitrate int 视频编码码率。

mirrorMode AliRtcVideoEncoderMirrorMode 编码视频镜像模式。

orientationMode
AliRtcVideoEncoderOrientationM
ode

编码视频旋转模式。

rotation AliRtcRotationMode 视频旋转角度。

AliRtcScreenShareEncoderConfiguration：屏幕编码偏好。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dimensions AliRtcVideoDimensions 视频分辨率。

frameRate int 视频编码帧率。

bitrate int 视频编码码率。

rotationMode AliRtcRotationMode 推流旋转角度。

AliRtcAuthInfo：鉴权信息。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channelId String 频道ID。

userId String 用户ID。

appId String 应用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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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ce String 随机串。

role String

角色类型，默认值为空，表示不涉
及此功能。取值：

pub：主播角色。

sub：观众角色。

relay：跨频道转推。

如果需要进行角色鉴权，请参见如
何进行角色鉴权。

timestamp long 时间戳。

session String 会话。

token String 令牌。

gslb String[] GSLB地址。

agent String[] 设置Agent服务器的地址。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AliRtcTranscodingUser：旁路直播用户信息。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userId String 用户ID。

AliRtcTranscodingUserPane：旁路直播用户窗格信息。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paneId int 窗格ID。

userId String 用户ID。

sourceType String

流类型，取值：

camera：摄像头。

shareScreen：屏幕共享。

AliRtcTranscodingPane：旁路直播用户自定义窗格信息。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paneId int 窗格ID。

userId String 用户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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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orPane Integer

指定主窗格，取值：

0：副窗格。

1：主窗格。

每个布局只能有一个主窗格。

x float
该区域相对左上角的横坐标，归一
化百分比。

y float
该区域相对左上角的纵坐标，归一
化百分比。

width float 窗格宽度。

height float 窗格高度。

zorder int
叠放顺序，0为最底层，1层在0层
之上，以此类推。

sourceType String

流类型，取值：

camera：摄像头。

shareScreen：屏幕共享。

segmentType int

人像分割类型，取值：

0：无人像分割。

1：人像分割。

默认无人像分割。人像分割，仅在
虚拟背景模式有效。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AliRtcTranscodingLayout：旁路直播用户自定义布局信息。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audioMixCount int 最大混音个数。

panes List<AliRtcTranscodingPane> 自定义布局窗格参数。

AliRtcLiveTranscoding：旁路直播配置。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mixMode int

混流模式。取值：

0：单路转推，不混流转码仅转
推原始单路流，无需配置混流转
码参数。

1：混流转码，支持混流转码输
出。

默认值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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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youtIds List<String> 布局ID数组。

subSpecUsers List<AliRtcTranscodingUser> 指定混流用户列表。

userPanes
List<AliRtcTranscodingUserPane
>

用户窗格列表。

layouts List<AliRtcTranscodingLayout> 用户自定义布局列表。

taskProfile String 任务计费配置。

backgroundColor int

背景色RGB，默认值为0（黑色）。
计算公式为R + G × 256 + B ×
65536，R（红）、G（绿）、
B（蓝）的取值范围：0~255。

mediaEncode int 编码选项。

cropMode int

视频的裁剪方式。取值：

1：保持比例裁剪。

2：保持比例留边。

默认值为2。

streamType int

单路转推模式下转推音频流。取
值：

0：转推原始流。

1：仅转推音频流。

2：仅转推视频流。

默认值为0。

sourceType String

单路转推模式下用户视频输入流。
取值：

camera：摄像头。

shareScreen：屏幕共享。

externalParam String 拓展字段。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AliRtcRemoteUserInfo：远端用户信息。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userID String 远端用户的ID。

sessionID String 远端用户的会话ID。

displayName String 远端用户的名称。

muteAudioPlaying boolean 本端是否静音了此远端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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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nline boolean 远端用户是否在线。

cameraCanvas AliRtcVideoCanvas 相机流画布。

screenCanvas AliRtcVideoCanvas 屏幕流画布。

hasAudio boolean 远端用户是否推送了音频流。

hasCameraMaster boolean 远端用户是否推送了相机大流。

hasCameraSlave boolean 远端用户是否推送了相机小流。

hasScreenSharing boolean 远端用户是否推送了屏幕流。

subScribedAudio boolean
本端是否拉到了此远端用户的音频
流。

subScribedCamearSlave boolean
本端是否拉到了此远端用户的相机
小流。

subScribedCameraMaster boolean
本端是否拉到了此远端用户的相机
大流。

subScribedScreenSharing boolean
本端是否拉到了此远端用户的屏幕
流。

requestAudio boolean
本端是否订阅了此远端用户的音频
流。

requestCameraSlave boolean
本端是否订阅了此远端用户的相机
小流。

requestCameraMaster boolean
本端是否订阅了此远端用户的相机
大流。

requestScreenSharing boolean
本端是否订阅了此远端用户的屏幕
流。

preferCameraMaster boolean 远端用户是否开启了大流优先。

hasCameraView boolean
本端是否设置了此远端用户相机流
的view。

hasScreenView boolean
本端是否设置了此远端用户屏幕流
的view。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AliRtcVideoReason：触发视频流状态变化的原因。

枚举名 描述

AliRTCVideoChangedByClient 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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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RTCVideoChangedByServer 服务器。

枚举名 描述

AliRtcVideoState：视频流状态变化。

枚举名 描述

AliRtcVideoVideoClose 关闭视频流。

AliRtcVideoVideoOpen 恢复视频流。

AliRtcTrascodingPublishTaskStatus：旁路直播推流任务状态。

枚举名 描述

AliRtcTrascodingPublishTaskStatusStart 旁路直播推流任务开始。

AliRtcTrascodingPublishTaskStatusUpdate 旁路直播推流任务更新。

AliRtcTrascodingPublishTaskStatusStop 旁路直播推流任务停止。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ErrorCode：旁路直播推流错误码。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ErrorPublishOk 旁路直播准备完成。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ErrorStreamNotFound 旁路直播推流地址未找到。

AliRtcLiveTranscodingState：旁路直播状态。

枚举名 描述

AliRtcLiveTranscodingState_IDLE 推流空闲。

AliRtcLiveTranscodingState_CONNNECT 正在连接推流服务器。

AliRtcLiveTranscodingState_RUNNING 推流正在进行。

AliRtcLiveTranscodingState_RECOVERING 正在恢复推流。

AliRtcLiveTranscodingState_FAILURE 推流失败。

AliRtcLiveTranscodingState_END 推流结束。

AliRtcLiveTranscodingMediaProcessMode：旁路直播媒体处理模式。

枚举名 描述

AliRtcLiveTranscodingNormal 通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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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RtcLiveTranscodingVirtualBackground 虚拟背景模式。

枚举名 描述

AliRtcLiveTranscodingCropMode：旁路直播裁剪模式。

枚举名 描述

AliRtcLiveTranscodingCrop 保持比例裁剪。

AliRtcLiveTranscodingFill 保持比例留边（默认值）。

AliRtcLiveTranscodingFontType：旁路直播字体。

枚举名 描述

NOTO_SERIF_CJKSC_REGULAR 思源宋体NotoSerifCJKsc-REGULAR。

ALIBABA_PUHUIT I_REGULAR 阿里巴巴-普惠体-REGULAR。

ALIBABA_PUHUIT I_BOLD 阿里巴巴-普惠体-BOLD。

ALIBABA_PUHUIT I_Heavy 阿里巴巴-普惠体-Heavy。

ALIBABA_PUHUIT I_LIGHT 阿里巴巴-普惠体-LIGHT。

ALIBABA_PUHUIT I_MEDIUM 阿里巴巴-普惠体-MEDIUM。

AliRtcLiveTranscodingSegmentType：旁路直播输入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RtcLiveTranscodingNoBody 无人像分割。

AliRtcLiveTranscodingBody 人像分割。

AliRtcLiveTranscodingAudioSampleRate：旁路直播音频采样率。

枚举名 描述

AliRtcLiveTranscoding_HZ_48000 采样率48000Hz。

AliRtcLiveTranscoding_HZ_44100 采样率44100Hz。

AliRtcLiveTranscoding_HZ_32000 采样率32000Hz。

AliRtcLiveTranscoding_HZ_16000 采样率16000Hz。

AliRtcLiveTranscoding_HZ_8000 采样率8000Hz。

AliRtcLiveTranscodingTaskProfile：旁路直播计费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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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举名 描述

AliRtcLiveTranscoding_Profile_1IN_1080P 1IN_1080P。

AliRtcLiveTranscoding_Profile_1IN_720P 1IN_720P。

AliRtcLiveTranscoding_Profile_1IN_360P 1IN_360P。

AliRtcLiveTranscoding_Profile_2IN_1080P 2IN_1080P。

AliRtcLiveTranscoding_Profile_2IN_720P 2IN_720P。

AliRtcLiveTranscoding_Profile_2IN_360P 2IN_360P。

AliRtcLiveTranscoding_Profile_4IN_1080P 4IN_1080P。

AliRtcLiveTranscoding_Profile_4IN_720P 4IN_720P。

AliRtcLiveTranscoding_Profile_4IN_360P 4IN_360P。

AliRtcLiveTranscoding_Profile_9IN_1080P 9IN_1080P。

AliRtcLiveTranscoding_Profile_9IN_720P 9IN_720P。

AliRtcLiveTranscoding_Profile_9IN_360P 9IN_360P。

AliRtcLiveTranscoding_Profile_12IN_1080P 12IN_1080P。

AliRtcLiveTranscoding_Profile_12IN_720P 12IN_720P。

AliRtcLiveTranscoding_Profile_12IN_360P 12IN_360P。

AliRtcLiveTranscoding_Profile_16IN_1080P 16IN_1080P。

AliRtcLiveTranscoding_Profile_16IN_720P 16IN_720P。

AliRtcLiveTranscoding_Profile_16IN_360P 16IN_360P。

AliRtcLiveTranscoding_Profile_Mixed 纯音频。

AliRtcLiveTranscodingSourceType：旁路直播视频流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RtcLiveTranscodingCamera 摄像头。

AliRtcLiveTranscodingShareScreen 屏幕共享。

AliRtcLiveTranscodingStreamType：旁路直播转推流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RtcLiveTranscodingOrigin 转推原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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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RtcLiveTranscodingAudio 仅转推音频流。

AliRtcLiveTranscodingVideo 仅转推视频流。

枚举名 描述

AliRtcLiveTranscodingMixMode：旁路直播模式。

枚举名 描述

AliRtcLiveTranscodingSINGLE
单路转推，不混流转码，仅转推原始单路流，无需配置
混流转码参数。

AliRtcLiveTranscodingMIX 混流转码（默认值），支持混流转码输出。

AliRtcVideoObserAlignment：裸数据回调数据对齐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RtcAlignmentDefault 不处理，直接原始数据回调。

AliRtcAlignmentEven 宽处理成偶数。

AliRtcAlignment4 宽处理成4的倍数。

AliRtcAlignment8 宽处理成8的倍数。

AliRtcAlignment16 宽处理成16的倍数。

AliRtcLiveTranscodingEncodeParam：旁路直播编码参数。

参数 类型 描述

videoWidth int 宽。

videoHeight int 高。

videoFramerate int 帧率。

videoBitrate int 码率。

videoGop int GOP。

audioSamplerate
AliRtcLiveTranscodingAudioSam
pleRate

旁路直播音频采样率。

audioBitrate int 音频码率。

audioChannels int 音频声道数。

AliRtcLiveTranscodingMixParam：旁路直播混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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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taskProfile AliRtcLiveTranscodingTaskProfile 旁路直播计费规格。

encodeParam
AliRtcLiveTranscodingEncodePar
am

旁路直播编码参数。

users List<TranscodingUser> 旁路直播用户列表。

backgroundColor int 背景色。

backgrounds List<TranscodingImage> 背景图片列表。

watermarks List<TranscodingImage> 水印图片列表。

clockWidgets List<TranscodingClockWidget> 时钟小部件列表。

cropMode AliRtcLiveTranscodingCropMode 旁路直播裁剪模式。

mediaProcessMode
AliRtcLiveTranscodingMediaProc
essMode

旁路直播媒体处理模式。

AliRtcLiveTranscodingParam：旁路直播参数。

参数 类型 描述

mixMode AliRtcLiveTranscodingMixMode 旁路直播模式。

singleParam
AliRtcLiveTranscodingSinglePara
m

旁路直播单流参数。

mixParam AliRtcLiveTranscodingMixParam 旁路直播混流参数。

AliRtcLiveTranscodingSingleParam：旁路直播单流参数。

参数 类型 描述

userId String 用户ID。

streamType
AliRtcLiveTranscodingStreamTyp
e

旁路直播转推流类型。

sourceType
AliRtcLiveTranscodingSourceTyp
e

旁路直播视频流类型。

TranscodingClockWidget：旁路直播时钟小工具。

参数 类型 描述

mX int 坐标X（像素）。

mY int 坐标Y（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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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ontSize int 旁路直播字体大小。

mZorder int
叠放顺序，0为最底层，1层在0层
之上，以此类推。

mFontColor int 旁路直播字体颜色。

mFontType AliRtcLiveTranscodingFontType 旁路直播字体。

参数 类型 描述

TranscodingUser：旁路直播用户信息。

参数 类型 描述

mUserId String 用户ID。

x int 坐标X（像素）。

y int 坐标Y（像素）。

width int 窗格宽。

height int 窗格高。

zOrder int
叠放顺序，0为最底层，1层在0层
之上，以此类推。

sourceType
AliRtcLiveTranscodingSourceTyp
e

旁路直播视频流类型。

segmentType
AliRtcLiveTranscodingSegmentT
ype

旁路直播输入类型。

images List<TranscodingImage> 图片列表。

texts List<TranscodingText> 文本列表。

TranscodingText：旁路直播文本信息。

参数 类型 描述

mText String 文本信息。

mX int 坐标X（像素）。

mY int 坐标Y（像素）。

mFontSize int 字体大小。

mZorder int
叠放顺序，0为最底层，1层在0层
之上，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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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ontColor int 字体颜色。

mFontType AliRtcLiveTranscodingFontType 旁路直播字体。

参数 类型 描述

TranscodingImage：旁路直播图片信息。

参数 类型 描述

mUrl String 图片URL。

mAlpha float
透明度。0.0表示透明，1.0表示完
全不透明。

mDisplay DisplayType 图片显示。

mX int 坐标X（像素）。

mY int 坐标Y（像素）。

mWidth int 窗格宽。

mHeight int 窗格高。

mZorder int
叠放顺序，0为最底层，1层在0层
之上，以此类推。

DisplayType：图片显示模式。

枚举名 描述

NOT_DISPLAY 不显示。

ALWAYS 总是显示。

WHEN_NO_VIDEO 没有视频时显示。

通过阅读本文，您可以了解Android SDK回调及监听的接口详情。

目录目录
AliRtcEngineEventListener：本地用户行为回调。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onJoinChannelResult 加入频道结果回调。 1.1

onLiveStreamingSignalingResult 低延迟互动直播拉流回调。 2.1

3.2. 回调及监听3.2. 回调及监听

SDK参考··Android SDK 音视频通信

59 > 文档版本：20220701



onLeaveChannelResult 离开频道结果回调。 1.1

onAudioPublishStateChanged 音频推流变更回调。 2.1

onVideoPublishStateChanged 视频推流变更回调。 2.1

onDualStreamPublishStateChanged 次要视频流推流变更回调。 2.1

onScreenSharePublishStateChanged 屏幕分享推流变更回调。 2.1

onAudioSubscribeStateChanged 音频订阅情况变更回调。 2.1

onVideoSubscribeStateChanged 相机流订阅情况变更回调。 2.1

onSubscribeStreamTypeChanged 相机大小流情况变更回调。 2.1

onScreenShareSubscribeStateChanged 屏幕分享流订阅情况变更回调。 2.1

onNetworkQualityChanged 网络质量变化时回调。 1.1

onNetworkQualityProbeTest 网络质量探测的回调。 1.16.2

onOccurWarning 警告回调。 1.1

onOccurError 错误回调。 1.1

onPerformanceLow 当前设备性能不足回调。 1.16

onPerformanceRecovery 当前设备性能恢复回调。 1.16

onConnectionLost 网络断开回调。 1.14

onTryToReconnect 尝试网络重连回调。 1.14

onConnectionRecovery 网络重连成功回调。 1.14

onConnectionStatusChange 网络连接状态改变的回调。 2.1

onUpdateRoleNotify 用户角色发生改变时回调。 1.16

onSnapshotComplete 截图回调。 2.1

onPublishLiveStreamStateChanged 旁路推流状态改变回调。 2.1

onPublishTaskStateChanged 旁路任务状态改变回调。 2.1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AliRtcEngineNotify：远端用户行为回调。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onRemoteUserOnLineNotify 远端用户上线回调。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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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RemoteUserOffLineNotify 远端用户下线回调。 1.1

onRemoteTrackAvailableNotify 远端用户音视频流发生变化时回调。 1.1

onFirstRemoteVideoFrameDrawn 远端视频流首帧渲染完回调。 1.16.2

onFirstLocalVideoFrameDrawn 预览开始显示第一帧视频帧时触发这个消息。 1.17.2

onFirstVideoFrameReceived 收到远端用户视频首帧的回调。 2.1

onFirstVideoPacketSent 视频首包发送回调。 2.1

onFirstAudioPacketSent 音频首包发送回调。 2.1

onFirstVideoPacketReceived 视频首包接收回调。 2.1

onFirstAudioPacketReceived 音频首包接收回调。 2.1

onFirstRemoteAudioDecoded 已解码远端音频首帧回调。 2.1

onBye 被服务器踢出或者频道关闭时回调。 1.1

onAliRtcStats 当前会话统计信息回调。 1.16

onUserAudioMuted 对端用户停止音频数据发送通知。 1.16.3

onUserVideoMuted 对端用户发送视频黑帧数据发送通知。 1.16.3

onUserVideoEnabled 对端用户关闭相机流采集发送通知。 2.1

onUserAudioInterruptedBegin 用户音频被中断通知。 1.17

onUserAudioInterruptedEnded 用户音频中断结束通知。 1.17

onUserWillResignActive 远端用户应用退到后台。 1.17

onUserWillBecomeActive 远端用户应用返回前台。 1.17

onAudioPlayingStateChanged 本地伴奏播放回调。 1.16.2

onRemoteAudioAccompanyStarted 远端用户伴奏开始播放。 2.1

onRemoteAudioAccompanyFinished 远端用户伴奏结束播放。 2.1

onAudioEffectFinished 本地音效播放结束回调。 1.17.30

onMediaRecordEvent 录制事件回调。 1.17

onRtcLocalVideoStats 本地视频统计信息回调。 1.17

onRtcRemoteVideoStats 远端视频统计信息回调。 1.17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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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RtcRemoteAudioStats 远端音频统计信息。 2.1

onRtcLocalAudioStats 本地音频统计信息。 2.1

onMediaExtensionMsgReceived 收到媒体扩展信息回调。 1.17.1

onUplinkChannelMessage 客户端向服务端发送消息的结果通知。 2.1

onAudioFocusChange 音频焦点变化的结果通知回调。 1.17

onAudioRouteChanged 语音路由发生变化回调。 2.1

onMessage 给Sass层使用的信令通道。 2.1

onChannelRelayStateChanged 跨频道连麦状态变化。 2.1

onChannelRelayEvent 跨频道连麦事件。 2.1

onRemoteVideoChanged 远端视频流改变回调。 2.4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AliRtcVideoObserver：视频裸数据回调。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onLocalVideoSample 订阅的本地采集视频数据。 1.17

onRemoteVideoSample 订阅的远端视频数据。 1.17

onPreEncodeVideoSample 订阅的本地编码前视频数据。 2.1

onGetVideoFormatPreference 视频数据输出格式。 2.1

onGetObservedFramePosition 视频数据输出位置。 2.1

onGetIfUserFetchObserverData 视频输出数据是否由用户来获取。 2.4

onGetVideoAlignment 视频数据输出对齐方式。 2.4

onGetObserverDataMirrorApplied 视频输出数据是否需要镜像。 2.4

onGetSmoothRenderingEnabled 拉流视频数据是否平滑输出。 2.4

AliRtcAudioObserver：音频裸数据回调。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onCaptureRawData 本地采集音频数据。 1.17

onCaptureData 本地推流音频数据。 1.17

onRenderData 本地订阅音频数据。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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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PlaybackAudioFrameBeforeMixing 混音前的指定用户的音频数据。 2.1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AliRtcAudioVolumeObserver：注册音量回调。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onAudioVolume 用户音量大小回调。 1.16.2

onActiveSpeaker 订阅的当前说话人。 2.1

AliRtcTextureObserver：视频纹理回调。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onTextureCreate 视频GL纹理创建回调。 1.15

onTextureUpdate 视频GL纹理更新回调。 1.15

onTextureDestroy 视频GL纹理销毁回调。 1.15

详情详情
onJoinChannelResult：加入频道结果回调。

public void onJoinChannelResult(int result, String channel, int elapsed);

参数 类型 描述

result int
加入频道结果，成功返回0；失败返
回错误码，详情请参见错误码表。

channel String 频道ID。

elapsed int 加入频道耗时。单位：毫秒。

onLiveStreamingSignalingResult：低延时互动直播拉流回调。

public void onLiveStreamingSignalingResult(int result);

参数 类型 描述

result int
直播拉流结果，成功返回0，失败返
回其他。

onLeaveChannelResult：离开频道结果回调。

调用leaveChannel接口后返回该回调，如果离开频道后直接销毁SDK，将不会收到该回调。

public void onLeaveChannelResult(int result, AliRtcEngine.AliRtcStats st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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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result int
离开频道结果，成功返回0，失败返
回错误码。

stats AliRtcStats 本次频道内会话的数据统计汇总。

onAudioPublishStateChanged：音频推流变更回调。

public void onAudioPublishStateChanged(AliRtcEngine.AliRtcPublishState oldState , 
                                       AliRtcEngine.AliRtcPublishState newState,
                                           int elapseSinceLastState, String channel);

参数 类型 描述

oldState AliRtcPublishState 之前的推流状态。

newState AliRtcPublishState 当前的推流状态。

elapseSinceLastState int 状态变更时间间隔。单位：毫秒。

channel String 当前频道ID。

onVideoPublishStateChanged：视频推流变更回调。

public void onVideoPublishStateChanged(AliRtcEngine.AliRtcPublishState oldState , 
                                       AliRtcEngine.AliRtcPublishState newState, 
                                       int elapseSinceLastState, String channel);

参数 类型 描述

oldState AliRtcPublishState 之前的推流状态。

newState AliRtcPublishState 当前的推流状态。

elapseSinceLastState int 状态变更时间间隔。单位：毫秒。

channel String 当前频道ID。

onDualStreamPublishStateChanged：次要视频流推流变更回调。

public void onDualStreamPublishStateChanged(AliRtcEngine.AliRtcPublishState oldState , 
                                            AliRtcEngine.AliRtcPublishState newState, 
                                            int elapseSinceLastState, String channel);

参数 类型 描述

oldState AliRtcPublishState 之前的推流状态。

newState AliRtcPublishState 当前的推流状态。

elapseSinceLastState int 状态变更时间间隔。单位：毫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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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nel String 当前频道ID。

参数 类型 描述

onScreenSharePublishStateChanged：屏幕分享推流变更回调。

public void onScreenSharePublishStateChanged(AliRtcEngine.AliRtcPublishState oldState ,
                                             AliRtcEngine.AliRtcPublishState newState,
                                             int elapseSinceLastState, String channel);

参数 类型 描述

oldState AliRtcPublishState 之前的推流状态。

newState AliRtcPublishState 当前的推流状态。

elapseSinceLastState int 状态变更时间间隔。单位：毫秒。

channel String 当前频道ID。

onAudioSubscribeStateChanged：音频订阅情况变更回调。

public void onAudioSubscribeStateChanged(String uid,
                                         AliRtcEngine.AliRtcSubscribeState oldState,
                                         AliRtcEngine.AliRtcSubscribeState newState,
                                         int elapseSinceLastState, String channel);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远端用户ID。

oldState AliRtcSubscribeState 之前的订阅状态。

newState AliRtcSubscribeState 当前的订阅状态。

elapseSinceLastState int 状态变更时间间隔。单位：毫秒。

channel String 当前频道ID。

onVideoSubscribeStateChanged：相机流订阅情况变更回调。

public void onVideoSubscribeStateChanged(String uid,
                                         AliRtcEngine.AliRtcSubscribeState oldState,
                                         AliRtcEngine.AliRtcSubscribeState newState,
                                         int elapseSinceLastState, String channel);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远端用户ID。

oldState AliRtcSubscribeState 之前的订阅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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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tate AliRtcSubscribeState 当前的订阅状态。

elapseSinceLastState int 状态变更时间间隔。

channel String 当前频道ID。

参数 类型 描述

onSubscribeStreamTypeChanged：相机大小流情况变更回调。

public void onSubscribeStreamTypeChanged(String uid,
                                         AliRtcEngine.AliRtcVideoStreamType oldStreamType
,
                                         AliRtcEngine.AliRtcVideoStreamType newStreamType
,
                                         int elapseSinceLastState, String channel);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远端用户ID。

oldState AliRtcVideoStreamType 之前的订阅状态。

newState AliRtcVideoStreamType 当前的订阅状态。

elapseSinceLastState int 状态变更时间间隔。单位：毫秒。

channel String 当前频道ID。

onScreenShareSubscribeStateChanged：屏幕分享流订阅情况变更回调。

public void onScreenShareSubscribeStateChanged(String uid,
                                               AliRtcEngine.AliRtcSubscribeState oldState
,
                                               AliRtcEngine.AliRtcSubscribeState newState
,
                                               int elapseSinceLastState, String channel);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远端用户ID。

oldState AliRtcSubscribeState 之前的订阅状态。

newState AliRtcSubscribeState 当前的订阅状态。

elapseSinceLastState int 状态变更时间间隔。单位：毫秒。

channel String 当前频道ID。

onNetworkQualityChanged：网络质量变化时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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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void onNetworkQualityChanged(String uid, AliRtcNetworkQuality upQuality, AliRtcNet
workQuality downQuality);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网络质量发生变化的用户ID，用户
ID为空表示本地，其他表示远端。

upQuality AliRtcNetworkQuality 上行网络质量。

downQuality AliRtcNetworkQuality 下行网络质量。

onNetworkQualityProbeTest：网络质量探测回调。

public void onNetworkQualityProbeTest(AliRtcNetworkQuality quality);

参数 类型 描述

networkQuality AliRtcNetworkQuality 网络质量。

onOccurWarning：警告回调。

目前警告回调可以忽略，不会影响正常使。

public void onOccurWarning(int warn, String message);

参数 类型 描述

warn int 警告类型。

msg String 警告说明。

onOccurError：错误回调。

说明 说明 当参数error为16908812或33620229时，您需要先调用destroy接口销毁实例，重新创建
SDK实例，再调用joinChannel接口加入频道。

public void onOccurError(int error, String message);

参数 类型 描述

error int 错误类型。

msg String 错误说明。

onPerformanceLow：当前设备性能不足回调。

public void onPerformanceLow();

onPerformanceRecovery：当前设备性能恢复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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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void onPermormanceRecovery();

onConnectionLost：网络断开回调。

public void onConnectionLost();

onTryToReconnect：尝试网络重连回调。

public void onTryToReconnect();

onConnectionRecovery：网络重连成功回调。

public void onConnectionRecovery();

onConnectionStatusChange：网络连接状态改变的回调。

public void onConnectionStatusChange(AliRtcEngine.AliRtcConnectionStatus status,
                                     AliRtcEngine.AliRtcConnectionStatusChangeReason reas
on);

参数 类型 描述

status AliRtcConnectionStatus 当前网络链接状态。

reason
AliRtcConnectionStatusChangeRe
ason

网络链接状态改变原因。

onUpdateRoleNotify：用户角色发生改变时回调。

public void onUpdateRoleNotify(AliRtcEngine.AliRTCSdkClientRole oldRole, 
                               AliRtcEngine.AliRTCSdkClientRole newRole);

参数 类型 描述

oldRole AliRTCSdkClientRole 切换前的角色。

newRole AliRTCSdkClientRole 切换后的角色。

onSnapshotComplete：截图回调。

public void onSnapshotComplete(String userId, AliRtcVideoTrack trackType,
                               Bitmap bitmap, boolean success);

参数 类型 描述

userId String 用户ID。

trackType AliRtcVideoTrack 截图视频Track。

bitmap Bitmap 返回截图的Bitmap对象。

success boolean 截图是否成功。

onPublishLiveStreamStateChanged：旁路推流状态改变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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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void onPublishLiveStreamStateChanged(String streamUrl, AliRtcLiveTranscodingState 
state,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ErrorCode errorCode);

参数 类型 描述

streamUrl String 推流地址。

state AliRtcLiveTranscodingState 旁路直播状态。

errorCode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ErrorCo
de

错误码。

onPublishTaskStateChanged：旁路任务状态改变回调。

public void onPublishTaskStateChanged(String streamUrl, AliRtcTrascodingPublishTaskStatus
state);

参数 类型 描述

streamUrl String 推流地址。

state
AliRtcTrascodingPublishTaskStat
us

旁路直播推流任务状态。

onRemoteUserOnLineNotify：远端用户上线回调。

public void onRemoteUserOnLineNotify(String uid, int elapsed);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远端用户ID。

elapsed int
用户加入频道时的耗时。单位：毫
秒。

onRemoteUserOffLineNotify：远端用户下线回调。

public void onRemoteUserOffLineNotify(String uid, AliRtcUserOfflineReason reason);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远端用户ID。

reason AliRtcUserOfflineReason 用户离线的原因。

onRemoteTrackAvailableNotify：远端用户音视频流发生变化时回调。

public void onRemoteTrackAvailableNotify(String uid, AliRtcAudioTrack audioTrack,
                                                    AliRtcVideoTrack videoT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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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远端用户ID。

audioTrack AliRtcAudioTrack 远端用户发生变化后的音频流。

videoTrack AliRtcVideoTrack 远端用户发生变化后的视频流。

onFirstRemoteVideoFrameDrawn：远端视频流首帧渲染完回调。

public void onFirstRemoteVideoFrameDrawn(String uid,AliRtcVideoTrack videoTrack,
                                             int width, int height, int elapsed);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远端用户ID。

videoTrack AliRtcVideoTrack 渲染的视频流类型。

width int 视频宽度。

height int 视频高度。

elapsed int 总耗时。单位：毫秒。

onFirstLocalVideoFrameDrawn：预览开始显示第一帧视频帧时触发这个消息。

public void onFirstLocalVideoFrameDrawn(int width, int height, int elapsed);

参数 类型 描述

width int 视频宽度。

height int 视频高度。

elapsed int 总耗时。单位：毫秒。

onFirstVideoFrameReceived：收到远端用户视频首帧的回调。

public void onFirstVideoFrameReceived(String uid, AliRtcVideoTrack videoTrack, int timeCo
st);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远端用户ID。

videoTrack AliRtcVideoTrack 渲染的视频流类型。

timeCost int 耗时。单位：毫秒。

onFirstVideoPacketSent：视频首包发送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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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void onFirstVideoPacketSent(String userId, AliRtcVideoTrack videoTrack, int timeCo
st);

参数 类型 描述

userId String 用户ID。

videoTrack AliRtcVideoTrack 发送视频流。

timeCost int 耗时。单位：毫秒。

onFirstAudioPacketSent：音频首包发送回调。

public void onFirstAudioPacketSent(String userId, int timeCost);

参数 类型 描述

userId String 用户ID。

timeCost int 耗时。单位：毫秒。

onFirstVideoPacketReceived：视频首包接收回调。

public void onFirstVideoPacketReceived(String userId, AliRtcVideoTrack videoTrack, int ti
meCost);

参数 类型 描述

userId String 用户ID。

videoTrack AliRtcVideoTrack 接收视频流。

timeCost int 耗时。单位：毫秒。

onFirstAudioPacketReceived：音频首包接收回调。

public void onFirstAudioPacketReceived(String userId,int timeCost);

参数 类型 描述

userId String 用户ID。

timeCost int 耗时。单位：毫秒。

onFirstRemoteAudioDecoded：已解码远端音频首帧回调。

public void onFirstRemoteAudioDecoded(String uid, int timeCost);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远端用户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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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apsed int 耗时。单位：毫秒。

参数 类型 描述

onBye：被服务器踢出或者频道关闭时回调。

public void onBye(int code);

参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onBye类型，更多信息，请参
见AliRtcOnByeType。

onAliRtcStats：当前会话统计信息回调。

public void onAliRtcStats(AliRtcEngine.AliRtcStats stats);

SDK每两秒触发一次此统计信息回调。

参数 类型 描述

stats AliRtcStats 会话统计信息。

onUserAudioMuted：对端用户停止音频数据发送通知。

public void onUserAudioMuted(String uid ,boolean isMute);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执行muteAudio的用户。

isMute boolean

是否静音，取值：

true：静音。

false：未静音。

onUserVideoMuted：对端用户发送视频黑帧数据发送通知。

public void onUserVideoMuted(String uid ,boolean isMute);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执行enableLocalVideo的用户。

isMute boolean

是否发送黑帧，取值：

true：推流黑帧。

false：正常推流。

onUserVideoEnabled：对端用户关闭相机流采集发送通知。

public void onUserVideoEnabled(String uid, boolean isM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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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远端用户ID。

isMute boolean

是否开启相机流采集，取值：

true：打开相机流采集。

false：关闭相机流采集。

onUserAudioInterruptedBegin：用户音频被中断通知。

public void onUserAudioInterruptedBegin(String uid);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audio被中断的用户。

onUserAudioInterruptedEnded：用户音频中断结束通知。

public void onUserAudioInterruptedEnded(String uid);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audio被中断的用户。

onUserWillResignActive：远端用户应用退到后台。

public void onUserWillResignActive(String uid);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用户ID。

onUserWillBecomeActive：远端用户应用返回前台。

public void onUserWillBecomeActive(String uid);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用户ID。

onAudioPlayingStateChanged：本地伴奏播放回调。

public void onAudioPlayingStateChanged(AliRtcEngine.AliRtcAudioPlayingStateCode playState
, 
                                       AliRtcEngine.AliRtcAudioPlayingErrorCode errorCode
);

参数 类型 描述

playState AliRtcAudioPlayingStateCode 当前播放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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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Code AliRtcAudioPlayingErrorCode 错误码。

参数 类型 描述

onRemoteAudioAccompanyStarted：远端用户伴奏开始播放。

public void onRemoteAudioAccompanyStarted(String uid);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用户ID。

onRemoteAudioAccompanyFinished：远端用户伴奏结束播放。

public void onRemoteAudioAccompanyFinished(String uid);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用户ID。

onAudioEffectFinished：本地音效播放结束回调。

void OnAudioEffectFinished(int soundId);

参数 类型 描述

soundId int 用户给该音效文件分配的ID。

onMediaRecordEvent：录制事件回调。

public void onMediaRecordEvent(int event, String filePath);

参数 类型 描述

event int

录制事件。取值：

0：录制开始。

1：录制结束。

2：打开文件失败。

3：写文件失败。

filePath String 录制文件路径。

onRtcLocalVideoStats：本地视频统计信息。

public void onRtcLocalVideoStats(AliRtcEngine.RtcLocalVideoStats localVideoStats);

SDK每两秒触发一次此统计信息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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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localVideoStats RtcLocalVideoStats 本地视频统计信息。

onRtcRemoteVideoStats：远端视频统计信息。

public void onRtcRemoteVideoStats(AliRtcEngine.RtcRemoteVideoStats aliRtcStats);

SDK每两秒触发一次此统计信息回调。

参数 类型 描述

remoteVideoStats RtcRemoteVideoStats 远端视频统计信息。

onRtcRemoteAudioStats：远端音频统计信息。

public void onRtcRemoteAudioStats(AliRtcEngine.RtcRemoteAudioStats aliRtcStats);

SDK每两秒触发一次此统计信息回调。

参数 类型 描述

aliRtcStats RtcRemoteAudioStats 远端音频统计信息。

onRtcLocalAudioStats：本地音频统计信息。

public void onRtcLocalAudioStats(AliRtcEngine.RtcLocalAudioStats aliRtcStats);

SDK每两秒触发一次此统计信息回调。

参数 类型 描述

aliRtcStats RtcLocalAudioStats 本地音频统计信息。

onMediaExtensionMsgReceived：收到媒体扩展信息回调。

public void onMediaExtensionMsgReceived(String uid, byte[] message);

当房间中有用户发送自定义数据时，可以通过此回调接收数据。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用户ID。

message byte[] 接收到的自定义数据。

onUplinkChannelMessage：Sass的信令接口，客户端向服务端发送消息的结果通知。

public void onUplinkChannelMessage(int result, String contentType, String content);

参数 类型 描述

result int 发送消息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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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Type String 信令类型。

content String 信令内容。

参数 类型 描述

onAudioFocusChange：音频焦点变化的结果通知。

public void onAudioFocusChange(int focusChange);

SDK内部会请求音频焦点，如外部再次使用音频焦点需要在收到SDK改变的回调中再次请求。

参数 类型 描述

focusChange int 音频状态。

onAudioRouteChanged：语音路由发生变化回调。

public void onAudioRouteChanged(AliRtcEngine.AliRtcAudioRouteType routing);

参数 类型 描述

routing AliRtcAudioRouteType 当前使用的语音路由。

onMessage：给Sass层使用的信令通道。

public void onMessage(String tid, String contentType, String content);

参数 类型 描述

tid String 信令ID。

contentType String 信令类型。

content String 信令内容。

onChannelRelayStateChanged：跨频道连麦状态变化。

public void onChannelRelayStateChanged(int state, int code, String message);

参数 类型 描述

state int 当前连麦状态。

code int 当前状态码。

msg String 状态描述信息。

onChannelRelayEvent：跨频道连麦事件。

public void onChannelRelayEvent(int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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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event int 状态码。

onRemoteVideoChanged：远端视频流改变回调。

public void onRemoteVideoChanged(String uId, AliRtcVideoTrack videoTrack, AliRtcVideoStat
e videoState, AliRtcVideoReason videoReason);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用户ID。

videoTrack AliRtcVideoTrack 视频流类型。

videoState AliRtcVideoState 视频流状态变化。

videoReason AliRtcVideoReason 触发视频流状态变化的原因。

onLocalVideoSample：订阅的本地采集视频数据回调。

public boolean onLocalVideoSample(AliVideoSourceType sourceType,
                                  AliRtcVideoSample videoSample){return false;}

return true：需要写回SDK（只对I420有效）。

return false：不需要写回SDK。

参数 类型 描述

sourceType AliVideoSourceType 视频流类型。

videoSample AliRtcVideoSample 帧数据。

onRemoteVideoSample：订阅的远端视频数据回调。

public boolean onRemoteVideoSample(String uid, AliVideoSourceType sourceType, 
                                   AliRtcVideoSample videoSample){return false;}

return true：需要写回SDK（只对I420有效）。

return false：不需要写回SDK。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用户ID。

sourceType AliVideoSourceType 视频流类型。

videoSample AliRtcVideoSample 帧数据。

onPreEncodeVideoSample：订阅的本地编码前视频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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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boolean onPreEncodeVideoSample(AliVideoSourceType sourceType, 
                                      AliRtcVideoSample videoRawData){return false;}

return true：需要写回SDK（只对I420有效）。

return false：不需要写回SDK。

参数 类型 描述

videoSource AliVideoSourceType 视频流类型。

videoRawData AliRtcVideoSample 帧数据。

onGetVideoFormatPreference：视频数据输出格式。

public AliEngineVideoFormat onGetVideoFormatPreference()
{return AliEngineVideoFormat.AliEngineVideoFormatI420;}

onGetObservedFramePosit ion：视频数据输出位置。

public int onGetObservedFramePosition()
{return AliEngineVideoObserPosition.AliEnginePositionPostCapture.getValue() | 
AliEngineVideoObserPosition.AliEnginePositionPreRender.getValue();}

onGetIfUserFetchObserverData：视频输出数据是否由用户来获取。

public boolean onGetIfUserFetchObserverData(){return false;}

返回说明

true表示视频输出数据由用户来获取，false表示视频输出数据由SDK回调获取，默认值为false。

onGetVideoAlignment：视频数据输出对齐方式。

public int onGetVideoAlignment(){
            return AliRtcVideoObserAlignment.AliRtcAlignmentDefault.getValue();
        }

返回说明

返回裸数据回调数据对齐类型，默认值为AliRtcAlignmentDefault。

onGetObserverDataMirrorApplied：视频输出数据是否需要镜像。

public boolean onGetObserverDataMirrorApplied(){return false;}

返回说明

true表示视频输出数据需要镜像，false表示视频输出数据不需要镜像，默认值为false。

onGetSmoothRenderingEnabled：拉流视频数据是否平滑输出。

public boolean onGetSmoothRenderingEnabled(){return false;}

返回说明

true表示拉流视频数据平滑输出，false表示拉流视频数据直接输出，默认值为false。

说明 说明 当且仅当onGetIfUserFetchObserverData返回false时，拉流视频数据平滑输出才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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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aptureRawData：本地采集音频数据回调。

void onCaptureRawData(AliRtcAudioSample aliAudioSample);

参数 类型 描述

aliAudioSample AliRtcAudioSample 音频数据。

onCaptureData：本地推流音频数据回调。

void onCaptureData(AliRtcAudioSample aliAudioSample);

参数 类型 描述

aliAudioSample AliRtcAudioSample 音频数据。

onRenderData：本地订阅音频数据回调。

void onRenderData(AliRtcAudioSample aliAudioSample);

参数 类型 描述

aliAudioSample AliRtcAudioSample 音频数据。

onPlaybackAudioFrameBeforeMixing：本地订阅音频数据回调。

void onPlaybackAudioFrameBeforeMixing(String uid, AliRtcAudioSample aliAudioSample);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用户ID。

aliAudioSample AliRtcAudioSample 音频数据。

onAudioVolume：订阅的音频音量，语音状态和uid。

public void onAudioVolume(List<AliRtcEngine.AliRtcAudioVolume> speakers, int totalVolume)
;

参数 类型 描述

speakers
List<AliRtcEngine.AliRtcAudioVol
ume>

回调用户音量信息数组，包含用户
uid、语音状态以及音量。

当uid为0时表示本地说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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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Volume int

混音后的总音量，取值范围：
[0,255]。

在本地用户的回调
中，totalVolume为本地用户混音
后的音量；在远端用户的回调
中，totalVolume为所有说话者混
音后的总音量。

参数 类型 描述

onActiveSpeaker：订阅当前正在说话的人。

public void OnActiveSpeaker(String uid);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说话人的uid，当uid为0时表示本地
说话人。其返回的是当前时间段内
声音最大的用户ID，而不是瞬时声
音最大的用户ID。

onTextureCreate：视频GL纹理创建回调。

void onTextureCreate(long context);

参数 类型 描述

context long opengl的线程相关上下文变量。

onTextureUpdate：视频GL纹理更新回调。

int onTextureUpdate(int textureId, int width, int height, AliRtcVideoSample videoSample);

参数 类型 描述

textureId int 视频数据纹理类型ID。

width int 宽度。

height int 高度。

videoSample AliRtcVideoSample 视频数据。

onTextureDestroy：视频GL纹理销毁回调。

void onTextureDestroy();

通过阅读本文，您可以了解到Android SDK的AliRtcEngine接口详情。

3.3. AliRtcEngine接口3.3. AliRtcEngine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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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说明接口说明
查看所有接口详情，请参见AliRtcEngine。

目录目录
基础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setH5CompatibleMode 设置H5兼容模式。 1.1

getH5CompatibleMode 检查当前是否兼容H5。 1.1

getInstance
创建AliRtcEngine实例（同一时间只会存在一
个实例），只能在主线程调用。

1.17

getInstance
创建AliRtcEngine实例，支持通过传入参数配
置SDK特别功能（同一时间只会存在一个实
例），只能在主线程调用。

1.17

destroy 销毁SDK。 1.1

uploadLog 主动上传日志。 1.1

setRtcEngineEventListener 设置本地用户行为的回调事件的监听。 1.1

setRtcEngineNotify 设置远端用户行为的通知事件的监听。 1.1

频道相关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joinChannel 加入频道。 1.1

leaveChannel 离开频道。 1.1

switchChannel 切换频道 2.1

isInCall 检查当前是否在频道中。 1.1

setChannelProfile 设置频道模式。 1.15

createChannel 创建AliRtcEngine子频道实例。 2.1

destroyChannel 销毁子频道实例。 2.1

发布相关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publishLocalVideoStream 设置是否发布视频流。 2.1

isLocalVideoStreamPublished 查询当前是否发布视频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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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creenSharePublished 查询当前是否发布屏幕流。 1.1

publishLocalAudioStream 设置是否发布音频流。 2.1

isLocalAudioStreamPublished 查询当前是否推音频流。 1.1

publishLocalDualStream 设置是否发布次要视频流。 2.1

isDualStreamPublished 查询当前是否发布次要视频流。 2.1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订阅相关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setRemoteVideoStreamType 设置订阅的相机流格式，大流或小流。 2.1

setRemoteDefaultVideoStreamType 设置默认订阅的相机流格式，大流或小流。 2.1

setDefaultSubscribeAllRemoteAudioStrea
ms

设置是否默认接收音频流。 2.1

subscribeAllRemoteAudioStreams 停止或恢复接收所有远端音频流。 2.1

subscribeRemoteAudioStream 停止或恢复特定远端用户的音频流拉取。 2.1

setDefaultSubscribeAllRemoteVideoStrea
ms

设置是否默认接收视频流。 2.1

subscribeAllRemoteVideoStreams 停止或恢复接收所有远端视频流。 2.1

subscribeRemoteVideoStream 停止或恢复特定远端用户的视频流拉取。 2.1

视频相关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createRenderSurfaceView 创建SurfaceView渲染视图。 2.1

createRenderTextureView 创建TextureView渲染视图。 2.1

setScreenShareEncoderConfiguration 设置屏幕共享编码属性。 2.1

setLocalViewConfig 为本地预览设置渲染窗口以及绘制参数。 1.1

setCameraCapturerConfiguration 设置摄像头采集偏好。 2.1

enableLocalVideo 禁用或重新启用本地视频采集。 2.1

muteLocalCamera 设置是否停止发布本地视频流。 1.1

muteAllRemoteVideoRendering 停止或恢复远端所有的视频渲染。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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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RemoteViewConfig 为远端的视频设置渲染窗口以及绘制参数。 1.1

isCameraOn 检查摄像头是否打开。 1.1

stopRecord 停止录制。 1.17

startRecord 开始录制。 1.17

setBeautyEffect 设置基础美颜。 1.17.9

setVideoEncoderConfiguration 设置视频编码属性。 2.1

addVideoWatermark 添加水印。 2.1

clearVideoWatermark 清理对应数据流水印信息。 2.1

snapshotVideo 截图。 2.1

switchCamera 切换前后摄像头（默认为前置摄像头）。 1.1

getCurrentCameraDirection 获取当前摄像头方向。 1.1

setCameraZoom 设置摄像头缩放比例。 1.1

setCameraFlash 设置摄像头闪光灯是否打开。 1.14

setCameraFocusPoint 设置摄像头手动聚焦。 1.14

setCameraExposurePoint 设置摄像头曝光点。 1.14

isCameraAutoFocusFaceModeSupported 摄像头是否支持人脸聚焦。 2.1

setCameraAutoFocusFaceModeEnabled 设置摄像头人脸对焦。 2.1

getVideoCaptureData 主动获取采集数据。 2.4

getVideoPreEncoderData 主动获取编码前数据。 2.4

getVideoRenderData 主动获取拉流数据。 2.4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共享视频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startScreenShare 开始屏幕分享。 2.1

startScreenShare 开始屏幕分享。 2.1

stopScreenShare 停止屏幕分享。 2.1

音频相关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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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setAudioOnlyMode 设置为纯音频模式还是音视频模式。 1.1

isAudioOnly 查询当前是否为纯音频模式。 1.1

muteLocalMic 设置是否停止发布本地音频。 1.1

muteRemoteAudioPlaying 设置是否停止播放远端音频流。 1.1

muteAllRemoteAudioPlaying 停止或恢复远端所有的音频播放。 1.16.2

startAudioCapture 开启音频采集。 1.1

startAudioCapture 开启音频采集 2.2

stopAudioCapture 关闭音频采集。 1.1

startAudioPlayer 开启音频播放设备。 1.1

stopAudioPlayer 关闭音频播放。 1.1

setRemoteAudioVolume 设置本地播放的指定远端用户音量。 2.1

enableSpeakerphone 设置音频输出为听筒还是扬声器。 2.1

isSpeakerOn 获取当前音频输出为听筒还是扬声器。 2.1

setRecordingVolume 设置录音音量。 1.16.2

setPlayoutVolume 设置播放音量。 1.16.2

enableAudioVolumeIndication 设置音量回调频率和平滑系数。 1.17.9

setAudioProfile 设置音频Profile。 2.1

enableAudioDTX 开启本地音频流量控制（语音）。 2.1

enableAudioAMD 开启本地音频流量控制（麦克风）。 2.1

setAudioEffectVoiceChangerMode 设置变声音效模式。 2.1

setAudioEffectPitchValue 设置变调参数。 2.1

setAudioEffectReverbMode 设置混响音效模式。 2.1

setAudioEffectReverbParamType 设置混响音效类型和具体参数。 2.1

startAudioAccompany 开始混音。 1.15

stopAudioAccompany 停止混音。 1.15

setAudioAccompanyVolume 设置混音音量。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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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AudioAccompanyPublishVolume 设置混音之后推流出去的音量。 1.15

getAudioAccompanyPublishVolume 获取推流出去的混音音量。 1.15

setAudioAccompanyPlayoutVolume 设置混音之后本地播放的音量。 1.15

getAudioAccompanyPlayoutVolume 获取混音本地播放的音量。 1.15

pauseAudioAccompany 暂停混音。 1.15

resumeAudioAccompany 重新开始混音。 1.15

getAudioAccompanyDuration 获取伴奏文件时长。 1.17.30

getAudioAccompanyCurrentPosit ion 获取音乐文件播放进度。 1.17.30

setAudioAccompanyPosition 设置音频文件的播放位置。 1.17.30

preloadAudioEffect 预加载音效文件。 1.15

unloadAudioEffect 删除预加载的音效文件。 1.15

playAudioEffect 开始播放音效。 1.15

stopAudioEffect 停止播放音效。 1.15

stopAllAudioEffects 停止播放所有音效。 1.15

setAudioEffectPublishVolume 设置音效推流音量。 1.15

getAudioEffectPublishVolume 获取推流音效音量。 1.15

setAudioEffectPlayoutVolume 设置音效本地播放音量。 1.15

getAudioEffectPlayoutVolume 获取音效本地播放音量。 1.15

setAllAudioEffectsPublishVolume 设置所有音效推流混音音量。 1.15

setAllAudioEffectsPlayoutVolume 设置所有音效本地播音量。 1.15

pauseAudioEffect 暂停音效。 1.15

pauseAllAudioEffects 暂停所有音效。 1.15

resumeAudioEffect 重新开始播放音效。 1.15

resumeAllAudioEffects 重新开始播放所有音效。 1.15

enableEarBack 启用耳返。 1.15

setEarBackVolume 设置耳返音量。 1.15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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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AudioFocus 请求音频焦点。 1.17.19

abandonAudioFocus 放弃音频焦点。 1.17.19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媒体引擎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registerVideoSampleObserver 注册视频数据输出对象。 1.17

unRegisterVideoSampleObserver 取消注册视频数据输出对象。 1.17

registerLocalVideoTextureObserver
注册本地相机流视频OpenGL纹理数据观测
器。

1.15

unRegisterLocalVideoTextureObserver
取消注册本地相机流视频OpenGL纹理数据观
测器。

1.15

registerAudioObserver 订阅音频数据输出。 1.17

unRegisterAudioObserver 取消音频数据输出。 1.17

setSubscribeAudioNumChannel 设置输出音频声道数。 2.1

setSubscribeAudioSampleRate 设置输出音频采样率。 2.1

registerAudioVolumeObserver 注册音量数据输出对象。 1.16.2

unRegisterAudioVolumeObserver 取消音量数据输出对象注册。 1.16.2

setExternalVideoSource 启用外部视频输入源。 2.1

pushExternalVideoFrame 输入视频数据。 2.1

setExternalAudioSource 设置是否启用外部音频输入源。 1.17.9

pushExternalAudioFrameRawData 输入音频数据。 1.17.9

setExternalAudioVolume 设置外部音频音量。 1.17.9

getExternalAudioVolume 获取混音音量。 1.17.9

setMixedWithMic
设置外部音频输入是否与麦克风采集音频混
合。

1.17.9

setExteranlAudioRender 设置是否启用外部输入音频播放。 1.17.9

pushExternalAudioRenderRawData 输入外部音频播放数据。 1.17.9

直播旁路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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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startPublishLiveStream 开启旁路直播。 2.4

updatePublishLiveStream 更新旁路直播相关参数。 2.4

stopPublishLiveStream 停止旁路直播。 2.1

getPublishLiveStreamState 获取旁路直播状态。 2.4

跨频道连麦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startChannelRelay 开启跨频道连麦。 2.1

updateChannelRelay 更新跨频道连麦。 2.1

stopChannelRelay 停止跨频道连麦。 2.1

预览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startPreview 开始本地预览。 1.1

stopPreview 停止本地预览。 1.1

远端用户查询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getOnlineRemoteUsers 获取远端在线用户列表。 1.1

getUserInfo 查询远端用户信息。 1.1

isUserOnline 查询用户是否在线。 1.1

其他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setLogDirPath 设置SDK日志文件保存路径。 1.17

setLogLevel 设置日志级别。 1.1

getSdkVersion 获取SDK版本号。 2.4

getErrorDescription 获取错误码描述。 2.1

setClientRole 设置用户角色。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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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CurrentClientRole 获取用户角色。 1.17.19

startNetworkQualityProbeTest 开始网络质量探测。 1.16.2

stopNetworkQualityProbeTest 停止网络质量探测。 1.16.2

respondMessageNotification 发送下行通道消息。 2.1

uplinkChannelMessage 发送上行通道消息。 2.1

postFeedback SDK问题反馈。 1.17.12

sendMediaExtensionMsg 发送媒体扩展信息。 1.17.1

startIntelligentDenoise 开启智能降噪。 1.17.19

stopIntelligentDenoise 关闭智能降噪。 1.17.19

refreshAuthInfo 刷新鉴权信息。 1.17.41

getCurrentConnectionStatus 获取当前网络链接状态。 2.1

showDebugView 显示仪表盘。 2.4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setH5CompatibleMode：设置是否兼容H5。

public static int setH5CompatibleMode(int enable);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enable int

设置是否兼容H5，取值：

0（默认值）：不兼容H5。

1：兼容H5。

注意 注意 当前版本不支持在创建AliRtcEngine实例之后更改H5兼容模式，必须在创建实例之前就调
用此接口。

getH5CompatibleMode：检查当前是否兼容H5。

public static int getH5CompatibleMode();

返回说明

1表示兼容H5，0表示不兼容H5。

getInstance：获取一个AliEngineEngine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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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static AliRtcEngineImpl getInstance(Context context);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context Context
安卓（Android Activity）的上下
文。

注意 注意 同一时间只会存在一个主实例，只能在主线程调用。

getInstance：获取一个AliEngineEngine实例。

public static AliRtcEngineImpl getInstance(Context context,String extras);

支持通过传入参数配置SDK特别功能。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context Context
安卓（Android Activity）的上下
文。

extras String

通过JSON配置SDK的特别功能，更
多信息，请参见extras参数配置说
明。无需特别功能，可填空字符：
@""。

注意 注意 同一时间只会存在一个主实例，只能在主线程调用。

destroy：销毁SDK实例。

public abstract void destroy();

注意 注意 在所有操作结束之后调用。

uploadLog：上传日志。默认离会自动上传。

public static void uploadLog();

setRtcEngineEventListener：设置本地用户行为的通知事件的监听。

public abstract void setRtcEngineEventListener(AliRtcEngineEventListener listener);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listener AliRtcEngineEventListener
设置本地用户行为的通知事件的监
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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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RtcEngineNotify：设置远端用户行为的通知事件的监听。

public abstract void setRtcEngineNotify(AliRtcEngineNotify listener);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listener AliRtcEngineEventListener
设置远端用户行为的通知事件的监
听。

joinChannel：加入频道。

public abstract int joinChannel(AliRtcAuthInfo authInfo, String userName);

加入频道成功后，如果中途需要加入其他频道，必须先调用leaveChannel离开当前频道，如果加入频道失
败，需要重试时，无需先调用leaveChannel。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authInfo AliRtcAuthInfo 鉴权信息。

userName String 用户的显示名称（不是用户ID）。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非0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注意 注意 该接口是异步接口，是否成功加入频道，需要通过onJoinChannelResult回调判断。

leaveChannel：离开频道。

public abstract int leaveChannel();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非0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说明 说明 1.15及以上版本，销毁引擎只能通过destroy接口。1.15以下版本，离开频道
时，AliEngine实例会被销毁，如需继续加入频道等操作，需要重新调用getInstance接口初始化
AliEngine实例。

如果当前不在频道内，调用leaveChannel不会对实例产生任何影响，但会产生消息，通知频道内其他
用户。

switchChannel：切换频道。

public abstract int switchChannel(AliRtcAuthInfo authInfo);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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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authInfo AliRtcAuthInfo 鉴权信息。

返回说明

此接口仅在互动模式AliRTCSdkInteract iveLive下使用，观看角色AliRTCSdkLive使用。

此接口为异步接口，调用成功切换频道后，SDK会先触发离开原频道的回调onLeaveChannelResult，在返回
加入新频道的回调onJoinChannelResult。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非0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返回ERR_SDK_INVALID_STATE请确认是否因为频道模式或角色不匹配，或者当前未加入任何频道中。

返回ERR_INVALID_ARGUMENTS请确认鉴权信息是否合法，或者是否加入相同频道。

返回ERR_INNER为SDK内部状态错误。

isInCall：检查当前是否在频道中。

public abstract boolean isInCall();

返回说明

true表示在频道中，false表示不在频道中。

setChannelProfile：设置频道模式。

public abstract int setChannelProfile(AliRTCSdkChannelProfile channelProfile);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channelProfile AliRTCSdkChannelProfile
频道类型。默认值为
AliEngineCommunication。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注意 注意 该接口只可以在加入频道之前调用，会议中不可以重新设置，离开频道后可以重新设置。

createChannel：创建一个AliEngine子频道实例。

public abstract AliRtcEngine createChannel(String extras);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extras String

通过JSON配置SDK的特别功能，更
多信息，请参见extras参数配置说
明。无需特别功能，可填空字符：
@""。

返回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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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返回子频道实例，失败返回null。

destroyChannel：销毁CreateChannel创建的子频道。

public abstract void destroyChannel();

publishLocalVideoStream：设置是否发布相机流。

public abstract int publishLocalVideoStream(boolean enable);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ean

是否发布相机流，取值：

true（默认值）：发布相机流。

false：不发布相机流。

isLocalVideoStreamPublished：查询当前是否发布相机流。

public abstract boolean isLocalVideoStreamPublished();

返回说明

true表示发布相机流，false表示不发布相机流。

isScreenSharePublished：查询当前是否发布屏幕流。

public abstract boolean isScreenSharePublished();

返回说明

true表示发布屏幕流，false表示未发布屏幕流。

publishLocalAudioStream：设置是否发布音频流。

public abstract int publishLocalAudioStream(boolean enable);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ean

是否发布音频流，取值：

true（默认值）：发布音频流。

false：不发布音频流。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isLocalAudioStreamPublished：查询当前是否发布音频流。

public abstract boolean isLocalAudioStreamPublished();

返回说明

true表示发布音频流，false表示不发布音频流。

publishLocalDualStream：设置是否发布次要视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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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abstract int publishLocalDualStream(boolean enable);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ean

是否发布次要视频流，取值：

true：发布次要视频流。

false（默认值）：不发布次要视
频流。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isDualStreamPublished：查询当前是否发布次要视频流。

public abstract boolean isDualStreamPublished();

返回说明

true表示发布次要视频流，false表示不发布次要视频流。

setRemoteVideoStreamType：设置订阅的相机流格式，大流或小流。

public abstract int setRemoteVideoStreamType(String uid, AliRtcVideoStreamType streamType
);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远端用户ID。

streamType AliRtcVideoStreamType
相机流格式。默认值为
AliRtcVideoStreamTypeHigh（大
流）。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RemoteDefaultVideoStreamType：设置默认订阅的相机流格式，大流或小流。

public abstract int setRemoteDefaultVideoStreamType(AliRtcVideoStreamType streamType);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streamType AliRtcVideoStreamType
相机流格式。默认值为
AliRtcVideoStreamTypeHigh（大
流）。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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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DefaultSubscribeAllRemoteAudioStreams：设置是否默认接收音频流。

public abstract int setDefaultSubscribeAllRemoteAudioStreams(boolean sub);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sub boolean

是否默认接收音频流，取值：

true（默认值）：默认接收音频
流。

false：默认不接收音频流。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ubscribeAllRemoteAudioStreams：设置是否接收所有远端音频流。

public abstract int subscribeAllRemoteAudioStreams(boolean sub);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sub boolean

是否接收所有远端音频流，取值：

true（默认值）：接收所有远端
音频流。

false：不接收所有远端音频流。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ubscribeRemoteAudioStream：停止或恢复特定远端用户的音频流拉取。

public abstract int subscribeRemoteAudioStream(String uid, boolean sub);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远端用户ID。

sub boolean

停止或恢复特定远端用户的音频流
拉取，取值：

true（默认值）：恢复。

false：停止。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DefaultSubscribeAllRemoteVideoStreams：设置是否默认接收视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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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abstract int setDefaultSubscribeAllRemoteVideoStreams(boolean sub);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sub boolean

是否默认接收视频流，取值：

true（默认值）：默认接收。

false：默认不接收。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ubscribeAllRemoteVideoStreams：停止或恢复接收所有远端视频流。

public abstract int subscribeAllRemoteVideoStreams(boolean sub);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sub boolean

停止或恢复接收所有远端视频流，
取值：

true（默认值）：恢复。

false：停止。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ubscribeRemoteVideoStream：停止或恢复特定远端用户的视频流拉取。

public abstract int subscribeRemoteVideoStream(String uid, AliRtcVideoTrack track, boolea
n sub);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Srring 远端用户ID。

track AliRtcVideoTrack 视频流类型。

sub boolean

停止或恢复特定远端用户的视频流
拉取，取值：

true（默认值）：恢复。

false：停止。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createRenderSurfaceView：创建SurfaceView渲染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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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abstract SophonSurfaceView createRenderSurfaceView(Context context);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context Context
安卓（Android Activity）的上下
文。

createRenderTextureView：创建TextureView渲染视图。

public abstract SophonTextureView createRenderTextureView(Context context);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context Context
安卓（Android Activity）的上下
文。

setScreenShareEncoderConfiguration：设置屏幕共享编码属性。

public abstract void setScreenShareEncoderConfiguration(AliRtcScreenShareEncoderConfigura
tion config);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config
AliRtcScreenShareEncoderConfig
uration

屏幕共享编码属性。默认值：

dimensions：[0,0]

frameRate：5

bitrate：0

rotation：0

setLocalViewConfig：为本地预览设置渲染窗口以及绘制参数。

public abstract int setLocalViewConfig(AliVideoCanvas viewConfig, AliRtcVideoTrack track)
;

支持加入频道之前和之后切换窗口。如果AliVideoCanvas或者AliVideoCanvas中的view参数为空，则停止渲
染。

如果在播放过程中需要重新设置AliVideoCanvas的参数renderMode，请保持其他参数不变，仅修改
renderMode。

如果在播放过程中需要重新设置AliVideoCanvas的参数mirrorMode，请保持其他参数不变，仅修改
mirrorMode。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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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Config AliVideoCanvas
渲染参数，包含渲染窗口以及渲染
方式。

track AliRtcVideoTrack 视频流类型。

参数 类型 描述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CameraCapturerConfiguration：设置摄像头采集偏好。

public abstract int setCameraCapturerConfiguration(AliEngineCameraCapturerConfiguration c
ameraCapturerConfiguration);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cameraCapturerConfiguration
AliEngineCameraCapturerConfigu
ration

摄像头采集偏好。默认值：

preference：0

cameraDirection：0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enableLocalVideo：禁用或重新启用本地视频采集。

public abstract int enableLocalVideo(boolean enable);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ean

禁用或重新启用本地视频采集，取
值：

true（默认值）：重新启用。

false：禁用。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muteLocalCamera：停止或恢复本地视频数据发送。

public abstract int muteLocalCamera(boolean mute, AliRtcVideoTrack track);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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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te boolean

停止或恢复本地视频数据发送，取
值：

true：停止。

false（默认值）：恢复。

track AliRtcVideoTrack 需要改变发布状态的视频流类型。

参数 类型 描述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注意 注意 此接口只是控制指定视频流上是否发送黑帧，采集和数据发送不会停止。如果需要关闭采
集请使用enableLocalVideo接口，如果需要中止视频数据发送请使用publishLocalVideoStream接
口。

muteAllRemoteVideoRendering：停止或恢复远端所有的视频渲染。

public abstract int muteAllRemoteVideoRendering(boolean mute);

拉流和解码不受影响。支持加入频道之前和之后设置。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mute boolean

停止或恢复远端所有的视频渲染，
取值：

true：停止渲染，所有视频为黑
帧。

false（默认值）：表示恢复渲
染。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RemoteViewConfig：为远端的视频设置渲染窗口以及绘制参数。

public abstract int setRemoteViewConfig(AliVideoCanvas canvas, String uid,AliRtcVideoTrac
k track);

支持加入频道之前和之后切换窗口。如果AliVideoCanvas或者AliVideoCanvas中的view参数为空，则停止渲
染。

如果在播放过程中需要重新设置AliVideoCanvas的参数renderMode，请保持其他参数不变，仅修改
renderMode。

如果在播放过程中需要重新设置AliVideoCanvas的参数mirrorMode，请保持其他参数不变，仅修改
mirrorMode。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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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canvas AliVideoCanvas
渲染参数，包含渲染窗口以及渲染
方式。

uid String 用户ID。

track AliRtcVideoTrack 需要设置的视频流类型。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isCameraOn：检查摄像头是否打开。

public abstract boolean isCameraOn();

返回说明

true表示摄像头已打开，false表示摄像头未打开。

stopRecord：停止录制。

public abstract void stopRecord();

startRecord：开始录制（非布局录制）。

public abstract boolean startRecord(AliRtcRecordType recordType,AliRtcRecordFormat record
Format,
                                    String filePath,AliRtcRecordAudioConfig audioConfig, 
                                    AliRtcRecordVideoConfig videoConfig);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recordType AliRtcRecordType 录制类型。

recordFormat AliRtcRecordFormat 录制格式。

filePath String 文件路径。

audioConfig AliRtcRecordAudioConfig 录制音频文件参数配置。

videoConfig AliRtcRecordVideoConfig
录制视频文件参数配置（移动端不
支持录制视频）。

返回说明

true表示方法调用成功，false方法调用失败。

setBeautyEffect：设置是否启用基础美颜。

public abstract int setBeautyEffect(boolean enable, AliRtcBeautyConfig config);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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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ean

是否启用基础美颜，取值：

true：开启美颜。

false：关闭美颜。

默认false。

config AliRtcBeautyConfig 基础美颜参数。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说明 说明 此接口目前只支持美白和磨皮。

setVideoEncoderConfiguration：设置视频编码属性。

public abstract void setVideoEncoderConfiguration(AliRtcVideoEncoderConfiguration config)
;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config AliRtcVideoEncoderConfiguration

预定义的编码属性。默认值：

dimensions：[640,480]

frameRate：15

bitrate：0

mirrorMode：0

orientationMode：0

rotation：0

addVideoWatermark：添加水印。

public abstract int addVideoWatermark(AliRtcVideoTrack track, String imageUrl, AliRtcWate
rmarkConfig config);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track AliRtcVideoTrack 数据流类型。

imageUrl String 水印图片路径。

config AliRtcWatermarkConfig 水印配置。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clearVideoWatermark：清理对应数据流水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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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abstract int clearVideoWatermark(AliRtcVideoTrack track);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track AliRtcVideoTrack 数据流类型。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napshotVideo：截图。

public abstract int snapshotVideo(String userId, AliRtcVideoTrack trackType);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userId String 用户ID，为空表示本地用户。

trackType AliRtcVideoTrack 流类型。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截图结果通过onSnapshotComplete回调返回。

switchCamera：切换前后摄像头（默认为前置摄像头）。

public abstract int switchCamera();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CurrentCameraDirect ion：获取当前摄像头方向。

public abstract AliRTCCameraDirection getCurrentCameraDirection();

返回说明

返回CAMERA_REAR(0)表示后置摄像头。

返回CAMERA_FRONT(1)表示前置摄像头。

返回CAMERA_INVALID(-1)表示无效。

说明 说明 此接口需要在摄像头打开之后调用，否则会返回CAMERA_INVALID(-1)。

setCameraZoom：设置摄像头缩放比例。

public abstract int setCameraZoom(float zoom);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zoom float zoom的级别。默认值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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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CameraFlash：设置摄像头闪光灯是否打开。

public abstract int setCameraFlash(boolean flash);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flash boolean

摄像头闪光灯是否打开，取值：

true：开启。

false（默认值）：关闭。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CameraFocusPoint：设置摄像头手动聚焦。

public abstract int setCameraFocusPoint(float pointX, float pointY);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pointX float 聚焦点X坐标。

pointY float 聚焦点Y坐标。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CameraExposurePoint：设置摄像头曝光点。

public abstract int setCameraExposurePoint(float pointX, float pointY);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pointX float 聚焦点X坐标。

pointY float 聚焦点Y坐标。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isCameraAutoFocusFaceModeSupported：摄像头是否支持人脸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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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abstract boolean isCameraAutoFocusFaceModeSupported();

返回说明

true表示支持，false表示不支持。

setCameraAutoFocusFaceModeEnabled：设置摄像头人脸对焦。

public abstract boolean setCameraAutoFocusFaceModeEnabled(boolean enable);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ean

是否开启摄像头人脸对焦，取值：

true：开启。

false（默认值）：关闭。

返回说明

true表示方法调用成功，false方法调用失败。

startScreenShare：开始屏幕分享。

public abstract int startScreenShare();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artScreenShare：开始屏幕分享。

public abstract int startScreenShare(Intent intent);

可以在外部创建并启动屏幕分享。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intent Intent 外部创建并启动屏幕分享。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opScreenShare：停止屏幕分享。

public abstract int stopScreenShare();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AudioOnlyMode：设置音频模式还是音视频模式。

public abstract int setAudioOnlyMode(boolean audioOnly);

参数说明

SDK参考··Android SDK 音视频通信

103 > 文档版本：20220701



参数 类型 描述

audioOnly boolean

设置音频模式还是音视频模式，取
值：

true：只有音频推流和拉流。

false（默认值）：音视频都支
持。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isAudioOnly：检查当前是否纯音频模式。

public abstract boolean isAudioOnly();

参数说明

true纯音频模式，false音视频模式。

muteLocalMic：停止或恢复本地音频数据发送。

public abstract int muteLocalMic(boolean mute, AliRtcMuteLocalAudioMode mode);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mute boolean

停止或恢复本地音频数据发送，取
值：

true：本地音频发送静音帧。

false（默认值）：恢复。

mode AliRtcMuteLocalAudioMode 静音模式，默认麦克风静音模式。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mute只是发送音频数据为静音帧，采集和编码模块仍然在
工作。

muteRemoteAudioPlaying：停止或恢复远端的音频播放。

public abstract int muteRemoteAudioPlaying(String uid, boolean mute);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用户ID。

mute boolean

停止或恢复远端的音频播放，取
值：

true：停止播放。

false（默认值）：恢复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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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muteAllRemoteAudioPlaying：停止或恢复远端所有的音频播放。

public abstract int muteAllRemoteAudioPlaying(boolean mute);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mute boolean

停止或恢复远端所有的音频播放，
取值：

true：停止播放。

false（默认值）：恢复播放。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artAudioCapture：开启音频采集。

public abstract int startAudioCapture();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artAudioCapture：开启音频采集。

public abstract int startAudioCapture(boolean keepAlive);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keepAlive boolean

离会后采集设备的状态，取值：

true：离会后采集设备保持开启
状态。

false（默认值）：离会后采集设
备关闭。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opAudioCapture：关闭音频采集。

public abstract int stopAudioCapture();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artAudioPlayer：开启音频播放设备。

public abstract int startAudioP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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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opAudioPlayer：关闭音频播放。

public abstract int stopAudioPlayer();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RemoteAudioVolume：设置本地播放的指定远端用户音量。

public abstract int setRemoteAudioVolume(String uid, int volume);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用户ID。

int volume
播放音量，取值范围：[0,100]。0
表示静音，100表示原始音量，默
认值为100。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enableSpeakerphone：设置音频输出为听筒还是扬声器。

public abstract int enableSpeakerphone(boolean enable);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ean

音频输出为听筒还是扬声器，取
值：

true（默认值）：扬声器模式。

false：听筒模式。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isSpeakerOn：获取当前音频输出为听筒还是扬声器。

public abstract boolean isSpeakerOn();

返回说明

true为听筒，false为扬声器。

setRecordingVolume：设置录音音量。

public abstract int setRecordingVolume(int volume);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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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volume int

音量取值范围：[0,400]。0表示静
音，100表示原始音量。大于100表
示放大音量，小于100表示减小音
量，默认值为100。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PlayoutVolume：设置播放音量。

public abstract int setPlayoutVolume(int volume);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volume int

音量取值范围：[0,400]。0表示静
音，100表示原始音量。大于100表
示放大音量，小于100表示减小音
量，默认值为100。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enableAudioVolumeIndication：设置音量回调频率和平滑系数。

public abstract int enableAudioVolumeIndication(int interval, int smooth, int reportVad);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interval int

时间间隔。

单位：ms。

默认值：300ms。

取值范围：最小值≥10ms，建议
设置为300ms~500ms；取值≤0
表示不启用音量提示和说话人提
示功能。

smooth int

平滑系数，数值越大平滑程度越
高，反之越低，实时性越好。

默认值：3。

取值范围：0~9，建议设置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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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Vad int

本地语音检测开关。

1：开启，通
过AliRtcAudioVolumeObserver
接口回调。

0（默认值）：关闭。

参数 类型 描述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AudioProfile：设置音频Profile。

public abstract int setAudioProfile(AliRtcAudioProfile profile, AliRtcAudioScenario scena
rio);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profile int

音频采集或编码模式参数，默认值
为AliEngineBasicQualityMode。更
多信息，请参
见AliRtcAudioProfile。

scenario int

音频场景模式参数，默认值为
AliEngineSceneDefaultMode。更
多信息，请参
见AliRtcAudioScenario。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enableAudioDTX：开启本地音频流量控制（语音）。

public abstract int enableAudioDTX(boolean enable);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ean

开启本地音频流量控制，取值：

true：开启。

false（默认值）：关闭。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推流之前调用有效。开启语音活动检测可以在检测到没有
语音的情况下，发送字节数减少，节省用户流量。

enableAudioAMD：开启本地音频流量控制（麦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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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abstract int enableAudioAMD(boolean enable);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ean

开启本地音频流量控制，取值：

true：开启。

false（默认值）：关闭。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推流之前调用有效。开启语音活动检测可以在检测到麦克
风静音或者关闭麦克风时停止发送音频包。

setAudioEffectVoiceChangerMode：设置变声音效模式。

public abstract int setAudioEffectVoiceChangerMode(AliRtcAudioEffectVoiceChangerMode mode
);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mode
AliRtcAudioEffectVoiceChangerM
ode

变声音效模式，默认值为
AliRtcSdk_AudioEffect_Voice_Ch
anger_OFF（关闭）。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AudioEffectPitchValue：设置变调参数。

public abstract int setAudioEffectPitchValue(double value);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value double
参数取值范围：[0.5,2.0]，默认值
为1.0，表示音调不变。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AudioEffectReverbMode：设置混响音效模式。

public abstract int setAudioEffectReverbMode(AliRtcAudioEffectReverbMode mode);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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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 AliRtcAudioEffectReverbMode
音效混响模式，默认值为
AliRtcAudioEffectReverb_Off（关
闭）。

参数 类型 描述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AudioEffectReverbParamType：设置混响音效类型和具体参数。

public abstract int setAudioEffectReverbParamType(AliRtcAudioEffectReverbParamType type, 
float value);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type
AliRtcAudioEffectReverbParamTy
pe

音效混响参数。

value float 具体参数值。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artAudioAccompany：开始混音。

public abstract int startAudioAccompany(String fileName, boolean onlyLocalPlay, boolean r
eplaceMic, int loopCycles);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filePath String 混音文件路径。

onlyLocalPlay boolean

是否仅本地播放，取值：

true：仅本地播放。

false：本地播放且推流到远端。

replaceMic boolean

是否替换mic的音频流，取值：

true：伴奏音频流替换本地mic
音频流。

false：伴奏音频流和mic音频流
同时推。

loopCycles int 循环次数，-1表示一直循环。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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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pAudioAccompany：停止混音。

public abstract int stopAudioAccompany();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AudioAccompanyVolume：设置混音音量。

public abstract int setAudioAccompanyVolume(int volume);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volume int
混音音量，取值范围：0~100，默
认值为50。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设置音量需要在startAudioAccompany后才能生效。

setAudioAccompanyPublishVolume：设置混音之后推流出去的音量（Android和iOS）。

public abstract int setAudioAccompanyPublishVolume(int volume);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volume int
混音音量，取值范围：0~100，默
认值为50。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设置音量需要在startAudioAccompany后才能生效。

getAudioAccompanyPublishVolume：获取推流出去的混音音量。

public abstract int getAudioAccompanyPublishVolume();

返回说明

返回推流出的混音音量。

setAudioAccompanyPlayoutVolume：设置混音之后本地播放的音量（Android和iOS）。

public abstract int setAudioAccompanyPlayoutVolume(int volume);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volume int
混音音量，取值范围：0~100，默
认值为50。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设置音量需要在startAudioAccompany后才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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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AudioAccompanyPlayoutVolume：获取混音本地播放的音量。

public abstract int getAudioAccompanyPlayoutVolume();

返回说明

当前混音本地播放的音量大小。

pauseAudioAccompany：暂停混音。

public abstract int pauseAudioAccompany();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resumeAudioAccompany：重新开始混音。

public abstract int resumeAudioAccompany();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AudioAccompanyDuration：获取伴奏文件时长。

public abstract int getAudioAccompanyDuration();

返回说明

当前伴奏文件时长，单位为毫秒。

getAudioAccompanyCurrentPosit ion：获取音乐文件播放进度。

public abstract int getAudioAccompanyCurrentPosition();

返回说明

当前音乐文件播放进度，单位为毫秒。

setAudioAccompanyPosit ion：设置音频文件的播放位置。

public abstract int setAudioAccompanyPosition(int posMs);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posMs int 进度条位置，单位：毫秒。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preloadAudioEffect：预加载音效文件。

public abstract int preloadAudioEffect(int soundId, String filePath);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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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soundId int 用户给该音效文件分配的ID。

filePath String 音效文件路径。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unloadAudioEffect：删除预加载的音效文件。

public abstract int unloadAudioEffect(int soundId);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soundId int 用户给该音效文件分配的ID。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playAudioEffect：开始播放音效。

public abstract int playAudioEffect(int soundId, String filePath, int cycles, boolean pub
lish);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soundId int 用户给该音效文件分配的ID。

filePath String 音效文件路径。

cycles int 循环次数，-1表示一直循环。

publish boolean

是否将音效音频流推到远端，取
值：

true：将音效音频流推到远端。

false（默认值）：不将音效音频
流推到远端。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opAudioEffect：停止播放音效。

public abstract int stopAudioEffect(int soundId);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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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soundId int 用户给该音效文件分配的ID。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opAllAudioEffects：停止播放所有音效。

public abstract int stopAllAudioEffects();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AudioEffectPublishVolume：设置音效推流音量。

public abstract int setAudioEffectPublishVolume(int soundId, int volume);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soundId int 用户给该音效文件分配的ID。

volume int
混音音量，取值范围：0~100，默
认值为50。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AudioEffectPublishVolume：获取推流音效音量。

public abstract int getAudioEffectPublishVolume(int soundId);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soundId int 用户给该音效文件分配的ID。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AudioEffectPlayoutVolume：设置音效本地播放音量。

public abstract int setAudioEffectPlayoutVolume(int soundId, int volume);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soundId int 用户给该音效文件分配的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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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me int
混音音量，取值范围：0~100，默
认值为50。

参数 类型 描述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AudioEffectPlayoutVolume：获取音效本地播放音量（Android和iOS）。

public abstract int getAudioEffectPlayoutVolume(int soundId);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soundId int 用户给该音效文件分配的ID。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AllAudioEffectsPublishVolume：设置所有音效推流混音音量。

public abstract int setAllAudioEffectsPublishVolume(int volume);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volume int
混音音量，取值范围：0~100，默
认值为50。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AllAudioEffectsPlayoutVolume：设置所有音效本地播音量（Android和iOS）。

public abstract int setAllAudioEffectsPlayoutVolume(int volume);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volume int
混音音量，取值范围：0~100，默
认值为50。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pauseAudioEffect：暂停音效。

public abstract int pauseAudioEffect(int soundId);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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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soundId int 用户给该音效文件分配的ID。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pauseAllAudioEffects：暂停所有音效。

public abstract int pauseAllAudioEffects();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resumeAudioEffect：重新开始播放音效。

public abstract int resumeAudioEffect(int soundId);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soundId int 用户给该音效文件分配的ID。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resumeAllAudioEffects：重新开始播放所有音效。

public abstract int resumeAllAudioEffects();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enableEarBack：启用耳返。

public abstract int enableEarBack(boolean enable);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ean

是否启用耳返，取值：

true：开启耳返。

false（默认值）：关闭耳返。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EarBackVolume：设置耳返音量。

public abstract int setEarBackVolume(int volume);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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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volume int
音量，取值范围：0~100。默认值
为100。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requestAudioFocus：请求音频焦点。

public abstract int requestAudioFocus();

abandonAudioFocus：丢失音频焦点。

public abstract int abandonAudioFocus();

registerVideoSampleObserver：注册视频数据输出对象。

public abstract void registerVideoSampleObserver(AliVideoObserver observer);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observer AliVideoObserver 视频数据输出对象。

返回说明

输出数据将通过AliVideoObserver回调返回。

unRegisterVideoSampleObserver：取消注册视频数据输出对象。

public abstract void unRegisterVideoSampleObserver();

registerLocalVideoTextureObserver：注册本地相机流视频OpenGL纹理数据观测器。

public abstract void registerLocalVideoTextureObserver(AliTextureObserver observer);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observer AliTextureObserver OpenGL纹理数据观测器。

返回说明

输出数据将通过AliVideoObserver回调返回。

unRegisterLocalVideoTextureObserver：取消注册本地相机流视频OpenGL纹理数据观测器。

public abstract void  unRegisterLocalVideoTextureObserver();

registerAudioObserver：订阅音频数据输出。

public abstract void registerAudioObserver(AliAudioType type, AliAudioObserver observer);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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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type AliAudioType 数据类型。

observer AliVideoObserver 音频数据接收对象。

unRegisterAudioObserver：取消音频数据输出。

public abstract void unRegisterAudioObserver(AliAudioType type);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type AliAudioType 数据类型。

setSubscribeAudioNumChannel：设置输出音频声道数，默认单声道（混音前数据不支持该参数设置）。

public abstract void setSubscribeAudioNumChannel(AliRtcAudioNumChannel numChannel);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numChannel AliRtcAudioNumChannel 声道数。

setSubscribeAudioSampleRate：设置输出音频采样率，默认44.1k（混音前数据不支持该参数设置）。

public abstract void setSubscribeAudioSampleRate(AliRtcAudioSampleRate sampleRate );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sampleRate AliRtcAudioSampleRate 采样率。

registerAudioVolumeObserver：注册音量数据输出对象。

public abstract void registerAudioVolumeObserver(AliRtcAudioVolumeObserver observer);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observer AliRtcAudioVolumeObserver 音量数据接收对象。

unRegisterAudioVolumeObserver：取消注册音量数据输出对象。

public abstract void unRegisterAudioVolumeObserver();

setExternalVideoSource：启用外部视频输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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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abstract void setExternalVideoSource(boolean enable,boolean useTexture,
                                            AliRtcVideoTrack streamType,AliRtcRenderMode 
renderMode);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ean

启用外部视频输入源，取值：

true：启用。

false（默认值）：关闭。

useTexture boolean

是否使用texture模式，取值：

true：使用。

false（默认值）：不使用。

type AliRtcVideoTrack 视频流类型。

renderMode AliRtcRenderMode 渲染模式。

pushExternalVideoFrame：输入视频数据。

public abstract int pushExternalVideoFrame(AliRtcRawDataFrame aliRawDataFrame,AliRtcVideo
Track streameType);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aliRawDataFrame AliRtcRawDataFrame 帧数据。

streameType AliRtcVideoTrack 视频流类型。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ExternalAudioSource：设置是否启用外部音频输入源。

public abstract  int setExternalAudioSource(boolean enable ,int sampleRate,int channels);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ean

是否启用外部音频输入源。

true：开启。

false（默认值）：关闭。

sampleRate int 采样率。

channelsPerFrame int 声道数，取值1或2。

SDK参考··Android SDK 音视频通信

119 > 文档版本：20220701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13527.html#li-2p9-icp-6ya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13527.html#li-m15-gbl-huo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13527.html#li-04r-v5w-uv4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13527.html#li-2p9-icp-6ya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pushExternalAudioFrameRawData：输入音频数据。

public abstract  int pushExternalAudioFrameRawData(byte[] samples,int samplesLength,long 
timestamp);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samples byte[] 音频数据，不建议超过40毫秒。

samplesLength int 采样。

timestamp double 时间戳。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ExternalAudioVolume：设置外部音频音量。

public abstract  int setExternalAudioVolume(int vol);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vol int
音量，取值范围：0~100，默认值
为50。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ExternalAudioVolume：获取混音音量。

public abstract  int getExternalAudioVolume();

返回说明

返回当前混音音量。

setMixedWithMic：设置外部音频输入是否与麦克风采集音频混合。

public abstract int setMixedWithMic(boolean mixed);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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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xed boolean

是否与麦克风采集音频混合，取
值：

true（默认值）：混合。

false：完全替换麦克风采集数
据。

参数 类型 描述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ExteranlAudioRender：设置是否启用外部输入音频播放。

public abstract int setExteranlAudioRender(boolean enable,int sampleRate,int channelsPerF
rame);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ean

是否启用外部输入音频播放，取
值：

true：开启。

false（默认值）：关闭。

sampleRate int 采样率。

channelsPerFrame int 声道数，取值1或2。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pushExternalAudioRenderRawData：输入外部音频播放数据。

public abstract int pushExternalAudioRenderRawData(byte[]audioSamples ,int sampleLength,i
nt sampleRate,
                                                   int channelsPerFrame, long timestamp);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audioSamples byte[] 音频数据。

sampleLength int 音频数据长度。

sampleRate int 音频采样率。

channelsPerFrame int 音频声道数。

timestamp long 时间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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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artPublishLiveStream：开启旁路直播。

public abstract int startPublishLiveStream(String streamUrl,AliRtcLiveTranscodingParam tr
anscodingParam);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streamUrl String 推流地址。

transcodingParam AliRtcLiveTranscodingParam 推流参数。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updatePublishLiveStream：更新旁路直播相关参数。

public abstract int updatePublishLiveStream(String streamUrl,AliRtcLiveTranscodingParam t
ranscodingParam);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streamUrl String 推流地址。

transcodingParam AliRtcLiveTranscodingParam 推流参数。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opPublishLiveStream：停止旁路直播。

public abstract int stopPublishLiveStream(String streamUrl);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streamUrl String 推流地址。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artChannelRelay：开启跨频道连麦。

public abstract int startChannelRelay(AliRtcChannelRelayConfiguration configuration);

参数说明

音视频通信 SDK参考··Android SDK

> 文档版本：20220701 122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13527.html#li-017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13527.html#li-017


参数 类型 描述

configuration AliRtcChannelRelayConfiguration 配置信息。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updateChannelRelay：更新跨频道连麦。

public abstract int updateChannelRelay(AliRtcChannelRelayConfiguration configuration);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configuration AliRtcChannelRelayConfiguration 配置信息。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opChannelRelay：停止跨频道连麦。

public abstract int stopChannelRelay();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artPreview：开始本地预览。

public abstract int startPreview();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opPreview：停止本地预览。

public abstract int stopPreview();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OnlineRemoteUsers：获取远端在线用户列表。

public abstract String[] getOnlineRemoteUsers();

返回说明

返回String[]表示用户列表，保存的是用户ID。

getUserInfo：查询远端用户的各种状态。

public abstract AliRtcRemoteUserInfo getUserInfo(String uid);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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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远端用户ID。从App server分配的
唯一标示符。

返回说明

返回一个远端用户对象AliRtcRemoteUserInfo。

isUserOnline：判断用户是否在线。

public abstract boolean isUserOnline(String uid);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用户ID。从App server分配的唯一
标示符。

返回说明

true为在线，false为未在线。

setLogDirPath：设置SDK日志文件保存路径。

public static int setLogDirPath(String logDirPath);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logDirPath String
日志文件保存绝对路径。默认路
径：/sdcard/Ali_RTC_Log目录
下。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非0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说明 说明 如需调用此接口，请在调用所有SDK接口前进行设置，避免日志丢失，同时App必须保证
指定的路径已存在并且可写入。

setLogLevel：设置日志等级。

public static void setLogLevel(AliRtcLogLevel logLevel);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logLevel AliRtcLogLevel Log级别。

getSdkVersion：获取SDK版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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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static String getSdkVersion();

返回说明

返回SDK版本号。

getErrorDescript ion：获取错误码描述。

public static String getErrorDescription(int errorCode);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errorCode int 错误码。

返回说明

返回错误码描述字符串。

setClientRole：设置用户角色。

public abstract int setClientRole(AliRTCSdkClientRole clientRole);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clientRole AliRTCSdkClientRole
用户角色类型，默认值为
AliRTCSdkLive（观众角色），非通
信模式下角色类型才有效。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CurrentClientRole：获取用户角色。

public abstract AliRTCSdkClientRole getCurrentClientRole();

返回说明

返回当前用户角色。

startNetworkQualityProbeTest：开始网络质量探测。

public abstract int startNetworkQualityProbeTest();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请在进入频道之前调用，探测结果通
过onNetworkQualityProbeTest回调返回。

stopNetworkQualityProbeTest：停止网络质量探测。

public abstract int stopNetworkQualityProbeTest();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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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dMessageNotificat ion：发送下行通道消息。

public abstract int respondMessageNotification(String tid, String contentType, String con
tent);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tid String 信令ID。

contentType String 消息类型

content String 消息内容。

uplinkChannelMessage：发送上行通道消息。

public abstract int uplinkChannelMessage(String contentType, String content);

SaaS客户端发送信令消息到SaaS服务端。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contentType String 信令类型

content String 信令内容。

postFeedback：问题反馈。

public abstract void postFeedback(String uid,String channelId,String description,AliRtcFe
edbackType type,long timeStamp);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当前用户ID（可为空）。

channelId String 当前频道ID（可为空）。

description String
问题描述（支持中英文，不为
空）。

type AliRtcFeedbackType 问题类型。

timeStamp long
问题发生的时间戳（Unix时间戳，
大致时间，无需特别精确，可以为
0）。

sendMediaExtensionMsg：发送媒体扩展信息。

public abstract int sendMediaExtensionMsg(byte[]message, int repeatCount);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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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message byte[] 扩展信息。

repeatCount int 重复次数。

返回说明

0：成功。

-1：未推流。

-2：参数错误。

-3：过于频繁。

start IntelligentDenoise：开启智能降噪。

public abstract int startIntelligentDenoise();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此接口可以通话过程中控制打开智能降噪功能。

stopIntelligentDenoise：关闭智能降噪。

public abstract void stopIntelligentDenoise();

refreshAuthInfo：刷新鉴权信息。

public abstract int refreshAuthInfo(AliRtcAuthInfo authInfo);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authInfo AliRtcAuthInfo 鉴权信息。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CurrentConnectionStatus：获取当前网络链接状态。

public abstract AliRtcConnectionStatus getCurrentConnectionStatus();

返回说明

返回当前网络链接状态，状态详情请参见AliRtcConnectionStatus。

getVideoCaptureData：主动获取采集数据。

public abstract boolean getVideoCaptureData(AliRtcEngine.AliRtcVideoTrack track, AliRtcEn
gine.AliRtcVideoSample videoSample);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track AliRtcVideoTrack 视频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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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Sample AliRtcVideoSample 视频样本。

参数 类型 说明

返回说明

true表示方法调用成功，false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VideoPreEncoderData：主动获取编码前数据。

public abstract boolean getVideoPreEncoderData(AliRtcEngine.AliRtcVideoTrack track, AliRt
cEngine.AliRtcVideoSample videoSample);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track AliRtcVideoTrack 视频流类型。

videoSample AliRtcVideoSample 视频样本。

返回说明

true表示方法调用成功，false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VideoRenderData：主动获取拉流数据。

public abstract boolean getVideoRenderData(String userId, AliRtcEngine.AliRtcVideoTrack t
rack, AliRtcEngine.AliRtcVideoSample videoSample);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userId String 远端用户ID。

track AliRtcVideoTrack 视频流类型。

videoSample AliRtcVideoSample 视频样本。

返回说明

true表示方法调用成功，false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PublishLiveStreamState：获取旁路直播状态。

public abstract AliRtcEngine.AliRtcLiveTranscodingState getPublishLiveStreamState(String 
streamUrl);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streamUrl String 旁路直播推流地址。

返回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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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旁路直播状态。

showDebugView：显示仪表盘。

public abstract void showDebugView(ViewGroup viewGroup, int showType, String userId);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viewGroup ViewGroup View，由业务侧来负责布局。

showType int

显示类型，取值：

0（默认值）：不显示。

1：音频。

2：视频。

3: 网络。

4: 全部。

说明 说明 对于不公开的数
据，可以设置特殊值。

userId String 指定用户的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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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阅读本文，您可以了解iOS SDK和Mac SDK涉及的数据类型。

目录目录

数据类型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AliRtcAudioPlayingErrorCode 音乐伴奏播放错误码（仅iOS）。 2.1

AliRtcAudioPlayingStateCode 音乐伴奏播放状态（仅iOS）。 2.1

AliRtcUserVolumeInfo 用户音量信息。 1.17

AliRtcAudioDataSample 音频样本。 2.1

AliRtcVideoDataSample 视频样本。 2.1

AliRtcChannelProfile 频道模式。 1.17

AliRtcClientRole 用户角色。 1.17

AliRtcStats 会话数据统计信息。 1.17

AliRtcLocalVideoStats 本地视频统计信息。 1.17

AliRtcRemoteVideoStats 远端视频统计信息。 1.17

AliRtcLocalAudioStats 本地音频统计信息。 1.7

AliRtcRemoteAudioStats 远端音频统计信息。 1.17

AliRtcFeedbackType SDK反馈问题类型。 1.17

AliRtcChannelRelayEvent 跨频道转发事件。 2.1

AliRtcChannelRelayState 跨频道转发状态。 2.1

AliRtcChannelRelayConfiguration 跨频道转推设置。 2.1

AliRtcVideoObserPosit ion 视频数据输出位置。 2.1

AliRtcVideoFormat 视频数据类型。
iOS：1.15

Mac：1.16.2

AliRtcExternalDeviceType 外接设备类型（仅Mac）。 2.1

AliRtcExternalDeviceState 外接设备状态（仅Mac）。 2.1

4.iOS和Mac SDK4.iOS和Mac SDK
4.1. 数据类型4.1. 数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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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RtcConnectionStatus 网络连接状态。 2.1

AliRtcConnectionStatusChangeReason 网络连接状态变更原因。 2.1

AliRtcVideoTrack 视频流类型。 1.1

AliRtcPublishState 推流状态。 2.1

AliRtcSubscribeState 订阅状态。 2.1

AliRtcUserOfflineReason 用户离线原因。 2.1

AliRtcVideoStreamType 相机流类型。 2.1

AliRtcAudioTrack 音频流类型。 1.1

AliRtcNetworkQuality 网络质量。 1.1

AliRtcOrientationMode 横竖屏类型（仅iOS）。 2.1

AliRtcAudioSessionOperationRestriction
SDK对Audio Session的控制权限（仅
iOS）。

1.15

AliRtcRenderMode 渲染模式。 1.17

AliRtcRenderMirrorMode 镜像模式。 1.17

AliRtcRotationMode 旋转角度。 2.1

AliRtcLogLevel 日志级别。 1.17

AliRtcAudioNumChannel 音频声道数。 1.15

AliRtcAudioSampleRate 录制音频采样率。 2.1

AliRtcRecordType 录制类型。 2.1

AliRtcRecordFormat 录制格式 2.1

AliRtcAudioQuality 录制音频文件的音频质量。 2.1

AliRtcVideoQuality 录制视频文件的视频质量。 1.17

AliRtcTranportAudioQuality 音频质量。 2.1

AliRtcAudioProfile 音频质量模式。 2.1

AliRtcAudioScenario 音频场景模式参数。 2.1

AliRtcMuteLocalAudioMode 本地静音模式。 2.1

AliRtcRecordAudioConfig 录制音频设置。 1.17

数据类型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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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RtcRecordVideoConfig 录制视频设置。 1.17

AliRtcRecordVideoCanvasConfig 录制视频设置的画布大小（仅Mac）。 2.1

AliRtcRecordVideoLayout 录制视频的布局信息（仅Mac）。 2.1

AliRtcRecordVideoLayoutMode 录制视频的布局模式（仅Mac）。 2.1

AliRtcRecordVideoBgColor 录制视频的背景颜色（仅Mac）。 2.1

AliRtcRecordVideoRegion 录制布局的用户画面配置信息（仅Mac）。 2.1

AliRtcRecordVideoRectangle 用户画面的位置信息（仅Mac）。 2.1

AliRtcRecordVideoRational 混流录制坐标（仅Mac）。 2.1

AliRtcRecordTemplate 录制模板（仅Mac）。 2.1

AliRtcDeviceInfo 设备信息（仅Mac）。 2.1

AliRtcBeautyConfig 基础美颜设置。 1.17

AliRtcOnByeType OnBye类型枚举。 2.1

AliRtcAudioEffectVoiceChangerMode 变声音效模式。 2.1

AliRtcAudioEffectReverbMode 音效混响模式。 2.1

AliRtcAudioEffectReverbParamType 音效混响参数。 2.1

AliRtcAudioRouteType 语音路由（仅iOS）。 2.1

AliVideoCanvas 渲染画布。 1.17

AliRtcTrascodingLiveStreamErrorCode 旁路推流错误码。 2.1

AliRtcWatermarkConfig 水印图片的设置。 2.1

AliRtcCameraCapturerConfiguration 相机采集偏好属性。 2.1

AliRtcCameraDirection 摄像头方向。 2.1

AliRtcCaptureOutputPreference 摄像头采集偏好。 2.1

AliRtcVideoEncoderFrameRate 视频编码帧率。 2.1

AliRtcVideoEncoderBitrate 视频编码码率。 2.1

AliRtcVideoEncoderMirrorMode 编码视频镜像模式。 2.1

AliRtcVideoEncoderOrientationMode 编码视频旋转模式。 2.1

数据类型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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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RtcVideoEncoderConfiguration 视频编码偏好。 2.1

AliRtcScreenShareEncoderConfiguration 屏幕分享编码偏好。 2.1

AliRtcScreenShareConfig 屏幕分享配置（仅Mac）。 2.1

AliRtcScreenShareRegion 屏幕分享区域（仅Mac）。 2.1

AliRtcScreenSourceInfo 屏幕分享源信息（仅Mac）。 2.1

AliRtcScreenShareInfo 屏幕分享配置信息（仅Mac）。 2.1

AliRtcScreenShareType 屏幕分享类型（仅Mac）。 2.1

AliRtcAuthInfo 鉴权信息。 1.17

AliRtcDeviceVolumeType 设备音量类型（仅iOS）。 1.17.39

AliRtcVideoSource 视频裸数据源类型。 1.16.2

AliRtcAudioSource 音频裸数据源类型。 1.15

AliRtcBufferType 视频数据类型。
iOS：1.15

Mac：1.16.2

AliRtcErrorCode 错误码。 1.9

AliRtcVideoObserAlignment 视频输出宽度对齐方式。 2.4

AliRtcShowDebugViewType 显示仪表盘类型。 2.4

AliRtcTrascodingLiveTaskStatus 旁路推流LiveStream状态。 2.4

AliRtcLiveTranscodingDisplayType 旁路直播图片显示类型。 2.4

AliRtcLiveTranscodingFontType 旁路直播文字类型。 2.4

AliRtcLiveTranscodingSegmentType 旁路直播输入类型。 2.4

AliRtcLiveTranscodingSourceType 旁路直播输入类型。 2.4

AliRtcVideoState 视频流状态变化。 2.4

AliRtcVideoReason 触发视频流状态变化的原因。 2.4

AliRtcLiveTranscodingCropMode 旁路直播裁剪模式。 2.4

AliRtcLiveTranscodingMediaProcessMode 旁路直播媒体处理模式。 2.4

AliRtcLiveTranscodingStreamType 旁路直播转推流类型。 2.4

数据类型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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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RtcLiveTranscodingMixMode 旁路直播模式。 2.4

AliRtcLiveTranscodingState 旁路直播状态。 2.4

AliRtcLiveTranscodingText 旁路直播文本信息。 2.4

AliRtcLiveTranscodingImage 旁路直播图片信息。 2.4

AliRtcLiveTranscodingPane 旁路直播用户自定义窗格信息。 2.4

AliRtcLiveTranscodingParam 旁路直播配置。 2.4

AliRtcLiveTranscodingMixParam 旁路模式混流参数。 2.4

AliRtcLiveTranscodingSingleParam 旁路模式单路参数。 2.4

AliRtcLiveTranscodingTaskProfile 旁路直播计费规格。 2.4

AliRtcLiveTranscodingEncodeParam 旁路直播编码参数。 2.4

AliRtcLiveTranscodingAudioSampleRate 旁路直播音频采样率。 2.4

AliRtcLiveTranscodingClockWidget 旁路直播时钟小工具。 2.4

AliRtcBokehScaleModel 背景替换缩放模式（仅Mac）。 2.4

AliRtcAudioPlayingStateCode 音乐伴奏播放状态（仅Mac）。 2.4

AliRtcAudioPlayingErrorCode 音乐伴奏播放错误码（仅Mac）。 2.4

数据类型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详情详情
AliRtcAudioPlayingErrorCode：音乐伴奏播放错误码（仅iOS）。

枚举名 描述

AliRtcAudioPlayingNoError 正常状态。

AliRtcAudioPlayingOpenFailed 打开文件失败。

AliRtcAudioPlayingDecodeFailed 编码失败。

AliRtcAudioPlayingStateCode：音乐伴奏播放状态（仅iOS）。

枚举名 描述

AliRtcAudioPlayingStarted 正在播放。

AliRtcAudioPlayingStopped 停止播放。

AliRtcAudioPlayingPaused 暂停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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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RtcAudioPlayingResumed 恢复播放。

AliRtcAudioPlayingEnded 播放结束。

AliRtcAudioPlayingBuffering 正在缓冲。

AliRtcAudioPlayingBufferingEnd 缓冲结束。

AliRtcAudioPlayingFailed 播放失败。

枚举名 描述

AliRtcUserVolumeInfo：用户音量信息。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NSString * _Nonnull

当前用户的UID，取值：

0：表示本地。

1：表示远端混音。

其他：表示远端用户。

volume int 当前回调的音量。

speech_state BOOL
true表示正在说话，false表示没有
说话。

AliRtcAudioDataSample：音频样本。

参数 类型 描述

dataPtr long

当前用户的UID，取值：

0：表示本地。

1：表示远端混音。

其他：表示远端用户。

numOfSamples int 每个声道的采样点数。

bytesPerSample int
每个采样点的字节数：对于PCM来
说，一般使用16 bit，即两个字
节。

numOfChannels int

声道数量，取值：

1：单声道。

2：双声道。

samplesPerSec int
每声道每秒的采样点数，即采样
率。

AliRtcVideoDataSample：视频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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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format AliRtcVideoFormat 视频数据格式。

type AliRtcBufferType 视频数据类型。

pixelBuffer CVPixelBufferRef _Nullable pixelBuffer数据。

dataPtr long yuv数据指针。

dataYPtr long Y分量指针。

dataUPtr long U分量指针。

dataVPtr long V分量指针。

dataLength long 数据大小。

strideY int YUV数据中的Y缓冲区的行跨度。

strideU int YUV数据中的U缓冲区的行跨度。

strideV int YUV数据中的V缓冲区的行跨度。

height int 视频帧的高。

width int 视频帧的宽。

rotation int 视频帧的旋转角度。

timeStamp long long 时间戳。

AliRtcChannelProfile：频道模式。

枚举名 描述

AliRtcCommunication 通信模式。

AliRtcInteractivelive 互动模式。

AliRtcInteractiveWithLowLatencyLive 低延迟互动直播模式。

AliRtcClientRole：用户角色。

枚举名 描述

AliRtcClientRoleInteractive 主播角色。

AliRtcClientRolelive 观众角色。

AliRtcStats：会话数据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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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sent_kbitrate long long 发送码率。

rcvd_kbitrate long long 接收码率。

sent_bytes long long 发送字节数。

rcvd_bytes long long 接收字节数。

systemCpuUsage float 系统CPU使用率。

cpu_usage float RTC进程CPU使用率。

video_rcvd_kbitrate long 视频接收码率。

video_sent_kbitrate long 视频发送码率。

call_duration long 通话时长，单位：秒。

sent_loss_rate long 客户端到服务器的丢包率。

sent_loss_pkts long long 客户端到服务器的丢包数。

sent_expected_pkts long long 客户端到服务器的总包数。

rcvd_loss_rate long long 客户端到服务器的下行丢包率。

rcvd_loss_pkts long long 客户端到服务器的下行丢包数。

rcvd_expected_pkts long long 客户端到服务器的下行总包数。

lastmile_delay int 延时时长，单位：毫秒。

AliRtcLocalVideoStats：本地视频统计信息。

参数 类型 描述

track AliRtcVideoTrack 流类型。

sent_bitrate unsigned int 发布比特率。

sent_fps unsigned int 发布帧率。

encode_fps unsigned int 编码帧率。

AliRtcRemoteVideoStats：远端视频统计信息。

参数 类型 描述

userId NSString * _Nonnull 用户ID。

track AliRtcVideoTrack 视频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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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dth unsigned int 宽。

height unsigned int 高。

decode_fps unsigned int 编码器输出帧率。

render_fps unsigned int 渲染器输出帧率。

frozen_times iunsigned int 卡顿次数。

参数 类型 描述

AliRtcLocalAudioStats：本地音频统计信息。

参数 类型 描述

track AliRtcAudioTrack 音频流类型。

sent_bitrate int 发送码率，单位：Kbps。

sent_samplerate int 发送的采样率。

num_channel int 声道数。

AliRtcRemoteAudioStats：远端音频统计信息。

参数 类型 描述

userId NSString * _Nonnull 远端用户UID。

track AliRtcAudioTrack 音频流类型。

quality unsigned int
音质，详情请参
见AliRtcTranportAudioQuality。

audio_loss_rate unsigned int 回调周期内的音频丢帧率。

rcvd_bitrate unsigned int 接收流的瞬时码率，单位：Kbps。

totalFrozenTimes unsigned int 卡顿次数。

network_transport_delay unsigned int
发送端到接收端的网络延时，单
位：毫秒。

jitter_buffer_delay unsigned int
接受端到网络抖动缓存的网络延
时，单位：毫秒。

AliRtcFeedbackType：SDK反馈问题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RtcFeedbackVideoDeviceFail 视频设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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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RtcFeedbackVideoNotRender 视频无画面。

AliRtcFeedbackAudioDeviceFail 音频设备问题。

AliRtcFeedbackAudioNotRender 音频无声音。

AliRtcFeedbackAudioEchoError 音频回声异常。

AliRtcFeedbackChannelTypeError 会议状态异常，例如入会异常、离会异常等。

AliRtcFeedbackSdkTypeError SDK其他状态异常。

AliRtcFeedbackNetworkUnfluent 网络卡顿问题。

AliRtcFeedbackVideoBlurring 视频清晰问题。

AliRtcFeedbackUnkonw 未知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RtcChannelRelayEvent：跨频道转发事件。

枚举名 描述

AliRtcChannelRelayStart 开启。

AliRtcChannelRelayUpdate 更新。

AliRtcChannelRelayStop 停止。

AliRtcChannelRelayState：跨频道转发状态。

枚举名 描述

AliRtcChannelRelayStateInit 初始化。

AliRtcChannelRelayStateConnecting 连接中。

AliRtcChannelRelayStateRunning 转发中。

AliRtcChannelRelayStateFailure 转发失败。

AliRtcChannelRelayConfiguration：跨频道转推设置。

参数 类型 描述

destChannelInfos
NSDictionary<NSString*,AliRtcAut
hInfo*> *_Nullable

转推频道的鉴权信息集合。

AliRtcVideoObserPosit ion：视频数据输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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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举名 描述

AliRtcPosit ionPostCapture
采集视频数据，对应输出回
调onCaptureVideoSample。

AliRtcPosit ionPreRender
渲染视频数据，对应输出回
调onRemoteVideoSample。

AliRtcPosit ionPreEncoder
编码前视频数据，对应输出回
调onPreEncodeVideoSample。

AliRtcVideoFormat：视频数据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RtcVideoFormat_UNKNOW 未知。

AliRtcVideoFormat_BGRA BGRA。

AliRtcVideoFormat_I420 I420。

AliRtcVideoFormat_NV21 NV21。

AliRtcVideoFormat_NV12 NV12。

AliRtcVideoFormat_RGBA RGBA。

AliRtcVideoFormat_I422 I422。

AliRtcVideoFormat_ARGB ARGB。

AliRtcVideoFormat_ABGR ABGR。

AliRtcVideoFormat_RGB24 RGB24。

AliRtcVideoFormat_BGR24 BGR24。

AliRtcVideoFormat_RGB565 RGB565。

AliRtcConnectionStatus：网络连接状态。

枚举名 描述

AliRtcConnectionStatusInit 初始化完成。

AliRtcConnectionStatusDisconnected 网络连接断开。

AliRtcConnectionStatusConnecting 建立网络连接中。

AliRtcConnectionStatusConnected 网络已连接。

AliRtcConnectionStatusReconnecting 重新建立网络连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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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RtcConnectionStatusFailed 网络连接失败。

枚举名 描述

AliRtcConnectionStatusChangeReason：网络连接状态变更原因。

枚举名 描述

AliRtcConnectionChangedDummyReason 未知原因。

AliRtcConnectionChangedMediaPathChanged 媒体通道变更。

AliRtcConnectionChangedSignalingHeartbeatT imeo
ut

心跳超时。

AliRtcConnectionChangedSignalingHeartbeatAlive 心跳恢复。

AliRtcConnectionChangedSignalingHttpdnsResolved DNS解析成功。

AliRtcConnectionChangedSignalingHttpdnsFailure DNS解析失败。

AliRtcConnectionChangedSignalingGslbFailure GSLB请求失败。

AliRtcConnectionChangedSignalingGslbSucccess GSLB请求成功。

AliRtcConnectionChangedSignalingJoinChannelFailur
e

加入频道失败。

AliRtcConnectionChangedSignalingJoinChannelSucce
ss

加入频道成功。

AliRtcConnectionChangedSignalingLeaveRoom 离开频道。

AliRtcConnectionChangedSignalingConnecting 信令建立连接。

AliRtcVideoTrack：视频流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RtcVideoTrackNo 无视频流。

AliRtcVideoTrackCamera 摄像头流。

AliRtcVideoTrackScreen 屏幕共享流。

AliRtcVideoTrackBoth 摄像头和屏幕共享。

AliRtcPublishState：推流状态。

枚举名 描述

AliRtcStatsPublishIdle 初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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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RtcStatsNoPublish 未推流。

AliRtcStatsPublishing 推流中。

AliRtcStatsPublished 已推流。

枚举名 描述

AliRtcSubscribeState：订阅状态。

枚举名 描述

AliRtcStatsSubscribeIdle 初始状态。

AliRtcStatsNoSubscribe 未订阅。

AliRtcStatsSubscribing 订阅中。

AliRtcStatsSubscribed 已订阅。

AliRtcUserOfflineReason：用户离线原因。

枚举名 描述

AliRtcUserOfflineQuit 用户主动离开。

AliRtcUserOfflineDropped 因过长时间收不到对方数据包，超时掉线。

AliRtcUserOfflineBecomeAudience 用户身份从主播切换为观众时触发。

AliRtcVideoStreamType：相机流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RtcVideoStreamTypeNone 无视频流。

AliRtcVideoStreamTypeHigh 大流。

AliRtcVideoStreamTypeLow 小流。

AliRtcAudioTrack：音频流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RtcAudioTrackNo 无音频流。

AliRtcAudioTrackMic 麦克风流。

AliRtcNetworkQuality：网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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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举名 描述

Network_Excellent 网络极好，流畅度、清晰度质量好。

Network_Good 网络好，流畅度、清晰度和极好差不多。

Network_Poor
网络较差，音视频流畅度、清晰度有瑕疵，不影响沟
通。

Network_Bad 网络差，视频卡顿严重，音频能正常沟通。

Network_VeryBad 网络极差，基本无法沟通。

Network_Disconnected 网络中断。

Network_Unknow 未知原因。

AliRtcOrientationMode：横竖屏类型（仅iOS）。

枚举名 描述

AliRtcOrientationModePortrait 固定竖屏模式。

AliRtcOrientationModeLandscapeLeft 固定左横屏模式。

AliRtcOrientationModePortraitUpsideDown 固定倒立模式。

AliRtcOrientationModeLandscapeRight 固定右横屏模式。

AliRtcOrientationModeAuto 自适应横竖屏模式。

AliRtcAudioSessionOperationRestrict ion：SDK对Audio Session的控制权限（仅iOS）。

枚举名 描述

AliRtcAudioSessionOperationRestrictionNone 没有限制，SDK完全控制AVAudioSession。

AliRtcAudioSessionOperationRestrictionSetCategory SDK不能修改AVAudioSession的Category。

AliRtcAudioSessionOperationRestrictionConfigureSe
ssion

SDK不能修改AVAudioSession的配置，包括
Category、Mode、CategoryOptions。

AliRtcAudioSessionOperationRestrictionDeactivateS
ession

SDK不能关闭AVAudioSession的活动状态，离开频道
时，AVAudioSession依然处于活动状态。

AliRtcRenderMode：渲染模式。

枚举名 描述

AliRtcRenderModeAuto 自动。

AliRtcRenderModeStretch 拉伸填充视图，不保持视频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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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RtcRenderModeFill 在保持视频宽高比的同时缩放，填充黑边。

AliRtcRenderModeClip 在保持视频宽高比的同时缩放，并裁剪以适合视图。

枚举名 描述

AliRtcRenderMirrorMode：镜像模式。

枚举名 描述

AliRtcRenderMirrorModeOnlyFront 只有前置摄像头预览镜像，其余不镜像。

AliRtcRenderMirrorModeAllEnabled 全部镜像。

AliRtcRenderMirrorModeAllDisable 全部不镜像。

AliRtcRotationMode：旋转角度。

枚举名 描述

AliRtcRotationMode_0 不旋转。

AliRtcRotationMode_90 旋转90度。

AliRtcRotationMode_180 旋转180度。

AliRtcRotationMode_270 旋转270度。

AliRtcLogLevel：日志级别。

枚举名 描述

AliRtcLogLevelInfo 普通。

AliRtcLogLevelWarn 警告。

AliRtcLogLevelError 错误。

AliRtcLogLevelFatal 严重。

AliRtcLogLevelNone 无。

AliRtcAudioNumChannel：音频声道数。

枚举名 描述

AliRtcMonoAudio 单声道。

AliRtcStereoAudio 双声道。

AliRtcAudioSampleRate：录制音频采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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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举名 描述

AliRtcAudioSampleRate_8000 采样率8000Hz。

AliRtcAudioSampleRate_11025 采样率11025Hz。

AliRtcAudioSampleRate_16000 采样率16000Hz。

AliRtcAudioSampleRate_22050 采样率22050Hz。

AliRtcAudioSampleRate_32000 采样率32000Hz。

AliRtcAudioSampleRate_44100 采样率44100Hz。

AliRtcAudioSampleRate_48000 采样率48000Hz。

AliRtcRecordType：录制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RtcRecordTypeAudio 纯音频录制。

AliRtcRecordFormat：录制格式。

枚举名 描述

AliRtcRecordFormatAAC AAC文件。

AliRtcRecordFormatWAV WAV文件。

AliRtcAudioQuality：录制音频质量。

枚举名 描述

AliRtcAudioQualityLow 低。

AliRtcAudioQualityMidium 中。

AliRtcAudioQualityHigh 高。

AliRtcVideoQuality：录制视频质量。

枚举名 描述

AliRtcVideoQualityDefault 默认和采集保持一致

AliRtcTranportAudioQuality：音频质量。

枚举名 描述

AliRtcAudioQulityUnknow 质量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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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RtcAudioQulityExcellent 质量极好。

AliRtcAudioQulityGood 用户主观感觉和极好差不多，但码率可能略低于极好。

AliRtcAudioQulityPoor 用户主观感受有瑕疵，但不影响沟通。

AliRtcAudioQulityBad 勉强能沟通但不顺畅。

AliRtcAudioQulityVeryBad 网络质量非常差，基本不能沟通。

AliRtcAudioQulityNetworkDisconnected 网络连接已断开，完全无法沟通。

枚举名 描述

AliRtcAudioProfile：音频质量模式。

枚举名 描述

AliRtcEngineLowQualityMode 音频低音质模式。

AliRtcEngineBasicQualityMode 标准音质模式。

AliRtcEngineHighQualityMode 高音质模式。

AliRtcEngineStereoHighQualityMode 立体声高音质模式。

AliRtcEngineSuperHighQualityMode 超高音质模式。

AliRtcEngineStereoSuperHighQualityMode 立体声超高音质模式。

AliRtcAudioScenario：音频场景模式。

枚举名 描述

AliRtcSceneDefaultMode 默认场景，一般的音视频通信场景推荐使用。

AliRtcSceneEducationMode 教育场景，优先保证音频连续性与稳定性。

AliRtcSceneMediaMode
媒体场景，保真人声与音乐音质，连麦直播间推荐使
用。

AliRtcSceneMusicMode
音乐场景，高保真音乐音质，乐器教学等对音乐音质有
要求的场景推荐使用。

AliRtcSceneChatroomMode 聊天室场景，适用于频繁上下麦的聊天场景。

AliRtcMuteLocalAudioMode：本地静音模式。

枚举名 描述

AliRtcMuteAudioModeDefault 默认模式（静音全部，包括麦克风及外部输入音频）。

AliRtcMuteAllAudioMode 静音全部（包括麦克风及外部输入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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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RtcMuteOnlyMicAudioMode 只静音麦克风。

AliRtcMuteLocalAudioMax 占位符。

枚举名 描述

AliRtcRecordAudioConfig：录制音频设置。

参数 类型 描述

sampleRate AliRtcAudioSampleRate 音频采样率。

quality AliRtcAudioQuality 音频质量。

enableRecordExternalRenderPCM bool
是否允许录制外部PCM输入渲染数
据。

AliRtcRecordVideoConfig：录制视频设置。

参数 类型 描述

quality AliRtcVideoQuality 视频质量。

AliRtcBeautyConfig：基础美颜设置。

参数 类型 描述

whiteningLevel float
美白，取值范围：[0,1]，数值越大
美白效果越好。

smoothnessLevel float
磨皮，取值范围：[0,1]，数值越大
磨皮效果越好。

AliRtcOnByeType：OnBye类型枚举。

枚举名 描述

AliRtcOnByeBeKickedOut 被踢出。

AliRtcOnByeChannelTerminated 频道已结束，需要离开会议。

AliRtcOnByeUserReplaced 相同用户ID在其他设备加入频道，当前设备被下线。

AliRtcAudioEffectVoiceChangerMode：变声音效模式。

枚举名 描述

AliRtcSdk_AudioEffect_Voice_Changer_OFF 关闭。

AliRtcSdk_AudioEffect_Voice_Changer_Oldman 老人。

AliRtcSdk_AudioEffect_Voice_Changer_Babyboy 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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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RtcSdk_AudioEffect_Voice_Changer_Babygirl 女孩。

AliRtcSdk_AudioEffect_Voice_Changer_Robot 机器人。

AliRtcSdk_AudioEffect_Voice_Changer_Daimo 大魔王。

AliRtcSdk_AudioEffect_Voice_Changer_Ktv KTV。

AliRtcSdk_AudioEffect_Voice_Changer_Echo 回声。

AliRtcSdk_AudioEffect_Voice_Changer_MAX 占位符，无含义。

枚举名 描述

AliRtcAudioEffectReverbMode：音效混响模式。

枚举名 描述

AliRtcAudioEffectReverb_Off 关闭。

AliRtcAudioEffectReverb_Vocal_I 人声 I。

AliRtcAudioEffectReverb_Vocal_II 人声 II。

AliRtcAudioEffectReverb_Bathroom 澡堂。

AliRtcAudioEffectReverb_Small_Room_Bright 明亮小房间。

AliRtcAudioEffectReverb_Small_Room_Dark 黑暗小房间。

AliRtcAudioEffectReverb_Medium_Room 中等房间。

AliRtcAudioEffectReverb_Large_Room 大房间。

AliRtcAudioEffectReverb_Church_Hall 教堂走廊。

AliRtcAudioEffectReverb_Cathedral 大教堂。

AliRtcAudioEffectReverb_Mode_Max 占位符，无含义。

AliRtcAudioEffectReverbParamType：音效混响参数。

枚举名 描述

AliRtcAudioEffectReverb_Room_Size 房间大小，取值范围：[0,100]。

AliRtcAudioEffectReverb_Pre_Delay 预延时，单位：ms，取值范围：[0,200]。

AliRtcAudioEffectReverb_Revetberance 混响感，取值范围：[0,100]。

AliRtcAudioEffectReverb_Hf_Damping 消声，取值范围：[0,100]。

AliRtcAudioEffectReverb_Tone_Low 低音调，取值范围：[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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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RtcAudioEffectReverb_Tone_High 高音调，取值范围：[0,100]。

AliRtcAudioEffectReverb_Dry_Gain 干增益，取值范围：[-20,10]。

AliRtcAudioEffectReverb_Wet_Gain 湿增益，取值范围：[-20,10]。

AliRtcAudioEffectReverb_Type_Max 占位符，无含义。

枚举名 描述

AliRtcAudioRouteType：语音路由（仅iOS）。

枚举名 描述

AliRtcAudioRouteTypeDefault 默认的语音路由。

AliRtcAudioRouteTypeHeadset 耳机。

AliRtcAudioRouteTypeEarpiece 听筒。

AliRtcAudioRouteTypeHeadsetNoMic 不带麦的耳机。

AliRtcAudioRouteTypeSpeakerphone 手机扬声器。

AliRtcAudioRouteTypeLoudSpeaker 外接扬声器。

AliRtcAudioRouteTypeBlueTooth 蓝牙耳机。

AliVideoCanvas：渲染画布。

参数 类型 描述

view UIView * _Nonnull 渲染view，不可为nil。

renderMode AliRtcRenderMode
渲染模式，默认
AliRtcRenderModeAuto。

mirrorMode AliRtcRenderMirrorMode
镜像模式。默认
AliRtcRenderMirrorModeOnlyFron
t。

backgroundColor int 背景颜色，格式为RGB的Hex。

rotationMode AliRtcRotationMode 视频旋转角度，默认不旋转。

textureId int 纹理ID。

textureWidth int 纹理宽。

textureHeight int 纹理高。

AliRtcTrascodingLiveStreamErrorCode：旁路推流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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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举名 描述

AliRtcTrascodingLiveStreamErrorPublishOk 推流成功。

AliRtcTrascodingLiveStreamErrorStreamNotFound 错误：找不到流。

AliRtcTrascodingLiveStreamErrorStreamAlreadyExist 错误：目标流已存在。

AliRtcTrascodingLiveStreamErrorInvalidParam 错误：非法的参数。

AliRtcTrascodingLiveStreamErrorInternalError 错误：内部错误。

AliRtcTrascodingLiveStreamErrorRtmpServerError 错误：RTMP服务异常。

AliRtcTrascodingLiveStreamErrorRtmpStreamUrlErro
r

错误：URL异常。

AliRtcTrascodingLiveStreamErrorPublishT imeout 错误：任务超时。

AliRtcTrascodingLiveStreamErrorNotAuthorized 错误：操作未授权。

AliRtcWatermarkConfig：水印图片的设置。

参数 类型 描述

visibleInPreview BOOL
是否将水印设置为预览时本地可
见。

positionInLandscapeMode CGRect 横屏时的水印坐标。

positionInPortraitMode CGRect 竖屏时的水印坐标。

alpha float 透明度。

normalized BOOL 是否归一化。

AliRtcCameraCapturerConfiguration：相机采集偏好属性。

参数 类型 描述

preference AliRtcCaptureOutputPreference 采集偏好。

cameraDirection AliRtcCameraDirection 相机方向。

AliRtcCameraDirect ion：摄像头方向。

枚举名 描述

AliRtcCameraDirectionInvalid 未知。

AliRtcCameraDirectionBack 后置摄像头。

AliRtcCameraDirectionFront 前置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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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RtcCaptureOutputPreference：摄像头采集偏好。

枚举名 描述

AliRtcCaptureOutputPreferenceAuto 自动调整采集参数。

AliRtcCaptureOutputPreferencePerformance
优先保证设备性能，根据setVideoProfile设置参数选择
最接近的摄像头输出参数。

AliRtcCaptureOutputPreferencePreview 优先保证视频预览质量，选择较高的摄像头输出参数。

AliRtcVideoEncoderFrameRate：视频编码帧率。

枚举名 描述

AliRtcVideoEncoderFrameRate_FPS_5 5 FPS。

AliRtcVideoEncoderFrameRate_FPS_10 10 FPS。

AliRtcVideoEncoderFrameRate_FPS_15 15 FPS。

AliRtcVideoEncoderFrameRate_FPS_20 20 FPS。

AliRtcVideoEncoderFrameRate_FPS_30 30 FPS。

AliRtcVideoEncoderBitrate：视频编码码率。

枚举名 描述

AliRtcVideoEncoderStandardBitrate 标准码率模式。

AliRtcVideoEncoderMirrorMode：编码视频镜像模式。

枚举名 描述

AliRtcVideoEncoderMirrorModeDisabled 编码视频镜像。

AliRtcVideoEncoderMirrorModeEnabled 编码视频不镜像。

AliRtcVideoEncoderOrientationMode：编码视频旋转模式。

枚举名 描述

AliRtcVideoEncoderOrientationModeAdaptive 自适应，和采集视频保持一致。

AliRtcVideoEncoderOrientationModeFixedLandscap
e

固定横屏。

AliRtcVideoEncoderOrientationModeFixedPortrait 固定竖屏。

AliRtcVideoEncoderConfiguration：视频编码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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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dimensions CGSize 视频分辨率。

frameRate NSInteger 视频编码帧率。

bitrate NSInteger 视频编码码率。

mirrorMode AliRtcVideoEncoderMirrorMode 编码视频镜像模式。

orientationMode
AliRtcVideoEncoderOrientationM
ode

编码视频旋转模式。

rotationMode AliRtcRotationMode 视频旋转角度。

AliRtcScreenShareEncoderConfiguration：屏幕分享编码偏好。

参数 类型 描述

dimensions CGSize 视频分辨率。

frameRate NSInteger 视频编码帧率。

bitrate NSInteger 视频编码码率。

rotationMode AliRtcRotationMode 屏幕旋转角度。

AliRtcAuthInfo：鉴权信息。

参数 类型 描述

channelId NSString * _Nonnull 频道ID。

userId NSString * _Nonnull 用户ID。

appId NSString * _Nonnull 应用ID。

nonce NSString * _Nonnull 随机串。

token NSString * _Nonnull 令牌。

session NSString * _Nullable 会话。

role NSString * _Nullable

角色类型，默认值为空，表示不涉
及此功能。取值：

pub：主播角色。

sub：观众角色。

relay：跨频道转推。

如果需要进行角色鉴权，请参见如
何进行角色鉴权。

gslb NSArray <NSString *> * GSLB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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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 NSArray <NSString *> * 设置Agent服务器的地址。

timestamp long long 时间戳。

参数 类型 描述

AliRtcDeviceVolumeType：设备音量类型（仅iOS）。

枚举名 描述

AliRtcDeviceVolumeTypeAuto
SDK自动设置音量类型（默认值）。SDK内部会自动选
择合适的音量类型，如无特殊需求，不推荐自行设置。

AliRtcDeviceVolumeTypeMedia
设置为媒体音量，适合媒体播放场景，音量可以调节到
零。

AliRtcDeviceVolumeTypeVOIP 设置为通话音量，适合通话场景，音量无法调节到零。

AliRtcVideoSource：视频裸数据源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RtcVideosourceCameraType 视频流。

AliRtcVideosourceScreenShareType 屏幕共享流。

AliRtcVideosourceTypeMax 占位符。

AliRtcAudioSource：音频裸数据源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RtcAudiosourcePub 推流音频数据。

AliRtcAudiosourceSub 拉流音频数据。

AliRtcAudiosourceRawData 采集音频裸数据。

AliRtcBufferType：视频数据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RtcBufferType_Raw_Data YUV裸数据。

AliRtcBufferType_CVPixelBuffer CVPixelBuffer数据。

AliRtcErrorCode：错误码。

枚举名 描述

AliRtcErrNone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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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RtcErrJoinBadAppId App ID不存在。

AliRtcErrJoinInvalidAppId App ID已失效。

AliRtcErrJoinBadChannel 频道不存在。

AliRtcErrJoinInvalidChannel 频道已失效。

AliRtcErrJoinBadToken token不存在。

AliRtcErrJoinT imeout 加入频道超时。

AliRtcErrJoinBadParam 参数错误。

AliRtcErrMicOpenFail 采集设备初始化失败。

AliRtcErrSpeakerOpenFail 播放设备初始化失败。

AliRtcErrMicInterrupt 采集过程中出现异常。

AliRtcErrSpeakerInterrupt 播放过程中出现异常。

AliRtcErrMicAuthFail 麦克风设备未授权。

AliRtcErrMicNotAvailable 无可用的音频采集设备。

AliRtcErrSpeakerNotAvailable 无可用的音频播放设备。

AliRtcErrCameraOpenFail 采集设备初始化失败。

AliRtcErrCameraInterrupt 采集过程中出现异常。

AliRtcErrDisplayOpenFail 渲染设备初始化失败。

AliRtcErrDisplayInterrupt 渲染过程中出现异常。

AliRtcErrIceConnectionConnectFail 媒体通道建立失败。

AliRtcErrIceConnectionReconnectFail 媒体通道重连失败。

AliRtcErrIceConnectionHeartbeatT imeout 信令心跳超时。

AliRtcErrPublishInvaild 推流无效。

AliRtcErrPublishNotJoinChannel 未进入频道推流失败。

AliRtcErrPublishAudioStreamFailed 推送音频流失败。

AliRtcErrPublishVideoStreamFailed 推送视频流失败。

AliRtcErrPublishDualStreamFailed 推送双流失败。

枚举名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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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RtcErrPublishScreenShareFailed 推送屏幕共享失败。

AliRtcErrPublishScreenShareConfigError 屏幕共享配置错误。

AliRtcErrSubscribeInvaild 订阅无效。

AliRtcErrSubscribeNotJoinChannel 未进入频道订阅错误。

AliRtcErrSubscribeAudioStreamFailed 订阅音频流失败。

AliRtcErrSubscribeVideoStreamFailed 订阅视频流失败。

AliRtcErrSubscribeDualStreamFailed 订阅双流失败。

AliRtcErrSubscribeScreenShareFailed 订阅屏幕共享失败。

AliRtcErrCdnLiveCommunicationFailed 低延时互动直播信令失败。

AliRtcErrCdnLiveMeidaSettingFailed 低延时互动直播媒体设置错误。

AliRtcErrCdnLiveNoneBroadcaster 低延时互动直播当前房间没有主播推流。

AliRtcErrCdnLiveNeedRestart
低延时互动直播错误，应用层需要重新创建新的SDK实
例。

AliRtcErrCdnLiveNeedRestartAgainLater
低延时互动直播错误，应用层需要稍等一定时间（自定
义间隔）重新创建新的SDK实例。

AliRtcErrCdnLiveServiceUnavailable 低延时互动直播服务不可用或者服务降级。

AliRtcErrCdnLiveMediaConnectionInterruption 低延时互动直播网络中断错误。

AliRtcErrSdkInvalidState sdk状态错误。

AliRtcErrSessionRemoved Session已经被移除。

AliRtcErrInvalidArguments 参数不匹配。

AliRtcErrAudioBufferFull buffer队列饱和，用于外部输送裸数据功能。

AliRtcErrVideoBufferFull buffer队列饱和，用于外部输送裸数据功能。

AliRtcErrUpdateRoleChannel 互动模式下设置角色错误。

AliRtcErrInner 其他错误。

枚举名 描述

AliRtcExternalDeviceType：外接设备类型（仅Mac）。

枚举名 描述

AliRtcExternalTypeUnknown 未知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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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RtcExternalTypeAudioCapture 音频采集设备。

AliRtcExternalTypeAudioPlayout 音频播放设备。

AliRtcExternalTypeVideoCapture 视频采集设备。

枚举名 描述

AliRtcExternalDeviceState：外接设备状态（仅Mac）。

枚举名 描述

AliRtcExternalDeviceAdd 新增外接设备。

AliRtcExternalDeviceRemove 移除外接设备。

AliRtcRecordVideoCanvasConfig：录制视频设置的画布大小（仅Mac）。

参数 类型 描述

canvasWidth int 画布的宽。

canvasHeight int 画布的高。

AliRtcRecordVideoLayout：录制视频的布局信息（仅Mac）。

参数 类型 描述

mode AliRtcRecordVideoLayoutMode 布局模式。

backColor AliRtcRecordVideoBgColor 背景颜色。

shapes
NSMutableArray<AliRtcRecordVid
eoRegion *> * _Nullable

各用户的画面位置信息。

AliRtcRecordVideoLayoutMode：录制视频的布局模式（仅Mac）。

枚举名 描述

AliRtcRecordVideoLayoutMode_GRID 窗格布局。

AliRtcRecordVideoLayoutMode_SPEAKER 演讲布局。

AliRtcRecordVideoLayoutMode_UNIQUE 单路布局。

AliRtcRecordVideoLayoutMode_CUSTOM 自定义布局。

AliRtcRecordVideoBgColor：录制视频的背景颜色（仅Mac）。

参数 类型 描述

r uint8_t 颜色配比中红色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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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uint8_t 颜色配比中绿色的值。

b uint8_t 颜色配比中蓝色的值。

参数 类型 描述

AliRtcRecordVideoRegion：录制布局的用户画面配置信息（仅Mac）。

参数 类型 描述

userId NSString * _Nonnull 用户ID。

sourceType AliRtcVideoSource 视频裸数据源类型。

area AliRtcRecordVideoRectangle 用户画面的位置信息。

AliRtcRecordVideoRectangle：用户画面的位置信息（仅Mac）。

参数 类型 描述

left AliRtcRecordVideoRational 左边距。

top AliRtcRecordVideoRational 上边距。

width AliRtcRecordVideoRational 宽度。

height AliRtcRecordVideoRational 高度。

AliRtcRecordVideoRational：混流录制坐标（仅Mac）。

参数 类型 描述

numerator uint32_t 分子（整数）。

denominator uint32_t 分母（整数）。

AliRtcRecordTemplate：录制模板（仅Mac）。

参数 类型 描述

recordType AliRtcRecordType 录制类型。

recordFormat AliRtcRecordFormat 录制格式。

sampleRate AliRtcAudioSampleRate 录制音频采样率。

audioQuality AliRtcAudioQuality 录制音频质量。

enableRecordExternalCapturePC
M

bool 是否混音录制外部输入音频。

enableRecordExternalRenderPCM bool
是否混音录制外部输入渲染后的音
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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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vas AliRtcRecordVideoCanvasConfig 录制视频的画布大小。

fps int 帧率。

bitrate int 码率。

isFragment bool 是否录制分段mp4，默认true。

参数 类型 描述

AliRtcDeviceInfo：设备信息（仅Mac）。

参数 类型 描述

deviceName NSString * _Nullable 设备名称。

deviceID NSString * _Nullable 设备ID。

AliRtcScreenShareConfig：屏幕分享配置（仅Mac）。

参数 类型 描述

isShareByRegion bool 是否是区域分享。

shareRegion
AliRtcScreenShareRegion *
_Nonnull

区域分享的布局信息。

AliRtcScreenShareRegion：屏幕分享区域（仅Mac）。

参数 类型 描述

originX float x坐标。

originY float y坐标。

width float 宽度。

height float 高度。

AliRtcScreenSourceInfo：屏幕分享源信息（仅Mac）。

参数 类型 描述

sourceId NSString * _Nonnull 分享源ID。

sourceName NSString * _Nonnull 分享源名称。

AliRtcScreenShareInfo：屏幕分享配置信息（仅M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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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sourceType AliRtcScreenShareType 分享类型。

sourceId NSString * _Nonnull 分享源ID。

config
AliRtcScreenShareConfig *
_Nonnull

屏幕分享配置。

AliRtcScreenShareType：屏幕分享类型（仅Mac）。

枚举名 描述

AliRtcScreenShareDesktop 桌面分享。

AliRtcScreenShareWindow 窗口分享。

AliRtcVideoObserAlignment：视频输出宽度对齐方式。

枚举名 描述

AliRtcAlignmentDefault 保持原有视频宽度（默认值）。

AliRtcAlignmentEven 宽度偶数对齐。

AliRtcAlignment4 宽度是4的倍数。

AliRtcAlignment8 宽度是8的倍数。

AliRtcAlignment16 宽度是16的倍数。

AliRtcShowDebugViewType：显示仪表盘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RtcShowTypeNone 不显示。

AliRtcShowTypeAudio 音频。

AliRtcShowTypeVideo 视频。

AliRtcShowTypeNetwork 网络。

AliRtcShowTypeAll 全部

AliRtcTrascodingLiveTaskStatus：旁路推流LiveStream状态。

枚举名 描述

AliRtcTrascodingLiveTaskStatusStart 任务开始。

AliRtcTrascodingLiveTaskStatusUpdate 任务更新。

SDK参考··iOS和Mac SDK 音视频通信

159 > 文档版本：20220701



AliRtcTrascodingLiveTaskStatusStop 任务已停止。

枚举名 描述

AliRtcLiveTranscodingDisplayType：旁路直播图片显示类型。

枚举名 描述

NOT_DISPLAY 不显示。

ALWAYS 一直显示。

WHEN_NO_VIDEO 当没有视频时候显示。

AliRtcLiveTranscodingFontType：旁路直播文字类型。

枚举名 描述

NOTO_SERIF_CJKSC_REGULAR 思源宋体NotoSerifCJKsc-REGULAR。

ALIBABA_PUHUIT I_REGULAR 阿里巴巴-普惠体-REGULAR。

ALIBABA_PUHUIT I_BOLD 阿里巴巴-普惠体-BOLD。

ALIBABA_PUHUIT I_Heavy 阿里巴巴-普惠体-Heavy。

ALIBABA_PUHUIT I_LIGHT 阿里巴巴-普惠体-LIGHT。

ALIBABA_PUHUIT I_MEDIUM 阿里巴巴-普惠体-MEDIUM。

AliRtcLiveTranscodingSegmentType：旁路直播输入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RtcLiveTranscodingNoBody 无人像分割。

AliRtcLiveTranscodingBody 人像分割。

AliRtcLiveTranscodingSourceType：旁路直播输入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RtcLiveTranscodingCamera 相机。

AliRtcLiveTranscodingShareScreen 共享屏幕。

AliRtcVideoState：视频流状态变化。

枚举名 描述

AliRtcVideoVideoClose 关闭视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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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RtcVideoVideoOpen 恢复视频流。

枚举名 描述

AliRtcVideoReason：触发视频流状态变化的原因。

枚举名 描述

AliRTCVideoChangedByClient 客户端。

AliRTCVideoChangedByServer 服务器。

AliRtcLiveTranscodingCropMode：旁路直播裁剪模式。

枚举名 描述

AliRtcLiveTranscodingCrop 保持比例裁剪。

AliRtcLiveTranscodingFill 保持比例留边（默认值）。

AliRtcLiveTranscodingMediaProcessMode：旁路直播媒体处理模式。

枚举名 描述

AliRtcLiveTranscodingNormal 通用模式。

AliRtcLiveTranscodingVirtualBackground 虚拟背景模式。

AliRtcLiveTranscodingStreamType：旁路直播转推流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RtcLiveTranscodingOrigin 转推原始流。

AliRtcLiveTranscodingAudio 仅转推音频流。

AliRtcLiveTranscodingVideo 仅转推视频流。

AliRtcLiveTranscodingMixMode：旁路直播模式。

枚举名 描述

AliRtcLiveTranscodingSINGLE
单路转推，不混流转码，仅转推原始单路流，无需配置
混流转码参数。

AliRtcLiveTranscodingMIX 混流转码（默认值），支持混流转码输出。

AliRtcLiveTranscodingState：旁路直播状态。

枚举名 描述

AliRtcLiveTranscodingState_IDLE 推流空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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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RtcLiveTranscodingState_CONNNECT 正在连接推流服务器。

AliRtcLiveTranscodingState_RUNNING 推流正在进行。

AliRtcLiveTranscodingState_RECOVERING 正在恢复推流。

AliRtcLiveTranscodingState_FAILURE 推流失败。

AliRtcLiveTranscodingState_END 推流结束。

枚举名 描述

AliRtcLiveTranscodingText：旁路直播文本信息。

参数 类型 描述

text NSString 文本信息。

x int 坐标X（像素）。

y int 坐标Y（像素）。

fontType AliRtcLiveTranscodingFontType 旁路直播字体。

fontSize int 字体大小。

zOrder int
叠放顺序，0为最底层，1层在0层
之上，以此类推。

fontColor int 字体颜色。

AliRtcLiveTranscodingImage：旁路直播图片信息。

参数 类型 描述

url NSString 图片URL。

alpha float
透明度。0.0表示透明，1.0表示完
全不透明。

display
AliRtcLiveTranscodingDisplayTyp
e

图片显示。

x int 坐标X（像素）。

y int 坐标Y（像素）。

width int 图片宽。

height int 图片高。

zOrder int
叠放顺序，0为最底层，1层在0层
之上，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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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RtcLiveTranscodingPane：旁路直播用户自定义窗格信息。

参数 类型 描述

x int 坐标X（像素）。

y int 坐标Y（像素）。

width int 窗格宽。

height int 窗格高。

zOrder int
叠放顺序，0为最底层，1层在0层
之上，以此类推。

userId NSString * 用户ID。

sourceType
AliRtcLiveTranscodingSourceTyp
e

流类型。

segmentType
AliRtcLiveTranscodingSegmentT
ype

旁路直播输入类型。

images
NSArray<AliRtcLiveTranscodingI
mage *> *

旁路直播图片信息。

texts
NSArray<AliRtcLiveTranscodingT
ext *> *

旁路直播文本信息。

AliRtcLiveTranscodingParam：旁路直播配置。

参数 类型 描述

mixMode AliRtcLiveTranscodingMixMode 旁路直播模式。

singleParam
AliRtcLiveTranscodingSinglePara
m *

旁路直播单流参数。

mixParam AliRtcLiveTranscodingMixParam 旁路直播混流参数。

AliRtcLiveTranscodingMixParam：旁路模式混流参数。

参数 类型 描述

taskProfile AliRtcLiveTranscodingTaskProfile 旁路直播计费规格。

encodeParam
AliRtcLiveTranscodingEncodePar
am *

旁路直播编码参数。

users
NSArray<AliRtcLiveTranscodingP
ane *> *

旁路直播用户列表。

backgroundColor int 背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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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s
NSArray<AliRtcLiveTranscodingI
mage *> *

背景图片列表。

watermarks
NSArray<AliRtcLiveTranscodingI
mage *> *

水印图片列表。

clockWidgets
NSArray<AliRtcLiveTranscodingCl
ockWidget *> *

时钟小部件列表。

cropMode AliRtcLiveTranscodingCropMode 旁路直播裁剪模式。

mediaProcessMode
AliRtcLiveTranscodingMediaProc
essMode

旁路直播媒体处理模式。

参数 类型 描述

AliRtcLiveTranscodingSingleParam：旁路模式单路参数。

参数 类型 描述

userId NSString * 用户ID。

streamType
AliRtcLiveTranscodingStreamTyp
e

旁路直播转推流类型。

sourceType
AliRtcLiveTranscodingSourceTyp
e

旁路直播视频流类型。

AliRtcLiveTranscodingTaskProfile：旁路直播计费规格。

枚举名 描述

AliRtcLiveTranscoding_Profile_1IN_1080P 1IN_1080P。

AliRtcLiveTranscoding_Profile_1IN_720P 1IN_720P。

AliRtcLiveTranscoding_Profile_1IN_360P 1IN_360P。

AliRtcLiveTranscoding_Profile_2IN_1080P 2IN_1080P。

AliRtcLiveTranscoding_Profile_2IN_720P 2IN_720P。

AliRtcLiveTranscoding_Profile_2IN_360P 2IN_360P。

AliRtcLiveTranscoding_Profile_4IN_1080P 4IN_1080P。

AliRtcLiveTranscoding_Profile_4IN_720P 4IN_720P。

AliRtcLiveTranscoding_Profile_4IN_360P 4IN_360P。

AliRtcLiveTranscoding_Profile_9IN_1080P 9IN_1080P。

AliRtcLiveTranscoding_Profile_9IN_720P 9IN_72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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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RtcLiveTranscoding_Profile_9IN_360P 9IN_360P。

AliRtcLiveTranscoding_Profile_12IN_1080P 12IN_1080P。

AliRtcLiveTranscoding_Profile_12IN_720P 12IN_720P。

AliRtcLiveTranscoding_Profile_12IN_360P 12IN_360P。

AliRtcLiveTranscoding_Profile_16IN_1080P 16IN_1080P。

AliRtcLiveTranscoding_Profile_16IN_720P 16IN_720P。

AliRtcLiveTranscoding_Profile_16IN_360P 16IN_360P。

AliRtcLiveTranscoding_Profile_Mixed 纯音频。

枚举名 描述

AliRtcLiveTranscodingEncodeParam：旁路直播编码参数。

参数 类型 描述

videoWidth int 宽。

videoHeight int 高。

videoFramerate int 帧率。

videoBitrate int 码率。

videoGop int GOP。

audioSamplerate
AliRtcLiveTranscodingAudioSam
pleRate

旁路直播音频采样率。

audioBitrate int 音频码率。

audioChannels int 音频声道数。

AliRtcLiveTranscodingAudioSampleRate：旁路直播音频采样率。

枚举名 描述

AliRtcLiveTranscoding_HZ_48000 采样率48000Hz。

AliRtcLiveTranscoding_HZ_44100 采样率44100Hz。

AliRtcLiveTranscoding_HZ_32000 采样率32000Hz。

AliRtcLiveTranscoding_HZ_16000 采样率16000Hz。

AliRtcLiveTranscoding_HZ_8000 采样率800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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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RtcLiveTranscodingClockWidget：旁路直播时钟小工具。

参数 类型 描述

x int 坐标X（像素）。

y int 坐标Y（像素）。

fontSize int 旁路直播字体大小。

zOrder int
叠放顺序，0为最底层，1层在0层
之上，以此类推。

fontColor int 旁路直播字体颜色。

fontType AliRtcLiveTranscodingFontType 旁路直播字体。

AliRtcBokehScaleModel：背景替换缩放模式（仅Mac）。

枚举名 描述

AliRtcBokehScaleModelCrop 等比裁剪。

AliRtcBokehScaleModelFill 填充黑边。

AliRtcAudioPlayingStateCode：音乐伴奏播放状态（仅Mac）。

枚举名 描述

AliRtcAudioPlayingStarted 开始播放。

AliRtcAudioPlayingStopped 停止播放。

AliRtcAudioPlayingPaused 播放暂停。

AliRtcAudioPlayingResumed 播放恢复。

AliRtcAudioPlayingEnded 播放完毕。

AliRtcAudioPlayingBuffering 正在缓冲。

AliRtcAudioPlayingBufferingEnd 缓冲结束。

AliRtcAudioPlayingFailed 播放失败。

AliRtcAudioPlayingErrorCode：音乐伴奏播放错误码（仅Mac）。

枚举名 描述

AliRtcAudioPlayingNoError 没有错误。

AliRtcAudioPlayingOpenFailed 打开文件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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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RtcAudioPlayingDecodeFailed 解码文件错误。

枚举名 描述

通过阅读本文，您可以了解iOS SDK和Mac SDK回调及监听的接口详情。

目录目录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onJoinChannelResult 加入频道结果回调。 2.1

onLeaveChannelResult 离开频道结果回调。 2.1

onAudioPublishStateChanged 音频推流变更回调。 2.1

onVideoPublishStateChanged 视频推流变更回调。 2.1

onDualStreamPublishStateChanged 次要流推流变更回调。 2.1

onScreenSharePublishStateChanged 屏幕分享推流变更回调。 2.1

onScreenSharePublishStateChangedWithInf
o

屏幕分享推流变更回调（仅Mac）。 2.1

onRemoteUserOnLineNotify 远端用户上线时的回调。 2.1

onRemoteUserOffLineNotify 远端用户下线时的回调。 2.1

onRemoteTrackAvailableNotify 远端用户的流发生变化时回调。 2.1

onAudioSubscribeStateChanged 音频订阅情况变更回调。 2.1

onVideoSubscribeStateChanged 相机流订阅情况变更回调。 2.1

onScreenShareSubscribeStateChanged 屏幕分享流订阅情况变更回调。 2.1

onSubscribeStreamTypeChanged 大小流订阅情况变更回调。 2.1

onNetworkQualityChanged 网络质量变化时回调。 2.1

onConnectionStatusChange 网络连接状态改变的回调。 2.1

onOccurWarning
如果engine出现warning，通过这个回调通知
App。

2.1

onOccurError
如果engine出现error，通过这个回调通知
App。

2.1

onFirstAudioPacketSentWithT imecost 音频首包数据发送成功。 2.1

4.2. 回调及监听4.2. 回调及监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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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FirstVideoPacketSentWithVideoTrack 视频首包数据发送成功。 2.1

onFirstAudioPacketReceivedWithUid 音频首包数据接收成功。 2.1

onFirstVideoPacketReceivedWithUid 视频首包数据接收成功。 2.1

onFirstRemoteAudioDecodedWithUid 已解码远端音频首帧回调。 2.1

onFirstRemoteVideoFrameDrawn 远端用户的第一帧视频帧显示时的回调。 2.1

onFirstLocalVideoFrameDrawn 预览开始显示第一帧视频帧时的回调。 2.1

onAudioSampleCallback 订阅的音频数据回调。 2.1

onPlaybackAudioFrameBeforeMixing 混音前的指定用户的音频数据的回调。 2.1

onAudioDeviceRecordLevel 音频采集设备测试回调（仅Mac）。 1.16.2

onAudioDevicePlayoutLevel 音频播放设备测试回调（仅Mac）。 1.16.2

onAudioDevicePlayoutEnd
音频播放设备测试结束（音频文件播放完毕）
（仅Mac）。

1.16.2

onAudioDeviceStateChanged 音频设备状态变更（仅Mac）。 2.1

onAudioVolumeCallback 订阅的音频音量、语音状态和UID的回调。 2.1

onActiveSpeaker 当前正在说话的人的回调。 2.1

onGetVideoFormatPreference 视频数据输出格式的回调。 2.1

onCaptureVideoSample 订阅的本地采集视频数据回调。 2.1

onPreEncodeVideoSample 订阅的本地编码前视频数据回调。 2.1

onRemoteVideoSample 订阅的远端视频数据回调。 2.1

onUserAudioMuted 用户muteAudio通知。 2.1

onUserVideoMuted 用户muteVideo通知。 2.1

onUserVideoEnabled 禁用或重新启用本地视频采集的通知。 2.1

onUserAudioInterruptedBegin
用户audio被中断通知（一般用户打电话等音
频被抢占场景）。

2.1

onUserAudioInterruptedEnded
用户audio中断结束通知（对
应onUserAudioInterruptedBegin）。

2.1

onUserWillResignActive 远端用户应用退到后台的回调。 2.1

onUserWillBecomeActive 远端用户应用返回前台的回调。 2.1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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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extureCreate 订阅本地视频Texture创建回调（仅iOS）。 2.1

onTextureUpdate 订阅本地视频Texture绘制回调（仅iOS）。 2.1

onTextureDestory 订阅本地视频Texture销毁回调（仅iOS）。 2.1

onAudioPlayingStateChanged 本地伴奏播放状态回调。 1.16.2

onRemoteAudioAccompanyStarted 远端用户伴奏播放开始回调。 2.1

onRemoteAudioAccompanyFinished 远端用户伴奏播放结束回调。 2.1

onAudioEffectFinished 本地音效播放结束回调。 2.1

onMediaRecordEvent 文件录制回调事件。 2.1

onRtcLocalVideoStats 本地视频统计信息（2s触发一次）。 2.1

onRtcRemoteVideoStats 远端视频统计信息（2s触发一次）。 2.1

onRtcLocalAudioStats 本地音频统计信息（2s触发一次）。 2.1

onRtcRemoteAudioStats 远端音频统计信息（2s触发一次）。 2.1

onMediaExtensionMsgReceived 收到媒体扩展信息回调。 2.1

onDownlinkMessageNotify 下行消息通道（接收消息）（仅iOS）。 2.1

onUplinkMessageResponse 发送上行消息后返回结果。 2.1

onAudioRouteChanged 语音路由发生变化回调（仅iOS）。 2.1

onSnapshotComplete 截图回调。 2.1

onPublishLiveStreamStateChanged 旁路推流状态改变回调。 2.4

onPublishTaskStateChanged 旁路任务状态改变回调。 2.4

onChannelRelayStateChanged 跨频道转推状态变化。 2.1

onChannelRelayEvent 跨频道转推事件回调。 2.1

onGetVideoObservedFramePosition 视频数据输出位置。 2.1

onUpdateRoleNotifyWithOldRole 用户角色发生改变时回调。 1.16

onConnectionLost 网络断开回调。 1.14

onTryToReconnect 尝试网络重连回调。 1.14

onConnectionRecovery 网络重连成功回调。 1.14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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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Bye 被服务器踢出或者频道关闭时回调。 1.1

onPerformanceLow 当前设备性能不足回调。 1.16

onPerformanceRecovery 当前设备性能恢复回调。 1.16

onLastmileDetectResultWithQuality 网络质量探测回调。 1.16.2

onRtcStats 实时数据回调（2s触发一次）。 1.17

onGetIfUserFetchObserverData 视频输出数据是否由用户来获取。 2.4

onGetVideoAlignment 视频数据输出对齐方式。 2.4

onGetObserverDataMirrorApplied 视频输出数据是否需要镜像。 2.4

onGetSmoothRenderingEnabled 拉流视频数据是否平滑输出。 2.4

onRemoteVideoChanged 远端视频流改变回调。 2.4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onJoinChannelResult：加入频道结果回调（该回调等同于调用joinChannel接口的block操作，即处理加入
频道之后的事件，选择其一即可）。

- (void)onJoinChannelResult:(int)result channel:(NSString *_Nonnull)channel elapsed:(int)
elapsed;

参数 类型 描述

result int
加入频道结果，成功返回0，失败返
回错误码。

channel NSString *_Nonnull 加入的频道ID。

elapsed int 加入频道耗时。

onLeaveChannelResult：离开频道结果回调。调用leaveChannel接口后返回，如果调用leaveChannel后
直接调用destroy，将不会收到此回调。

- (void)onLeaveChannelResult:(int)result stats:(AliRtcStats)stats;

参数 类型 描述

result int
离开频道结果，成功返回0，失败返
回错误码。

stats AliRtcStats 本次频道内会话的数据统计汇总。

onAudioPublishStateChanged：音频推流变更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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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d)onAudioPublishStateChanged:(AliRtcPublishState)oldState newState:(AliRtcPublishSt
ate)newState elapseSinceLastState:(NSInteger)elapseSinceLastState channel:(NSString *_Non
null)channel;

参数 类型 描述

oldState AliRtcPublishState 之前的推流状态。

newState AliRtcPublishState 当前的推流状态。

elapseSinceLastState NSInteger 状态变更时间间隔，单位：毫秒。

channel NSString *_Nonnull 当前频道ID。

onVideoPublishStateChanged：视频推流变更回调。

- (void)onVideoPublishStateChanged:(AliRtcPublishState)oldState newState:(AliRtcPublishSt
ate)newState elapseSinceLastState:(NSInteger)elapseSinceLastState channel:(NSString *_Non
null)channel;

参数 类型 描述

oldState AliRtcPublishState 之前的推流状态。

newState AliRtcPublishState 当前的推流状态。

elapseSinceLastState NSInteger 状态变更时间间隔，单位：毫秒。

channel NSString *_Nonnull 当前频道ID。

onDualStreamPublishStateChanged：次要流推流变更回调。

- (void)onDualStreamPublishStateChanged:(AliRtcPublishState)oldState newState:(AliRtcPubl
ishState)newState elapseSinceLastState:(NSInteger)elapseSinceLastState channel:(NSString 
*_Nonnull)channel;

参数 类型 描述

oldState AliRtcPublishState 之前的推流状态。

newState AliRtcPublishState 当前的推流状态。

elapseSinceLastState NSInteger 状态变更时间间隔，单位：毫秒。

channel NSString *_Nonnull 当前频道ID。

onScreenSharePublishStateChanged：屏幕分享推流变更回调。

- (void)onScreenSharePublishStateChanged:(AliRtcPublishState)oldState newState:(AliRtcPub
lishState)newState elapseSinceLastState:(NSInteger)elapseSinceLastState channel:(NSString
*_Nonnull)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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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oldState AliRtcPublishState 之前的推流状态。

newState AliRtcPublishState 当前的推流状态。

elapseSinceLastState NSInteger 状态变更时间间隔，单位：毫秒。

channel NSString *_Nonnull 当前频道ID。

onRemoteUserOnLineNotify：远端用户上线时的回调。

- (void)onRemoteUserOnLineNotify:(NSString *_Nonnull)uid elapsed:(int)elapsed;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NSString *_Nonnull
用户ID从App server分配的唯一标
示符。

elapsed int 用户加入频道时的耗时。

onRemoteUserOffLineNotify：远端用户下线时的回调。

- (void)onRemoteUserOffLineNotify:(NSString *_Nonnull)uid offlineReason:(AliRtcUserOfflin
eReason)reason;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NSString *_Nonnull
用户ID从App server分配的唯一标
示符。

reason AliRtcUserOfflineReason 用户离线的原因。

onRemoteTrackAvailableNotify：远端用户的流发生变化时回调。

- (void)onRemoteTrackAvailableNotify:(NSString *_Nonnull)uid audioTrack:(AliRtcAudioTrack
)audioTrack videoTrack:(AliRtcVideoTrack)videoTrack;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NSString *_Nonnull
用户ID从App server分配的唯一标
示符。

audioTrack AliRtcAudioTrack 远端用户发生变化后的音频流。

videoTrack AliRtcVideoTrack 远端用户发生变化后的视频流。

onAudioSubscribeStateChanged：音频订阅情况变更回调。

- (void)onAudioSubscribeStateChanged:(NSString *_Nonnull)uid oldState:(AliRtcSubscribeSta
te)oldState newState:(AliRtcSubscribeState)newState elapseSinceLastState:(NSInteger)elaps
eSinceLastState channel:(NSString *_Nonnull)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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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NSString *_Nonnull 订阅情况变更的用户ID。

oldState AliRtcSubscribeState 之前的订阅状态。

newState AliRtcSubscribeState 当前的订阅状态。

elapseSinceLastState NSInteger 状态变更时间间隔，单位：毫秒。

channel NSString *_Nonnull 当前频道ID。

onVideoSubscribeStateChanged：相机流订阅情况变更回调。

- (void)onVideoSubscribeStateChanged:(NSString *_Nonnull)uid oldState:(AliRtcSubscribeSta
te)oldState newState:(AliRtcSubscribeState)newState elapseSinceLastState:(NSInteger)elaps
eSinceLastState channel:(NSString *_Nonnull)channel;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NSString *_Nonnull 订阅情况变更的用户ID。

oldState AliRtcSubscribeState 之前的订阅状态。

newState AliRtcSubscribeState 当前的订阅状态。

elapseSinceLastState NSInteger 状态变更时间间隔，单位：毫秒。

channel NSString *_Nonnull 当前频道ID。

onScreenShareSubscribeStateChanged：屏幕分享流订阅情况变更回调。

- (void)onScreenShareSubscribeStateChanged:(NSString *_Nonnull)uid oldState:(AliRtcSubscr
ibeState)oldState newState:(AliRtcSubscribeState)newState elapseSinceLastState:(NSInteger
)elapseSinceLastState channel:(NSString *_Nonnull)channel;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NSString *_Nonnull 订阅情况变更的用户ID。

oldState AliRtcSubscribeState 之前的订阅状态。

newState AliRtcSubscribeState 当前的订阅状态。

elapseSinceLastState NSInteger 状态变更时间间隔，单位：毫秒。

channel NSString *_Nonnull 当前频道ID。

onSubscribeStreamTypeChanged：大小流订阅情况变更回调。

- (void)onSubscribeStreamTypeChanged:(NSString *_Nonnull)uid oldStreamType:(AliRtcVideoSt
reamType)oldStreamType newStreamType:(AliRtcVideoStreamType)newStreamType elapseSinceLast
State:(NSInteger)elapseSinceLastState channel:(NSString *_Nonnull)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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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NSString *_Nonnull 订阅情况变更的用户ID。

oldState AliRtcVideoStreamType 之前的订阅状态。

newState AliRtcVideoStreamType 当前的订阅状态。

elapseSinceLastState NSInteger 状态变更时间间隔，单位：毫秒。

channel NSString *_Nonnull 当前频道ID。

onNetworkQualityChanged：网络质量变化时回调。

- (void)onNetworkQualityChanged:(NSString *_Nonnull)uidupNetworkQuality:(AliRtcNetworkQua
lity)upQualitydownNetworkQuality:(AliRtcNetworkQuality)downQuality;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NSString *_Nonnull
网络质量发生变化的用户ID，用户
ID为空表示本地，其他表示远端。

upQuality AliRtcNetworkQuality 上行网络质量。

downQuality AliRtcNetworkQuality 下行网络质量。

onConnectionStatusChange：网络连接状态改变的回调。

- (void)onConnectionStatusChange:(AliRtcConnectionStatus)status reason:(AliRtcConnectionS
tatusChangeReason)reason;

参数 类型 描述

status AliRtcConnectionStatus 当前状态值。

reason
AliRtcConnectionStatusChangeRe
ason

引起状态变化的具体原因。

onOccurWarning：如果engine出现warning，通过这个回调通知App。

- (void)onOccurWarning:(int)warn message:(NSString *_Nonnull)message;

参数 类型 描述

warn int 警告编码。

message NSString *_Nonnull 警告描述。

onOccurError：如果engine出现error，通过这个回调通知App。

- (void)onOccurError:(int)errormessage:(NSString *_Nonnull)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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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error int 错误码。

message NSString *_Nonnull 错误描述。

onFirstAudioPacketSentWithTimecost：音频首包数据发送成功。

- (void)onFirstAudioPacketSentWithTimecost:(int)timeCost;

参数 类型 描述

timeCost int 发送耗时。

onFirstVideoPacketSentWithVideoTrack：视频首包数据发送成功。

- (void)onFirstVideoPacketSentWithVideoTrack:(AliRtcVideoTrack)videoTracktimeCost:(int)ti
meCost;

参数 类型 描述

videoTrack AliRtcVideoTrack 发送成功的视频流类型。

timeCost int 发送耗时。

onFirstAudioPacketReceivedWithUid：音频首包数据接收成功。

- (void)onFirstAudioPacketReceivedWithUid:(NSString *_Nonnull)uidtimeCost:(int)timeCost;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NSString *_Nonnull 从App server分配的唯一标示符。

timeCost int 接受耗时。

onFirstVideoPacketReceivedWithUid：视频首包数据接收成功。

- (void)onFirstVideoPacketReceivedWithUid:(NSString *_Nonnull)uidvideoTrack:(AliRtcVideoT
rack)videoTracktimeCost:(int)timeCost;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NSString *_Nonnull 从App server分配的唯一标示符。

videoTrack AliRtcVideoTrack 接收成功的视频流类型。

timeCost int 接受耗时。

onFirstRemoteAudioDecodedWithUid：已解码远端音频首帧回调。

- (void)onFirstRemoteAudioDecodedWithUid:(NSString *_Nonnull)uid elapsed:(int)elap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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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NSString *_Nonnull 从App server分配的唯一标示符。

elapsed int
从本地用户加入频道直至该回调触
发的延迟，单位：毫秒。

onFirstRemoteVideoFrameDrawn：远端用户的第一帧视频帧显示时的回调。

- (void)onFirstRemoteVideoFrameDrawn:(NSString *_Nonnull)uid videoTrack:(AliRtcVideoTrack
)videoTrack width:(int)width height:(int)height elapsed:(int)elapsed;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NSString *_Nonnull 从App server分配的唯一标示符。

videoTrack AliRtcVideoTrack 屏幕流或者相机流。

width int 视频宽度。

height int 视频高度。

elapsed int 总耗时。

onFirstLocalVideoFrameDrawn：预览开始显示第一帧视频帧时的回调。

- (void)onFirstLocalVideoFrameDrawn:(int)width height:(int)height elapsed:(int)elapsed;

参数 类型 描述

width int 视频宽度。

height int 视频高度。

elapsed int 总耗时。

onAudioSampleCallback：订阅的音频数据回调。

- (void)onAudioSampleCallback:(AliRtcAudioSource)audioSource audioSample:(AliRtcAudioData
Sample *_Nonnull)audioSample;

参数 类型 描述

audioSource AliRtcAudioSource 音频裸数据源类型。

audioSample
AliRtcAudioDataSample
*_Nonnull

音频裸数据。

onPlaybackAudioFrameBeforeMixing：混音前的指定用户的音频数据的回调。

- (void)onPlaybackAudioFrameBeforeMixing:(NSString *_Nonnull)uid audioSample:(AliRtcAudio
DataSample *_Nonnull)audio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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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NSString *_Nonnull 混音前的指定用户ID。

audioSample
AliRtcAudioDataSample
*_Nonnull

音频裸数据。

onAudioVolumeCallback：订阅的音频音量、语音状态和UID的回调。

- (void)onAudioVolumeCallback:(NSArray <AliRtcUserVolumeInfo *> *_Nullable)array totalVol
ume:(int)totalVolume;

参数 类型 描述

array
NSArray <AliRtcUserVolumeInfo
*> *_Nullable

表示回调用户音量信息数组，包含
用户UID、语音状态以及音量，UID
为0表示本地说话人。

totalVolume int

混音后的总音量，范围[0,255]。在
本地用户的回调中，totalVolume
为本地用户混音后的音量；在远端
用户的回调中，totalVolume为所
有说话者混音后的总音量。

onActiveSpeaker：当前正在说话的人的回调。

- (void)onActiveSpeaker:(NSString *_Nonnull)uid;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NSString *_Nonnull 当前正在说话的人的ID。

onGetVideoFormatPreference：视频数据输出格式的回调。

- (AliRtcVideoFormat)onGetVideoFormatPreference;

返回说明

返回期望输出的视频数据格式，默认返回AliRtcYUV420。需要在注册registerVideoSampleObserver后触发
回调。

onCaptureVideoSample：订阅的本地采集视频数据回调。

- (BOOL)onCaptureVideoSample:(AliRtcVideoSource)videoSource videoSample:(AliRtcVideoDataS
ample *_Nonnull)videoSample;

参数 类型 描述

videoSource AliRtcVideoSource 视频裸数据源类型。

videoSample
AliRtcVideoDataSample
*_Nonnull

视频裸数据。

返回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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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true表示需要写回SDK（只对I420和CVPixelBuffer有效），false表示不需要写回SDK。

onPreEncodeVideoSample：订阅的本地编码前视频数据回调。

- (BOOL)onPreEncodeVideoSample:(AliRtcVideoSource)videoSource videoSample:(AliRtcVideoDat
aSample *_Nonnull)videoSample;

参数 类型 描述

videoSource AliRtcVideoSource 视频裸数据源类型。

videoSample
AliRtcVideoDataSample
*_Nonnull

视频裸数据。

返回说明

返回true表示需要写回SDK（只对I420和CVPixelBuffer有效），false表示不需要写回SDK。

onRemoteVideoSample：订阅的远端视频数据回调。

- (BOOL)onRemoteVideoSample:(NSString *_Nonnull)uid videoSource:(AliRtcVideoSource)videoS
ource videoSample:(AliRtcVideoDataSample *_Nonnull)videoSample;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NSString *_Nonnull 订阅的远端用户的ID。

videoSource AliRtcVideoSource 视频裸数据源类型。

videoSample
AliRtcVideoDataSample
*_Nonnull

视频裸数据。

返回说明

返回true表示需要写回SDK（只对I420和CVPixelBuffer有效），false表示不需要写回SDK。

onUserAudioMuted：用户muteAudio通知。

- (void)onUserAudioMuted:(NSString *_Nonnull)uid audioMuted:(BOOL)isMute;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NSString *_Nonnull 执行muteAudio的用户ID。

isMute BOOL YES表示静音，NO表示未静音。

onUserVideoMuted：用户muteVideo通知。

- (void)onUserVideoMuted:(NSString *_Nonnull)uid videoMuted:(BOOL)isMute;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NSString *_Nonnull 执行muteVideo的用户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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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Mute BOOL
YES表示推流黑帧，NO表示正常推
流。

参数 类型 描述

onUserVideoEnabled：禁用或重新启用本地视频采集的通知。

- (void)onUserVideoEnabled:(NSString *_Nullable)uid videoEnabled:(BOOL)isEnable;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NSString *_Nonnull 执行EnableLocalVideo的用户ID。

isMute BOOL
YES表示打开相机流采集，NO表示
关闭相机流采集。

onUserAudioInterruptedBegin：用户audio被中断通知（一般用户打电话等音频被抢占场景）。

- (void)onUserAudioInterruptedBegin:(NSString *_Nonnull)uid;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NSString *_Nonnull audio被中断的用户ID。

onUserAudioInterruptedEnded：用户audio中断结束通知（对应onUserAudioInterruptedBegin）。

- (void)onUserAudioInterruptedEnded:(NSString *_Nonnull)uid;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NSString *_Nonnull audio中断结束的用户ID。

onUserWillResignActive：远端用户应用退到后台的回调。

- (void)onUserWillResignActive:(NSString *_Nonnull)uid;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NSString *_Nonnull 应用退到后台的用户ID。

onUserWillBecomeActive：远端用户应用返回前台的回调。

- (void)onUserWillBecomeActive:(NSString *_Nonnull)uid;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NSString *_Nonnull 应用返回前台的用户ID。

onTextureCreate：订阅本地视频Texture创建回调（仅iOS）。

- (void)onTextureCreate:(void *_Nullable)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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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context void *_Nullable Texture上下文。

onTextureUpdate：订阅本地视频Texture绘制回调（仅iOS）。

- (int)onTextureUpdate:(int)textureId width:(int)width height:(int)height videoSample:(Al
iRtcVideoDataSample *_Nonnull)videoSample;

参数 类型 描述

textureId int 视频纹理ID。

width int 宽度。

height int 高度。

videoSample
AliRtcVideoDataSample
*_Nonnull

视频裸数据。

返回说明

返回视频纹理ID。

onTextureDestory：订阅本地视频Texture销毁回调（仅iOS）。

- (void)onTextureDestory;

onAudioPlayingStateChanged：本地伴奏播放状态回调。

- (void)onAudioPlayingStateChanged:(AliRtcAudioPlayingStateCode)playState errorCode:(AliR
tcAudioPlayingErrorCode)errorCode;

参数 类型 描述

playState AliRtcAudioPlayingStateCode 当前播放状态。

errorCode AliRtcAudioPlayingErrorCode 播放错误码。

onRemoteAudioAccompanyStarted：远端用户伴奏播放开始回调。

- (void)onRemoteAudioAccompanyStarted:(NSString *_Nonnull)uid;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NSString *_Nonnull 伴奏播放开始的远端用户ID。

onRemoteAudioAccompanyFinished：远端用户伴奏播放结束回调。

- (void)onRemoteAudioAccompanyFinished:(NSString *_Nonnull)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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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NSString *_Nonnull 伴奏播放结束的远端用户ID。

onAudioEffectFinished：本地音效播放结束回调。

- (void)onAudioEffectFinished:(int)soundId;

参数 类型 描述

soundId int 播放完成的音效的ID。

onMediaRecordEvent：文件录制回调事件。

- (void)onMediaRecordEvent:(int)event filePath:(NSString *_Nullable)filePath;

参数 类型 描述

event int

录制事件，取值：

0：录制开始。

1：录制结束。

2：打开文件失败。

3：写文件失败。

filePath NSString *_Nullable 录制文件路径。

onRtcLocalVideoStats：本地视频统计信息（2s触发一次）。

- (void)onRtcLocalVideoStats:(AliRtcLocalVideoStats *_Nonnull)localVideoStats;

参数 类型 描述

localVideoStats AliRtcLocalVideoStats *_Nonnull 本地视频统计信息。

onRtcRemoteVideoStats：远端视频统计信息（2s触发一次）。

- (void)onRtcRemoteVideoStats:(AliRtcRemoteVideoStats *_Nonnull)remoteVideoStats;

参数 类型 描述

remoteVideoStats
AliRtcRemoteVideoStats
*_Nonnull

远端视频统计信息。

onRtcLocalAudioStats：本地音频统计信息（2s触发一次）。

- (void)onRtcLocalAudioStats:(AliRtcLocalAudioStats *_Nonnull)localAudioStats;

参数 类型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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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AudioStats AliRtcLocalAudioStats *_Nonnull
本地音频统计信息（2s触发一
次）。

参数 类型 描述

onRtcRemoteAudioStats：远端音频统计信息（2s触发一次）。

- (void)onRtcRemoteAudioStats:(AliRtcRemoteAudioStats *_Nonnull)remoteAudioStats;

参数 类型 描述

remoteAudioStats
AliRtcRemoteAudioStats
*_Nonnull

远端音频统计信息。

onMediaExtensionMsgReceived：收到媒体扩展信息回调。

- (void)onMediaExtensionMsgReceived:(NSString *_Nonnull)uid message:(NSData *_Nonnull)dat
a;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NSString *_Nonnull 远端用户UID。

data NSData *_Nonnull 媒体扩展信息。

onDownlinkMessageNotify：下行消息通道（接收消息）（仅iOS）。

- (void)onDownlinkMessageNotify:(AliRtcMessage *_Nonnull)messageInfo;

参数 类型 描述

messageInfo AliRtcMessage *_Nonnull 消息信息。

onUplinkMessageResponse：发送上行消息后返回结果。

- (void)onUplinkMessageResponse:(AliRtcMessageResponse *_Nonnull)resultInfo;

参数 类型 描述

resultInfo
AliRtcMessageResponse
*_Nonnull

消息信息。

onAudioRouteChanged：语音路由发生变化回调（仅iOS）。

- (void)onAudioRouteChanged:(AliRtcAudioRouteType)routing;

参数 类型 描述

routing AliRtcAudioRouteType 当前使用的语音路由。

onSnapshotComplete：截图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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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d)onSnapshotComplete:(NSString*_Nullable)uid videoTrack:(AliRtcVideoTrack)videoTrac
k image:(UIImage* _Nullable)image success:(BOOL)success;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NSString*_Nullable 远端用户UID。

videoTrack AliRtcVideoTrack 截图的视频流类型。

image UIImage* _Nullable 截图数据本身的图片。

success BOOL 截图是否成功。

onPublishLiveStreamStateChanged：旁路推流状态改变回调。

- (void)onPublishLiveStreamStateChanged:(NSString *_Nonnull)streamURL state:(AliRtcLiveTr
anscodingState)state errCode:(AliRtcTrascodingLiveStreamErrorCode)errCode;

参数 类型 描述

streamURL NSString * 流地址。

state AliRtcLiveTranscodingState 状态。

errCode
AliRtcTrascodingLiveStreamError
Code

错误码。

onPublishTaskStateChanged：旁路任务状态改变回调。

- (void)onPublishTaskStateChanged:(NSString *_Nonnull)streamURL state:(AliRtcTrascodingLi
veTaskStatus)state;

参数 类型 描述

streamURL NSString * 流地址。

state AliRtcTrascodingLiveTaskStatus 状态。

onChannelRelayStateChanged：跨频道转推状态变化。

- (void)onChannelRelayStateChanged:(int)state code:(int)code message:(NSString *_Nullable
)message;

参数 类型 描述

state int
state当前状态，请详情参
见AliRtcChannelRelayState。

code int 错误码。

message NSString *_Nullable 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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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hannelRelayEvent：跨频道转推事件回调。

- (void)onChannelRelayEvent:(int)event;

参数 类型 描述

event int
事件，详情请参
见AliRtcChannelRelayState。

onGetVideoObservedFramePosit ion：视频数据输出位置。

- (NSInteger)onGetVideoObservedFramePosition;

返回说明

返回期望的视频输出位置，详情请参见AliRtcVideoObserPosit ion。

说明 说明 在注册registerVideoSampleObserver后触发回调，应用可返回期望输出的视频内容，对
应数据将分别从onCaptureVideoSample、onPreEncodeVideoSample、onRemoteVideoSample获
取，默认返回AliRtcVideoObserPosit ion全部类型数据，即AliRtcPosit ionPostCapture、
AliRtcPosit ionPreRender、AliRtcPosit ionPreEncoder。

onUpdateRoleNotifyWithOldRole：用户角色发生改变时回调（调用setClientRole方法切换角色成功时触
发此回调）。

- (void)onUpdateRoleNotifyWithOldRole:(AliRtcClientRole)oldRole newRole:(AliRtcClientRole
)newRole;

参数 类型 描述

oldRole AliRtcClientRole 变化前角色类型。

newRole AliRtcClientRole 变化后角色类型。

onConnectionLost：网络断开回调。Mac环境从1.15版本开始支持该回调。

- (void)onConnectionLost;

onTryToReconnect：尝试网络重连回调。Mac环境从1.15版本开始支持该回调。

- (void)onTryToReconnect;

onConnectionRecovery：网络重连成功回调。Mac环境从1.15版本开始支持该回调。

- (void)onConnectionRecovery;

onBye：被服务器踢出或者频道关闭时回调。

- (void)onBye:(int)code;

参数 类型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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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int

消息类型。取值：

1：被服务器踢出。

2：频道关闭。

3：同一个用户ID在其他端登录，
被服务器踢出。

参数 类型 描述

onPerformanceLow：当前设备性能不足回调。

- (void)onPerformanceLow;

onPerformanceRecovery：当前设备性能恢复回调。

- (void)onPerformanceRecovery;

onLastmileDetectResultWithQuality：网络质量探测回调。

- (void)onLastmileDetectResultWithQuality:(AliRtcNetworkQuality)networkQuality;

参数 类型 描述

networkQuality AliRtcNetworkQuality 网络质量。

onRtcStats：实时数据回调（2s触发一次）。

- (void)onRtcStats:(AliRtcStats)stats;

参数 类型 描述

stats AliRtcStats 数据回调。

onScreenSharePublishStateChangedWithInfo：屏幕分享推流变更回调（仅Mac）。

- (void)onScreenSharePublishStateChangedWithInfo:(AliRtcPublishState)oldState newState:(A
liRtcPublishState)newState elapseSinceLastState:(NSInteger)elapseSinceLastState channel:(
NSString *_Nonnull)channel info:(AliRtcScreenShareInfo* _Nonnull)screenShareInfo;

参数 类型 描述

oldState AliRtcPublishState 之前的推流状态。

newState AliRtcPublishState 当前的推流状态。

elapseSinceLastState NSInteger 状态变更时间间隔，单位：毫秒。

channel NSString *_Nonnull 当前频道ID。

screenShareInfo AliRtcScreenShareInfo* _Nonnull 本次屏幕共享推流配置信息。

onAudioDeviceRecordLevel：音频采集设备测试回调（仅M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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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d)onAudioDeviceRecordLevel:(int)level;

参数 类型 描述

level int 音频采集设备音量值。

onAudioDevicePlayoutLevel：音频播放设备测试回调（仅Mac）。

- (void)onAudioDevicePlayoutLevel:(int) level;

参数 类型 描述

level int 音频播放设备音量值。

onAudioDevicePlayoutEnd：音频播放设备测试结束（音频文件播放完毕）（仅Mac）。

- (void)onAudioDevicePlayoutEnd;

onAudioDeviceStateChanged：音频设备状态变更（仅Mac）。

- (void)onAudioDeviceStateChanged:(AliRtcDeviceInfo *_Nonnull)deviceInfo deviceType:(AliR
tcExternalDeviceType)deviceType deviceState:(AliRtcExternalDeviceState)deviceState;

参数 类型 描述

deviceInfo AliRtcDeviceInfo *_Nonnull 外接设备信息。

deviceType AliRtcExternalDeviceType 外接设备类型。

deviceState AliRtcExternalDeviceState 外接设备状态。

onGetIfUserFetchObserverData：视频输出数据是否由用户来获取。

- (BOOL)onGetIfUserFetchObserverData;

返回说明

YES表示视频输出数据由用户来获取，NO表示视频输出数据由SDK回调获取，默认值为NO。

onGetVideoAlignment：视频数据输出对齐方式。

- (AliRtcVideoObserAlignment)onGetVideoAlignment;

返回说明

返回裸数据回调数据对齐类型，默认值为AliRtcAlignmentDefault。

onGetObserverDataMirrorApplied：视频输出数据是否需要镜像。

- (BOOL)onGetObserverDataMirrorApplied;

返回说明

YES表示视频输出数据需要镜像，NO表示视频输出数据不需要镜像，默认值为NO。

onGetSmoothRenderingEnabled：拉流视频数据是否平滑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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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L)onGetSmoothRenderingEnabled;

返回说明

YES表示拉流视频数据平滑输出，NO表示拉流视频数据直接输出，默认值为NO。

说明 说明 当且仅当onGetIfUserFetchObserverData返回NO时，拉流视频数据平滑输出才生效。

onRemoteVideoChanged：远端视频流改变回调。

- (void)onRemoteVideoChanged:(NSString *_Nonnull)uid trackType:(AliRtcVideoTrack)trackTyp
e state:(AliRtcVideoState)state reason:(AliRtcVideoReason)reason;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NSString * 用户ID。

trackType AliRtcVideoTrack 视频流类型。

state AliRtcVideoState 视频流状态变化。

reason AliRtcVideoReason 触发视频流状态变化的原因。

通过阅读本文，您可以了解到iOS SDK和Mac SDK的AliRtcEngine接口详情。

接口说明接口说明
查看所有接口详情，请参见AliRtcEngine。

目录目录
基础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setH5CompatibleMode 设置H5兼容模式。 1.1

getH5CompatibleMode 检查是否设置了H5兼容模式。 1.1

sharedInstance 创建AliRtcEngine实例。 1.17

destroy 释放SDK实例。 1.1

uploadLog 上传日志。 1.1

setLogDirPath 设置SDK日志文件保存路径。 1.17

setLogLevel 设置日志级别。 1.17

频道相关接口

4.3. AliRtcEngine接口4.3. AliRtcEngine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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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joinChannel 加入频道。 1.1

leaveChannel 离开频道。 1.1

switchChannel 切换频道。 2.1

isInCall 检查当前是否在频道中。 1.1

setChannelProfile 设置频道模式。 1.15

createChannelWithDelegate 创建AliRtcEngine子频道实例。 2.1

destroyChannel
销毁createChannelWithDelegate创建的子频
道。

2.1

发布相关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publishLocalVideoStream 设置是否允许发布视频流。 2.1

isLocalVideoStreamPublished 查询当前是否允许发布视频流。 1.1

isScreenSharePublished 查询当前是否允许发布屏幕流。 1.1

publishLocalAudioStream 设置是否允许发布音频流。 2.1

isLocalAudioStreamPublished 查询当前是否允许推音频流。 1.1

publishLocalDualStream 设置是否允许发布次要视频流。 2.1

isDualStreamPublished 查询当前是否允许发布次要视频流。 2.1

订阅相关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setRemoteVideoStreamType 设置订阅的相机流格式，大流或小流。 2.1

setRemoteDefaultVideoStreamType 设置默认订阅的相机流格式，大流或小流。 2.1

setDefaultSubscribeAllRemoteAudioStrea
ms

设置是否默认接收音频流。 2.1

subscribeAllRemoteAudioStreams 停止或恢复接收所有远端音频流。 2.1

subscribeRemoteAudioStream 停止或恢复特定远端用户的音频流拉取。 2.1

setDefaultSubscribeAllRemoteVideoStrea
ms

设置是否默认接收视频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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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cribeAllRemoteVideoStreams 停止或恢复接收所有远端视频流。 2.1

subscribeRemoteVideoStream 停止或恢复特定远端用户的视频流拉取。 2.1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视频相关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setScreenShareEncoderConfiguration 设置屏幕共享编码属性。 2.1

setLocalViewConfig 为本地预览设置渲染窗口以及绘制参数。 1.1

setCameraCapturerConfiguration 设置摄像头采集偏好。 2.1

enableLocalVideo 禁用或重新启用本地视频采集。 2.1

muteLocalCamera 停止或恢复本地视频数据发送。 1.1

muteAllRemoteVideoRendering 停止或恢复远端所有的视频渲染（仅iOS）。 2.1

setRemoteViewConfig 为远端的视频设置渲染窗口以及绘制参数。 1.1

isCameraOn 检查摄像头是否打开。 1.1

stopRecord 停止录制。 1.17

startRecord 开始录制（非布局录制）。 1.17

setBeautyEffect 设置是否启用基础美颜。 1.17.9

setVideoEncoderConfiguration 设置视频编码属性。 2.1

addVideoWatermark 添加水印。 2.1

clearVideoWatermark 清理对应数据流水印信息。 2.1

snapshotVideo 截图。 2.1

switchCamera 切换前后摄像头（仅iOS）。 1.1

getCurrentCameraDirection
获取当前摄像头方向，默认前置摄像头（仅
iOS）。

1.1

setCameraZoom 设置摄像头缩放比例（仅iOS）。 1.1

setCameraFlash 设置摄像头闪光灯是否打开（仅iOS）。 1.14

isCameraFocusPointSupported 摄像头是否支持手动聚焦（仅iOS）。 1.14

isCameraExposurePointSupported 摄像头是否支持设置曝光区域（仅iOS）。 1.14

setCameraFocusPoint 设置摄像头手动聚焦（仅iOS）。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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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CameraExposurePoint 设置摄像头曝光点（仅iOS）。 1.14

isCameraAutoFocusFaceModeSupported 摄像头是否支持人脸聚焦（仅iOS）。 2.1

setCameraAutoFocusFaceModeEnabled 设置摄像头人脸对焦（仅iOS）。 2.1

getVideoCaptureData 主动获取采集数据。 2.4

getVideoPreEncoderData 主动获取编码前数据。 2.4

getVideoRenderData 主动获取拉流数据。 2.4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共享视频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startScreenShare 开始屏幕分享（仅iOS）。 2.1

startScreenShareWithDesktopId 根据桌面ID进行屏幕分享（仅Mac）。 2.1

startScreenShareWithWindowId 根据窗口ID进行屏幕分享（仅Mac）。 2.1

getScreenShareSourceInfoWithType 获取屏幕分享源信息（仅Mac）。 2.1

updateScreenShareConfig 更新屏幕分享配置（仅Mac）。 2.1

stopScreenShare 停止屏幕分享。 2.1

音频相关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setAudioOnlyMode 设置为纯音频模式还是音视频模式。 1.1

isAudioOnly 查询当前是否为纯音频模式。 1.1

muteLocalMic 停止或恢复本地音频数据发送。 1.1

muteRemoteAudioPlaying 停止或恢复远端的音频播放。 1.1

muteAllRemoteAudioPlaying 停止或恢复远端所有的音频播放。 1.16.2

startAudioCapture 开启音频采集。 1.11

stopAudioCapture 关闭音频采集。 1.11

startAudioPlayer 开启音频播放设备。 1.11

stopAudioPlayer 关闭音频播放。 1.11

setRemoteAudioVolume 设置本地播放的指定远端用户音量。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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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ableSpeakerphone 设置音频输出为听筒或扬声器（仅iOS）。 2.1

isEnableSpeakerphone 获取当前音频输出为听筒或扬声器（仅iOS）。 2.1

setRecordingVolume 设置录音音量。 1.16.2

setPlayoutVolume 设置播放音量。 1.16.2

setRecordingDeviceVolume 设置音频采集设备音量（仅Mac）。 2.1

getRecordingDeviceVolume 获取音频采集设备音量（仅Mac）。 2.1

setPlayoutDeviceVolume 设置音频播放设备音量（仅Mac）。 2.1

getPlayoutDeviceVolume 获取音频播放设备音量（仅Mac）。 2.1

setExternalAudioRenderVolume 设置外部输入音频的播放音量（仅Mac）。 2.1

getExternalAudioRenderVolume 获取外部输入音频的播放音量（仅Mac）。 2.1

enableAudioVolumeIndication 设置音量回调频率和平滑系数。 1.17.9

setAudioProfile 设置音频Profile。 2.1

setAudioSessionOperationRestriction
设置SDK对AVAudioSession的控制权限（仅
iOS）。

2.1

setDeviceVolumeType 设置SDK设备音量类型（仅iOS）。 2.1

enableAudioDTX 开启本地音频流量控制（语音）。 2.1

enableAudioAMD 开启本地音频流量控制（麦克风）。 2.1

setAudioEffectVoiceChangerMode 设置变声音效模式。 2.1

setAudioEffectPitchValue 设置变调参数。 2.1

setAudioEffectReverbMode 设置混响音效模式。 2.1

setAudioEffectReverbParamType 设置混响音效类型和具体参数。 2.1

enableEarBack 启用耳返（仅iOS）。 1.15

setEarBackVolume 设置耳返音量（仅iOS）。 1.15

setRecordingDeviceMute 静音音频采集设备（仅Mac）。 2.4

getRecordingDeviceMute 获取音频采集设备静音状态（仅Mac）。 2.4

setPlaybackDeviceMute 静音音频播放设备（仅Mac）。 2.4

getPlaybackDeviceMute 获取音频播放设备静音状态（仅Mac）。 2.4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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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奏与音效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startAudioAccompanyWithFile 开始混音。 1.15

stopAudioAccompany 停止混音。 1.15

setAudioAccompanyVolume 设置混音音量。 1.15

setAudioAccompanyPublishVolume 设置混音之后推流出去的音量。 1.15

getAudioAccompanyPublishVolume 获取推流出去的混音音量。 1.15

setAudioAccompanyPlayoutVolume 设置混音之后本地播放的音量。 1.15

getAudioAccompanyPlayoutVolume 获取混音本地播放的音量。 1.15

pauseAudioAccompany 暂停混音。 1.15

resumeAudioAccompany 重新开始混音。 1.15

getAudioAccompanyDuration 获取伴奏文件时长。 1.17.30

getAudioAccompanyCurrentPosit ion 获取音乐文件播放进度。 1.17.30

setAudioAccompanyPosition 设置音频文件的播放位置。 1.17.30

preloadAudioEffectWithSoundId 预加载音效文件。 1.15

unloadAudioEffectWithSoundId 删除预加载的音效文件。 1.15

playAudioEffectWithSoundId 开始播放音效。 1.15

stopAudioEffectWithSoundId 停止播放音效。 1.15

stopAllAudioEffects 停止播放所有音效。 1.15

setAudioEffectPublishVolumeWithSoundId 设置音效推流音量。 1.15

getAudioEffectPublishVolumeWithSoundId 获取推流音效音量。 1.15

setAudioEffectPlayoutVolumeWithSoundId 设置音效本地播放音量。 1.15

getAudioEffectPlayoutVolumeWithSoundId 获取音效本地播放音量。 1.15

setAllAudioEffectsPublishVolume 设置所有音效本地播放音量。 1.15

setAllAudioEffectsPlayoutVolume 设置所有音效推流音量。 1.15

pauseAudioEffectWithSoundId 暂停音效。 1.15

pauseAllAudioEffects 暂停所有音效。 1.15

音视频通信 SDK参考··iOS和Mac SDK

> 文档版本：20220701 192



resumeAudioEffectWithSoundId 重新开始播放音效。 1.15

resumeAllAudioEffects 重新开始播放所有音效。 1.15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媒体引擎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registerVideoSampleObserver 注册视频数据输出。 1.17

unRegisterVideoSampleObserver 取消注册视频数据输出。 1.17

registerLocalVideoTexture
注册本地相机流视频OpenGL纹理数据观测器
（仅iOS）。

1.15

unregisterLocalVideoTexture
取消注册本地相机流视频OpenGL纹理数据观
测器（仅iOS）。

1.15

subscribeAudioData 订阅音频数据输出。 1.17

unSubscribeAudioData 取消音频数据输出。 1.17

setSubscribeAudioNumChannel
设置输出音频声道数（混音前数据不支持该参
数设置）。

2.1

setSubscribeAudioSampleRate
设置输出音频采样率（混音前数据不支持该参
数设置）。

2.1

setExternalVideoSource 启用外部视频输入源。 2.1

pushExternalVideoFrame 输入视频数据。 2.1

setExternalAudioSource 设置是否启用外部音频输入源。 1.17.9

pushExternalAudioFrameRawData 输入音频数据。 1.17.9

setExternalAudioVolume 设置混音音量。 1.17.9

getExternalAudioVolume 获取混音音量。 1.17.9

setMixedWithMic 设置是否与麦克风采集音频混合。 1.17.9

setExteranlAudioRender 设置是否启用外部输入音频播放。 1.17.9

pushExternalAudioRenderRawData 输入外部音频播放数据。 1.17.9

直播旁路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startPublishLiveStreamWithURL 开启旁路直播。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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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PublishLiveStreamWithURL 更新旁路直播相关参数。 2.4

stopPublishLiveStreamWithURL 停止旁路直播。 2.1

GetPublishLiveStreamStateWithURL 获取旁路直播状态。 2.4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跨频道连麦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startChannelRelay 开启跨频道连麦。 2.1

updateChannelRelay 更新跨频道连麦。 2.1

stopChannelRelay 停止跨频道连麦。 2.1

enableBackgroundExchange 开启或关闭虚拟背景替换功能（仅Mac）。 2.4

enableBackgroundBlur 开启或关闭虚拟背景虚化功能（仅Mac）。 2.4

预览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startPreview 开始本地预览。 1.1

stopPreview 停止本地预览。 1.1

远端用户查询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getOnlineRemoteUsers 获取远端在线用户列表。 1.1

getUserInfo 查询远端用户信息。 1.1

isUserOnline 查询用户是否在线。 1.1

设备管理接口（仅Mac）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getAudioCaptures 获取系统中的录音设备列表。 1.1

getCurrentAudioCapture 获取使用的录音设备名称。 1.1

getCurrentAudioCaptureID 获取使用的录音设备ID。 1.16.2

setCurrentAudioCapture 通过名称设置录音设备。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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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CurrentAudioCaptureWithID 通过ID设置录音设备。 1.16.2

getAudioRenderers 获取系统中的扬声器列表。 1.1

getCurrentAudioRenderer 获取当前使用的扬声器名称。 1.1

getCurrentAudioRendererID 获取当前使用的扬声器ID。 1.16.2

setCurrentAudioRenderer 通过名称设置扬声器。 1.1

setCurrentAudioRendererWithID 通过ID设置扬声器。 1.16.2

getCameraList 获取摄像头列表。 1.1

getCurrentCamera 获取当前使用的摄像头名称。 1.1

getCurrentCameraID 获取当前使用的摄像头ID。 1.16.2

setCurrentCamera 通过名称设置摄像头。 1.1

setCurrentCameraWithID 通过ID设置摄像头。 1.16.2

startTestAudioRecordWithName 开始测试音频采集设备。 1.16.2

stopTestAudioRecord 停止测试音频采集设备。 1.16.2

startTestAudioPlayoutWithName 开始测试音频播放设备。 1.16.2

stopTestAudioPlayout 停止测试音频播放设备。 1.16.2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视频布局录制接口（仅Mac）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startRecord 开始录制。 2.1

pauseRecord 暂停录制。 2.1

resumeRecord 重新开启录制。 2.1

UpdateRecordLayout 更新录制信息。 2.1

addRecordTemplate 添加录制模板。 2.1

其他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getSDKVersion 获取SDK版本号。 1.1

getErrorDescription 获取错误码描述。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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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ClientRole 设置用户角色。 1.16

getCurrentClientRole 获取用户角色（仅iOS）。 1.17.19

getClientRole 获取用户角色（仅Mac）。 1.17.19

startLastmileDetect 开始网络质量探测。 1.16.2

stopLastmileDetect 停止网络质量探测。 1.16.2

postFeedbackWithUid SDK问题反馈。 1.17.12

sendMediaExtensionMsg 发送媒体扩展信息。 1.17.1

startIntelligentDenoise 开启智能降噪。 2.1

stopIntelligentDenoise 关闭智能降噪。 2.1

refreshAuthInfo 刷新鉴权信息。 1.17.41

getCurrentConnectionStatus 获取当前网络链接状态。 2.1

enableDelegateMainQueue 是否分发回调到主线程（仅iOS）。 2.1

setDelegateQueue 指定回调线程队列（仅iOS）。 2.1

showDebugView 显示仪表盘。 2.4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setH5CompatibleMode：设置是否兼容H5。

+ (void)setH5CompatibleMode:(BOOL)comp;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comp BOOL
YES表示兼容H5，NO表示不兼容
H5。默认不兼容H5。

注意 注意 当前版本不支持在创建AliRtcEngine实例之后更改H5兼容模式，必须在创建实例之前就调
用此方法。

getH5CompatibleMode：检查是否设置了H5兼容模式。

+ (BOOL)getH5CompatibleMode;

返回说明

YES表示兼容H5，NO表示不兼容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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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dInstance：创建AliRtcEngine实例。

+ (instancetype _Nonnull )sharedInstance:(id<AliRtcEngineDelegate>_Nullable)delegate extr
as:(NSString *_Nullable)extras;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delegate
id<AliRtcEngineDelegate>_Nulla
ble

监听回调的代理。

extras NSString *_Nullable
通过JSON配置SDK的特别功能，详
情请参见extras功能说明。无需特
别功能，可填空字符：""。

注意 注意 同一时间只会存在一个主实例。

destroy：释放SDK实例。

+ (void)destroy;

注意 注意 在所有操作结束之后调用。

uploadLog：上传日志。默认离会后自动上传。

+ (void)uploadLog;

setLogDirPath：设置SDK日志文件保存路径。

+ (int)setLogDirPath:(NSString *_Nullable)logDirPath;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logDirPath NSString *_Nullable

日志文件保存绝对路径。iOS端日志
默认存储路径为
Library/Caches/Ali_RTC_Log。
Mac端日志默认存储路径
为/Users/xxx/Documents（文
稿）/Ali_RTC_Log。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注意 注意 请在调用所有SDK接口前调用此接口，避免日志出现丢失，同时App必须保证指定的目录
已存在且可写入。

setLogLevel：设置日志等级。

- (void)setLogLevel:(AliRtcLogLevel)log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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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logLevel AliRtcLogLevel
Log级别，默认值为
AliRtcLogLevelInfo。

joinChannel：加入频道。

- (int)joinChannel:(AliRtcAuthInfo *_Nonnull)authInfo name:(NSString *_Nullable)userName 
onResult:(void(^_Nullable)(NSInteger errCode,NSString * _Nonnull channel,NSInteger elapse
d))onResult;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authInfo AliRtcAuthInfo 鉴权信息。

userName String 用户的显示名称（不是用户ID）。

onResult
void(^_Nullable)(NSInteger
errCode,NSString * _Nonnull
channel,NSInteger elapsed)

当此接口执行结束后调用此回调。

说明 说明 加入频道成功后，如果中途需要加入其他频道，必须先调用leaveChannel离开当前频道，
如果加入频道失败，需要重试时，无需先调用leaveChannel。

leaveChannel：离开频道。

- (int)leaveChannel;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说明说明

1.15及以上版本：销毁引擎只能通过destroy方法。

1.15以下版本：离开频道时，AliRtcEngine实例会被销毁，如需继续加入频道等操作，需要重
新调用getInstance初始化AliRtcEngine实例。

如果当前不在频道内，调用leaveChannel不会对实例产生任何影响，但会产生消息，通知频道
内其他用户。

switchChannel：切换频道。

- (int)switchChannel:(AliRtcAuthInfo *_Nonnull)authInfo;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authInfo AliRtcAuthInfo 鉴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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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返回ERR_SDK_INVALID_STATE，请确认是否频道模式或角色不匹配，或当前未加入任何频道中。

返回ERR_INVALID_ARGUMENTS，请确认鉴权信息是否合法，或是否加入相同频道。

返回ERR_INNER为SDK内部状态错误。

说明说明

本方法只允许在直播模式AliRtcInteract ivelive下，观看角色AliRtcClientRolelive使用。

该接口是异步接口，调用此方法成功切换频道后，SDK会先触发离开原频道
的onLeaveChannelResult回调，再返回加入新频道的onJoinChannelResult回调。

isInCall：检查当前是否在频道中。

- (BOOL)isInCall;

返回说明

YES表示在频道中，NO表示不在频道中。

setChannelProfile：设置频道模式。

- (int)setChannelProfile:(AliRtcChannelProfile)profil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profile AliRtcChannelProfile
频道类型，默认为
AliRtcCommunication。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说明 说明 该接口只可以在加入频道之前调用，会议中不可以重新设置，离开频道后可以重新设置。

createChannelWithDelegate：创建AliRtcEngine子频道实例。

- (AliRtcEngine *_Nullable)createChannelWithDelegate:(id<AliRtcEngineDelegate>_Nonnull)de
legate extras:(NSString *_Nullable)extras;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delegate
id<AliRtcEngineDelegate>_Nonn
ull

返回的SDK实例对象的代理。

extras NSString *_Nullable
通过JSON配置SDK的特别功能，详
情请参见extras功能说明。无需特
别功能，可填空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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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

成功返回子频道实例，失败返回nil。

destroyChannel：销毁createChannelWithDelegate创建的子频道。

- (void)destroyChannel;

publishLocalVideoStream：设置是否允许发布相机流。

- (int)publishLocalVideoStream:(BOOL)enabl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ean
YES表示发送视频，NO表示停止发
送，默认YES。

isLocalVideoStreamPublished：查询当前是否允许发布视频流。

- (BOOL)isLocalVideoStreamPublished;

返回说明

YES表示发布相机流，NO表示不发布相机流。

isScreenSharePublished：查询当前是否允许发布屏幕流。

- (BOOL)isScreenSharePublished;

返回说明

YES表示发布屏幕流，NO表示未发布屏幕流。

publishLocalAudioStream：设置是否允许发布音频流。

- (int)publishLocalAudioStream:(BOOL)enabl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ean
YES表示发送本地音频流，NO表示
停止推流，默认YES。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isLocalAudioStreamPublished：查询当前是否允许推音频流。

- (BOOL)isLocalAudioStreamPublished;

返回说明

YES表示允许推送，NO表示不允许推送。

publishLocalDualStream：设置是否允许发布次要视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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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publishLocalDualStream:(BOOL)enabl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
YES表示需要推送次流，NO表示不
推送次流，默认NO。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isDualStreamPublished：查询当前是否允许发布次要视频流。

- (BOOL)isDualStreamPublished;

返回说明

YES表示允许推送，NO表示不允许推送。

setRemoteVideoStreamType：设置订阅的相机流格式，大流或小流。

- (int)setRemoteVideoStreamType:(NSString *_Nonnull)uid type:(AliRtcVideoStreamType)strea
mTyp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uid NSString *_Nonnull 远端用户ID。

streamType AliRtcVideoStreamType
相机流格式，默认值为
AliRtcVideoStreamTypeHigh（大
流）。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RemoteDefaultVideoStreamType：设置默认订阅的相机流格式，大流或小流。

- (int)setRemoteDefaultVideoStreamType:(AliRtcVideoStreamType)streamTyp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streamType AliRtcVideoStreamType
相机流格式，默认值为
AliRtcVideoStreamTypeHigh（大
流）。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DefaultSubscribeAllRemoteAudioStreams：设置是否默认接收音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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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setDefaultSubscribeAllRemoteAudioStreams:(BOOL)sub;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sub BOOL
YES表示接收用户的音频流，NO表
示停止接收用户的音频流，默认值
为YES。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注意注意

入会前、后均可调用。如果在加入频道后调用
setDefaultSubscribeAllRemoteAudioStreams:NO，会接收不到设置后加入频道的用户的音频
流。

停止接收音频流后，如果想要恢复接收，请调用subscribeRemoteAudioStream:uid
sub:YES，并指定您想要接收的远端用户UID。

如果想恢复接收多个用户的音频流，则需要多次调用subscribeRemoteAudioStream。
setDefaultSubscribeAllRemoteAudioStreams:YES只能恢复接收后面加入频道的用户的音频
流。

subscribeAllRemoteAudioStreams：停止或恢复接收所有远端音频流。

- (int)subscribeAllRemoteAudioStreams:(BOOL)sub;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sub BOOL
YES表示接收所有用户的音频
流，NO表示停止接收所有用户的音
频流，默认值为YES。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说明 说明 该接口作为订阅远端音频流的总开关，如果设置为NO，则不仅当前会议中所有远端音频
流都会停止订阅，后续入会的新用户也将不再订阅（即使设置
了setDefaultSubscribeAllRemoteAudioStreams:YES）。

subscribeRemoteAudioStream：停止或恢复特定远端用户的音频流拉取。

- (int)subscribeRemoteAudioStream:(NSString *_Nonnull)uid sub:(BOOL)sub;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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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uid NSString *_Nonnull 远端用户ID。

sub BOOL
YES表示接收指定用户的音频
流，NO表示停止接收指定用户的音
频流，默认值为YES。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说明 说明 如果之前有调用过subscribeAllRemoteAudioStreams:NO对所有远端音频进行静音，在调
用本API之前请确保您已调
用subscribeAllRemoteAudioStreams:YES。subscribeAllRemoteAudioStreams是全局控
制，subscribeRemoteAudioStream是精细控制。

setDefaultSubscribeAllRemoteVideoStreams：设置是否默认接收视频流。

- (int)setDefaultSubscribeAllRemoteVideoStreams:(BOOL)sub;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sub boolean
YES表示接收用户的视频流，NO表
示不接收用户的视频流，默认值为
YES。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说明说明

入会前、后均可调用。如果在加入频道后调用
setDefaultSubscribeAllRemoteVideoStreams:NO，会接收不到设置后加入频道的用户的视频
流。

停止接收视频流后，如果想要恢复接收，请调用subscribeRemoteVideoStream:uid
track:track sub:YES，并指定您想要接收的远端用户UID。

如果想恢复接收多个用户的视频流，则需要多次调
用subscribeRemoteVideoStream，setDefaultSubscribeAllRemoteVideoStreams:YES 只能
恢复接收后面加入频道的用户的视频流。

subscribeAllRemoteVideoStreams：停止或恢复接收所有远端视频流。

- (int)subscribeAllRemoteVideoStreams:(BOOL)sub;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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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BOOL
YES表示接收所有用户的视频
流，NO表示停止允许接收所有用户
的视频流，默认值为YES。

名称 类型 描述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说明 说明 该接口作为订阅远端视频流的总开关，如果设置为NO，则不仅当前会议中所有远端视频
流都会停止订阅，后续入会的新用户也将不再订阅（即使设置
了setDefaultSubscribeAllRemoteVideoStreams:YES）。

subscribeRemoteVideoStream：停止或恢复特定远端用户的视频流拉取。

- (int)subscribeRemoteVideoStream:(NSString *_Nonnull)uid track:(AliRtcVideoTrack)track s
ub:(BOOL)sub;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uid NSString *_Nonnull 远端用户ID。

track AliRtcVideoTrack 视频流类型。

sub BOOL
YES表示接收指定用户的视频
流，NO表示停止接收指定用户的视
频流，默认值为YES。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说明说明

如果之前有调用过subscribeAllRemoteVideoStreams:NO暂停接收所有远端视频，在调用此接
口之前请确保已调用subscribeAllRemoteVideoStreams:YES。

subscribeAllRemoteVideoStreams是全局控制，subscribeRemoteVideoStream是精细控制。

setScreenShareEncoderConfiguration：设置屏幕共享编码属性。

- (void)setScreenShareEncoderConfiguration:(AliRtcScreenShareEncoderConfiguration* _Nonnu
ll)config;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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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
AliRtcScreenShareEncoderConfig
uration* _Nonnull

预定义的屏幕共享编码属性，默认
值：

dimensions：[0,0]

frameRate：5

bitrate：0

rotation：0

名称 类型 描述

setLocalViewConfig：为本地预览设置渲染窗口以及绘制参数。

- (int)setLocalViewConfig:(AliVideoCanvas *_Nullable)viewConfig forTrack:(AliRtcVideoTrac
k)track;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viewConfig AliVideoCanvas *_Nullable
渲染参数，包含渲染窗口以及渲染
方式。

track AliRtcVideoTrack 视频Track的类型。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说明说明

支持joinChannel之前和之后切换窗口。如果canvas或者AliVideoCanvas::view为nil，则停止渲
染。

如果在播放过程中需要重新设置render mode，请保持canvas中其他成员变量不变，仅修改
renderMode。

如果在播放过程中需要重新设置mirror mode，请保持canvas中其他成员变量不变，仅修改
mirrorMode。

setCameraCapturerConfiguration：设置摄像头采集偏好。

- (int)setCameraCapturerConfiguration:(AliRtcCameraCapturerConfiguration* _Nonnull)config
;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config
AliRtcCameraCapturerConfigurati
on* _Nonnull

摄像头采集偏好，默认值：

preference：0

cameraDirection：0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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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ableLocalVideo：禁用或重新启用本地视频采集。

- (int)enableLocalVideo:(BOOL)enabl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
YES表示恢复正常，NO表示停止视
频采集，默认YES。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muteLocalCamera：停止或恢复本地视频数据发送。

- (int)muteLocalCamera:(BOOL)mute forTrack:(AliRtcVideoTrack)track;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mute BOOL
YES表示视频数据发送黑帧，NO表
示恢复正常，默认值为NO。

track AliRtcVideoTrack
需要改变发布状态的视频Track类
型。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说明 说明 此接口只是控制指定视频流上是否发送黑帧，采集和数据发送不会停止，如果需要关闭采
集请使用enableLocalVideo接口，如果需要中止视频数据发送请使用publishLocalVideoStream接
口。

muteAllRemoteVideoRendering：停止或恢复远端所有的视频渲染（仅iOS）。

- (int)muteAllRemoteVideoRendering:(BOOL)mut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mute BOOL
YES表示停止渲染，NO表示恢复渲
染，默认为NO。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说明 说明 拉流和解码不受影响，支持joinChannel之前和之后设置。

setRemoteViewConfig：为远端的视频设置渲染窗口以及绘制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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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setRemoteViewConfig:(AliVideoCanvas *_Nullable)canvas uid:(NSString *_Nonnull)uid 
forTrack:(AliRtcVideoTrack)track;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canvas AliVideoCanvas *_Nullable
渲染参数，包含渲染窗口以及渲染
方式。

uid NSString *_Nonnull 用户ID。

track AliRtcVideoTrack 需要设置的视频Track类型。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说明说明

支持joinChannel之前和之后切换窗口。如果canvas为nil或者view为nil，则停止渲染相应的
流。

如果在播放过程中需要重新设置render mode，请保持canvas中其他成员变量不变，仅修改
renderMode。

如果在播放过程中需要重新设置mirror mode，请保持canvas中其他成员变量不变，仅修改
mirrorMode。

isCameraOn：检查摄像头是否打开。

- (BOOL)isCameraOn;

返回说明

YES表示摄像头已打开，NO表示摄像头没有打开。

stopRecord：停止录制。

- (void)stopRecord;

startRecord：开始录制（非布局录制）。

- (BOOL)startRecord:(AliRtcRecordType)recordType recordFormat:(AliRtcRecordFormat)recordF
ormat filePath:(NSString*_Nonnull)filePath audioConfig:(AliRtcRecordAudioConfig*_Nullable
)audioConfig videoConfig:(AliRtcRecordVideoConfig*_Nullable)videoConfig;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recordType AliRtcRecordType 录制类型。

recordFormat AliRtcRecordFormat 录制格式。

filePath NSString*_Nonnull 文件路径。

SDK参考··iOS和Mac SDK 音视频通信

207 > 文档版本：20220701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13535.html#li-052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13535.html#li-021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13535.html#li-036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13535.html#li-037


audioConfig
AliRtcRecordAudioConfig*_Nulla
ble

录制音频设置。

videoConfig
AliRtcRecordVideoConfig*_Nulla
ble

视频设置，移动端不支持录制视
频。

名称 类型 描述

返回说明

YES表示方法调用成功，NO方法调用失败。

setBeautyEffect：设置是否启用基础美颜（目前只支持美白和磨皮。）。

- (int)setBeautyEffect:(BOOL)enable config:(AliRtcBeautyConfig *_Nullable)config;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
YES表示启用，NO表示关闭，默认
为NO。

config AliRtcBeautyConfig *_Nullable 基础美颜参数。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VideoEncoderConfiguration：设置视频编码属性。

- (void)setVideoEncoderConfiguration:(AliRtcVideoEncoderConfiguration* _Nonnull)config;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config
AliRtcVideoEncoderConfiguration
* _Nonnull

预定义的编码属性，默认值：

dimensions：[640,480]

frameRate：15

bitrate：0

mirrorMode：0

orientationMode：0

rotation：0

addVideoWatermark：添加水印。

- (int)addVideoWatermark:(AliRtcVideoTrack)track image:(NSString*_Nonnull)imageUrl config
:(AliRtcWatermarkConfig *_Nullable)config;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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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track AliRtcVideoTrack 数据流类型。

imageUrl NSString*_Nonnull 水印图片路径。

config
AliRtcWatermarkConfig
*_Nullable

水印配置。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clearVideoWatermark：清理对应数据流水印信息。

- (int)clearVideoWatermark:(AliRtcVideoTrack)track;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track AliRtcVideoTrack 数据流类型。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napshotVideo：截图（截图结果通过OnSnapshotComplete回调返回）。

- (int)snapshotVideo:(NSString*_Nullable)userId type:(AliRtcVideoTrack)typ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userId NSString*_Nullable 用户ID，为空表示本地用户。

trackType AliRtcVideoTrack 流类型。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witchCamera：切换前后摄像头，默认为前置摄像头（仅iOS）。

- (int)switchCamera;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CurrentCameraDirect ion：获取当前摄像头方向，默认前置摄像头（仅iOS）。

- (AliRtcCameraDirection)getCurrentCameraDirection;

返回说明

返回camera方向枚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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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CameraZoom：设置摄像头缩放比例（仅iOS）。

- (int)setCameraZoom:(float)zoom;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zoom float zoom的级别，默认值为1.0。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CameraFlash：设置摄像头闪光灯是否打开（仅iOS）。

- (int)setCameraFlash:(BOOL)flash;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flash BOOL
YES表示启用闪光灯，NO表示关闭
闪光灯，默认为NO。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isCameraFocusPointSupported：摄像头是否支持手动聚焦（仅iOS）。

- (BOOL)isCameraFocusPointSupported;

返回说明

YES表示支持，NO表示不支持。

isCameraExposurePointSupported：摄像头是否支持设置曝光区域（仅iOS）。

- (BOOL)isCameraExposurePointSupported;

返回说明

YES表示支持，NO表示不支持。

setCameraFocusPoint：设置摄像头手动聚焦（仅iOS）。

- (int)setCameraFocusPoint:(CGPoint)point;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point CGPoint 聚焦点的坐标。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CameraExposurePoint：设置摄像头曝光点（仅iOS）。

音视频通信 SDK参考··iOS和Mac SDK

> 文档版本：20220701 210



- (int)setCameraExposurePoint:(CGPoint)point;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point CGPoint 曝光点的坐标。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isCameraAutoFocusFaceModeSupported：摄像头是否支持人脸聚焦（仅iOS）。

- (BOOL)isCameraAutoFocusFaceModeSupported;

返回说明

YES表示支持，NO表示不支持。

setCameraAutoFocusFaceModeEnabled：设置摄像头人脸对焦（仅iOS）。

- (BOOL)setCameraAutoFocusFaceModeEnabled:(BOOL)enabl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
YES表示开启人脸对焦，NO表示关
闭人脸对焦，默认值为NO。

返回说明

YES表示方法调用成功，NO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artScreenShare：开始屏幕分享（仅iOS）。

- (int)startScreenShare;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opScreenShare：停止屏幕分享。

- (int)stopScreenShare;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AudioOnlyMode：设置为纯音频模式还是音视频模式。

- (int)setAudioOnlyMode:(BOOL)audioOnly;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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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oOnly BOOL
YES表示只有音频推流和拉流，NO
表示音视频都支持，默认值为NO。

名称 类型 描述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isAudioOnly：检查当前是否纯音频模式。

- (BOOL)isAudioOnly;

返回说明

YES表示纯音频模式，NO表示音视频模式。

muteLocalMic：停止或恢复本地音频数据发送。

- (int)muteLocalMic:(BOOL)mute mode:(AliRtcMuteLocalAudioMode)mod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mute BOOL
YES表示本地音频发送空帧，NO表
示恢复正常，默认值为NO。

mode AliRtcMuteLocalAudioMode 静音模式，默认麦克风静音模式。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说明 说明 mute只是发送音频数据为静音帧，采集和编码模块仍然在工作。

muteRemoteAudioPlaying：停止或恢复远端的音频播放。

- (int)muteRemoteAudioPlaying:(NSString *_Nonnull)uid mute:(BOOL)mut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uid NSString *_Nonnull 用户ID。

mute BOOL
YES表示停止播放，NO表示恢复播
放，默认值为NO。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muteAllRemoteAudioPlaying：停止或恢复远端所有的音频播放。

- (int)muteAllRemoteAudioPlaying:(BOOL)m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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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mute BOOL
YES表示停止播放，NO表示恢复播
放，默认值为NO。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说明 说明 拉流和解码不受影响。支持joinChannel之前和之后设置。

startAudioCapture：开启音频采集。

- (void)startAudioCapture;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说明 说明 此接口可以控制提前打开音频采集，如果不设置，则SDK会在合适的时机在打开音频采
集。

stopAudioCapture：关闭音频采集。

- (void)stopAudioCapture;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说明 说明 此接口可以控制关闭音频采集，与startAudioCapture对应。

startAudioPlayer：开启音频播放设备。

- (void)startAudioPlayer;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说明 说明 此接口可以控制提前打开音频播放，如果不设置，则SDK会在合适的时机在打开音频播
放。

stopAudioPlayer：关闭音频播放。

- (void)stopAudioPlayer;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说明 说明 此接口可以控制关闭音频播放，与startAudioPlayer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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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RemoteAudioVolume：设置本地播放的指定远端用户音量。

- (int)setRemoteAudioVolume:(NSString *_Nonnull)uid volume:(NSInteger)volum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uid NSString *_Nonnull 用户ID。

volume NSInteger
播放音量，取值范围：[0,100]，其
中0表示静音，100表示原始音量，
默认值为100。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enableSpeakerphone：设置音频输出为听筒或扬声器（仅iOS）。

- (int)enableSpeakerphone:(BOOL)enabl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
YES表示扬声器模式，NO表示听筒
模式，默认为YES。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isEnableSpeakerphone：获取当前音频输出为听筒或扬声器（仅iOS）。

- (BOOL)isEnableSpeakerphone;

返回说明

YES表示扬声器模式，NO表示听筒模式。

setRecordingVolume：设置录音音量。

- (int)setRecordingVolume:(NSInteger)volum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volume NSInteger
取值范围：[0,400]，其中0表示静
音，默认值为100，大于100表示放
大音量，小于100表示减小音量。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PlayoutVolume：设置播放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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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setPlayoutVolume:(NSInteger)volum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volume NSInteger
取值范围：[0,400]，其中0表示静
音，默认值为100，大于100表示放
大音量，小于100表示减小音量。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enableAudioVolumeIndication：设置音量回调频率和平滑系数。

- (int)enableAudioVolumeIndication:(NSInteger)interval smooth:(NSInteger)smooth reportVad
:(NSInteger)reportVad;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interval NSInteger

时间间隔，单位为毫秒，最小值不
得小于10ms，建议设置
300~500ms，小于等于0表示不启
用音量提示和说话人提示功能。

smooth NSInteger
平滑系数，取值范围：[0,9]，数值
越大平滑程度越高，反之越低，实
时性越好，建议设置3。

reportVad NSInteger

说话人检测开关，取值：

1：开启，通
过onAudioVolumeCallback接
口回调每一个说话人的状态。

0：关闭。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AudioProfile：设置音频Profile。

- (int)setAudioProfile:(AliRtcAudioProfile)audio_profile audio_scene:(AliRtcAudioScenario
)audio_scen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audio_profile AliRtcAudioProfile
音频采集或编码模式参数，默认值
为AliEngineBasicQuality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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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o_scene AliRtcAudioScenario
音频场景模式参数，默认值为
AliEngineSceneDefaultMode。

名称 类型 描述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AudioSessionOperationRestrict ion：设置SDK对AVAudioSession的控制权限（仅iOS）。

- (int)setAudioSessionOperationRestriction:(AliRtcAudioSessionOperationRestriction)restri
ction;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restriction
AliRtcAudioSessionOperationRes
triction

控制权限，默认值为
AliAudioSessionOperationRestric
tionNone。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DeviceVolumeType：设置SDK设备音量类型（仅iOS）。

- (int)setDeviceVolumeType:(AliRtcDeviceVolumeType)typ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type AliRtcDeviceVolumeType
音量类型，默认值为
AliRtcDeviceVolumeTypeAuto。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enableAudioDTX：开启本地音频流量控制（语音）。

- (int)enableAudioDTX:(BOOL)enabl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
YES表示开启，NO表示关闭，默认
值为NO。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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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推流之前调用有效。开启语音活动检测可以在检测到没有语音的情况下，发送字节数减
少，节省用户流量。

enableAudioAMD：开启本地音频流量控制（麦克风）。

- (int)enableAudioAMD:(BOOL)enabl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
YES表示开启，NO表示关闭，默认
值为NO。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说明 说明 推流之前调用有效。开启语音活动检测可以在检测到麦克风静音或者关闭麦克风时停止发
送音频包。

setAudioEffectVoiceChangerMode：设置变声音效模式。

- (int)setAudioEffectVoiceChangerMode:(AliRtcAudioEffectVoiceChangerMode)mod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mode
AliRtcAudioEffectVoiceChangerM
ode

模式值，默认值为
AliRtcSdk_AudioEffect_Voice_Ch
anger_OFF。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AudioEffectPitchValue：设置变调参数。

- (int)setAudioEffectPitchValue:(double)valu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value double
取值范围：[0.5,2.0]，默认为1.0，
表示音调不变。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AudioEffectReverbMode：设置混响音效模式。

- (int)setAudioEffectReverbMode:(AliRtcAudioEffectReverbMode)mode;

SDK参考··iOS和Mac SDK 音视频通信

217 > 文档版本：20220701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13535.html#li-048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mode AliRtcAudioEffectReverbMode
音效模式，默认值为
AliRtcAudioEffectReverb_Off。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AudioEffectReverbParamType：设置混响音效类型和具体参数。

- (int)setAudioEffectReverbParamType:(AliRtcAudioEffectReverbParamType)type value:(float)
valu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type
AliRtcAudioEffectReverbParamTy
pe

音效混响模式。

value float 具体参数值。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artAudioAccompanyWithFile：开始混音。

- (int)startAudioAccompanyWithFile:(NSString *_Nonnull)filePath onlyLocalPlay:(BOOL)onlyL
ocalPlay replaceMic:(BOOL)replaceMic loopCycles:(NSInteger)loopCycles;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filePath NSString *_Nonnull 混音文件路径。

onlyLocalPlay BOOL 是否只本地播放。

replaceMic BOOL 是否替换掉MIC。

loopCycles NSInteger
循环次数（可以设置-1或者正整
数）。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opAudioAccompany：停止混音。

- (int)stopAudioAccompany;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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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AudioAccompanyVolume：设置混音音量（需要在startAudioAccompanyWithFile后才能生效）。

- (int)setAudioAccompanyVolume:(NSInteger)volum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volume NSInteger
混音音量，取值范围：[0,100]，默
认值为50。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AudioAccompanyPublishVolume：设置混音之后推流出去的音量（需要
在startAudioAccompanyWithFile后才能生效）。

- (int)setAudioAccompanyPublishVolume:(NSInteger)volum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volume NSInteger
混音音量，取值范围：[0,100]，默
认值为50。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AudioAccompanyPublishVolume：获取推流出去的混音音量。

- (int)getAudioAccompanyPublishVolume;

返回说明

返回推流出的混音音量，返回0~100为成功，其他为返回的错误码。

setAudioAccompanyPlayoutVolume：设置混音之后本地播放的音量（需要
在startAudioAccompanyWithFile后才能生效）。

- (int)setAudioAccompanyPlayoutVolume:(NSInteger)volum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volume NSInteger
混音音量，取值范围：[0,100]，默
认值为50。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AudioAccompanyPlayoutVolume：获取混音本地播放的音量。

- (int)getAudioAccompanyPlayout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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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

返回混音本地播放的音量，返回0~100为成功，其他为返回的错误码。

pauseAudioAccompany：暂停混音。

public abstract int pauseAudioAccompany();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resumeAudioAccompany：重新开始混音。

- (int)pauseAudioAccompany;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AudioAccompanyDuration：获取伴奏文件时长。

- (int)getAudioAccompanyDuration;

返回说明

返回伴奏文件时长（单位：ms），小于0表示错误码。

getAudioAccompanyCurrentPosit ion：获取音乐文件播放进度。

- (int)getAudioAccompanyCurrentPosition;

返回说明

返回音乐文件播放进度（单位：ms），小于0表示错误码。

setAudioAccompanyPosit ion：设置音频文件的播放位置。

- (int)setAudioAccompanyPosition:(int)pos;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pos int 进度条位置，单位为毫秒。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preloadAudioEffectWithSoundId：预加载音效文件。

- (int)preloadAudioEffectWithSoundId:(NSInteger)soundId filePath:(NSString *_Nonnull)file
Path;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soundId NSInteger 用户给该音效文件分配的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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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Path NSString *_Nonnull 音效文件路径。

名称 类型 描述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unloadAudioEffectWithSoundId：删除预加载的音效文件。

- (int)unloadAudioEffectWithSoundId:(NSInteger)soundId;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soundId NSInteger 用户给该音效文件分配的ID。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playAudioEffectWithSoundId：开始播放音效。

- (int)playAudioEffectWithSoundId:(NSInteger)soundId filePath:(NSString *_Nonnull)filePat
h cycles:(NSInteger)cycles publish:(BOOL)publish;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soundId NSInteger 用户给该音效文件分配的ID。

filePath NSString *_Nonnull 音效文件路径。

cycles NSInteger
循环次数（可以设置-1或者正整
数）。

publish BOOL 是否发布。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opAudioEffectWithSoundId：停止播放音效。

- (int)stopAudioEffectWithSoundId:(NSInteger)soundId;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soundId NSInteger 用户给该音效文件分配的ID。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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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pAllAudioEffects：停止播放所有音效。

- (int)stopAllAudioEffects;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AudioEffectPublishVolumeWithSoundId：设置音效推流音量。

- (int)setAudioEffectPublishVolumeWithSoundId:(NSInteger)soundId volume:(NSInteger)volume
;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soundId NSInteger 用户给该音效文件分配的ID。

volume NSInteger
混音音量，取值范围：[0,100]，默
认值为50。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AudioEffectPublishVolumeWithSoundId：获取推流音效音量。

- (int)getAudioEffectPublishVolumeWithSoundId:(NSInteger)soundId;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soundId NSInteger 用户给该音效文件分配的ID。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AudioEffectPlayoutVolumeWithSoundId：设置音效本地播放音量。

- (int)setAudioEffectPlayoutVolumeWithSoundId:(NSInteger)soundId volume:(NSInteger)volume
;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soundId NSInteger 用户给该音效文件分配的ID。

volume NSInteger
混音音量，取值范围：[0,100]，默
认值为50。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AudioEffectPlayoutVolumeWithSoundId：获取音效本地播放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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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getAudioEffectPlayoutVolumeWithSoundId:(NSInteger)soundId;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soundId NSInteger 用户给该音效文件分配的ID。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AllAudioEffectsPublishVolume：设置所有音效本地播放音量。

- (int)setAllAudioEffectsPublishVolume:(NSInteger)volum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volume NSInteger
混音音量，取值范围：[0,100]，默
认值为50。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AllAudioEffectsPlayoutVolume：设置所有音效推流音量。

- (int)setAllAudioEffectsPlayoutVolume:(NSInteger)volum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volume NSInteger
混音音量，取值范围：[0,100]，默
认值为50。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pauseAudioEffectWithSoundId：暂停音效。

- (int)pauseAudioEffectWithSoundId:(NSInteger)soundId;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soundId NSInteger 用户给该音效文件分配的ID。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pauseAllAudioEffects：暂停所有音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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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pauseAllAudioEffects;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resumeAudioEffectWithSoundId：重新开始播放音效。

- (int)resumeAudioEffectWithSoundId:(NSInteger)soundId;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soundId NSInteger 用户给该音效文件分配的ID。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resumeAllAudioEffects：重新开始播放所有音效。

- (int)resumeAllAudioEffects;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enableEarBack：启用耳返（仅iOS）。

- (int)enableEarBack:(BOOL)enabl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
YES表示启用耳返，NO表示关闭耳
返，默认值为NO。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EarBackVolume：设置耳返音量（仅iOS）。

- (int)setEarBackVolume:(NSInteger)volum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volume NSInteger 取值范围：[0,100]，默认100。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registerVideoSampleObserver：注册视频数据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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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d)registerVideoSampleObserver;

unRegisterVideoSampleObserver：取消注册视频数据输出。

- (void)unregisterVideoSampleObserver;

registerLocalVideoTexture：注册本地相机流视频OpenGL纹理数据观测器（仅iOS）。

- (void)registerLocalVideoTexture;

unregisterLocalVideoTexture：取消注册本地相机流视频OpenGL纹理数据观测器（仅iOS）。

- (void)unregisterLocalVideoTexture;

subscribeAudioData：订阅音频数据输出。

- (void)subscribeAudioData:(AliRtcAudioSource)audioSourc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audioSource AliRtcAudioSource 数据类型。

unSubscribeAudioData：取消音频数据输出。

- (void)unSubscribeAudioData:(AliRtcAudioSource)audioSourc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audioSource AliRtcAudioSource 数据类型。

setSubscribeAudioNumChannel：设置输出音频声道数（混音前数据不支持该参数设置）。

- (void)setSubscribeAudioNumChannel:(AliRtcAudioNumChannel)audioNumChannel;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audioNumChannel AliRtcAudioNumChannel 声道数，默认单声道。

setSubscribeAudioSampleRate：设置输出音频采样率（混音前数据不支持该参数设置）。

- (void)setSubscribeAudioSampleRate:(AliRtcAudioSampleRate)audioSampleRat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audioSampleRate AliRtcAudioSampleRate 采样率，默认44.1 kHz。

setExternalVideoSource：启用外部视频输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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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setExternalVideoSource:(BOOL)enable sourceType:(AliRtcVideoSource)type renderMode:
(AliRtcRenderMode)renderMod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 YES表示开启，NO表示关闭。

type AliRtcVideoSource 流类型。

renderMode AliRtcRenderMode 渲染模式。

pushExternalVideoFrame：输入视频数据。

- (int)pushExternalVideoFrame:(AliRtcVideoDataSample *_Nonnull)frame sourceType:(AliRtcVi
deoSource)typ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frame
AliRtcVideoDataSample
*_Nonnull

帧数据。

type AliRtcVideoSource 流类型。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ExternalAudioSource：设置是否启用外部音频输入源。

- (int)setExternalAudioSource:(BOOL)enable withSampleRate:(NSUInteger)sampleRate channels
PerFrame:(NSUInteger)channelsPerFram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
YES表示开启，NO表示关闭，默认
值为NO。

sampleRate NSUInteger
采样率，例如16000 Hz、48000
Hz等。

channelsPerFrame NSUInteger 声道数，例如1或2。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pushExternalAudioFrameRawData：输入音频数据。

- (int)pushExternalAudioFrameRawData:(void *_Nonnull)data samples:(NSUInteger)samples tim
estamp:(NSTimeInterval)timest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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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data void *_Nonnull 音频数据，不建议超过40ms数据。

samples NSUInteger 采样率，例如16 kHz、48 kHz等。

timestamp NSTimeInterval 时间戳。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ExternalAudioVolume：设置混音音量。

- (int)setExternalAudioVolume:(int)vol;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vol int
混音音量，取值范围：[1,100]，默
认值为50。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ExternalAudioVolume：获取混音音量。

- (int)getExternalAudioVolume;

返回说明

返回当前混音音量。

setMixedWithMic：设置是否与麦克风采集音频混合。

- (int)setMixedWithMic:(BOOL)mixed;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mixed BOOL
YES表示混音，NO表示完全替换麦
克风采集数据，默认值为NO。

返回说明

返回当前混音音量。

setExteranlAudioRender：设置是否启用外部输入音频播放。

- (int)setExteranlAudioRender:(BOOL)enable sampleRate:(NSUInteger)sampleRate channelsPerF
rame:(NSUInteger)channelsPerFrame;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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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
YES表示开启，NO表示关闭，默认
值为NO。

sampleRate NSUInteger 采样率，例如16 kHz、48 kHz等。

channelsPerFrame NSUInteger 声道数，例如1或2。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pushExternalAudioRenderRawData：输入外部音频播放数据。

- (int)pushExternalAudioRenderRawData:(const void* _Nullable)audioSamples sampleLength:(N
SUInteger)sampleLength sampleRate:(NSUInteger)sampleRate channelsPerFrame:(NSUInteger)cha
nnelsPerFrame timestamp:(long long)timestamp;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audioSamples constvoid* _Nullable 音频数据。

sampleLength NSUInteger 音频数据长度。

sampleRate NSUInteger 音频采样率。

channelsPerFrame NSUInteger 音频声道数。

timestamp long long 时间戳。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artPublishLiveStreamWithURL：开启旁路直播。

- (int)startPublishLiveStreamWithURL:(NSString *_Nonnull)streamURL liveTranscoding:(AliRt
cLiveTranscodingParam *_Nonnull)trancoding;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streamUrl NSString * 推流地址。

transcoding AliRtcLiveTranscodingParam * 推流所需参数。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updatePublishLiveStreamWithURL：更新旁路直播相关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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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updatePublishLiveStreamWithURL:(NSString *_Nonnull)streamURL liveTranscoding:(AliR
tcLiveTranscodingParam *_Nonnull)trancoding;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streamUrl NSString * 推流地址。

transcoding AliRtcLiveTranscodingParam * 推流所需参数。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opPublishLiveStreamWithURL：停止旁路直播。

- (int)stopPublishLiveStreamWithURL:(NSString *_Nonnull)streamURL;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streamUrl NSString *_Nonnull 推流地址。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artChannelRelay：开启跨频道连麦。

- (int)startChannelRelay:(AliRtcChannelRelayConfiguration *_Nonnull)configuration;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configuration
AliRtcChannelRelayConfiguration
*_Nonnull

配置信息。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updateChannelRelay：更新跨频道连麦。

- (int)updateChannelRelay:(AliRtcChannelRelayConfiguration *_Nonnull)configuration;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configuration
AliRtcChannelRelayConfiguration
*_Nonnull

配置信息。

返回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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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opChannelRelay：停止跨频道连麦。

- (int)stopChannelRelay;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artPreview：开始本地预览（会自动打开摄像头）。

- (int)startPreview;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说明 说明 如果没有设置view，则无法预览。可以在joinChannel之前就开启预览。

stopPreview：停止本地预览。

- (int)stopPreview;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说明 说明 leaveChannel会自动停止本地预览，且会自动关闭摄像头（如果正在推camera流，则不
会关闭摄像头）。

getOnlineRemoteUsers：获取远端在线用户列表。

- (NSArray<NSString *> *_Nullable)getOnlineRemoteUsers;

返回说明

返回用户列表（保存的是用户ID）。

getUserInfo：查询远端用户信息。

- (NSDictionary *_Nullable)getUserInfo:(NSString *_Nonnull)uid;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uid NSString *_Nonnull 要获取的目标用户ID。

返回说明

返回一个字典，其中key关键字含义如下所示：

key关键字 含义

userID 远端用户的ID。

displayName 远端用户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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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ID 远端用户的会话ID。

isOnline 远端用户是否在线。

isCameraMirror 远端用户是否开启了相机流镜像。

isScreenMirror 远端用户是否开启了屏幕流镜像。

muteAudioPlaying 本端是否静音了此远端用户。

preferCameraMaster 远端用户是否开启了大流优先。

hasCameraView 本端是否设置了此远端用户相机流的view。

hasScreenView 本端是否设置了此远端用户屏幕流的view。

hasAudio 远端用户是否推送了音频流。

hasCameraMaster 远端用户是否推送了相机大流。

hasCameraSlave 远端用户是否推送了相机小流。

hasScreenSharing 远端用户是否推送了屏幕流。

requestAudio 本端是否请求了此远端用户的音频流。

requestCameraMaster 本端是否请求了此远端用户的相机大流。

requestCameraSlave 本端是否请求了此远端用户的相机小流。

requestScreenSharing 本端是否请求了此远端用户的屏幕流。

subScribedAudio 本端是否拉到了此远端用户的音频流。

subScribedCameraMaster 本端是否拉到了此远端用户的相机大流。

subScribedCamearSlave 本端是否拉到了此远端用户的相机小流。

subScribedScreenSharing 本端是否拉到了此远端用户的屏幕流。

key关键字 含义

isUserOnline：查询用户是否在线。

- (BOOL)isUserOnline:(NSString *_Nonnull)uid;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uid NSString *_Nonnull
用户ID。从App server分配的唯一
标示符。

返回说明

SDK参考··iOS和Mac SDK 音视频通信

231 > 文档版本：20220701



YES表示在线，NO表示离线。

getSdkVersion：获取SDK版本号。

+ (NSString *_Nonnull)getSdkVersion;

返回说明

返回SDK版本号。

getErrorDescript ion：获取错误码描述。

+ (NSString *_Nullable)getErrorDescription:(NSInteger)errCod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errorCode NSInteger 错误码。

返回说明

返回错误码描述字符串。

setClientRole：设置用户角色。

- (int)setClientRole:(AliRtcClientRole)rol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role AliRtcClientRole

用户角色类型，默认值为
AliRtcClientRolelive（观众角
色），非通信模式下角色类型才有
效。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CurrentClientRole：获取用户角色（仅iOS）。

- (AliRtcClientRole)getCurrentClientRole;

返回说明

返回当前用户角色。

startLastmileDetect：开始网络质量探测。

- (int)startLastmileDetect;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说明 说明 请在joinChannel之前调用，探测结果在onLastmileDetectResultWithQuality回调。

stopLastmileDetect：停止网络质量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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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stopLastmileDetect;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postFeedbackWithUid：SDK问题反馈。

- (void)postFeedbackWithUid:(NSString *_Nullable)uid channleId:(NSString *_Nullable)chann
elId description:(NSString *_Nonnull)description type:(AliRtcFeedbackType)type timeStamp:
(NSTimeInterval)timeStamp;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uid NSString *_Nullable 当前UID（允许为空）。

channelId NSString *_Nullable 当前频道ID（允许为空）。

description NSString *_Nullable
问题描述（支持中英文，不允许为
空）。

type AliRtcFeedbackType 问题类型。

timeStamp NSTimeInterval
问题发生的时间戳（Unix时间戳，
可以为大致时间，无需特别精确，
也可以为0）。

sendMediaExtensionMsg：发送媒体扩展信息。

- (int)sendMediaExtensionMsg:(NSData *_Nonnull)data repeatCount:(int)repeatCount;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data NSData *_Nonnull 扩展信息。

repeatCount int 重复次数。

返回说明

0：成功。

-1：未推流。

-2：参数错误。

-3：发送过于频繁，建议稍后再发送。

start IntelligentDenoise：开启智能降噪。

- (int)startIntelligentDenoise;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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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说明

此接口可以通话过程中控制打开智能降噪功能。

此功能默认关闭，开启后可能导致功耗增加，智能降噪适合于会议，教育等语音通讯为主的场
景，不适合有背景音乐的场景。

stopIntelligentDenoise：关闭智能降噪。

- (void)stopIntelligentDenoise;

说明 说明 此接口可以通话过程中控制关闭智能降噪功能。

refreshAuthInfo：刷新鉴权信息。

- (int)refreshAuthInfo:(AliRtcAuthInfo *_Nonnull)authInfo;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authInfo AliRtcAuthInfo *_Nonnull 鉴权信息。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CurrentConnectionStatus：获取当前网络连接状态。

- (AliRtcConnectionStatus)getCurrentConnectionStatus;

返回说明

返回当前网络链接状态，状态详情请参见AliRtcConnectionStatus。

enableDelegateMainQueue：是否分发回调到主线程（仅iOS）。

- (int)enableDelegateMainQueue:(BOOL)enabl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
YES表示回调分发至主线程队
列，NO表示回调不分发至主线程队
列，默认为YES。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DelegateQueue：指定回调线程队列（仅iOS）。

- (int)setDelegateQueue:(NSOperationQueue *_Nullable)queue;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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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queue NSOperationQueue *_Nullable
回调队列，默认值为使用主线程队
列。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说明说明

如果调用enableDelegateMainQueue:YES时，此接口设置无效，回调线程为主线程。

如果调用enableDelegateMainQueue:NO时，可通过此接口指定回调线程，若不设置，则使用
SDK的默认子线程。

startScreenShareWithDesktopId：根据桌面ID进行屏幕分享（仅Mac）。

- (int)startScreenShareWithDesktopId:(int)desktopId config:(AliRtcScreenShareConfig * _No
nnull)config;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desktopId int
桌面ID，可通
过getScreenShareSourceInfoWith
Type接口获取。

config
AliRtcScreenShareConfig *
_Nonnull

屏幕分享配置。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artScreenShareWithWindowId：根据窗口ID进行屏幕分享（仅Mac）。

- (int)startScreenShareWithWindowId:(int)windowId config:(AliRtcScreenShareConfig * _Nonn
ull)config;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windowId int
窗口ID，可通
过getScreenShareSourceInfoWith
Type接口获取。

config
AliRtcScreenShareConfig *
_Nonnull

屏幕分享配置。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ScreenShareSourceInfoWithType：获取屏幕分享源信息（仅M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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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SArray<AliRtcScreenSourceInfo *> * _Nullable)getScreenShareSourceInfoWithType:(AliRtc
ScreenShareType)typ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type AliRtcScreenShareType 屏幕分享类型。

返回说明

返回一个列表，列表里的对象类型为屏幕分享源信息AliRtcScreenSourceInfo。

updateScreenShareConfig：更新屏幕分享配置（仅Mac）。

- (int)updateScreenShareConfig:(AliRtcScreenShareConfig * _Nonnull)config;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config
AliRtcScreenShareConfig *
_Nonnull

屏幕分享配置。

返回说明

返回一个列表，列表里的对象类型为屏幕分享源信息AliRtcScreenSourceInfo。

setRecordingDeviceVolume：设置音频采集设备音量（仅Mac）。

- (int)setRecordingDeviceVolume:(NSInteger)volum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volume NSInteger
音量范围：[0,100]，默认值为当前
麦克风音量。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RecordingDeviceVolume：获取音频采集设备音量（仅Mac）。

- (int)getRecordingDeviceVolume;

返回说明

返回音频采集设备音量（音量范围：[0,100]），-1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PlayoutDeviceVolume：设置音频播放设备音量（仅Mac）。

- (int)setPlayoutDeviceVolume:(NSInteger)volume;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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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volume NSInteger
音量范围：[0,100]，默认值为当前
扬声器音量。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PlayoutDeviceVolume：获取音频播放设备音量（仅Mac）。

- (int)getPlayoutDeviceVolume;

返回说明

返回音频播放设备音量（音量范围：[0,100]），-1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ExternalAudioRenderVolume：设置外部输入音频的播放音量（仅Mac）。

- (int)setExternalAudioRenderVolume:(int)vol;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vol int 音量范围：[0,100]，默认值为50。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ExternalAudioRenderVolume：获取外部输入音频的播放音量（仅Mac）。

- (int)getExternalAudioRenderVolume;

返回说明

返回音频播放音量（音量范围：[0,100]）。

getAudioCaptures：获取系统中的录音设备列表（仅Mac）。

- (NSArray<AliRtcDeviceInfo *> *_Nullable)getAudioCaptures;

getCurrentAudioCapture：获取使用的录音设备名称（仅Mac）。

- (NSString *_Nullable)getCurrentAudioCapture;

getCurrentAudioCaptureID：获取使用的录音设备ID（仅Mac）。

- (NSString *_Nullable)getCurrentAudioCaptureID;

setCurrentAudioCapture：通过名称设置录音设备（仅Mac）。

- (void)setCurrentAudioCapture:(NSString *_Nonnull)capture;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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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capture NSString *_Nonnull 要设置的录音设备的名称。

setCurrentAudioCaptureWithID：通过ID设置录音设备（仅Mac）。

- (void)setCurrentAudioCaptureWithID:(NSString *_Nonnull)captureID;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captureID NSString *_Nonnull 要设置的录音设备的ID。

getAudioRenderers：获取系统中的扬声器列表（仅Mac）。

- (NSArray<AliRtcDeviceInfo *> *_Nullable)getAudioRenderers;

getCurrentAudioRenderer：获取当前使用的扬声器名称（仅Mac）。

- (NSString *_Nullable)getCurrentAudioRenderer;

getCurrentAudioRendererID：获取当前使用的扬声器ID（仅Mac）。

- (NSString *_Nullable)getCurrentAudioRendererID;

setCurrentAudioRenderer：通过名称设置扬声器（仅Mac）。

- (void)setCurrentAudioRenderer:(NSString *_Nonnull)renderer;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renderer NSString *_Nonnull 要设置的扬声器设备的名称。

setCurrentAudioRendererWithID：通过ID设置扬声器（仅Mac）。

- (void)setCurrentAudioRendererWithID:(NSString *_Nonnull)rendererID;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rendererID NSString *_Nonnull 要设置的扬声器设备的ID。

getCameraList：获取摄像头列表（仅Mac）。

- (NSArray<AliRtcDeviceInfo *> *_Nullable)getCameraList;

getCurrentCamera：获取当前使用的摄像头名称（仅Mac）。

- (NSString *_Nullable)getCurrentCamera;

getCurrentCameraID：获取当前使用的摄像头ID（仅M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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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SString *_Nullable)getCurrentCameraID;

setCurrentCamera：通过名称设置摄像头（仅Mac）。

- (void)setCurrentCamera:(NSString *_Nonnull)camera;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camera NSString *_Nonnull 要设置的摄像头设备的名称。

setCurrentCameraWithID：通过ID设置摄像头（仅Mac）。

- (void)setCurrentCameraWithID:(NSString *_Nonnull)cameraID;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cameraID NSString *_Nonnull 要设置的摄像头设备的ID。

startTestAudioRecordWithName：开始测试音频采集设备（仅Mac）。

- (int)startTestAudioRecordWithName:(NSString *_Nonnull)deviceNam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deviceName NSString *_Nonnull 音频采集设备名称。

stopTestAudioRecord：停止测试音频采集设备（仅Mac）。

- (int)stopTestAudioRecord;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artTestAudioPlayoutWithName：开始测试音频播放设备（仅Mac）。

- (int)startTestAudioPlayoutWithName:(NSString *_Nonnull)deviceName filePath:(NSString *_
Nonnull)filePath loopCycles:(NSInteger)loopCycles;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deviceName NSString *_Nonnull 音频播放设备名称。

filePath NSString *_Nonnull 音频文件路径。

loopCycles NSInteger 重复播放次数，-1为循环播放。

stopTestAudioPlayout：停止测试音频播放设备（仅M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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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stopTestAudioPlayout;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artRecord：开始录制（仅Mac）。

- (BOOL)startRecord:(NSString*_Nonnull)filePath recordLayout:(AliRtcRecordVideoLayout*_No
nnull)recordLayout;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filePath NSString*_Nonnull 文件路径。

recordLayout
AliRtcRecordVideoLayout*_Nonn
ull

视频窗口布局设置。

返回说明

YES表示方法调用成功，NO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pauseRecord：暂停录制（仅Mac）。

- (BOOL)pauseRecord;

返回说明

YES表示方法调用成功，NO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resumeRecord：重新开启录制（仅Mac）。

- (BOOL)resumeRecord;

返回说明

YES表示方法调用成功，NO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UpdateRecordLayout：更新录制信息（仅Mac）。

- (BOOL)UpdateRecordLayout:(AliRtcRecordVideoLayout*_Nonnull)layout;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layout
AliRtcRecordVideoLayout*_Nonn
ull

视频窗口布局设置。

返回说明

YES表示方法调用成功，NO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addRecordTemplate：添加录制模板（仅Mac）。

- (BOOL)addRecordTemplate:(AliRtcRecordTemplate*_Nonnull)recordTemplate;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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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recordTemplate AliRtcRecordTemplate*_Nonnull 录制模板。

返回说明

YES表示方法调用成功，NO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ClientRole：获取用户角色（仅Mac）。

- (AliRtcClientRole)getClientRole;

返回说明

返回当前用户角色。

showDebugView：显示仪表盘。

- (int)showDebugView:(UITextView * _Nonnull)view showType:(AliRtcShowDebugViewType)showTy
pe userId:(NSString * _Nullable)userId;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view UITextView * 对外展示的View。

showType AliRtcShowDebugViewType

显示类型，取值：

0（默认值）：不显示。

1：音频。

2：视频。

3: 网络。

4: 全部。

说明 说明 对于不公开的数
据，可以设置特殊值。

userId NSString * 对应用户数据。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非0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VideoCaptureData：主动获取采集数据。

- (BOOL)getVideoCaptureData:(AliRtcVideoTrack)videoTrack videoSample:(AliRtcVideoDataSamp
le**)p_sample;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videoTrack AliRtcVideoTrack 视频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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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_sample AliRtcVideoDataSample ** 视频样本。

参数 类型 说明

返回说明

YES表示方法调用成功，NO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VideoPreEncoderData：主动获取编码前数据。

- (BOOL)getVideoPreEncoderData:(AliRtcVideoTrack)videoTrack videoSample:(AliRtcVideoDataS
ample**)p_sample;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videoTrack AliRtcVideoTrack 视频流类型。

p_sample AliRtcVideoDataSample ** 视频样本。

返回说明

YES表示方法调用成功，NO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VideoRenderData：主动获取拉流数据。

- (BOOL)getVideoRenderData:(NSString*)uid videoTrack:(AliRtcVideoTrack)videoTrack videoSa
mple:(AliRtcVideoDataSample**)p_sample;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uid NSString * 远端用户ID。

videoTrack AliRtcVideoTrack 视频流类型。

p_sample AliRtcVideoDataSample ** 视频样本。

返回说明

YES表示方法调用成功，NO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PublishLiveStreamStateWithURL：获取旁路直播状态。

- (AliRtcLiveTranscodingState)GetPublishLiveStreamStateWithURL:(NSString *_Nonnull)stream
URL;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streamURL NSString * 推流地址。

返回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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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旁路直播状态。

setRecordingDeviceMute：静音音频采集设备（仅Mac）。

- (int)setRecordingDeviceMute:(BOOL)mute;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mute BOOL

设备是否静音，取值：

TRUE：设备设置为静音。

FALSE：设备设置为非静音。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非0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RecordingDeviceMute：获取音频采集设备静音状态（仅Mac）。

- (BOOL)getRecordingDeviceMute;

返回说明

YES表示方法调用成功，NO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PlaybackDeviceMute：静音音频播放设备（仅Mac）。

- (int)setPlaybackDeviceMute:(BOOL)mute;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mute BOOL

设备是否静音，取值：

TRUE：设备设置为静音。

FALSE：设备设置为非静音。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非0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PlaybackDeviceMute：获取音频播放设备静音状态（仅Mac）。

- (BOOL)getPlaybackDeviceMute;

返回说明

YES表示方法调用成功，NO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enableBackgroundExchange：开启或关闭虚拟背景替换功能（仅Mac）。

- (int)enableBackgroundExchange:(BOOL)enable imagePath:(NSString *_Nonnull)path scalMode:
(AliRtcBokehScaleModel)mode;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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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

是否开启背景替换功能。取值：

YES：开启。

NO：关闭。

path NSString
本地图片路径，支持JPG、PNG格
式。

mode AliRtcBokehScaleModel

背景图缩放模式。取值：

AliRtcBokehScaleModelCrop：
等比裁剪。

AliRtcBokehScaleModelFill：填
充黑边。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非0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enableBackgroundBlur：开启或关闭虚拟背景虚化功能（仅Mac）。

- (int)enableBackgroundBlur:(BOOL)enable blurDegree:(uint32_t)blurDegree;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

是否开启背景虚化功能。取值：

YES：开启。

NO：关闭。

blurDegree uint32_t 虚化程度，取值范围：[0,100]。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非0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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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阅读本文，您可以了解Windows SDK涉及的数据类型。

目录目录

数据类型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AliEngineInterfaceIdType 功能接口类型。 2.1

AliEngineCameraDirection 相机方向。 2.1

AliEngineCaptureOutputPreference 采集偏好。 2.1

AliEngineCameraCapturerConfiguration 相机采集偏好。 2.1

AliEngineOrientationMode 设备方向。 2.1

AliEngineAudioSessionOperationRestriction
AVAudioSession控制权限设置（适用于Mac
端）。

2.1

AliEngineAudioEffectVoiceChangerMode 变声音效模式。 2.2

AliEngineAudioPlayingType 音乐伴奏播放状态。 2.1

AliEngineAudioPlayingErrorCode 音乐伴奏播放错误码。 2.1

AliEngineConnectionStatus 网络连接状态。 2.1

AliEngineConnectionStatusChangeReason 网络连接状态变更原因。 2.1

AliEngineAudioRouteType 语音路由类型。 2.1

AliEnginePublishState 推流状态。 2.1

AliEngineSubscribeState 订阅状态。 2.1

AliEngineMpuTaskPane 旁路直播自定义窗格。 2.2

AliEngineTranscodingUserArray 旁路直播用户列表。 2.1

AliEngineTrascodingLiveStreamErrorCode 旁路推流错误码。 2.1

AliEngineTrascodingPublsihTaskStatus 旁路推流PublishTask状态。 2.1

AliEngineChannelRelayEvent 跨频道转发事件。 2.1

AliEngineChannelRelayState 跨频道转发状态。 2.1

AliEngineChannelRelayErrorCode 跨频道转发错误码。 2.1

5.Windows SDK5.Windows SDK
5.1. 数据类型5.1. 数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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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EngineChannelRelayConfiguration 跨频道转推设置。 2.2

AliEngineVideoTrack 视频流类型。 2.1

AliEngineAudioTrack 音频流类型。 2.1

AliEngineVideoStreamType 相机流类型。 2.1

AliEngineVideoSource 视频数据源。 2.1

AliEngineVideoRecordSource 录制视频数据源。 2.1

AliEngineVideoFormat 视频数据类型。 2.1

AliEngineBufferType 视频数据格式。 2.1

AliEngineRenderMode 视频窗口填充方式。 2.1

AliEngineRotationMode 视频旋转角度。 2.1

AliEngineAudioNumChannelType 音频声道类型。 2.1

AliEngineAudioSampleRate 音频采样率类型。 2.1

AliEngineAudioSource 音频裸数据源类型。 2.1

AliEngineAudioRawData 音频裸数据。 2.1

AliEngineVideoRawData 视频裸数据。 2.1

AliEngineNetworkQuality 网络质量。 2.1

AliEngineLogLevel 日志级别。 2.2

AliEngineAuthInfo 鉴权信息。 2.1

AliEngineAuthInfoList 鉴权列表。 2.2

AliEngineVideoCanvas 渲染画布。 2.1

AliEngineOnByeType OnBye类型。 2.1

AliEngineUserOfflineReason 用户离线原因。 2.1

AliEngineScreenShareType 桌面分享类型。 2.1

AliEngineClientRole 角色类型。 2.1

AliEngineExternalDeviceType 外接设备类型。 2.1

AliEngineExternalDeviceState 外接设备状态。 2.1

数据类型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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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EngineVideoScale 视频缩放比例。 2.1

AliEngineMuteLocalAudioMode 本地静音模式。 2.1

AliEngineUserVolumeInfo 用户音量信息。 2.2

AliEngineScreenSourceList 屏幕分享源列表。 2.2

AliEngineScreenShareRegion 屏幕共享区域。 2.1

AliEngineScreenSourcInfo 屏幕分享源信息。 2.1

AliEngineScreenShareEncoderConfiguration 屏幕流码属性设置。 2.1

AliEngineScreenShareConfig 屏幕共享参数配置。 2.1

AliEngineScreenShareInfo 屏幕共享配置信息。 2.1

AliEngineStats 会话数据统计信息。 2.2

AliEngineLocalVideoStats 本地视频统计信息。 2.2

AliEngineRemoteVideoStats 远端视频统计信息。 2.2

AliEngineLocalAudioStats 本地音频统计信息。 2.2

AliEngineRemoteAudioStats 远端音频统计信息。 2.2

AliEngineAudioEffectReverbMode 音效模式。 2.2

AliEngineAudioEffectReverbParamType 音效混响模式。 2.2

AliEngineAudioProfile 音频编码配置。 2.1

AliEngineAudioScenario 音频场景。 2.1

AliEngineRecordType 录制类型。 2.1

AliEngineRecordFormat 录制格式。 2.1

AliEngineAudioQuality 录制音频质量。 2.1

AliEngineVideoQuality 录制视频质量。 2.1

AliEngineRecordAudioConfig 录制音频设置。 2.1

AliEngineRecordVideoConfig 录制视频设置。 2.1

AliEngineVideoRecordCanvasConfig 录制视频分辨率。 2.1

AliEngineRecordVideoBgColor 录制视频背景色。 2.2

数据类型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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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EngineRecordVideoRational 录制视频坐标值。 2.2

AliEngineRecordVideoLayoutMode 录制视频布局模板。 2.2

AliEngineRecordVideoRectangle 录制视频坐标。 2.1

AliEngineRecordVideoRegion 录制视频用户布局。 2.1

AliEngineRecordVideoLayout 录制视频布局。 2.2

AliEngineRecordVideoRegionArray 本地录制布局列表。 2.1

AliEngineRecordTemplate 录制视频模板。 2.1

AliEngineFrameRate 视频帧率。 2.1

AliEngineVideoEncoderBitrate 视频编码码率。 2.1

AliEngineVideoEncoderOrientationMode 视频输出模式。 2.1

AliEngineVideoMirrorMode 视频镜像模式。 2.1

AliEngineRenderMirrorMode 视频窗口镜像模式。 2.1

AliEngineVideoDimensions 视频分辨率。 2.1

AliEngineVideoEncoderConfiguration 视频编码属性设置。 2.1

AliEngineChannelProfile 频道类型。 2.1

AliEngineFeedbackType SDK反馈问题类型。 2.1

AliEngineErrorCode SDK错误码。 2.1

AliEngineBeautyConfig 美颜设置。 2.1

AliEngineWaterMarkPosition 水印坐标系。 2.1

AliEngineWaterMarkConfig 水印配置。 2.1

AliEngineDeviceInfo 设备信息。 2.1

AliEngineDeviceInfoList 设备列表。 2.1

AliEngineVideoObserPosit ion 视频数据输出位置。 2.1

AliEngineShowDebugViewType 显示仪表盘类型。 2.4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State 旁路直播状态。 2.4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MixMode 旁路模式。 2.4

数据类型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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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EngineLiveTranscodingStreamType 旁路直播转推流模式。 2.4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SourceType 旁路直播输入类型。 2.4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TaskProfile 旁路直播计费规格。 2.4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AudioSampleRate 旁路直播音频采样率。 2.4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FontType 旁路直播文字类型。 2.4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CropMode 旁路直播裁剪模式。 2.4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MediaProcessMod
e

旁路直播媒体处理模式。 2.4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SegmentType 人像分割类型。 2.4

AliEngineVideoState 视频流的状态。 2.4

AliEngineVideoReason 触发视频流状态变化的原因。 2.4

AliEngineBokehScaleModel 虚拟背景图缩放模式。 2.4

AliEngineVideoObserAlignment 视频输出宽度对齐方式。 2.4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ErrorCode 旁路推流错误码。 2.4

AliEngineTrascodingPublishTaskStatus 旁路推流PublishTask状态。 2.4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EncodeParam 旁路直播编码参数。 2.4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Image 旁路直播图片。 2.4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ClockWidget 旁路直播时钟小工具。 2.4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Text 旁路直播文字格式。 2.4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User 旁路直播用户信息。 2.4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SingleParam 旁路模式单路参数。 2.4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MixParam 旁路模式混流参数。 2.4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Param 旁路直播参数。 2.4

数据类型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详情详情
AliEngineInterfaceIdType：功能接口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InterfaceAudioDeviceManger 音频设备管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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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EngineInterfaceVideoDeviceManger 视频设备管理类。

AliEngineInterfaceMediaEngine 媒体引擎类。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CameraDirect ion：相机方向。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CameraDirectionInvalid 无效相机方向。

AliEngineCameraDirectionBack 后摄像头。

AliEngineCameraDirectionFront 前摄像头。

AliEngineCaptureOutputPreference：采集偏好。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CaptureOutputPreferenceAuto 自动调整采集参数（默认）。

AliEngineCaptureOutputPreferencePerformance
根据设置的发布profile分辨率和帧率，选择最接近的摄
像头输出参数。

AliEngineCaptureOutputPreferencePreview 选择较高的摄像头输出参数。

AliEngineCameraCapturerConfiguration：相机采集偏好。

参数 类型 描述

preference
AliEngineCaptureOutputPreferen
ce

采集偏好。

cameraDirection AliEngineCameraDirection
相机方向（只支持Android和
iOS）。

AliEngineOrientationMode：设备方向。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OrientationModePortrait 固定竖屏模式（默认值）。

AliEngineOrientationModeLandscapeLeft 固定左横屏模式。

AliEngineOrientationModePortraitUpsideDown 固定竖屏倒置模式。

AliEngineOrientationModeLandscapeRight 固定右横屏模式。

AliEngineOrientationModeAuto 自适应横竖屏模式。

AliEngineAudioSessionOperationRestrict ion：AVAudioSession控制权限设置（适用于Mac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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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AudioSessionOperationRestrictionNone 没有限制，SDK完全控制AVAudioSession。

AliEngineAudioSessionOperationRestrictionSetCate
gory

SDK不能修改AVAudioSession的Category。

AliEngineAudioSessionOperationRestrictionConfigur
eSession

SDK不能修改AVAudioSession的配置，包括
Category、Mode、CategoryOptions。

AliEngineAudioSessionOperationRestrictionDeactiva
teSession

SDK不能关闭AVAudioSession的活动状态，离开频道
时，AVAudioSession依然处于活动状态。

AliEngineAudioEffectVoiceChangerMode：变声音效模式。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AudioEffectVoiceChangerOff 关闭。

AliEngineAudioEffectVoiceChangerOldMan 老人。

AliEngineAudioEffectVoiceChangerBabyBoy 男孩。

AliEngineAudioEffectVoiceChangerBabGirl 女孩。

AliEngineAudioEffectVoiceChangerRobot 机器人。

AliEngineAudioEffectVoiceChangerDaimo 大魔王。

AliEngineAudioEffectVoiceChangerKTV KTV。

AliEngineAudioEffectVoiceChangerEcho 回声。

AliEngineAudioPlayingType：音乐伴奏播放状态。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AudioPlayingStarted 开始播放。

AliEngineAudioPlayingStopped 停止播放。

AliEngineAudioPlayingPaused 暂停播放。

AliEngineAudioPlayingResumed 重启播放。

AliEngineAudioPlayingEnded 播放结束。

AliEngineAudioPlayingBuffering 播放缓冲中。

AliEngineAudioPlayingBufferingEnd 播放缓冲完。

AliEngineAudioPlayingFailed 播放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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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EngineAudioPlayingErrorCode：音乐伴奏播放错误码。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AudioPlayingNoError 伴奏播放正常。

AliEngineAudioPlayingOpenFailed 伴奏播放打开失败。

AliEngineAudioPlayingDecodeFailed 伴奏播放解码失败。

AliEngineConnectionStatus：网络连接状态。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ConnectionInit 初始化完成。

AliEngineConnectionDisconnected 网络连接断开。

AliEngineConnectionConnecting 建立网络连接中。

AliEngineConnectionConnected 网络已连接。

AliEngineConnectionReconnecting 重新建立网络连接中。

AliEngineConnectionFailed 网络连接失败。

AliEngineConnectionStatusChangeReason：网络连接状态变更原因。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ConnectionChangedDummyReason 未知原因。

AliEngineConnectionMediaPathChanged 媒体通道变更。

AliEngineConnectionSignalingHeartbeatT imeout 心跳超时。

AliEngineConnectionSignalingHeartbeatAlive 心跳恢复。

AliEngineConnectionSignalingHttpdnsResolved DNS解析成功。

AliEngineConnectionSignalingHttpdnsFailure DNS解析失败。

AliEngineConnectionSignalingGslbFailure GSLB请求失败。

AliEngineConnectionSignalingGslbSucccess GSLB请求成功。

AliEngineConnectionSignalingJoinChannelFailure 加入频道失败。

AliEngineConnectionSignalingJoinChannelSuccess 加入频道成功。

AliEngineConnectionSignalingLeaveChannel 离开频道。

AliEngineConnectionSignalingConnecting 信令建立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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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EngineAudioRouteType：语音路由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AudioRouteTypeDefault 默认的语音路由。

AliEngineAudioRouteTypeHeadset 耳机。

AliEngineAudioRouteTypeEarpiece 听筒。

AliEngineAudioRouteTypeHeadsetNoMic 不带麦的耳机。

AliEngineAudioRouteTypeSpeakerphone 手机扬声器。

AliEngineAudioRouteTypeLoudSpeaker 外接扬声器。

AliEngineAudioRouteTypeBlueTooth 蓝牙耳机。

AliEnginePublishState：推流状态。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StatsPublishIdle 初始状态。

AliEngineStatsNoPublish 未推流。

AliEngineStatsPublishing 推流中。

AliEngineStatsPublished 已推流。

AliEngineSubscribeState：订阅状态。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StatsSubscribeIdle 初始状态。

AliEngineStatsNoSubscribe 未订阅。

AliEngineStatsSubscribing 订阅中。

AliEngineStatsSubscribed 已订阅。

AliEngineMpuTaskPane：旁路直播自定义窗格。

参数 类型 描述

paneId int 布局ID。

majorPane int 主布局，默认0。

x float 坐标X，归一化百分比。

y float 坐标Y，归一化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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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dth float 窗格宽，归一化百分比。

height float 窗格高，归一化百分比。

zorder int
叠放顺序，0为最底层，1层在0层
之上，以此类推。

userId String 用户ID。

sourceType String

源类型，取值：

camera（默认值）：视频流。

shareScreen：共享屏幕流。

segmentType int 布局类型，默认0。

参数 类型 描述

AliEngineTranscodingUserArray：旁路直播用户列表。

返回类型 方法 参数 类型 描述

void
AddTranscodingU
ser

item
AliEngineLiveTrans
codingUser

添加直播用户。

void
RemoveTranscodi
ngUser

item
AliEngineLiveTrans
codingUser

移除直播用户。

AliEngineLiveTrans
codingUser

GetTranscodingUs
er

index int
获取指定直播用
户。

void Clear 无 无 清空。

int Count 无 无 统计。

AliEngineTrascodingLiveStreamErrorCode：旁路推流错误码。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TrascodingLiveStreamErrorUserStop 用户停止任务。

AliEngineTrascodingLiveStreamErrorChannelStop channel已停止。

AliEngineTrascodingLiveStreamErrorInvalidNetwork 网络或CDN问题，直播停止。

AliEngineTrascodingLiveStreamErrorInvalidSteamUR
L

直播URL问题，直播停止。

AliEngineTrascodingPublsihTaskStatus：旁路推流PublishTask状态。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TrascodingPublsihTaskStatusStart 用户停止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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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EngineTrascodingLiveStreamErrorChannelStop channel已停止。

AliEngineTrascodingLiveStreamErrorInvalidNetwork 网络或CDN问题，直播停止。

AliEngineTrascodingLiveStreamErrorInvalidSteamUR
L

直播URL问题，直播停止。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ChannelRelayEvent：跨频道转发事件。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ChannelRelayEventStart 开启。

AliEngineChannelRelayEventUpdate 更新。

AliEngineChannelRelayEventStop 停止。

AliEngineChannelRelayState：跨频道转发状态。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ChannelRelayStateInit 初始化。

AliEngineChannelRelayStateConnecting 连接中。

AliEngineChannelRelayStateRunning 转发中。

AliEngineChannelRelayStateFailure 转发失败。

AliEngineChannelRelayErrorCode：跨频道转发错误码。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ChannelRelayErrorStateError
检测到本地状态不对，没入会，角色错误，频道模式错
误。

AliEngineChannelRelayErrorSrcNotAllow 服务端返回436，源通道模式不匹配。

AliEngineChannelRelayErrorJoinDestFailed 服务端返回437，目标通道不存在或者模式不匹配。

AliEngineChannelRelayErrorTokenInvalid 服务端返回438，token无效。

AliEngineChannelRelayErrorRoleError 服务端返651，session不是主播。

AliEngineChannelRelayErrorInvalidParam 服务端400，参数错误。

AliEngineChannelRelayErrorToSelf 服务端返回440，不能转推到本频道。

AliEngineChannelRelayConfiguration：跨频道转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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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dests AliEngineAuthInfo* 鉴权信息。

destsSize int 鉴权信息数量。

AliEngineVideoTrack：视频流的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VideoTrackNo 无视频流。

AliEngineVideoTrackCamera 摄像头流。

AliEngineVideoTrackScreen 屏幕共享流。

AliEngineVideoTrackBoth 摄像头和屏幕共享。

AliEngineAudioTrack：音频流的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AudioTrackNo 无音频流。

AliEngineAudioTrackMic 麦克风流。

AliEngineVideoStreamType：相机流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VideoStreamTypeNone 无视频流。

AliEngineVideoStreamTypeHigh 大流。

AliEngineVideoStreamTypeLow 小流。

AliEngineVideoSource：视频数据源。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VideoSourceCamera 摄像头流。

AliEngineVideoSourceScreenShare 共享流。

AliEngineVideoRecordSource：录制视频数据源。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VideoRecordSourceCamera 摄像头流。

AliEngineVideoRecordSourceScreenShare 屏幕共享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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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EngineVideoRecordSourceBoth 摄像头和屏幕共享流。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VideoFormat：视频数据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VideoFormatUnknow 未知。

AliEngineVideoFormatBGRA BGRA。

AliEngineVideoFormatI420 I420。

AliEngineVideoFormatNV21 NV21。

AliEngineVideoFormatNV12 NV12。

AliEngineVideoFormatRGBA RGBA。

AliEngineVideoFormatI422 I422。

AliEngineVideoFormatARGB ARGB。

AliEngineVideoFormatABGR ABGR。

AliEngineVideoFormatRGB24 RGB24。

AliEngineVideoFormatBGR24 BGR24。

AliEngineVideoFormatRGB565 RGB565。

AliEngineVideoFormatTextureOES TextureOES。

AliEngineVideoFormatTexture2D Texture2D。

AliEngineBufferType：视频数据格式。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BufferTypeRawData 视频裸数据。

AliEngineBufferTypeTexture 视频Texture数据。

AliEngineRenderMode：视频窗口填充方式。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RenderModeAuto 自动模式。

AliEngineRenderModeStretch 拉伸填充视图，不保持视频比例。

AliEngineRenderModeFill 在保持视频宽高比的同时缩放，填充黑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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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EngineRenderModeCrop 在保持视频宽高比的同时缩放，并裁剪以适合视图。

AliEngineRenderModeScroll 滚动视图以显示更多内容。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RotationMode：视频旋转角度。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RotationMode_0 旋转0度。

AliEngineRotationMode_90 旋转90度。

AliEngineRotationMode_180 旋转180度。

AliEngineRotationMode_270 旋转270度。

AliEngineAudioNumChannelType：音频声道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MonoAudio 单声道音频。

AliEngineStereoAudio 立体声音频。

AliEngineAudioSampleRate：音频采样率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AudioSampleRate_8000 8000Hz。

AliEngineAudioSampleRate_11025 11025Hz。

AliEngineAudioSampleRate_16000 16000Hz。

AliEngineAudioSampleRate_22050 22050Hz。

AliEngineAudioSampleRate_32000 32000Hz。

AliEngineAudioSampleRate_44100 44100Hz。

AliEngineAudioSampleRate_48000 48000Hz。

AliEngineAudioSource：音频裸数据源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AudiosourcePub 发布。

AliEngineAudiosourceSub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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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EngineAudiosourceRawData 原始数据。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AudioRawData：音频裸数据。

参数 类型 描述

dataPtr void* 音频数据指针。

numOfSamples int 样本数。

bytesPerSample int 样本字节数。

numOfChannels int 音频声道数。

sampleRate int 音频采样率。

samplesPerSec int 每秒采样数。

AliEngineVideoRawData：视频裸数据。

参数 类型 描述

dataPtr void* 视频数据指针。

dataYPtr void*
指向YUV数据中的Y缓冲区指针的指
针。

dataUPtr void*
指向YUV数据中的U缓冲区指针的指
针。

dataVPtr void*
指向YUV数据中的V缓冲区指针的指
针。

format AliEngineVideoFormat 视频数据类型。

type AliEngineBufferType 视频数据格式。

dataLength long 数据长度。

pixelBuffer int 像素缓冲区。

strideY int 明亮度。

strideU int 色度。

strideV int 浓度。

height int 视频像素高度。

width int 视频像素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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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ation int
在渲染视频前设置该帧的顺时针旋
转角度，目前支持0度、90度、180
度和270度。

stride int YUV数据中的行跨度。

timeStamp long long 时间戳。

textureId int 纹理ID。

transformMatrix float 变换矩阵。

参数 类型 描述

AliEngineNetworkQuality：网络质量。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NetworkQualityExcellent 网络极好，流畅度清晰度质量好。

AliEngineNetworkQualityGood 网络质量好，流畅度清晰度和极好差不多。

AliEngineNetworkQualityPoor
网络质量较差，音视频流畅度清晰度有瑕疵，不影响沟
通。

AliEngineNetworkQualityBad 网络质量差，视频卡顿严重，音频能正常沟通。

AliEngineNetworkQualityVeryBad 网络质量极差，基本无法沟通。

AliEngineNetworkQualityDisconnect 网络中断。

AliEngineNetworkQualityUnknow 未知。

AliEngineLogLevel：日志级别。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LogLevelInfo = 3 普通。

AliEngineLogLevelWarn 警告。

AliEngineLogLevelError 错误。

AliEngineLogLevelFatal 严重。

AliEngineLogLevelNone 无。

AliEngineAuthInfo：鉴权信息

参数 类型 描述

channel char* 频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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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_id char* 用户ID。

appid char* 应用ID。

nonce char* 令牌随机码。

token char* 令牌。

role char*

角色类型。默认值为空，表示不涉
及此功能。取值：

pub：主播角色。

sub：观众角色。

更多信息，请参见如何进行角色鉴
权。

session char* 会话。

gslb char** 服务器地址。

gslbCount int 服务器地址个数。

timestamp unsigned long long 时间戳。

agent char**
Agent服务器地址（默认不传递此
参数）。

agentCount int Agent服务器地址个数。

参数 类型 描述

AliEngineAuthInfoList：鉴权列表。

参数 类型 描述

infoList AliEngineAuthInfo* 鉴权信息存储指针。

count int 鉴权信息存储数量。

AliEngineVideoCanvas：渲染画布。

参数 类型 描述

displayView void * 渲染窗口句柄。

renderMode AliEngineRenderMode
渲染模式，默认
AliEngineRenderModeAuto。

mirrorMode AliEngineRenderMirrorMode
镜像，默认
AliEngineRenderMirrorModeOnlyF
rontMirror。

backgroundColor int 背景颜色，格式为RGB的H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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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ation AliEngineRotationMode
视频旋转角度，默认
AliEngineRotationMode_0。

scaleMode AliEngineVideoScale 预览缩放比例。

renderId long long
渲染的唯一ID，等同windows下
displayView。

width int 显示宽度。

height int 显示高度。

enableGL bool 是否开启GL，默认true（开启）。

参数 类型 描述

AliEngineOnByeType：OnBye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OnByeBeKickOut 当前用户被踢出频道。

AliEngineOnByeChannelTerminated 频道结束。

AliEngineOnByeUserReplaced 相同用户在其他设备加入频道，当前设备被下线。

AliEngineUserOfflineReason：用户离线原因。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UserOfflineQuit 用户主动离开。

AliEngineUserOfflineDropped 因过长时间收不到对方数据包，超时掉线。

AliEngineUserOfflineBecomeAudience 用户身份从主播切换为观众时触发。

AliEngineScreenShareType：桌面分享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ScreenShareDesktop 桌面分享。

AliEngineScreenShareWindow 窗口分享。

AliEngineClientRole：角色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ClientRoleInteractive 参与互动角色。

AliEngineClientRoleLive 仅观看角色。

AliEngineExternalDeviceType：外接设备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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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ExternalTypeUnknown 未知类型。

AliEngineExternalTypeAudioCapture 音频采集设备。

AliEngineExternalTypeAudioPlayout 音频播放设备。

AliEngineExternalTypeVideoCapture 视频采集设备。

AliEngineExternalDeviceState：外接设备状态。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ExternalDeviceAdd 新增外接设备。

AliEngineExternalDeviceRemove 移除外接设备。

AliEngineVideoScale：视频缩放比例。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VideoScale_16_9 16:9。

AliEngineVideoScale_4_3 4:3。

AliEngineMuteLocalAudioMode：本地静音模式。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MuteLocalAudioModeDefault 默认静音。

AliEngineMuteLocalAudioModeMuteAll 禁止本地所有音。

AliEngineMuteLocalAudioModeMuteOnlyMic 禁止麦克风。

AliEngineUserVolumeInfo：用户音量信息。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用户ID（从AppServer下发的唯一
标示符）。

volume int 用户音量，取值范围：[0,255]。

sumVolume int
回调周期内累计的音量，用于判别
当前说话人。

speechState int

语音状态，取值：

0：当前未说话。

1：当前在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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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EngineScreenSourceList：屏幕分享源列表。

返回类型 方法 参数 类型 描述

unsigned int GetCount 无 无 屏幕分享源数量。

AliEngineScreenSo
urcInfo

GetSourceInfo index unsigned int
获取指定屏幕分享
源。

void Release 无 无 释放。

AliEngineScreenShareRegion：屏幕共享区域。

参数 类型 描述

originX float x轴。

originY float y轴。

width float 宽度。

height float 高度。

AliEngineScreenSourcInfo：屏幕分享源信息。

参数 类型 描述

sourceId String 共享源ID。

sourceTitle String 共享源名。

AliEngineScreenShareEncoderConfiguration：屏幕流码属性设置。

参数 类型 描述

dimensions AliEngineVideoDimensions 视频分辨率。

frameRate AliEngineFrameRate 视频帧率。

bitrate int 码率。

rotationMode AliEngineRotationMode 视频旋转角度。

AliEngineScreenShareConfig：屏幕共享参数配置。

参数 类型 描述

isShareByRegion bool 是否指定区域，默认false。

shareRegion AliEngineScreenShareRegion 屏幕分享区域。

AliEngineScreenShareInfo：屏幕共享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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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shareType AliEngineScreenShareType 桌面分享类型。

shareSourceId unsigned int 共享源ID。

shareConfig AliEngineScreenShareConfig 屏幕共享参数配置。

AliEngineStats：会话数据统计信息。

参数 类型 描述

sentKBitrate long long 发送码率。

rcvdKBitrate long long 接收码率。

sentBytes long long 发送字节数。

rcvdBytes long long 接收字节数。

systemCpu unsigned int 电脑CPU使用率。

appCpu unsigned int RTC进程CPU使用率。

videoRcvdKBitrate long long 视频接收码率。

videoSentKBitrate long long 视频发送码率。

callDuration unsigned long long 通话时长，单位：秒。

sentLossRate long long 客户端到服务器的丢包率。

sentLossPkts long long 客户端到服务器的丢包数。

sentExpectedPkts long long 客户端到服务器的总包数。

rcvdLossRate long long 客户端到服务器的下行丢包率。

rcvdLossPkts long long 客户端到服务器的下行丢包数。

rcvdExpectedPkts long long 客户端到服务器的下行总包数。

lastmileDelay int64_t 延时时长，单位：毫秒。

AliEngineLocalVideoStats：本地视频统计信息。

参数 类型 描述

track AliEngineVideoTrack 视频流类型。

sentBitrate unsigned int 发送码率。

sentFps unsigned int 发送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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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odeFps unsigned int 编码器输出帧率。

参数 类型 描述

AliEngineRemoteVideoStats：远端视频统计信息。

参数 类型 描述

userId const char* 用户ID。

track AliEngineVideoTrack 视频流类型。

width unsigned int 宽。

height unsigned int 高。

decodeFps unsigned int 编码器输出帧率。

renderFps unsigned int 渲染器输出帧率。

frozenTimes unsigned int 卡顿次数。

AliEngineLocalAudioStats：本地音频统计信息。

参数 类型 描述

track AliEngineAudioTrack 音频流类型。

sentBitrate unsigned int 发送码率。

sentSamplerate unsigned int 发送的采样率。

numChannel unsigned int 声道数。

inputLevel unsigned int 输入音量。

AliEngineRemoteAudioStats：远端音频统计信息。

参数 类型 描述

userId const char* 远端用户UID。

track AliEngineAudioTrack 音频流类型。

quality int 音质。

networkTransportDelay int
发送端到接收端的网络延时，单
位：毫秒。

jitterBufferDelay int
接受端到网络抖动缓存的网络延
时，单位：毫秒。

audioLossRate int 音频丢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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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vdBitrate int 接收码率。

totalFrozenTimes int 卡顿次数。

参数 类型 描述

AliEngineAudioEffectReverbMode：音效模式。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AudioEffectReverbOff 关闭。

AliEngineAudioEffectReverbVocal_I 人声I。

AliEngineAudioEffectReverbVocal_II 人声II。

AliEngineAudioEffectReverbBathroom 澡堂。

AliEngineAudioEffectReverbSmallRoomBright 明亮小房间。

AliEngineAudioEffectReverbSmallRoomDark 黑暗小房间。

AliEngineAudioEffectReverbMediumRoom 中等房间。

AliEngineAudioEffectReverbLargeRoom 大房间。

AliEngineAudioEffectReverbChurchHall 教堂走廊。

AliEngineAudioEffectReverbParamType：音效混响模式。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AudioEffectReverbRoomSize 房间大小，范围：[0,100]。

AliEngineAudioEffectReverbPreDelay 预延时，单位：ms，范围：[0,200]。

AliEngineAudioEffectReverbReverberance 混响感，范围：[0,100]。

AliEngineAudioEffectReverbHfDamping 消声，范围：[0,100]。

AliEngineAudioEffectReverbToneLow 低音调，范围：[0,100]。

AliEngineAudioEffectReverbToneHigh 高音调，范围：[0,100]。

AliEngineAudioEffectReverbDryGain 干增益，范围：[-20,10]。

AliEngineAudioEffectReverbWetGain 湿增益，范围：[-20,10]。

AliEngineAudioProfile：音频编码配置。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LowQualityMode 低音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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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EngineBasicQualityMode 标准音质。

AliEngineHighQualityMode 高音质。

AliEngineStereoHighQualityMode 立体高音质。

AliEngineSuperHighQualityMode 超高音质。

AliEngineStereoSuperHighQualityMode 立体超高音质。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AudioScenario：音频场景。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SceneDefaultMode 默认场景。

AliEngineSceneEducationMode 教育场景。

AliEngineSeneMediaMode 媒体场景。

AliEngineSceneMusicMode 音乐场景。

AliEngineSceneChatroomMode
聊天室场景，适用于频繁上下麦的聊天场景，音量条始
终为语音通话音量条。

AliEngineRecordType：录制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RecordTypeAudio 纯音频录制。

AliEngineRecordTypeVideo 纯视频录制。

AliEngineRecordTypeBoth 音视频录制。

AliEngineRecordFormat：录制格式。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RecordFormatAAC AAC文件。

AliEngineRecordFormatWAV WAV文件。

AliEngineRecordFormatMP4 MP4文件。

AliEngineAudioQuality：录制音频质量。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AudioQualityLow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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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EngineAudioQualityMidium 中。

AliEngineAudioQualityHigh 高。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VideoQuality：录制视频质量。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VideoQualityDefault
默认，和采集保持一致（例如采集能力为1080P，默认
就录制1080P的视频流）。

AliEngineRecordAudioConfig：录制音频设置。

参数 类型 描述

sampleRate AliEngineAudioSampleRate 音频采样率。

quality AliEngineAudioQuality 音频质量。

externalPcmCaptureRecording bool 外部PCM输入录制。

externalPcmRenderRecording bool 外部PCM渲染录制。

AliEngineRecordVideoConfig：录制视频设置。

参数 类型 描述

fps int 帧率。

bitrate int 码率。

quality AliEngineVideoQuality 视频质量。

sourceType AliEngineVideoRecordSource 视频源类型。

AliEngineVideoRecordCanvasConfig：录制视频分辨率。

参数 类型 描述

canvasWidth int 分辨率宽。

canvasHeight int 分辨率高。

AliEngineRecordVideoBgColor：录制视频背景色。

参数 类型 描述

r unsigned char r（红）。

g unsigned char g（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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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unsigned char b（蓝）。

参数 类型 描述

AliEngineRecordVideoRational：录制视频坐标值。

参数 类型 描述

numerator unsigned int 分子。

denominator unsigned int 分母。

AliEngineRecordVideoLayoutMode：录制视频布局模板。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RecordVideoLayoutModeGrid GRID布局。

AliEngineRecordVideoLayoutModeSpeaker SPEAKER布局。

AliEngineRecordVideoLayoutModeUnique UNIQUE布局。

AliEngineRecordVideoLayoutModeCustom CUSTOM布局。

AliEngineRecordVideoRectangle：录制视频坐标。

参数 类型 描述

left AliEngineRecordVideoRational 左。

top AliEngineRecordVideoRational 上。

width AliEngineRecordVideoRational 宽度。

height AliEngineRecordVideoRational 高度。

AliEngineRecordVideoRegion：录制视频用户布局。

参数 类型 描述

userId char* 用户ID。

sourceType AliEngineVideoSource 视频源类型。

area AliEngineRecordVideoRectangle 录制视频坐标。

AliEngineRecordVideoLayout：录制视频布局。

参数 类型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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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
AliEngineRecordVideoLayoutMod
e

录制视频布局，默认值为
AliEngineRecordVideoLayoutMod
eGrid。

shapes
AliEngineRecordVideoRegionArra
y

本地录制布局列表。

backColor AliEngineRecordVideoBgColor 录制视频背景色。

参数 类型 描述

AliEngineRecordVideoRegionArray：本地录制布局列表。

返回类型 方法 参数 类型 描述

void
AddRecordVideoR
egion

item
const
AliEngineRecordVi
deoRegion &

添加用户布局。

const
AliEngineRecordVi
deoRegion &

GetRecordVideoR
egion

index int
获取指定用户布
局。

void Clear 无 无 清空。

int Count 无 无
统计用户布局数
量。

AliEngineRecordTemplate：录制视频模板。

参数 类型 描述

recordType AliEngineRecordType 录制类型。

recordFormat AliEngineRecordFormat 录制格式。

sampleRate AliEngineAudioSampleRate 音频采样率类型。

audioQuality AliEngineAudioQuality 录制音频质量。

externalPcmCaptureRecording bool 是否录制外部音频采集。

externalPcmRenderRecording bool 是否录制外部音频渲染。

canvas
AliEngineVideoRecordCanvasCon
fig

录制视频分辨率。

isFragment bool MP4是否分段。

fps int 帧率。

bitrate int 码率。

AliEngineFrameRate：视频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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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举值 描述

AliEngineFrameRateFps5 5 fps。

AliEngineFrameRateFps10 10 fps。

AliEngineFrameRateFps15 15 fps。

AliEngineFrameRateFps20 20 fps。

AliEngineFrameRateFps25 25 fps。

AliEngineFrameRateFps30 30 fps。

AliEngineVideoEncoderBitrate：视频编码码率。

枚举值 描述

AliEngineVideoStandardBitrate 标准编码码率。

AliEngineVideoEncoderOrientationMode：视频输出模式。

枚举值 描述

AliEngineVideoEncoderOrientationModeAdaptive 自适应模式（默认值）。

AliEngineVideoEncoderOrientationModeFixedLandsc
ape

横向模式。

AliEngineVideoEncoderOrientationModeFixedPortrai
t

纵向模式。

AliEngineVideoMirrorMode：视频镜像模式。

枚举值 描述

AliEngineVideoMirrorModeDisabled 无镜像。

AliEngineVideoMirrorModeEnable 镜像。

AliEngineRenderMirrorMode：视频窗口镜像模式。

枚举值 描述

AliEngineRenderMirrorModeOnlyFrontMirror 只有前置摄像头预览镜像，其余不镜像。

AliEngineRenderMirrorModeAllMirror 全部镜像。

AliEngineRenderMirrorModeAllNoMirror 全部不镜像。

AliEngineRenderMirrorModeNoChange 镜像未改变

AliEngineVideoDimensions：视频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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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width int 宽。

height int 高。

AliEngineVideoEncoderConfiguration：视频编码属性设置。

参数 类型 描述

dimensions AliEngineVideoDimensions 视频分辨率。

frameRate AliEngineFrameRate 视频帧率。

bitrate int 码率。

orientationMode
AliEngineVideoEncoderOrientatio
nMode

视频输出模式。

mirrorMode AliEngineVideoMirrorMode 视频镜像模式。

rotationMode AliEngineRotationMode 视频旋转模式。

AliEngineChannelProfile：频道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Communication 通信模式。

AliEngineInteractiveLive 互动模式。

AliEngineFeedbackType：SDK反馈问题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FeedbackVideoDeviceFail 视频设备问题。

AliEngineFeedbackVideoNotRender 视频无画面。

AliEngineFeedbackAudioDeviceFail 音频设备问题。

AliEngineFeedbackAudioNotRender 音频无声音。

AliEngineFeedbackAudioEchoError 音频回声异常。

AliEngineFeedbackChannelTypeError 会议状态异常，例如入会异常、离会异常等。

AliEngineFeedbackSDKTypeError SDK其他状态异常。

AliEngineFeedbackNetworkUnfluent 网络卡顿问题。

AliEngineFeedbackVideoBlurring 视频清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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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EngineFeedbackUnkonw 未知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ErrorCode：SDK错误码。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ErrorJoinBadAppId App ID不存在。

AliEngineErrorJoinInvaildAppId App ID已失效。

AliEngineErrorJoinBadChannel 频道不存在。

AliEngineErrorJoinInvaildChannel 频道已失效。

AliEngineErrorJoinBadToken Token不存在。

AliEngineErrorJoinT imeout 加入频道超时。

AliEngineErrorJoinBadParam 加入频道参数错误。

AliEngineErrorJoinChannelFailed 加入频道失败。

AliEngineErrorMicOpenFail 采集设备初始化失败。

AliEngineErrorSpeakerOpenFail 播放设备初始化失败。

AliEngineErrorMicInterrupt 采集过程中出现异常。

AliEngineErrorSpeakerInterrupt 播放过程中出现异常。

AliEngineErrorMicAuthFail 麦克风设备授权失败。

AliEngineErrorMicNotAvailable 麦克风设备未授权。

AliEngineErrorSpeakerNotAvailable 无可用的音频采集设备。

AliEngineErrorCameraOpenFail 相机设备初始化失败。

AliEngineErrorCameraInterrupt 相机采集中发生异常。

AliEngineErrorVideoDisplayOpenFail 渲染设备初始化失败。

AliEngineErrorVideoDisplayInterrupt 渲染过程中出现异常。

AliEngineErrorAudioBufferFull 音频输入的buffer已满。

AliEngineErrorVideoBufferFull 视频输入的buffer已满。

AliEngineErrorAudioStreamError 音频流错误。

AliEngineErrorAudioFileOpenFail 音频文件打开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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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EngineErrorAudioFormatNotSupported 音频格式不支持。

AliEngineErrorIceConnectionConnectFail 媒体通道建立失败。

AliEngineErrorIceConnectionReconnectFail 媒体通道重连失败。

AliEngineErrorIceConnectionHeartbeatT imeout 信令心跳超时。

AliEngineErrorLowLatencyLiveCommunicationFail 低延时互动直播信令失败。

AliEngineErrorLowLatencyLiveMediaSettingFail 低延时互动直播媒体设置错误。

AliEngineErrorLowLatencyLiveNoneBroadcaster 低延时互动直播当前房间没有主播推流。

AliEngineErrorLowLatencyLiveNeedRestart
低延时互动直播错误，应用层需要重新创建新的SDK实
例。

AliEngineErrorLowLatencyLiveNeedRestartAgainLate
r

低延时互动直播错误，应用层需要稍等一定时间（自定
义间隔）重新创建新的SDK实例。

AliEngineErrorLowLatencyLiveServiceUnavailable 低延时互动直播服务不可用或者服务降级。

AliEngineErrorLowLatencyLiveMediaConnectionInterr
ruption

低延时互动直播网络中断错误。

AliEngineErrorUpdateRoleChannel 更新频道角色失败。

AliEngineErrorPublishInvaild 推流无效。

AliEngineErrorPublishNotJoinChannel 未入会推流错误。

AliEngineErrorPublishAudioStreamFailed 推音频流失败。

AliEngineErrorPublishVideoStreamFailed 推视频流失败。

AliEngineErrorPublishDualStreamFailed 推双流失败。

AliEngineErrorPublishScreenShareFailed 推共享流失败。

AliEngineErrorPublishScreenShareConfigError 推共享流配置失败。

AliEngineErrorSubscribeInvaild 订阅无效。

AliEngineErrorSubscribeNotJoinChannel 未入会订阅错误。

AliEngineErrorSubscribeAudioStreamFailed 订阅音频流失败。

AliEngineErrorSubscribeVideoStreamFailed 订阅视频流失败。

AliEngineErrorSubscribeDualStreamFailed 订阅双流失败。

AliEngineErrorSubscribeScreenShareFailed 订阅共享流失败。

枚举名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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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EngineErrorInvaildState SDK内部状态错误。

AliEngineErrorSessionRemoved session已经被移除。

AliEngineErrorInvaildArgument 无效的参数。

AliEngineErrorInner SDK内部错误。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BeautyConfig：美颜设置。

参数 类型 描述

whiteningLevel float
美白，范围：[0,1]，数值越大美白
效果越好。

smoothnessLevel float
磨皮，范围：[0,1]，数值越大磨皮
效果越好。

AliEngineWaterMarkPosit ion：水印坐标系。

参数 类型 描述

x float 起点x。

y float 起点y。

w float 宽度。

h float 高度。

AliEngineWaterMarkConfig：水印配置。

参数 类型 描述

visibleInPreview bool 是否预览显示。

positionInPortraitMode AliEngineWaterMarkPosition 纵向水印模式。

positionInLandscapeMode AliEngineWaterMarkPosition 横向水印模式。

alpha float 透明度。

normalized bool 归一化。

AliEngineDeviceInfo：设备信息。

参数 类型 描述

deviceName String 设备名称。

deviceID String 设备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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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AliEngineDeviceInfoList：设备列表。

返回类型 方法 参数 类型 描述

unsigned int GetCount 无 无 设备数量。

AliEngineDeviceInf
o

GetDeviceInfo index unsigned int
获取指定设备信
息。

void Release 无 无 释放。

AliEngineVideoObserPosit ion：视频数据输出位置。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PositionPostCapture
采集视频数据，对应输出回
调onCaptureVideoSample。

AliEnginePositionPreRender
渲染视频数据，对应输出回
调onRemoteVideoSample。

AliEnginePositionPreEncoder
编码前视频数据，对应输出回
调onPreEncodeVideoSample。

AliEngineShowDebugViewType：显示仪表盘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ShowTypeNone 不显示。

AliEngineShowTypeAudio 音频。

AliEngineShowTypeVideo 视频。

AliEngineShowTypeNetwork 网络。

AliEngineShowTypeAll 全部。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State：旁路直播状态。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State_IDLE 推流空闲。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State_CONNNECT 正在连接推流服务器。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State_RUNNING 正在连接推流服务器。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State_RECOVERING 正在恢复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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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EngineLiveTranscodingState_FAILURE 推流失败。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State_END 推流结束。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MixMode：旁路模式。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SINGLE 单路模式。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MIX 混流模式。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StreamType：旁路直播转推流模式。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Origin 转推原始流。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Audio 仅转推音频流。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Video 仅转推视频流。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SourceType：旁路直播输入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Camera 相机。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ShareScreen 共享屏幕。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TaskProfile：旁路直播计费规格。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_Profile_1IN_1080P 1IN_1080P。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_Profile_1IN_720P 1IN_720P。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_Profile_1IN_360P 1IN_360P。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_Profile_2IN_1080P 2IN_1080P。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_Profile_2IN_720P 2IN_720P。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_Profile_2IN_360P 2IN_360P。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_Profile_4IN_1080P 4IN_1080P。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_Profile_4IN_720P 4IN_72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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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EngineLiveTranscoding_Profile_4IN_360P 4IN_360P。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_Profile_9IN_1080P 9IN_1080P。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_Profile_9IN_720P 9IN_720P。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_Profile_9IN_360P 9IN_360P。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_Profile_12IN_1080P 12IN_1080P。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_Profile_12IN_720P 12IN_720P。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_Profile_12IN_360P 12IN_360P。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_Profile_16IN_1080P 16IN_1080P。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_Profile_16IN_720P 16IN_720P。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_Profile_16IN_360P 16IN_360P。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_Profile_Mixed 纯音频。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AudioSampleRate：旁路直播音频采样率。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_HZ_48000 采样率48000Hz。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_HZ_44100 采样率44100Hz。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_HZ_32000 采样率32000Hz。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_HZ_16000 采样率16000Hz。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_HZ_8000 采样率8000Hz。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FontType：旁路直播文字类型。

枚举名 描述

NOTO_SERIF_CJKSC_REGULAR 思源宋体NotoSerifCJKsc-REGULAR。

ALIBABA_PUHUIT I_REGULAR 阿里巴巴-普惠体-REGULAR。

ALIBABA_PUHUIT I_BOLD 阿里巴巴-普惠体-BOLD。

ALIBABA_PUHUIT I_Heavy 阿里巴巴-普惠体-Heavy。

ALIBABA_PUHUIT I_LIGHT 阿里巴巴-普惠体-LIGHT。

ALIBABA_PUHUIT I_MEDIUM 阿里巴巴-普惠体-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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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EngineLiveTranscodingCropMode：旁路直播裁剪模式。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Crop 保持比例裁剪。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Fill 保持比例留边（默认值）。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MediaProcessMode：旁路直播媒体处理模式。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Normal 通用模式。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VirtualBackground 虚拟背景模式。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SegmentType：人像分割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NoBody 无人像分割。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Body 人像分割。

AliEngineVideoState：视频流的状态。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VideoClose 关闭视频流。

AliEngineVideoOpen 恢复视频流。

AliEngineVideoReason：触发视频流状态变化的原因。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VideoChangeByClient 客户端触发。

AliEngineVideoChangeByServer 服务端触发。

AliEngineBokehScaleModel：虚拟背景图缩放模式。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BokehScaleModelCrop 等比裁剪。

AliEngineBokehScaleModelFill 填充黑边。

AliEngineVideoObserAlignment：视频输出宽度对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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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AlignmentDefault 保持原有视频宽度。

AliEngineAlignmentEven 宽度偶数对齐。

AliEngineAlignment4 宽度是4的倍数。

AliEngineAlignment8 宽度是8的倍数。

AliEngineAlignment16 宽度是16的倍数。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ErrorCode：旁路推流错误码。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ErrorPublishOk 推流成功。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ErrorStreamNotFound 流未找到。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ErrorStreamAlreadyExist 流已经存在。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ErrorInvalidParam 无效参数。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Error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ErrorRtmpServerError RTMP服务器错误。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ErrorRtmpStreamUrlError RTMP流URL错误。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ErrorPublishT imeout 推流超时。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ErrorNotAuthorized 未授权。

AliEngineTrascodingPublishTaskStatus：旁路推流PublishTask状态。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TrascodingPublishTaskStatusStart 任务开始。

AliEngineTrascodingPublishTaskStatusUpdate 任务更新。

AliEngineTrascodingPublishTaskStatusStop 任务已停止。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EncodeParam：旁路直播编码参数。

参数 类型 描述

videoWidth int 宽。

videoHeight int 高。

videoFramerate int 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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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Bitrate int 码率。

videoGop int GOP。

audioSamplerate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AudioS
ampleRate

旁路直播音频采样率。

audioBitrate int 音频码率。

audioChannels int 音频声道数。

参数 类型 描述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Image：旁路直播图片。

参数 类型 描述

url String 图片的HTTP或HTTPS地址。

alpha float 当前水印框格对应图片的透明度。

display DisplayType 图片显示。

x int 坐标X（像素）。

y int 坐标Y（像素）。

width int 窗格宽（像素）。

height int 窗格高（像素）。

zOrder int
叠放顺序，0为最底层，1层在0层
之上，以此类推。

DisplayType：旁路直播图片显示类型。

枚举名 描述

NOT_DISPLAY 不显示。

ALWAYS 一直显示。

WHEN_NO_VIDEO 当没有视频时候显示。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ClockWidget：旁路直播时钟小工具。

参数 类型 描述

x int 坐标X（像素）。

y int 坐标Y（像素）。

fontSize int 旁路直播字体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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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rder int
叠放顺序，0为最底层，1层在0层
之上，以此类推。

fontColor int 旁路直播字体颜色。

fontType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FontTy
pe

旁路直播字体。

参数 类型 描述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Text：旁路直播文字格式。

参数 类型 描述

text String 文本内容。

x int 坐标X（像素）。

y int 坐标Y（像素）。

fontType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FontTy
pe

文字类型。

fontSize int
字体大小，字体合理范围：(0,
72]。

zOrder int
文字颜色（RGB）。计算公式为R +
G × 256 + B × 65536，R（红）、
G（绿）、B（蓝）的取值：0~255

fontColor int
叠放顺序，0为最底层，1层在0层
之上，以此类推。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User：旁路直播用户信息。

参数 类型 描述

userId String 对应布局框格的用户ID。

x int 坐标X（像素）。

y int 坐标Y（像素）。

width int 窗格宽（像素）。

height int 窗格高（像素）。

zOrder int
叠放顺序，0为最底层，1层在0层
之上，以此类推。

sourceType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Source
Type

旁路直播输入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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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gmentType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Segme
ntType

人像分割类型。

images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ImageA
rray

归属于当前Pane的图片框位列表，
最多支持1张图片。

texts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TextArr
ay

归属于当前Pane的文字框位列表，
最多支持16个文本。

参数 类型 描述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ImageArray：旁路直播图片列表。

返回类型 方法 参数 类型 描述

void Add item
AliEngineLiveTrans
codingImage &

添加图片。

AliEngineLiveTrans
codingImage

Get index int 获取图片。

void Clear 无 无 清空。

int Count 无 无 统计。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TextArray：旁路直播文字列表。

返回类型 方法 参数 类型 描述

void Add item
AliEngineLiveTrans
codingText &

添加文字。

AliEngineLiveTrans
codingText

Get index int 获取文字。

void Clear 无 无 清空。

int Count 无 无 统计。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SingleParam：旁路模式单路参数。

参数 类型 描述

userId String 用户ID。

streamType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Stream
Type

旁路直播转推流类型。

sourceType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Source
Type

旁路直播视频流类型。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MixParam：旁路模式混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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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taskProfile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TaskPro
file

旁路直播计费规格。

encodeParam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Encode
Param

旁路直播编码参数。

users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UserArr
ay

旁路直播用户列表。

backgroundColor int 背景色。

backgrounds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ImageA
rray

背景图片列表。

watermarks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ImageA
rray

水印图片列表。

clockWidgets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ClockWi
dgetArray

时钟小部件列表。

cropMode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CropMo
de

旁路直播裁剪模式。

mediaProcessMode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MediaPr
ocessMode

旁路直播媒体处理模式。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UserArray：旁路直播用户列表。

返回类型 方法 参数 类型 描述

void
AddTranscodingU
ser

item
AliEngineLiveTrans
codingUser &

添加直播用户。

AliEngineLiveTrans
codingUser

GetTranscodingUs
er

index int 获取直播用户。

void Clear 无 无 清空。

void
RemoveTranscodi
ngUser

item
AliEngineLiveTrans
codingUser

删除直播用户。

int Count 无 无 统计。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ClockWidgetArray：旁路直播时钟格式列表。

返回类型 方法 参数 类型 描述

void Add item
AliEngineLiveTrans
codingClockWidg
et &

添加钟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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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EngineLiveTrans
codingClockWidg
et

Get index int 获取钟格。

void Clear 无 无 清空。

int Count 无 无 统计。

返回类型 方法 参数 类型 描述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Param：旁路直播参数。

参数 类型 描述

mixMode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MixMod
e

旁路直播模式。

singleParam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SingleP
aram

旁路直播单流参数。

mixParam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MixPara
m

旁路直播混流参数。

通过阅读本文，您可以了解Windows SDK的AliEngineEventListener回调及监听接口详情。

目录目录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OnJoinChannelResult 加入频道结果的回调。 2.1

OnLeaveChannelResult 离开频道结果的回调。 2.1

OnRemoteUserOnLineNotify 远端用户上线的回调。 2.1

OnRemoteUserOffLineNotify 远端用户下线的回调。 2.1

OnAudioPublishStateChanged 音频推流变更的回调。 2.1

OnVideoPublishStateChanged 视频推流变更的回调。 2.1

OnDualStreamPublishStateChanged 次要流推流变更的回调。 2.1

OnScreenSharePublishStateChanged 屏幕分享推流变更的回调。 2.1

OnScreenSharePublishStateChangedWithInf
o

屏幕分享推流变更的回调（适用于Mac或
windows端）。

2.1

5.2. 回调与监听5.2. 回调与监听
5.2.1. AliEngineEventListener5.2.1. AliEngineEventListe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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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RemoteTrackAvailableNotify 远端用户音视频流发生变化时的回调。 2.1

OnAudioSubscribeStateChanged 音频订阅情况变更的回调。 2.1

OnVideoSubscribeStateChanged 相机流订阅情况变更的回调。 2.1

OnScreenShareSubscribeStateChanged 屏幕分享流订阅情况变更的回调。 2.1

OnSubscribeStreamTypeChanged 大小流订阅情况变更的回调。 2.1

OnFirstRemoteVideoFrameDrawn 远端视频流首帧渲染完时的回调。 2.1

OnFirstLocalVideoFrameDrawn 预览开始显示第一帧视频帧时的回调。 2.1

OnFirstAudioPacketSend 音频首包发送的回调。 2.1

OnFirstAudioPacketReceived 音频首包接收的回调。 2.1

OnFirstRemoteAudioDecoded 已解码远端音频首帧的回调。 2.1

OnFirstVideoPacketSend 视频首包发送的回调。 2.1

OnFirstVideoPacketReceived 视频首包接收的回调。 2.1

OnFirstVideoFrameReceived 收到远端用户视频首帧的回调。 2.1

OnOccurWarning 警告回调。 2.1

OnOccurError 错误回调。 2.1

OnBye 被服务器踢出或者频道关闭时的回调。 2.1

OnAudioDeviceStateChanged 音频设备状态变更的回调。 2.1

OnVideoDeviceStateChanged 视频设备状态变更的回调。 2.1

OnConnectionLost 网络断开的回调。 2.1

OnTryToReconnect 尝试网络重连的回调。 2.1

OnConnectionRecovery 网络重连成功的回调。 2.1

OnNetworkQualityChanged 网络质量变化时的回调。 2.1

OnConnectionStatusChange 网络连接状态改变的回调。 2.1

OnUserAudioMuted 对端用户停止音频数据发送的通知。 2.1

OnUserVideoMuted 对端用户发送视频黑帧数据发送的通知。 2.1

OnUserAudioInterruptedBegin 用户音频被中断的通知。 2.1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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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UserAudioInterruptedEnded 用户音频中断结束的通知。 2.1

OnRemoteAudioAccompanyStarted 用户伴奏开始播放时的回调。 2.1

OnRemoteAudioAccompanyFinished 用户伴奏结束播放时的回调。 2.1

OnUserWillResignActive 远端用户应用退到后台时的回调。 2.1

OnUserWillBecomeActive 远端用户应用返回前台时的回调。 2.1

OnUpdateRoleNotify 用户角色发生改变时的回调。 2.1

OnAudioPlayingStateChanged 伴奏播放的回调。 2.1

OnAudioEffectFinished 本地音效文件播放结束的回调。 2.1

OnLastmileDetectResultWithQuality 网络质量探测的回调。 2.1

OnAudioDeviceRecordLevel 音频采集设备测试的回调。 2.1

OnAudioDevicePlayoutLevel 音频播放设备测试回调。 2.1

OnAudioDevicePlayoutEnd
音频播放设备测试结束（音频文件播放完毕）
时的回调。

2.1

OnStats 当前会话统计信息回调（2s触发一次）。 2.1

OnLocalVideoStats 本地视频统计信息回调（2s触发一次）。 2.1

OnRemoteVideoStats 远端视频统计信息回调（2s触发一次）。 2.1

OnLocalAudioStats 本地音频统计信息回调（2s触发一次）。 2.1

OnRemoteAudioStats 远端音频统计信息回调（2s触发一次）。 2.1

OnStartLiveStreamingResult 低延时互动直播模式开始时的回调。 2.1

OnMediaRecordEvent 录制事件回调。 2.1

OnPerformanceLow 当前设备性能不足的回调。 2.1

OnPerformanceRecovery 当前设备性能恢复的回调。 2.1

OnAudioVolumeCallback 用户音量大小的回调。 2.1

OnActiveSpeaker 订阅的当前说话人。 2.1

OnMediaExtensionMsgReceived 收到媒体扩展信息的回调。 2.1

OnAudioRouteChanged 语音路由发生变化的回调（适用于iOS端）。 2.1

OnSnapshotComplete 截图回调。 2.1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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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PublishLiveStreamStateChanged 旁路推流状态改变的回调。 2.1

OnPublishTaskStateChanged 旁路任务状态改变的回调。 2.1

OnChannelRelayStateChanged 跨频道连麦状态变化的回调。 2.1

OnChannelRelayEvent 跨频道连麦事件的回调。 2.1

OnUserVideoEnabled 对端用户关闭相机流采集发送的通知。 2.1

OnRemoteVideoChanged 远端视频流改变回调。 2.4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OnJoinChannelResult：加入频道结果的回调。

void OnJoinChannelResult(int result, const char *channel, int elapsed);

参数 类型 描述

result int
加入频道结果，成功返回0，失败返
回错误码。

channel const char * 频道ID。

elapsed int 加入频道耗时。

OnLeaveChannelResult：离开频道结果的回调。调用  leaveChannel 接口后返回，如果  leaveChannel
 后直接释放SDK，将不会收到此回调。

void OnLeaveChannelResult(int result, AliEngineStats stats);

参数 类型 描述

result int 成功返回0，失败返回错误码信息。

stats AliEngineStats 本次频道内会话的数据统计汇总。

OnRemoteUserOnLineNotify：远端用户上线的回调。

void OnRemoteUserOnLineNotify(const char *uid, int elapsed);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const char * 远端用户ID。

elapsed int 用户加入频道时的耗时。

OnRemoteUserOffLineNotify：远端用户下线的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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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OnRemoteUserOffLineNotify(const char *uid, AliEngineUserOfflineReason reason);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const char * 远端用户ID。

reason AliEngineUserOfflineReason 用户离线的原因。

OnAudioPublishStateChanged：音频推流变更的回调。

void OnAudioPublishStateChanged(AliEnginePublishState oldState, AliEnginePublishState new
State, int elapseSinceLastState, const char *channel);

名称 类型 描述

oldState AliEnginePublishState 之前的推流状态。

newState AliEnginePublishState 当前的推流状态。

elapseSinceLastState int 状态变更时间间隔。

channel const char * 当前频道ID。

OnVideoPublishStateChanged：视频推流变更的回调。

void OnVideoPublishStateChanged(AliEnginePublishState oldState, AliEnginePublishState new
State, int elapseSinceLastState, const char *channel);

名称 类型 描述

oldState AliEnginePublishState 之前的推流状态。

newState AliEnginePublishState 当前的推流状态。

elapseSinceLastState int 状态变更时间间隔。

channel const char * 当前频道ID。

OnDualStreamPublishStateChanged：次要流推流变更的回调。

void OnDualStreamPublishStateChanged(AliEnginePublishState oldState, AliEnginePublishStat
e newState, int elapseSinceLastState, const char *channel);

名称 类型 描述

oldState AliEnginePublishState 之前的推流状态。

newState AliEnginePublishState 当前的推流状态。

elapseSinceLastState int 状态变更时间间隔。

channel const char * 当前频道ID。

音视频通信 SDK参考··Windows SDK

> 文档版本：20220701 290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13254.html#li-051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13254.html#li-013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13254.html#li-013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13254.html#li-013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13254.html#li-013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13254.html#li-013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13254.html#li-013


OnScreenSharePublishStateChanged：屏幕分享推流变更的回调。

void OnScreenSharePublishStateChanged(AliEnginePublishState oldState, AliEnginePublishSta
te newState, int elapseSinceLastState, const char *channel);

名称 类型 描述

oldState AliEnginePublishState 之前的推流状态。

newState AliEnginePublishState 当前的推流状态。

elapseSinceLastState int 状态变更时间间隔。

channel const char * 当前频道ID。

OnScreenSharePublishStateChangedWithInfo：屏幕分享推流变更的回调（适用于Mac或windows
端）。

void OnScreenSharePublishStateChangedWithInfo(AliEnginePublishState oldState, AliEnginePu
blishState newState, int elapseSinceLastState, const char *channel, AliEngineScreenShareI
nfo& screenShareInfo);

名称 类型 描述

oldState AliEnginePublishState 之前的推流状态。

newState AliEnginePublishState 当前的推流状态。

elapseSinceLastState int 状态变更时间间隔。

channel const char * 当前频道ID。

screenShareInfo AliEngineScreenShareInfo& 本次屏幕共享推流信息。

OnRemoteTrackAvailableNotify：远端用户音视频流发生变化时的回调。

void OnRemoteTrackAvailableNotify(const char *uid, AliEngineAudioTrack audioTrack, AliEng
ineVideoTrack videoTrack);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const char * 远端用户ID。

audioTrack AliEngineAudioTrack 远端用户发生变化后的音频流。

videoTrack AliEngineVideoTrack 远端用户发生变化后的视频流。

OnAudioSubscribeStateChanged：音频订阅情况变更的回调。

void OnAudioSubscribeStateChanged(const char *uid, AliEngineSubscribeState oldState, AliE
ngineSubscribeState newState, int elapseSinceLastState, const char *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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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uid const char * 远端用户ID。

oldState AliEngineSubscribeState 之前的订阅状态。

newState AliEngineSubscribeState 当前的订阅状态。

elapseSinceLastState int 状态变更时间间隔。

channel const char * 当前频道ID。

OnVideoSubscribeStateChanged：相机流订阅情况变更的回调。

void OnVideoSubscribeStateChanged(const char *uid, AliEngineSubscribeState oldState, AliE
ngineSubscribeState newState, int elapseSinceLastState, const char *channel);

名称 类型 描述

uid const char * 远端用户ID。

oldState AliEngineSubscribeState 之前的订阅状态。

newState AliEngineSubscribeState 当前的订阅状态。

elapseSinceLastState int 状态变更时间间隔。

channel const char * 当前频道ID。

OnScreenShareSubscribeStateChanged：屏幕分享流订阅情况变更的回调。

void OnScreenShareSubscribeStateChanged(const char *uid, AliEngineSubscribeState oldState
, AliEngineSubscribeState newState, int elapseSinceLastState, const char *channel);

名称 类型 描述

uid const char * 远端用户ID。

oldState AliEngineSubscribeState 之前的订阅状态。

newState AliEngineSubscribeState 当前的订阅状态。

elapseSinceLastState int 状态变更时间间隔。

channel const char * 当前频道ID。

OnSubscribeStreamTypeChanged：大小流订阅情况变更的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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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 void OnSubscribeStreamTypeChanged(const char *uid,
                                                  AliEngineVideoStreamType oldStreamType,

                                                  AliEngineVideoStreamType newStreamType,

                                                  int elapseSinceLastState, 
                                                  const char *channel);

名称 类型 描述

uid const char * 远端用户ID。

oldStreamType AliEngineVideoStreamType 之前的订阅状态。

newStreamType AliEngineVideoStreamType 当前的订阅状态。

elapseSinceLastState int 状态变更时间间隔。

channel const char * 当前频道ID。

OnFirstRemoteVideoFrameDrawn：远端视频流首帧渲染完时的回调。

void OnFirstRemoteVideoFrameDrawn(const char *uid, AliEngineVideoTrack videoTrack, int wi
dth, int height, int elapsed);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const char * 远端用户ID。

videoTrack AliEngineVideoTrack 渲染的流类型。

width int 视频宽度。

height int 视频高度。

elapsed int 总耗时。

OnFirstLocalVideoFrameDrawn：预览开始显示第一帧视频帧时的回调。

void OnFirstLocalVideoFrameDrawn(int width, int height, int elapsed);

参数 类型 描述

width int 视频宽度。

height int 视频高度。

elapsed int 总耗时。

OnFirstAudioPacketSend：音频首包发送的回调。

void OnFirstAudioPacketSend(int timeCost);

SDK参考··Windows SDK 音视频通信

293 > 文档版本：20220701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13254.html#li-033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13254.html#li-033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13254.html#li-031


名称 类型 描述

timeCost int 耗时。

OnFirstAudioPacketReceived：音频首包接收的回调。

void OnFirstAudioPacketReceived(const char* uid, int timeCost);

名称 类型 描述

uid const char * 远端用户ID。

timeCost int 耗时。

OnFirstAudioPacketReceived：已解码远端音频首帧的回调。

void OnFirstRemoteAudioDecoded(const char* uid, int elapsed);

名称 类型 描述

uid const char * 远端用户ID。

elapsed int 耗时。

OnFirstVideoPacketSend：视频首包发送的回调。

void OnFirstVideoPacketSend(AliEngineVideoTrack streamUrl, int timeCost);

名称 类型 描述

streamUrl AliEngineVideoTrack 发送视频流。

timeCost int 耗时。

OnFirstVideoPacketReceived：视频首包接收的回调。

void OnFirstVideoPacketReceived(const char* uid, AliEngineVideoTrack videoTrack, int time
Cost);

名称 类型 描述

uid const char * 远端用户ID。

videoTrack AliEngineVideoTrack 接收视频流。

timeCost int 耗时。

OnFirstVideoFrameReceived：收到远端用户视频首帧的回调。

void OnFirstVideoFrameReceived(const char* uid, AliEngineVideoTrack videoTrack, int timeC
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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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uid const char * 远端用户ID。

videoTrack AliEngineVideoTrack 接收视频流。

timeCost int 耗时。

OnOccurWarning：警告回调。目前警告回调可以忽略，不会影响正常使用。

void OnOccurWarning(int warn, const char *msg);

参数 类型 描述

warn int 警告类型。

msg const char * 警告说明。

OnOccurError：错误回调。

void OnOccurError(int error, const char *msg);

参数 类型 描述

error int

错误类型。

说明 说明 当参数error为
16908812或33620229时，您
需要先释放实例，重新创建
SDK实例，再调用JoinChannel
加入频道。

msg const char * 错误说明。

OnBye：被服务器踢出或者频道关闭时的回调。

void OnBye(int code);

参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onBye类型，详情请参
见AliEngineOnByeType。

OnAudioDeviceStateChanged：音频设备状态变更的回调。

void OnAudioDeviceStateChanged(const AliEngineDeviceInfo& deviceInfo, AliEngineExternalDe
viceType deviceType, AliEngineExternalDeviceState device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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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deviceInfo const AliEngineDeviceInfo& 外接设备信息。

deviceType AliEngineExternalDeviceType 外接设备类型。

deviceState AliEngineExternalDeviceState 外接设备状态。

OnVideoDeviceStateChanged：视频设备状态变更的回调。

void OnVideoDeviceStateChanged(const AliEngineDeviceInfo& deviceInfo, AliEngineExternalDe
viceType deviceType, AliEngineExternalDeviceState deviceState);

参数 类型 描述

deviceInfo const AliEngineDeviceInfo& 外接设备信息。

deviceType AliEngineExternalDeviceType 外接设备类型。

deviceState AliEngineExternalDeviceState 外接设备状态。

OnConnectionLost：网络断开的回调。

void OnConnectionLost();

OnTryToReconnect：尝试网络重连的回调。

void OnTryToReconnect();

OnConnectionRecovery：网络重连成功的回调。

void OnConnectionRecovery();

OnNetworkQualityChanged：网络质量变化时的回调。

void OnNetworkQualityChanged(const char *uid, AliEngineNetworkQuality upQuality, AliEngin
eNetworkQuality downQuality);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const char *
网络质量发生变化的用户ID，用户
ID为空表示本地，其他表示远端。

upQuality AliEngineNetworkQuality 上行网络质量。

downQuality AliEngineNetworkQuality 下行网络质量。

OnConnectionStatusChange：网络连接状态改变的回调。

void OnConnectionStatusChange(int status, int r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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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status int
当前网络链接状态，详情请参
见AliEngineConnectionStatus。

reason int
网络链接状态改变原因，详情请参
见AliEngineConnectionStatusCha
ngeReason。

OnUserAudioMuted：对端用户停止音频数据发送的通知。

void OnUserAudioMuted(const char* uid, bool isMute);

名称 类型 描述

uid const char* 执行muteAudio的用户。

isMute bool

是否静音。取值：

true：静音。

false：未静音。

OnUserVideoMuted：对端用户发送视频黑帧数据发送的通知。

void OnUserVideoMuted(const char* uid, bool isMute);

名称 类型 描述

uid const char* 执行EnableLocalVideo的用户。

isMute bool

是否打开相机流采集。取值：

true：打开相机流采集。

false：关闭相机流采集。

OnUserAudioInterruptedBegin：用户音频被中断的通知。

void OnUserAudioInterruptedBegin(const char* uid);

名称 类型 描述

uid const char* audio被中断的用户。

OnUserAudioInterruptedEnded：用户音频中断结束的通知。

void OnUserAudioInterruptedEnded(const char* uid);

名称 类型 描述

uid const char* audio中断结束的用户。

OnRemoteAudioAccompanyStarted：用户伴奏开始播放时的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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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OnRemoteAudioAccompanyStarted(const char* uid);

名称 类型 描述

uid const char* 用户ID。

OnRemoteAudioAccompanyFinished：用户伴奏结束播放时的回调。

void OnRemoteAudioAccompanyFinished(const char* uid);

名称 类型 描述

uid const char* 用户ID。

OnUserWillResignActive：远端用户应用退到后台时的回调。

void OnUserWillResignActive(const char* uid);

名称 类型 描述

uid const char* 用户ID。

OnUserWillBecomeActive：远端用户应用返回前台时的回调。

void OnUserWillBecomeActive(const char* uid);

名称 类型 描述

uid const char* 用户ID。

OnUpdateRoleNotify：用户角色发生改变时的回调。

void onUpdateRoleNotify(const AliEngineClientRole oldRole, const AliEngineClientRole newR
ole);

参数 类型 描述

oldRole AliEngineClientRole 切换前的角色。

newRole AliEngineClientRole 切换后的角色。

OnAudioPlayingStateChanged：伴奏播放的回调。

void OnAudioPlayingStateChanged(AliEngineAudioPlayingType type, AliEngineAudioPlayingErro
rCode errorCode);

名称 类型 描述

type AliEngineAudioPlayingType 当前播放状态。

errorCode AliEngineAudioPlayingErrorCode 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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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AudioEffectFinished：本地音效文件播放结束的回调。

void OnAudioEffectFinished(int soundId);

名称 类型 描述

soundId int 用户给该音效文件分配的ID。

OnLastmileDetectResultWithQuality：网络质量探测的回调。

void OnLastmileDetectResultWithQuality(AliEngineNetworkQuality networkQuality);

参数 类型 描述

networkQuality AliEngineNetworkQuality 网络质量。

OnAudioDeviceRecordLevel：音频采集设备测试的回调。

void OnAudioDeviceRecordLevel(int level);

参数 类型 描述

level int 音频采集设备音量值。

OnAudioDevicePlayoutLevel：音频播放设备测试回调。

void OnAudioDevicePlayoutLevel(int level);

参数 类型 描述

level int 音频采集设备音量值。

OnAudioDevicePlayoutEnd：音频播放设备测试结束（音频文件播放完毕）时的回调。

void OnAudioDevicePlayoutEnd();

OnStats：当前会话统计信息回调（2s触发一次）。

void OnStats(const AliEngineStats& stats);

参数 类型 描述

stats const AliEngineStats& 会话统计信息。

OnLocalVideoStats：本地视频统计信息回调（2s触发一次）。

void OnLocalVideoStats(const AliEngineLocalVideoStats& localVideoStats);

参数 类型 描述

localVideoStats const AliEngineLocalVideoStats& 本地视频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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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RemoteVideoStats：远端视频统计信息回调（2s触发一次）。

void OnRemoteVideoStats(const AliEngineRemoteVideoStats& remoteVideoStats);

参数 类型 描述

remoteVideoStats
const
AliEngineRemoteVideoStats&

远端视频统计信息。

OnLocalAudioStats：本地音频统计信息回调（2s触发一次）。

void OnLocalAudioStats(const AliEngineLocalAudioStats& localAudioStats);

参数 类型 描述

localAudioStats const AliEngineLocalAudioStats& 本地音频统计信息。

OnRemoteAudioStats：远端音频统计信息回调（2s触发一次）。

void OnRemoteAudioStats(const AliEngineRemoteAudioStats& remoteAudioStats);

参数 类型 描述

remoteAudioStats
const
AliEngineRemoteAudioStats&

远端音频统计信息。

OnStartLiveStreamingResult：低延时互动直播模式开始时的回调。

void OnStartLiveStreamingResult(int result);

参数 类型 描述

result int
直播拉流结果，0表示拉流成功，其
他表示失败。

OnMediaRecordEvent：录制事件回调。

void OnMediaRecordEvent(int event, const char* filePath);

参数 类型 说明

event int

录制事件。取值：

0：录制开始。

1：录制结束。

2：打开文件失败。

3：写文件失败。

filePath const char* 录制文件路径。

OnPerformanceLow：当前设备性能不足的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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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OnPerformanceLow();

OnPerformanceRecovery：当前设备性能恢复的回调。

void OnPerformanceRecovery();

OnAudioVolumeCallback：用户音量大小的回调。

void OnAudioVolumeCallback(const AliEngineUserVolumeInfo* volumeInfo, int volumeInfoCount
, int totalVolume);

参数 类型 描述

volumeInfo const AliEngineUserVolumeInfo*

说话人结构体信息。

说明说明
AliEngineUserVolumeInfo中
user_id为0表示本地推流音
量，1表示远端混音音量，其
他表示用户的音量。

volumeInfoCount int 回调的说话人的个数。

totalVolume int

混音后的总音量，范围[0,255]。在
本地用户的回调中，totalVolume
为本地用户混音后的音量；在远端
用户的回调中，totalVolume为所
有说话者混音后的总音量。

OnActiveSpeaker：订阅的当前说话人。当前时间段说话可能性最大的用户uid。如果返回的uid为0，则默
认为本地用户。

void OnActiveSpeaker(const char *uid);

名称 类型 描述

uid const char * 用户ID。

OnMediaExtensionMsgReceived：收到媒体扩展信息的回调。当房间中有用户发送自定义数据时，可以通
过这个回调接收数据。

void OnMediaExtensionMsgReceived(const char* uid,unsigned char* message, unsigned int siz
e);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const char* 用户uid。

message unsigned char* 接收到的自定义数据。

size int 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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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AudioRouteChanged：语音路由发生变化的回调（适用于iOS端）。

void OnAudioRouteChanged(const AliEngineAudioRouteType routing);

参数 类型 描述

routing const AliEngineAudioRouteType 当前使用的语音路由。

OnSnapshotComplete：截图回调。

void OnSnapshotComplete(const char* userId, AliEngineVideoTrack trackType, void* buffer, 
int width, int height, bool success);

名称 类型 描述

userId const char* 用户ID。

trackType AliEngineVideoTrack 截图视频流。

buffer void*
成功返回截图RGBA数据，失败为
NULL。

width int 截图宽度。

height int 截图高度。

success bool 截图是否成功。

OnPublishLiveStreamStateChanged：旁路推流状态改变的回调。

void OnPublishLiveStreamStateChanged(const char* streamUrl ,int state ,int errCode);

参数 类型 说明

streamUrl const char* 流地址。

state int
推流状态，详情请参
见AliEngineTrascodingLiveStrea
mStatus。

errCode int
错误码，详情请参
见AliEngineTrascodingLiveStrea
mErrorCode。

OnPublishTaskStateChanged：旁路任务状态改变的回调。

void OnPublishTaskStateChanged(const char* streamUrl, int state);

参数 类型 说明

streamUrl const char* 流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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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int
推流状态，详情请参
见AliEngineTrascodingLiveStrea
mStatus。

参数 类型 说明

OnChannelRelayStateChanged：跨频道连麦状态变化的回调。

void OnChannelRelayStateChanged(int state, int code, const char* msg);

参数 类型 说明

state int
当前连麦状态，详情请参
见AliEngineChannelRelayState。

code int
当前状态码，详情请参
见AliEngineChannelRelayErrorCod
e。

msg const char* 状态描述信息。

OnChannelRelayEvent：跨频道连麦事件的回调。

void OnChannelRelayEvent(int state);

参数 类型 说明

state int
状态码，详情请参
见AliEngineChannelRelayEvent。

OnUserVideoEnabled：对端用户关闭相机流采集发送的通知。

void OnUserVideoEnabled(const char* uid, bool isEnable);

名称 类型 描述

uid const char* 执行EnableLocalVideo的用户。

isEnable bool

是否关闭相机流采集。取值：

true：打开相机流采集。

false：关闭相机流采集。

OnRemoteVideoChanged：远端视频流改变回调。

virtual void OnRemoteVideoChanged(const char* uid, AliEngineVideoTrack trackType, const A
liEngineVideoState state, const AliEngineVideoReason reason);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const char* 需要被通知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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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kType AliEngineVideoTrack 视频流类型。

state const AliEngineVideoState 视频状态的类型。

reason AliEngineVideoReason 触发状态变化的原因。

参数 类型 描述

通过阅读本文，您可以了解Windows SDK的IAudioFrameObserver回调及监听接口详情。

目录目录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OnRawDataAudioFrame 本地采集音频数据的回调。 2.1

OnPublishAudioFrame 本地推流音频数据的回调。 2.1

OnSubscribeAudioFrame 本地订阅音频数据的回调。 2.1

OnPlaybackAudioFrameBeforeMixing 混音前的指定用户的音频数据回调。 2.1

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OnRawDataAudioFrame：本地采集音频数据的回调。返回true表示需要写回SDK，false表示不需要写回
SDK。

bool OnRawDataAudioFrame(AliEngineAudioRawData audioRawData);

参数 类型 描述

audioRawData AliEngineAudioRawData 音频数据。

OnPublishAudioFrame：本地推流音频数据的回调。返回true表示需要写回SDK，false表示不需要写回
SDK。

bool OnPublishAudioFrame(AliEngineAudioRawData audioRawData);

参数 类型 描述

audioRawData AliEngineAudioRawData 音频数据。

OnSubscribeAudioFrame：本地订阅音频数据的回调。返回true表示需要写回SDK，false表示不需要写回
SDK。

bool OnSubscribeAudioFrame(AliEngineAudioRawData audioRawData);

5.2.2. IAudioFrameObserver5.2.2. IAudioFrameOb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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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audioRawData AliEngineAudioRawData 音频数据。

OnPlaybackAudioFrameBeforeMixing：混音前的指定用户的音频数据回调。返回true表示需要写回
SDK，false表示不需要写回SDK。

bool OnPlaybackAudioFrameBeforeMixing(const char *uid, AliEngineAudioRawData audioRawData
);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const char * 用户ID。

audioRawData AliEngineAudioRawData 音频数据。

通过阅读本文，您可以了解Windows SDK的IVideoFrameObserver回调及监听接口详情。

目录目录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OnCaptureVideoSample 订阅的本地采集视频数据回调。 2.1

OnPreEncodeVideoSample 订阅的本地编码前视频数据回调。 2.1

OnRemoteVideoSample 订阅的远端视频数据回调。 2.1

GetVideoFormatPreference
订阅的远端视频数据回调，配置视频格式写回
SDK，默认I420。

2.1

GetObservedFramePosition
视频数据输出内容，详情请参
见AliEngineVideoObserPosit ion。

2.1

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OnCaptureVideoSample：订阅的本地采集视频数据回调。返回true表示需要写回SDK（只对视频数据格
式为I420格式，并且客户端为iOS或Mac端有效），false表示不需要写回SDK。

bool OnCaptureVideoSample(AliEngineVideoSource videoSource, AliEngineVideoRawData &videoR
awData);

参数 类型 描述

videoSource AliEngineVideoSource 视频数据类型。

videoRawData AliEngineVideoRawData & 视频数据。

OnPreEncodeVideoSample：订阅的本地编码前视频数据回调。返回true表示需要写回SDK（只对视频数

5.2.3. IVideoFrameObserver5.2.3. IVideoFrameOb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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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格式为I420格式，并且客户端为iOS或Mac端有效），false表示不需要写回SDK。

bool OnPreEncodeVideoSample(AliEngineVideoSource videoSource, AliEngineVideoRawData &vide
oRawData);

参数 类型 描述

videoSource AliEngineVideoSource 视频数据类型。

videoRawData AliEngineVideoRawData & 视频数据。

OnRemoteVideoSample：订阅的远端视频数据回调。返回true表示需要写回SDK（只对视频数据格式为
I420格式，并且客户端为iOS或Mac端有效），false表示不需要写回SDK。

bool OnRemoteVideoSample(const char *uid, AliEngineVideoSource videoSource, AliEngineVide
oRawData &videoRawData);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const char * 用户ID。

videoSource AliEngineVideoSource 视频源类型。

videoSample AliEngineVideoRawData & 视频数据。

GetVideoFormatPreference：订阅的远端视频数据回调，配置视频格式写回SDK，默认视频数据格式为
I420。

AliEngineVideoFormat GetVideoFormatPreference() { return AliEngineVideoFormatI420; };

GetObservedFramePosit ion：视频数据输出内容，详情请参见AliEngineVideoObserPosit ion。

uint32_t GetObservedFramePosition() { return static_cast<uint32_t>(AliEnginePositionPostC
apture | AliEnginePositionPreRender); };

通过阅读本文，您可以了解Windows SDK的IVideoTextureObserver回调及监听接口详情。

目录目录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OnTextureCreate 视频GL纹理创建的回调。 2.1

OnTextureUpdate 视频GL纹理更新的回调。 2.1

OnTextureDestory 视频GL纹理销毁的回调。 2.1

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OnTextureCreate：视频GL纹理创建的回调。

5.2.4. IVideoTextureObserver5.2.4. IVideoTextureOb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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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OnTextureCreate(void* context);

名称 类型 描述

context void* openGL上下文。

OnTextureUpdate：视频GL纹理更新的回调。

int OnTextureUpdate(int textureId, int width, int height, AliEngineVideoRawData &videoRaw
Data) { return 0; };

名称 类型 描述

textureId int 视频纹理ID。

width int 宽度。

height int 高度。

videoRawData AliEngineVideoRawData & 视频数据。

OnTextureDestory：视频GL纹理销毁的回调。

void OnTextureDestory();

通过阅读本文，您可以了解到Windows SDK的AliEngine接口详情。

接口说明接口说明
查看所有接口详情，请参见AliEngine。

目录目录
基础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SetH5CompatibleMode 设置H5兼容模式。 1.1

GetH5CompatibleMode 检查当前是否兼容H5。 1.1

Create 创建一个AliEngine实例。 2.1

Destroy SDK资源释放。 1.1

UploadLog 上传日志。 1.15

SetLogDirPath 设置SDK日志文件保存路径。 1.16.2

5.3. AliEngine接口5.3. AliEngine接口
5.3.1. AliEngine5.3.1. Ali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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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EngineEventListener 设置回调。 2.1

QueryInterface 获取功能接口实例。 2.1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频道相关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JoinChannel 加入频道。 1.1

LeaveChannel 离开频道。 1.1

SwitchChannel 切换频道。 2.1

IsInCall 检查当前是否在频道中。 1.1

SetChannelProfile 设置频道模式。 1.15

CreateChannel 创建一个AliEngine子频道实例。 2.1

DestroyChannel 销毁CreateChannel创建的子频道。 2.1

发布相关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PublishLocalVideoStream 设置是否允许推视频流。 2.1

IsLocalVideoStreamPublished 查询当前是否允许推视频流。 1.1

IsScreenSharePublished 查询当前是否允许推屏幕流。 1.1

PublishLocalAudioStream 设置是否允许推音频流。 2.1

IsLocalAudioStreamPublished 查询当前是否允许推音频流。 1.1

PublishLocalDualStream 设置是否允许推次要视频流。 2.1

IsDualStreamPublished 查询当前是否允许推次要视频流。 2.1

订阅相关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SetRemoteVideoStreamType 设置订阅的相机流格式。 2.1

SetRemoteDefaultVideoStreamType 设置默认订阅的相机流格式。 2.1

SetDefaultSubscribeAllRemoteAudioStrea
ms

设置是否默认拉音频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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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cribeAllRemoteAudioStreams 停止或恢复拉所有远端音频流。 2.1

SubscribeRemoteAudioStream 停止或恢复特定远端用户的音频流拉取。 2.1

SetDefaultSubscribeAllRemoteVideoStrea
ms

设置是否默认拉视频流。 2.1

SubscribeAllRemoteVideoStreams 停止或恢复拉所有远端视频流。 2.1

SubscribeRemoteVideoStream 停止或恢复特定远端用户的视频流拉取。 2.1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视频相关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SetScreenShareEncoderConfiguration 设置屏幕共享编码属性。 2.1

SetLocalViewConfig 为本地预览设置渲染窗口以及绘制参数。 1.1

SetCameraCapturerConfiguration 设置摄像头采集偏好。 2.1

SetDeviceOrientationMode 设置设备方向（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2.1

EnableLocalVideo 禁用或重新启用本地视频采集。 2.1

MuteLocalCamera 设置是否停止推本地视频流。 1.1

MuteAllRemoteVideo 停止或恢复远端所有的视频渲染。 2.1

SetRemoteViewConfig 为远端的视频设置渲染窗口以及绘制参数。 1.1

UpdateViewConfig 更新渲染配置。 2.1

IsCameraOn 检查摄像头是否打开。 1.1

StopRecord 停止录制。 1.17

StartRecord 开始录制（非布局录制）。 1.17

StartRecord 开始录制（窗口布局录制）。 2.1

UpdateRecordLayout 更新录制内容信息。 2.1

AddRecordTemplate 添加录制模板。 2.1

PauseRecord 暂停录制。 2.1

ResumeRecord 重新开始录制。 2.1

SetBeautyEffect 设置基础美颜。 1.17.9

SetVideoEncoderConfiguration 设置视频编码属性。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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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VideoWatermark 添加水印。 2.1

ClearVideoWatermark 清理对应数据流水印信息。 2.1

SnapshotVideo 截图。 2.1

SwitchCamera 切换前后摄像头（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2.1

GetCurrentCameraDirection
获取当前摄像头方向（适用于Android或iOS
端）。

2.1

SetCameraZoom
设置摄像头缩放比例（适用于Android或iOS
端）。

2.1

SetCameraFlash
设置摄像头闪光灯是否打开（适用于Android
或iOS端）。

2.1

IsCameraFocusPointSupported
摄像头是否支持手动聚焦（适用于Android或
iOS端）。

2.1

IsCameraExposurePointSupported
摄像头是否支持设置曝光区域（适用于
Android或iOS端）。

2.1

SetCameraFocusPoint
设置摄像头手动聚焦（适用于Android或iOS
端）。

2.1

SetCameraExposurePoint
设置摄像头曝光点（适用于Android或iOS
端）。

2.1

IsCameraAutoFocusFaceModeSupported
摄像头是否支持人脸聚焦（适用于Android或
iOS端）。

2.1

SetCameraAutoFocusFaceModeEnabled
设置摄像头人脸对焦（适用于Android或iOS
端）。

2.1

GetIfUserFetchObserverData 视频输出数据是否由用户来获取。 2.4

GetVideoAlignment 视频输出宽度对齐方式。 2.4

GetObserverDataMirrorApplied 视频输出数据是否需要镜像。 2.4

GetSmoothRenderingEnabled 拉流视频数据是否平滑输出。 2.4

GetVideoCaptureData 主动获取采集数据。 2.4

GetVideoPreEncoderData 主动获取编码前数据。 2.4

GetVideoRenderData 主动获取拉流数据。 2.4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共享视频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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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StartScreenShareByDesktopId 根据桌面ID进行屏幕分享。 2.1

StartScreenShareByScreenRegion 根据屏幕区域进行屏幕分享。 2.1

StartScreenShareByWindowId 根据窗口ID进行屏幕分享。 2.1

StartScreenShare 开始屏幕分享（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2.1

StopScreenShare 停止屏幕分享。 2.1

UpdateScreenShareConfig 更新屏幕分享配置。 2.1

GetScreenShareConfig 获取屏幕共享配置。 2.1

GetScreenShareSourceInfo 获取屏幕分享源信息。 2.1

GetCurrentScreenShareSourceId 获取当前屏幕共享源ID。 2.1

GetCurrentScreenShareSourceType 获取当前屏幕共享源类型。 2.1

GetDesktopRegion 获取屏幕分享桌面区域。 2.1

音频相关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SetAudioOnlyMode 设置为纯音频模式还是音视频模式。 1.1

IsAudioOnlyMode 查询当前是否为纯音频模式。 1.1

MuteLocalMic 设置是否停止推本地音频。 1.1

MuteRemoteAudio 设置是否停止播放远端音频流。 1.1

MuteAllRemoteAudio 停止或恢复远端所有的音频播放。 1.16.2

StartAudioCapture 开启音频采集。 1.11

StartAudioCapture
开启音频采集。此接口可以控制提前打开音频
采集，如果不设置，则SDK会在合适的时机打
开音频采集。

2.2

StopAudioCapture 关闭音频采集。 1.11

StartAudioPlayer 开启音频播放设备。 1.11

StopAudioPlayer 关闭音频播放。 1.11

SetRemoteAudioVolume 设置本地播放的指定远端用户音量。 2.1

SetDefaultAudioRouteToSpeakerphone
设置默认音频输出为听筒或扬声器（适用于
Android或iOS端）。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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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ableSpeakerphone
设置音频输出为听筒或扬声器（适用于
Android或iOS端）。

2.1

IsEnableSpeakerphone
获取当前音频输出为听筒还是扬声器（适用于
Android或iOS端）。

2.1

SetRecordingVolume 设置录音音量。 1.16.2

SetPlayoutVolume 设置播放音量。 1.16.2

EnableAudioVolumeIndication 设置音量回调频率和平滑系数，默认不启用。 1.17.9

SetAudioProfile 设置音频Profile。 2.1

SetDeviceVolumeType 设置音量类型（适用于iOS端）。 2.1

EnableAudioDTX 开启本地音频流量控制（检测语音）。 2.1

EnableAudioAMD 开启本地音频流量控制（检测麦克风）。 2.1

SetAudioEffectVoiceChangerMode 设置变声音效模式。 2.1

SetAudioEffectPitchValue 设置变调参数。 2.1

SetAudioEffectReverbMode 设置混响音效模式。 2.1

SetAudioEffectReverbParamType 设置混响音效类型和具体参数。 2.1

StartAudioAccompany 开始混音（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2.1

StopAudioAccompany 停止混音（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2.1

SetAudioAccompanyVolume 设置混音音量（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2.1

SetAudioAccompanyPublishVolume
设置混音之后推流出去的音量（适用于
Android或iOS端）。

2.1

GetAudioAccompanyPublishVolume
获取推流出去的混音音量（适用于Android或
iOS端）。

2.1

SetAudioAccompanyPlayoutVolume
设置混音之后本地播放的音量（适用于
Android或iOS端）。

2.1

GetAudioAccompanyPlayoutVolume
获取混音本地播放的音量（适用于Android或
iOS端）。

2.1

PauseAudioAccompany 暂停混音（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2.1

ResumeAudioAccompany 重新开始混音（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2.1

GetAudioAccompanyDuration
获取伴奏文件时长（适用于Android或iOS
端）。

2.1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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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AudioAccompanyCurrentPosit ion
获取音乐文件播放进度（适用于Android或iOS
端）。

2.1

SetAudioAccompanyPosition
设置音频文件的播放位置（适用于Android或
iOS端）。

2.1

PreloadAudioEffect 预加载音效文件（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2.1

UnloadAudioEffect
删除预加载的音效文件（适用于Android或iOS
端）。

2.1

PlayAudioEffect 开始播放音效（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2.1

StopAudioEffect 停止播放音效（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2.1

StopAllAudioEffects
停止播放所有音效（适用于Android或iOS
端）。

2.1

SetAudioEffectPublishVolume
设置音效推流音量（适用于Android或iOS
端）。

2.1

GetAudioEffectPublishVolume
获取推流音效音量（适用于Android或iOS
端）。

2.1

SetAudioEffectPlayoutVolume
设置音效本地播放音量（适用于Android或iOS
端）。

2.1

GetAudioEffectPlayoutVolume
获取音效本地播放音量（适用于Android或iOS
端）。

2.1

SetAllAudioEffectsPublishVolume
设置所有音效本地播放音量（适用于Android
或iOS端）。

2.1

SetAllAudioEffectsPlayoutVolume
设置所有音效推流音量（适用于Android或iOS
端）。

2.1

PauseAudioEffect 暂停音效（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2.1

PauseAllAudioEffects 暂停所有音效（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2.1

ResumeAudioEffect
重新开始播放音效（适用于Android或iOS
端）。

2.1

ResumeAllAudioEffects
重新开始播放所有音效（适用于Android或iOS
端）。

2.1

EnableEarBack 启用耳返（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2.1

SetEarBackVolume 设置耳返音量（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2.1

EnableSystemAudioRecording 设置是否开启系统声音采集推送。 2.1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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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ystemAudioRecording 当前是否开启系统声音采集推送。 2.1

SetSystemAudioRecordingVolume 设置系统声音采集推送音量。 2.1

GetSystemAudioRecordingVolume 获取当前设置系统声音采集推送音量。 2.1

SetRecordingDeviceMute 静音音频采集设备。 2.4

GetRecordingDeviceMute 获取音频采集设备静音状态。 2.4

SetPlaybackDeviceMute 静音音频播放设备。 2.4

GetPlaybackDeviceMute 获取音频播放设备静音状态。 2.4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直播旁路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StartPublishLiveStream 开启旁路直播。 2.4

UpdatePublishLiveStream 更新旁路直播相关参数。 2.4

StopPublishLiveStream 停止旁路直播。 2.1

UpdateLiveStreamingViewConfig 更新直播拉流窗口及渲染参数。 2.1

GetPublishLiveStreamState 获取旁路直播状态。 2.4

跨频道连麦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StartChannelRelay 开启跨频道连麦。 2.1

UpdateChannelRelay 更新跨频道连麦。 2.1

StopChannelRelay 停止跨频道连麦。 2.1

EnableBackgroundExchange 开启或关闭虚拟背景替换功能。 2.4

EnableBackgroundBlur 开启或关闭虚拟背景虚化功能。 2.4

预览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StartPreview 开始本地预览。 1.1

StopPreview 停止本地预览。 1.1

远端用户查询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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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GetOnlineRemoteUsers 获取远端在线用户列表。 1.1

GetUserInfo 查询远端用户信息。 1.1

IsUserOnline 查询用户是否在线。 1.1

其他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SetLogLevel 设置日志级别。 1.1

GetSDKVersion 获取SDK版本号。 1.1

GetErrorDescription 获取错误码描述 2.1

GetEncodeParam 获取编码分辨率 2.1

SetClientRole 设置用户角色。 1.16

GetClientRole 获取用户角色。 1.17.19

StartLastmileDetect 开始网络质量探测。 1.16.2

StopLastmileDetect 停止网络质量探测。 1.16.2

PostFeedback SDK问题反馈。 1.17.12

SendMediaExtensionMsg 发送媒体扩展信息。 1.17.1

StartIntelligentDenoise 开启智能降噪。 1.17.19

StopIntelligentDenoise 关闭智能降噪。 1.17.19

RefreshAuthInfo 刷新令牌。 1.17.41

SetAudioSessionOperationRestriction
设置SDK对AVAudioSession的控制权限（适用
于iOS端）。

2.1

GetCurrentConnectionStatus 获取当前网络链接状态。 2.1

ShowDebugView 展示用户Debug数据。 2.4

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SetH5CompatibleMode：设置是否兼容H5。

static void SetH5CompatibleMode(bool comp);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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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comp bool

是否兼容H5。取值：

true：兼容H5。

false（默认值）：不兼容H5。

注意 注意 当前版本不支持在创建AliEngine实例之后更改H5兼容模式，必须在创建实例之前就调用
此方法。

GetH5CompatibleMode：检查当前是否兼容H5。

static bool GetH5CompatibleMode();

返回说明

true表示兼容H5，false表示不兼容H5。

Create：获取一个AliEngine实例。

static AliEngine *Create(const char *extras);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extras const char *
通过JSON配置SDK的特别功能，详
情请参见extras功能说明。

注意 注意 同一时间只会存在一个主实例。

Destroy：SDK资源释放。

static AliEngine::Destroy();

注意 注意 在所有操作结束之后调用。

UploadLog：上传日志。默认会自动上传。

static void UploadLog();

SetLogDirPath：设置SDK日志文件保存路径。

static int SetLogDirPath(const char *logDirPath);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logDirPath const char *
日志文件保存绝对路径。默认路
径：%appdata%目录下。

返回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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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注意 注意 如需调用此接口，请在调用所有SDK接口前进行设置，避免日志出现丢失，同时App必须
保证指定的目录已存在且可写入。

SetEngineEventListener：设置回调。

int SetEngineEventListener(AliEngineEventListener *listener);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listener AliEngineEventListener * 回调类指针。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QueryInterface：获取功能接口实例。

int QueryInterface(AliEngineInterfaceIdType iid, void** pInterfac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iid AliEngineInterfaceIdType 功能接口类型。

pInterface void**

设备管理或媒体引擎的二级指针。

当iid传入类型为
AliEngineInterfaceAudioDevice
Manger时，pInterface返回对象
为IAliEngineAudioDeviceManag
er。

当iid传入类型为
AliEngineInterfaceVideoDevice
Manger时，pInterface返回对象
为IAliEngineVideoDeviceManag
er。

当iid传入类型为
AliEngineInterfaceMediaEngine
时，pInterface返回对象
为IAliEngineMediaEngine。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JoinChannel：加入频道。

int JoinChannel(const AliEngineAuthInfo &authInfo,const char *user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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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authInfo const AliEngineAuthInfo & 鉴权信息。

userName const char * 用户的显示名称（不是用户ID）。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说明说明

加入频道成功后，如果中途需要加入其他频道，必须先调用LeaveChannel离开当前频道，如
果加入频道失败，需要重试时，无需先调用LeaveChannel。

该接口是异步接口，是否成功加入频道，通过OnJoinChannelResult判断。

LeaveChannel：离开频道。

int LeaveChannel();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说明说明

1.15及以上版本：销毁引擎只能通过Destroy方法。

1.15以下版本：离开频道时，AliEngine实例会被销毁，如需继续加入频道等操作，需要重新调
用Create初始化AliEngine实例。

如果当前不在频道内，调用LeaveChannel不会对实例产生任何影响，但会产生消息，通知频
道内其他用户。

SwitchChannel：切换频道。

int SwitchChannel(const AliEngineAuthInfo &authInfo);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authInfo const AliEngineAuthInfo & 鉴权信息。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返回AliEngineErrorInvaildState，请确认是否频道模式或角色不匹配，或当前未加入任何频道中。

返回AliEngineErrorInvaildArgument，请确认鉴权信息是否合法，或是否加入相同频道。

返回AliEngineErrorInner为SDK内部状态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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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说明

本方法只允许在直播模式AliEngineInteract iveLive下，观看角色AliEngineClientRoleLive使用。

该接口是异步接口，调用此方法成功切换频道后，SDK会先触发离开原频道
的OnLeaveChannelResult回调，再返回加入新频道的OnJoinChannelResult回调。

IsInCall：检查当前是否在频道中。

bool IsInCall();

返回说明

true表示在频道中，false表示不在频道中。

SetChannelProfile：设置频道模式。

int SetChannelProfile(const AliEngineChannelProfile channelProfil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channelProfile AliEngineChannelProfile
频道类型，默认为
AliEngineCommunication。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说明 说明 该接口只可以在加入频道之前调用，会议中不可以重新设置，离开频道后可以重新设置。

CreateChannel：创建一个AliEngine子频道实例。

AliEngine * CreateChannel(const char* extras);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extras const char* 接收来自客户灰度下发的参数。

返回说明

成功返回子频道实例，失败返回空指针。

DestroyChannel：销毁CreateChannel创建的子频道。

void DestroyChannel();

PublishLocalVideoStream：设置是否允许推视频流。

int PublishLocalVideoStream(bool enable);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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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

是否允许推视频流。取值：

true（默认值）：允许推视频
流。

false：不允许推视频流。

IsLocalVideoStreamPublished：查询当前是否允许推视频流。

bool IsLocalVideoStreamPublished();

返回说明

true表示允许推相机流，false表示不允许推相机流。

IsScreenSharePublished：查询当前是否允许推屏幕流。

bool IsScreenSharePublished();

返回说明

true表示允许推相机流，false表示不允许推相机流。

PublishLocalAudioStream：设置是否允许推音频流。

int PublishLocalAudioStream(bool enabl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

是否允许推音频流。取值：

true（默认值）：允许推音频
流。

false：不允许推音频流。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IsLocalAudioStreamPublished：查询当前是否允许推音频流。

bool IsLocalAudioStreamPublished();

返回说明

true表示允许推音频流，false表示不允许推音频流。

PublishLocalDualStream：设置是否允许推次要视频流。

int PublishLocalDualStream(bool enabl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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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able bool

是否允许推次要视频流。取值：

true（默认值）：允许推次要视
频流。

false：不允许推次要视频流。

名称 类型 描述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IsDualStreamPublished：查询当前是否允许推次要视频流。

bool IsDualStreamPublished();

返回说明

true表示允许推次要视频流，false表示不允许推次要视频流。

SetRemoteVideoStreamType：设置订阅的相机流格式。

int SetRemoteVideoStreamType(const char* uid,AliEngineVideoStreamType streamTyp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uid const char* 远端用户ID。

streamType AliEngineVideoStreamType
相机流格式，默认值为
AliEngineVideoStreamTypeHigh
（大流）。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RemoteDefaultVideoStreamType：设置默认订阅的相机流格式。

int SetRemoteDefaultVideoStreamType(AliEngineVideoStreamType streamTyp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streamType AliEngineVideoStreamType
相机流格式，默认值为
AliEngineVideoStreamTypeHigh
（大流）。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DefaultSubscribeAllRemoteAudioStreams：设置是否默认拉音频流。

int SetDefaultSubscribeAllRemoteAudioStreams(bool s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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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sub bool

是否订阅，取值：

true（默认值）：订阅用户的音
频流。

false：取消订阅用户的音频流。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ubscribeAllRemoteAudioStreams：停止或恢复拉所有远端音频流。

int SubscribeAllRemoteAudioStreams(bool sub);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sub bool

是否订阅，取值：

true（默认值）：订阅所有远端
用户的音频流。

false：取消订阅所有远端用户的
音频流。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ubscribeRemoteAudioStream：停止或恢复特定远端用户的音频流拉取。

int SubscribeRemoteAudioStream(const char* uid, bool sub);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uid const char* 远端用户ID。

sub bool

是否订阅，取值：

true（默认值）：订阅指定用户
的音频流。

false：取消订阅指定用户的音频
流。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DefaultSubscribeAllRemoteVideoStreams：设置是否默认拉视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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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SetDefaultSubscribeAllRemoteVideoStreams(bool sub);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sub bool

是否订阅，取值：

true（默认值）：订阅用户的视
频流。

false：取消订阅用户的视频流。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ubscribeAllRemoteVideoStreams：停止或恢复拉所有远端视频流。

int SubscribeAllRemoteVideoStreams(bool sub);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sub bool

是否订阅，取值：

true（默认值）：订阅所有用户
的视频流。

false：取消订阅所有用户的视频
流。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ubscribeRemoteVideoStream：停止或恢复特定远端用户的视频流拉取。

int SubscribeRemoteVideoStream(const char* uid, AliEngineVideoTrack track, bool sub);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uid const char* 远端用户ID。

track AliEngineVideoTrack 视频流类型。

sub bool

是否订阅，取值：

true（默认值）：订阅指定用户
的视频流。

false：取消订阅指定用户的视频
流。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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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ScreenShareEncoderConfiguration：设置屏幕共享编码属性。

void SetScreenShareEncoderConfiguration(const AliEngineScreenShareEncoderConfiguration& c
onfig);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config
const
AliEngineScreenShareEncoderCon
figuration &

屏幕共享编码属性，默认值：

dimensions：(0,0)

frameRate：
AliEngineFrameRateFps5

bitrate：512

rotationMode：
AliEngineRotationMode_0

SetLocalViewConfig：为本地预览设置渲染窗口以及绘制参数。

int SetLocalViewConfig(AliEngineVideoCanvas renderConfig,AliEngineVideoTrack track);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renderConfig AliEngineVideoCanvas
渲染参数，包含渲染窗口以及渲染
方式。

track AliEngineVideoTrack 视频流的类型。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说明说明

支持加入频道之前和之后切换窗口。如果canvas中的displayView为NULL，则停止渲染。

如果在播放过程中需要重新设置渲染方式，请保持canvas中其他成员变量不变，仅修改
renderMode。

canvas中渲染方式默认为AliEngineRenderModeAuto。

SetCameraCapturerConfiguration：设置摄像头采集偏好。

int SetCameraCapturerConfiguration(const AliEngineCameraCapturerConfiguration& config);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config
const
AliEngineCameraCapturerConfigu
ration &

采集偏好，默认值为
AliEngineCaptureOutputPreferen
ceA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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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DeviceOrientationMode：设置设备方向（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int SetDeviceOrientationMode(AliEngineOrientationMode mod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mode AliEngineOrientationMode
设备方向，默认值为
AliEngineOrientationModePortrai
t（固定竖屏模式）。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EnableLocalVideo：禁用或重新启用本地视频采集。

int EnableLocalVideo(bool enabl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

禁用或重新启用本地视频采集。取
值：

true（默认值）：重新启用视频
采集。

false：停止视频采集。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MuteLocalCamera：停止或恢复本地视频数据发送。

int MuteLocalCamera(bool mute, AliEngineVideoTrack track);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mute bool

停止或恢复推视频流。取值：

true：停止推视频流。

false（默认值）：恢复推视频
流。

track AliEngineVideoTrack 需要改变推流状态的视频流类型。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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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此接口只是控制指定视频流上是否发送黑帧，采集和数据发送不会停止，如果需要关闭采
集请使用EnableLocalVideo接口，如果需要中止视频数据发送请使用PublishLocalVideoStream接
口。

MuteAllRemoteVideo：停止或恢复远端所有的视频渲染。

int MuteAllRemoteVideo(bool mut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mute bool

停止或恢复渲染。取值：

true：停止渲染，所有视频为黑
帧。

false（默认值）：恢复渲染。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RemoteViewConfig：为远端的视频设置渲染窗口以及绘制参数。

int SetRemoteViewConfig(AliEngineVideoCanvas renderConfig,const char *uid,AliEngineVideoT
rack track);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renderConfig AliEngineVideoCanvas
渲染参数，包含渲染窗口以及渲染
方式。

uid const char * 用户ID。

track AliEngineVideoTrack 需要设置的视频流类型。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UpdateViewConfig：更新渲染配置。

int UpdateViewConfig(AliEngineVideoCanvas renderConfig);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renderConfig AliEngineVideoCanvas 窗口以及渲染方式。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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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CameraOn：检查摄像头是否打开。

bool IsCameraOn();

返回说明

true表示摄像头已打开，false表示摄像头未打开。

StopRecord：停止录制。

bool StopRecord();

返回说明

true表示方法调用成功，false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artRecord：开始录制（非布局录制）。

bool StartRecord(AliEngineRecordType recordType, AliEngineRecordFormat recordFormat, cons
t char * filePath, AliEngineRecordAudioConfig& audioConfig, AliEngineRecordVideoConfig& v
ideoConfig, bool isFragment);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recordType AliEngineRecordType 录制类型。

recordFormat AliEngineRecordFormat 录制格式。

filePath const char * 文件路径。

audioConfig AliEngineRecordAudioConfig & 录制音频设置。

videoConfig AliEngineRecordVideoConfig & 录制视频设置。

isFragment bool
是否支持mp4内部分段，只在录制
mp4时有效。

返回说明

true表示方法调用成功，false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artRecord：开始录制（窗口布局录制）。

int StartRecord(const char* filePath, const AliEngineRecordVideoLayout& layout);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filePath const char * 文件路径。

layout
const
AliEngineRecordVideoLayout &

视频窗口布局设置。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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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RecordLayout：更新录制内容信息。

bool UpdateRecordLayout(AliEngineRecordVideoLayout& layout);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layout AliEngineRecordVideoLayout & 录制视频内容及布局。

返回说明

true表示方法调用成功，false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AddRecordTemplate：添加录制模板。

int AddRecordTemplate(const AliEngineRecordTemplate& rTemplat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rTemplate
const AliEngineRecordTemplate
&

录制模板。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PauseRecord：暂停录制。

bool PauseRecord();

返回说明

true表示方法调用成功，false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ResumeRecord：重新开始录制。

bool ResumeRecord();

返回说明

true表示方法调用成功，false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BeautyEffect：设置是否启用基础美颜。

int SetBeautyEffect(bool enable, const AliEngineBeautyConfig &config);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

是否启用基础美颜。取值：

true：开启。

false（默认值）：关闭。

config const AliEngineBeautyConfig & 基础美颜参数。

音视频通信 SDK参考··Windows SDK

> 文档版本：20220701 328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13254.html#li-086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13254.html#li-088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13254.html#li-099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说明 说明 该接口目前只支持美白和磨皮。

SetVideoEncoderConfiguration：设置视频编码属性。

void SetVideoEncoderConfiguration(const AliEngineVideoEncoderConfiguration& config);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config
const
AliEngineVideoEncoderConfigura
tion &

预定义的编码属性，默认值：

dimensions：(640, 480)

frameRate：
AliEngineFrameRateFps15

bitrate：512

orientationMode：
AliEngineVideoEncoderOrienta
tionModeAdaptive

mirrorMode：
AliEngineVideoMirrorModeDisa
bled

rotationMode：
AliEngineRotationMode_0

AddVideoWatermark：添加水印。

int AddVideoWatermark(AliEngineVideoTrack track, const char* imageUrl, const AliEngineWat
erMarkConfig &options);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track AliEngineVideoTrack 数据流类型。

imageUrl const char* 水印图片路径。

options
const AliEngineWaterMarkConfig
&

水印配置。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ClearVideoWatermark：清理对应数据流水印信息。

int ClearVideoWatermark(AliEngineVideoTrack track);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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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track AliEngineVideoTrack 数据流类型。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napshotVideo：截图。

int SnapshotVideo(const String& userId, const AliEngineVideoTrack &trackTyp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userId const String & 用户ID，为空表示本地用户。

trackType const AliEngineVideoTrack & 流类型。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说明 说明 截图结果通过OnSnapshotComplete回调返回。

SwitchCamera：切换前后摄像头，默认为前置摄像头（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int SwitchCamera();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CurrentCameraDirect ion：获取当前摄像头方向（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AliEngineCameraDirection GetCurrentCameraDirection();

返回说明

返回camera方向枚举值。

SetCameraZoom：设置摄像头缩放比例（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int SetCameraZoom(float zoom);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zoom float zoom的级别，默认值为1.0。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CameraFlash：设置摄像头闪光灯是否打开（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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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SetCameraFlash(bool flash);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flash bool

是否允许闪光灯，取值：

true：打开闪光灯。

false（默认值）：关闭闪光灯。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IsCameraFocusPointSupported：摄像头是否支持手动聚焦（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bool IsCameraFocusPointSupported();

返回说明

true表示方法调用成功，false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IsCameraExposurePointSupported：摄像头是否支持设置曝光区域（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bool IsCameraExposurePointSupported();

返回说明

true表示方法调用成功，false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CameraFocusPoint：设置摄像头手动聚焦（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int SetCameraFocusPoint(float pointX, float pointY);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pointX float 聚焦点x坐标。

pointY float 聚焦点y坐标。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CameraExposurePoint：设置摄像头曝光点（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int SetCameraExposurePoint(float pointX, float pointY);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pointX float 聚焦点x坐标。

pointY float 聚焦点y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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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IsCameraAutoFocusFaceModeSupported：摄像头是否支持人脸聚焦（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bool IsCameraAutoFocusFaceModeSupported();

返回说明

true表示方法调用成功，false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CameraAutoFocusFaceModeEnabled：设置摄像头人脸对焦（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bool SetCameraAutoFocusFaceModeEnabled(bool enabl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

是否开启摄像头人脸对焦。取值：

true：开启人脸对焦。

false（默认值）：关闭人脸对
焦。

返回说明

true表示方法调用成功，false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artScreenShareByDesktopId：根据桌面ID进行屏幕分享。

int StartScreenShareByDesktopId(unsigned int desktopId, const AliEngineScreenShareConfig&
config);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desktopId unsigned int
桌面ID（可通
过GetScreenShareSourceInfo接口
获取）。

config
const
AliEngineScreenShareConfig &

屏幕分享配置。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说明 说明 配置指定区域分享时，分享区域最小分辨率为16 x 16，设置区域小于最小分辨率时重置为
最小分辨率；设置分享区域超过实际桌面分辨率时，将分享整个桌面。

StartScreenShareByScreenRegion：根据屏幕区域进行屏幕分享。

int StartScreenShareByScreenRegion(const AliEngineScreenShareRegion& screenRegion, const 
AliEngineScreenShareConfig& 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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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screenRegion
const
AliEngineScreenShareRegion &

指定要共享的屏幕相对于虚拟屏幕
的位置。

config
const
AliEngineScreenShareConfig &

屏幕分享配置。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说明说明

本方法仅适用于桌面共享，设置窗口共享请使用StartScreenShareByWindowId接口。

配置指定区域分享时，分享区域最小分辨率为16 x 16，设置区域小于最小分辨率时重置为最
小分辨率；设置分享区域超过实际桌面分辨率时，将分享整个桌面。

关于虚拟屏幕坐标，请参见The Virtual Screen。

StartScreenShareByWindowId：根据窗口ID进行屏幕分享。

int StartScreenShareByWindowId(unsigned int windowId, const AliEngineScreenShareConfig& c
onfig);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windowId unsigned int
窗口ID（可通过
GetScreenShareSourceInfo接口获
取）

config
const
AliEngineScreenShareConfig &

屏幕分享配置。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artScreenShare：开始屏幕分享（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int StartScreenShare();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opScreenShare：停止屏幕分享。

int StopScreenShare();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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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ScreenShareConfig：更新屏幕分享配置。

int UpdateScreenShareConfig(const AliEngineScreenShareConfig& config);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config
const
AliEngineScreenShareConfig &

屏幕分享配置。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ScreenShareConfig：获取屏幕共享配置。

AliEngineScreenShareConfig GetScreenShareConfig();

返回说明

返回屏幕共享配置信息。

GetScreenShareSourceInfo：获取屏幕分享源信息。

AliEngineScreenSourceList* GetScreenShareSourceInfo(AliEngineScreenShareType sourceTyp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sourceType AliEngineScreenShareType 屏幕分享类型。

返回说明

返回屏幕共享源列表。

说明 说明 请在遍历完屏幕共享源列表后调用其release成员方法，由SDK内部释放相关资源。

GetCurrentScreenShareSourceId：获取当前屏幕共享源ID。

unsigned int GetCurrentScreenShareSourceId();

返回说明

返回当前屏幕共享源ID。

GetCurrentScreenShareSourceType：获取当前屏幕共享源类型。

AliEngineScreenShareType GetCurrentScreenShareSourceType();

返回说明

返回当前屏幕共享源类型。

GetDesktopRegion：获取屏幕分享桌面区域。

int GetDesktopRegion(const String& sourceId, const String& sourceTitle, AliEngineScreenSh
areRegion&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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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sourceId const String& 屏幕分享数据源ID。

sourceTitle const String& 屏幕分享数据源名称。

region AliEngineScreenShareRegion & 屏幕区域信息。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AudioOnlyMode：设置音频模式或音视频模式。

int SetAudioOnlyMode(bool audioOnly);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audioOnly bool

音频模式或音视频模式。取值：

true：只有音频推流和拉流。

false（默认值）：音视频推流和
拉流。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IsAudioOnlyMode：检查当前是否纯音频模式。

bool IsAudioOnlyMode();

返回说明

true表示纯音频模式，false表示音视频模式。

MuteLocalMic：停止或恢复本地音频数据发送。

int MuteLocalMic(bool mute, AliEngineMuteLocalAudioMode mode = AliEngineMuteLocalAudioMod
eDefault);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mute bool

停止或恢复本地音频数据发送。取
值：

true：本地音频发送静音帧。

false（默认值）：恢复正常。

mode AliEngineMuteLocalAudioMode 静音模式，默认麦克风静音模式。

返回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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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说明 说明 mute只是发送音频数据为静音帧，采集和编码模块仍然在工作。

MuteRemoteAudio：停止或恢复远端的音频播放。

int MuteRemoteAudio(const char *uid,bool mut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uid const char * 用户ID。

mute bool

停止或恢复远端的音频播放。取
值：

true：停止播放。

false（默认值）：恢复播放。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MuteAllRemoteAudio：停止或恢复远端所有的音频播放。

int MuteAllRemoteAudio(bool mut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mute bool

停止或恢复远端所有的音频播放。
取值：

true：停止播放。

false（默认值）：恢复播放。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artAudioCapture：开启音频采集。

int StartAudioCapture();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artAudioCapture：开启音频采集。此接口可以控制提前打开音频采集，如果不设置，则SDK会在合适
的时机打开音频采集。

int StartAudioCapture(bool keepAlive);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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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keepAlive bool

采集设备状态，取值：

true（默认值）：离会后采集设
备保持开启状态。

false：离会后采集设备关闭。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opAudioCapture：关闭音频采集。

int StopAudioCapture();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artAudioPlayer：开启音频播放设备。

int StartAudioPlayer();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opAudioPlayer：关闭音频播放。

int StopAudioPlayer();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RemoteAudioVolume：设置本地播放的指定远端用户音量。

int SetRemoteAudioVolume(const char *uid,int volum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uid const char * 用户ID。

int volume
播放音量，取值范围：[0,100]。其
中，0表示静音，100表示原始音
量，默认值为100。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DefaultAudioRouteToSpeakerphone：设置默认音频输出为听筒或扬声器（适用于Android或iOS
端）。

int SetDefaultAudioRouteToSpeakerphone(bool defaultToSpeakerphone);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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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defaultToSpeakerphone bool

默认音频输出为听筒或扬声器。取
值：

true（默认值）：扬声器模式。

false：听筒模式。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EnableSpeakerphone：设置音频输出为听筒或扬声器（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int EnableSpeakerphone(bool enabl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

音频输出为听筒或扬声器。取值：

true：扬声器模式。

false（默认值）：听筒模式。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IsEnableSpeakerphone：获取当前音频输出为听筒还是扬声器（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bool IsEnableSpeakerphone();

返回说明

true表示听筒，false表示扬声器。

SetRecordingVolume：设置录音音量。

int SetRecordingVolume(int volum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volume int
取值范围：[0,400]。其中0表示静
音，默认值为100；大于100表示放
大音量；小于100表示减小音量。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PlayoutVolume：设置播放音量。

int SetPlayoutVolume(int volume);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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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volume int
取值范围：[0,400]。其中0表示静
音，默认值为100；大于100表示放
大音量；小于100表示减小音量。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EnableAudioVolumeIndication：设置音量回调频率和平滑系数，默认不启用。

int EnableAudioVolumeIndication(int interval, int smooth, int reportVad);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interval int

时间间隔，单位为毫秒，最小值不
得小于10ms，建议设置
300~500ms；小于等于0表示不启
用音量提示和说话人提示功能。

smooth int
平滑系数，数值越大平滑程度越
高，反之越低，实时性越好，取值
范围：[0,9]，建议设置3。

reportVad int

说话人检测开关。取值：

0：关闭。

1：开启，通过
onAudioVolumeCallback接口
回调每一个说话人的状态。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AudioProfile：设置音频Profile。

int SetAudioProfile(int audioProfile, int audioScen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audioProfile int
音频采集或编码模式参数，默认值
为AliEngineBasicQualityMode，详
情请参见AliEngineAudioProfile。

audioScene int

音频场景模式参数，默认值为
AliEngineSceneDefaultMode，详
情请参
见AliEngineAudioScenario。

返回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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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DeviceVolumeType：设置音量类型。

int SetDeviceVolumeType(int typ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type int 音量类型，默认值为0。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EnableAudioDTX：开启本地音频流量控制（检测语音）。

int EnableAudioDTX(bool enabl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

是否开启本地音频流量控制。取
值：

true：开启。

false（默认值）：关闭。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说明 说明 推流之前调用有效。开启语音活动检测可以在检测到没有语音的情况下，发送字节数减
少，节省用户流量。

EnableAudioAMD：开启本地音频流量控制（检测麦克风）。

int EnableAudioAMD(bool enabl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

是否开启本地音频流量控制。取
值：

true：开启。

false（默认值）：关闭。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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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推流之前调用有效。开启语音活动检测可以在检测到麦克风静音或者关闭麦克风时停止发
送音频包。

SetAudioEffectVoiceChangerMode：设置变声音效模式。

int SetAudioEffectVoiceChangerMode(const AliEngineAudioEffectVoiceChangerMode &mod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mode
const
AliEngineAudioEffectVoiceChang
erMode &

变声音效模式，默认值为
AliRtcSdk_AudioEffect_Voice_Ch
anger_OFF。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AudioEffectPitchValue：设置变调参数。

int SetAudioEffectPitchValue(double valu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value double
取值范围：[0.5,2.0]，默认1.0，表
示音调不变。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AudioEffectReverbMode：设置混响音效模式。

int SetAudioEffectReverbMode(const AliEngineAudioEffectReverbMode& mod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mode
const
AliEngineAudioEffectReverbMode
&

音效模式，默认值为
AliRtcAudioEffectReverb_Off。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AudioEffectReverbParamType：设置混响音效类型和具体参数。

int SetAudioEffectReverbParamType(const AliEngineAudioEffectReverbParamType& type, float 
value);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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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type
const
AliEngineAudioEffectReverbPara
mType &

音效混响模式。

value float 具体参数值。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artAudioAccompany：开始混音（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int StartAudioAccompany(const char *filePath, bool onlyLocalPlay, bool replaceMic, int lo
opCycles);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filePath const char * 混音文件路径。

onlyLocalPlay bool 是否只本地播放。

replaceMic bool 是否替换掉MIC。

loopCycles int
循环次数（可以设置-1或者正整
数）。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opAudioAccompany：停止混音（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int StopAudioAccompany();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AudioAccompanyVolume：设置混音音量（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int SetAudioAccompanyVolume(int volum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volume int
混音音量，取值范围：[0,100]，默
认值为50。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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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设置音量需要在startAudioAccompany后才能生效。

SetAudioAccompanyPublishVolume：设置混音之后推流出去的音量（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int SetAudioAccompanyPublishVolume(int volum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volume int
混音音量，取值范围：[0,100]，默
认值为50。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说明 说明 设置音量需要在startAudioAccompany后才能生效。

GetAudioAccompanyPublishVolume：获取推流出去的混音音量（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int GetAudioAccompanyPublishVolume();

返回说明

返回推流出去的混音音量。

SetAudioAccompanyPlayoutVolume：设置混音之后本地播放的音量（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int SetAudioAccompanyPlayoutVolume(int volum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volume int
混音音量，取值范围：[0,100]，默
认值为50。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说明 说明 设置音量需要在StartAudioAccompany后才能生效。

GetAudioAccompanyPlayoutVolume：获取混音本地播放的音量（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int GetAudioAccompanyPlayoutVolume();

返回说明

当前混音本地播放的音量大小。

PauseAudioAccompany：暂停混音（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int PauseAudioAc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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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ResumeAudioAccompany：重新开始混音（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int ResumeAudioAccompany();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AudioAccompanyDuration：获取伴奏文件时长（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int GetAudioAccompanyDuration();

返回说明

返回当前伴奏文件时长，单位为毫秒。

GetAudioAccompanyCurrentPosit ion：获取音乐文件播放进度（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int GetAudioAccompanyCurrentPosition();

返回说明

当前音乐文件播放进度，单位为毫秒。

SetAudioAccompanyPosit ion：设置音频文件的播放位置（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int SetAudioAccompanyPosition(int pos);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pos int 进度条位置，单位为毫秒。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PreloadAudioEffect：预加载音效文件（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int PreloadAudioEffect(unsigned int soundId, const char *filePath);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soundId unsigned int 用户给该音效文件分配的ID。

filePath const char * 音效文件路径。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UnloadAudioEffect：删除预加载的音效文件（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int UnloadAudioEffect(unsigned int soun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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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soundId unsigned int 用户给该音效文件分配的ID。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PlayAudioEffect：开始播放音效（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int PlayAudioEffect(unsigned int soundId, const char *filePath, int cycles, bool publish)
;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soundId unsigned int 用户给该音效文件分配的ID。

filePath const char * 音效文件路径。

cycles int
循环次数（可以设置-1或者正整
数）。

publish bool 是否推流。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opAudioEffect：停止播放音效（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int StopAudioEffect(unsigned int soundId);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soundId unsigned int 用户给该音效文件分配的ID。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opAllAudioEffects：停止播放所有音效（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int StopAllAudioEffects();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AudioEffectPublishVolume：设置音效推流音量（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int SetAudioEffectPublishVolume(unsigned int soundId, int volume);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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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soundId unsigned int 用户给该音效文件分配的ID。

volume int
混音音量，取值范围：[0,100]，默
认值为50。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AudioEffectPublishVolume：获取推流音效音量（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int GetAudioEffectPublishVolume(unsigned int soundId);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soundId unsigned int 用户给该音效文件分配的ID。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AudioEffectPlayoutVolume：设置音效本地播放音量（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int SetAudioEffectPlayoutVolume(unsigned int soundId, int volum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soundId unsigned int 用户给该音效文件分配的ID。

volume int
混音音量，取值范围：[0,100]，默
认值为50。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AudioEffectPlayoutVolume：获取音效本地播放音量（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int GetAudioEffectPlayoutVolume(unsigned int soundId);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soundId unsigned int 用户给该音效文件分配的ID。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AllAudioEffectsPublishVolume：设置所有音效本地播放音量（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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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SetAllAudioEffectsPublishVolume(int volum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volume int
混音音量，取值范围：[0,100]，默
认值为50。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AllAudioEffectsPlayoutVolume：设置所有音效推流音量（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int SetAllAudioEffectsPlayoutVolume(int volum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volume int
混音音量，取值范围：[0,100]，默
认值为50。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PauseAudioEffect：暂停音效（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int PauseAudioEffect(unsigned int soundId);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soundId unsigned int 用户给该音效文件分配的ID。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PauseAllAudioEffects：暂停所有音效（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int PauseAllAudioEffects();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ResumeAudioEffect：重新开始播放音效（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int ResumeAudioEffect(unsigned int soundId);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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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soundId unsigned int 用户给该音效文件分配的ID。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ResumeAllAudioEffects：重新开始播放所有音效（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int ResumeAllAudioEffects();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EnableEarBack：启用耳返（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int EnableEarBack(bool enabl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

是否启用耳返，取值：

true：启用耳返。

false（默认值）：关闭耳返。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EarBackVolume：设置耳返音量（适用于Android或iOS端）。

int SetEarBackVolume(int volum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volume int
音量，取值范围：[0,100]，默认值
100。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EnableSystemAudioRecording：设置是否开启系统声音采集推送。

int EnableSystemAudioRecording(bool enabl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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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able bool

是否开启系统声音采集推送。取
值：

true：开启。

false（默认值）：关闭。

名称 类型 描述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IsSystemAudioRecording：当前是否开启系统声音采集推送。

bool IsSystemAudioRecording();

返回说明

true表示开启状态， false表示关闭状态。

SetSystemAudioRecordingVolume：设置系统声音采集推送音量。

int SetSystemAudioRecordingVolume(int volum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volume int
音量，取值范围：[0,100]，默认值
为100。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SystemAudioRecordingVolume：获取当前设置系统声音采集推送音量。

int GetSystemAudioRecordingVolume();

返回说明

返回系统音量。

说明 说明 需要开启系统声音采集推送后才能设置，否则设置失败。

StartPublishLiveStream：开启旁路直播。

int StartPublishLiveStream(const String& streamURL, const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Param &
transcoding);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streamURL const String& 推流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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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coding
const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Param
&

推流所需参数。

名称 类型 描述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UpdatePublishLiveStream：更新旁路直播相关参数。

int UpdatePublishLiveStream(const String& streamURL, const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Param 
&transcoding);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streamURL const String& 推流地址。

transcoding
const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Param
&

推流所需参数。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opPublishLiveStream：停止旁路直播。

int StopPublishLiveStream(const String& streamURL);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streamURL const String& 推流地址。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UpdateLiveStreamingViewConfig：更新直播拉流窗口及渲染参数。

int UpdateLiveStreamingViewConfig(AliEngineVideoCanvas& renderConfig);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renderConfig AliEngineVideoCanvas & 包含了窗口以及渲染方式。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artChannelRelay：开启跨频道连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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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StartChannelRelay(const AliEngineChannelRelayConfiguration &configuration);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configuration
const
AliEngineChannelRelayConfigurati
on &

配置信息。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UpdateChannelRelay：更新跨频道连麦。

int UpdateChannelRelay(const AliEngineChannelRelayConfiguration &configuration);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configuration
const
AliEngineChannelRelayConfigurati
on &

配置信息。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opChannelRelay：停止跨频道连麦。

int StopChannelRelay();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artPreview：开始本地预览。

int StartPreview();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opPreview：停止本地预览。

int StopPreview();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OnlineRemoteUsers：获取远端在线用户列表。

void GetOnlineRemoteUsers(StringArray &userList);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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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userList StringArray & 用户列表（保存的是用户ID）。

GetUserInfo：查询远端用户的各种状态。

int GetUserInfo(const char *uid,Dictionary &dict);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uid const char *
用户ID。从App server分配的唯一
标示符。

dict Dictionary &
App提供的容器，用于存放用户数
据，详情如下表所示。

key关键字 含义

userID 远端用户的ID。

displayName 远端用户的名称。

sessionID 远端用户的会话ID。

isOnline 远端用户是否在线。

isCameraMirror 远端用户是否开启了相机流镜像。

isScreenMirror 远端用户是否开启了屏幕流镜像。

muteAudioPlaying 本端是否静音了此远端用户。

preferCameraMaster 远端用户是否开启了大流优先。

hasCameraView 本端是否设置了此远端用户相机流的view。

hasScreenView 本端是否设置了此远端用户屏幕流的view。

hasAudio 远端用户是否推送了音频流。

hasCameraMaster 远端用户是否推送了相机大流。

hasCameraSlave 远端用户是否推送了相机小流。

hasScreenSharing 远端用户是否推送了屏幕流。

requestAudio 本端是否请求了此远端用户的音频流。

requestCameraMaster 本端是否请求了此远端用户的相机大流。

requestCameraSlave 本端是否请求了此远端用户的相机小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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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ScreenSharing 本端是否请求了此远端用户的屏幕流。

subScribedAudio 本端是否拉到了此远端用户的音频流。

subScribedCameraMaster 本端是否拉到了此远端用户的相机大流。

subScribedCamearSlave 本端是否拉到了此远端用户的相机小流。

subScribedScreenSharing 本端是否拉到了此远端用户的屏幕流。

key关键字 含义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IsUserOnline：判断用户是否在线。

bool IsUserOnline(const char *uid);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uid const char *
用户ID。从App server分配的唯一
标示符。

返回说明

true表示在线， false表示离线。

SetLogLevel：设置日志等级。

static void SetLogLevel(AliEngineLogLevel logLevel);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logLevel AliEngineLogLevel
Log级别，默认值为
AliEngineLogLevelInfo。

GetSDKVersion：获取SDK版本号。

static const char *GetSDKVersion();

返回说明

返回SDK版本号。

GetErrorDescript ion：获取错误码描述。

static const char* GetErrorDescription(int errorCode);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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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errorCode int 获取错误码描述。

返回说明

返回错误码描述字符串。

GetEncodeParam：获取编码分辨率。

static void GetEncodeParam(int *width, int *height);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width int * 宽度。

height int * 高度。

SetClientRole：设置用户角色。

int SetClientRole(const AliEngineClientRole clientRol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clientRole const AliEngineClientRole

用户角色类型，默认值为
AliEngineClientRoleLive（观众角
色），非通信模式下角色类型才有
效。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ClientRole：获取用户角色。

AliEngineClientRole GetClientRole();

返回说明

返回当前用户角色。

StartLastmileDetect：开始网络质量探测。

int StartLastmileDetect();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说明 说明 此接口需在JoinChannel之前调用，探测结果在OnLastmileDetectResultWithQuality回
调。

StopLastmileDetect：停止网络质量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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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StopLastmileDetect();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PostFeedback：SDK问题反馈。

void PostFeedback(const char *uid, const char *channelId, const char *description, const 
AliEngineFeedbackType type, long long timeStamp);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uid const char * 当前uid（允许为空）。

channelId const char * 当前频道ID（允许为空）。

description const char *
问题描述（支持中英文，不允许为
空）。

type const AliEngineFeedbackType 问题类型。

timeStamp long long
问题发生的时间戳（Unix时间戳，
可以为大致时间，无需特别精确，
也可以为0）。

SendMediaExtensionMsg：发送媒体扩展信息。

int SendMediaExtensionMsg(unsigned char *message, unsigned int length, int repeatCount);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message unsigned char * 扩展信息。

length unsigned int 扩展信息长度。

repeatCount int 重复次数。

返回说明

0：成功。

-1：未推流。

-2：参数错误。

-3：发送过于频繁，建议稍后再发送。

Start IntelligentDenoise：开启智能降噪。

int StartIntelligentDenoise();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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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此接口可以通话过程中控制打开智能降噪功能 。

StopIntelligentDenoise：关闭智能降噪。

void StopIntelligentDenoise();

RefreshAuthInfo：刷新鉴权信息。

int RefreshAuthInfo(const AliEngineAuthInfo &authInfo);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authInfo const AliEngineAuthInfo & 鉴权信息。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AudioSessionOperationRestrict ion：设置SDK对AVAudioSession的控制权限（适用于iOS端）。

int SetAudioSessionOperationRestriction(AliEngineAudioSessionOperationRestriction restric
tion);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restriction
AliEngineAudioSessionOperation
Restriction

AVAudioSession控制权限设置，默
认值为
AliEngineAudioSessionOperation
RestrictionNone。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CurrentConnectionStatus：获取当前网络连接状态。

AliEngineConnectionStatus GetCurrentConnectionStatus();

返回说明

返回当前网络链接状态，状态详情请参见AliEngineConnectionStatus。

GetPublishLiveStreamState：获取旁路直播状态。

AliEngineLiveTranscodingState GetPublishLiveStreamState(const String& streamURL);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streamURL const String& 旁路直播推流地址。

返回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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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旁路直播状态。

ShowDebugView：展示用户Debug数据。

int ShowDebugView(void* view,const AliEngineShowDebugViewType showType,const char *uid);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view void * View，由业务侧来负责布局。

showType AliEngineShowDebugViewType

显示类型，取值：

0（默认值）：不显示。

1：音频。

2：视频。

3: 网络。

4: 全部。

说明 说明 对于不公开的数
据，可以设置特殊值。

uid const char * 对应用户ID。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非0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EnableBackgroundExchange：开启或关闭虚拟背景替换功能。

int EnableBackgroundExchange(bool enable, const char* path,const AliEngineBokehScaleModel
model);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

是否开启背景替换功能。取值：

true：开启。

false：关闭。

path const char*
本地图片路径，支持JPG、PNG格
式。

model const AliEngineBokehScaleModel

背景图缩放模式。取值：

AliEngineBokehScaleModelCro
p：等比裁剪。

AliEngineBokehScaleModelFill
：填充黑边。

返回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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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非0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EnableBackgroundBlur：开启或关闭虚拟背景虚化功能。

int EnableBackgroundBlur(bool enable, uint32_t degree);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

是否开启背景虚化功能。取值：

true：开启。

false：关闭。

degree uint32_t 虚化程度，取值范围：[0,100]。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非0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RecordingDeviceMute：静音音频采集设备。

int SetRecordingDeviceMute(bool mute);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mute bool

设备是否静音，取值：

true：设备设置为静音。

false：设备设置为非静音。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非0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RecordingDeviceMute：获取音频采集设备静音状态。

bool GetRecordingDeviceMute();

返回说明

true表示静音状态，false表示非静音状态。

SetPlaybackDeviceMute：静音音频播放设备。

int SetPlaybackDeviceMute(bool mute);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mute bool

设备是否静音，取值：

true：设备设置为静音。

false：设备设置为非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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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非0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PlaybackDeviceMute：获取音频播放设备静音状态。

bool GetPlaybackDeviceMute();

返回说明

true表示静音状态，false表示非静音状态。

GetIfUserFetchObserverData：视频输出数据是否由用户来获取。

bool GetIfUserFetchObserverData();

返回说明

true表示视频输出数据由用户来获取，false表示视频输出数据由SDK回调获取，默认值为false。

GetVideoAlignment：视频输出宽度对齐方式。

AliEngineVideoObserAlignment GetVideoAlignment();

返回说明

返回裸数据回调数据对齐类型，默认值为AliEngineAlignmentDefault。

GetObserverDataMirrorApplied：视频输出数据是否需要镜像。

bool GetObserverDataMirrorApplied();

返回说明

true表示视频输出数据需要镜像，false表示视频输出数据不需要镜像，默认值为false。

GetSmoothRenderingEnabled：拉流视频数据是否平滑输出。

bool GetSmoothRenderingEnabled();

返回说明

true表示拉流视频数据平滑输出，false表示拉流视频数据直接输出，默认值为false。

GetVideoCaptureData：主动获取采集数据。

bool GetVideoCaptureData(AliEngineVideoTrack type, AliEngineVideoRawData &videoRaw);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type AliEngineVideoTrack 视频流类型。

videoRaw AliEngineVideoRawData & 裸数据。

返回说明

true表示方法调用成功，false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VideoPreEncoderData：主动获取编码前数据。

bool GetVideoPreEncoderData(AliEngineVideoTrack type, AliEngineVideoRawData &video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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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type AliEngineVideoTrack 视频流类型。

videoRaw AliEngineVideoRawData & 裸数据。

返回说明

true表示方法调用成功，false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VideoRenderData：主动获取拉流数据。

bool GetVideoRenderData(const char *uid,AliEngineVideoTrack type, AliEngineVideoRawData &
videoRaw);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const char * 远端用户ID。

type AliEngineVideoTrack 视频流类型。

videoRaw AliEngineVideoRawData & 裸数据。

返回说明

true表示方法调用成功，false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通过阅读本文，您可以了解到Windows SDK的IAliEngineAudioDeviceManager接口详情。

接口说明接口说明
查看所有接口详情，请参见IAliEngineAudioDeviceManager。

目录目录
音频设备管理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GetAudioCaptureList 获取系统中的录音设备列表。 2.1

GetCurrentAudioCaptureName 获取使用的录音设备名称。 2.1

GetCurrentAudioCaptureID 获取使用的录音设备ID。 2.1

SetCurrentAudioCaptureName 选择录音设备名称。 2.1

SetCurrentAudioCaptureID 选择录音设备ID。 2.1

5.3.2. IAliEngineAudioDeviceManager5.3.2. IAliEngineAudioDevice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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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AudioPlayerList 获取系统中的扬声器列表。 2.1

GetCurrentAudioPlayerName 获取当前使用的扬声器名称。 2.1

GetCurrentAudioPlayerID 获取当前使用的扬声器ID。 2.1

SetCurrentAudioPlayerName 选择扬声器名称。 2.1

SetCurrentAudioPlayerID 选择扬声器ID。 2.1

SetRecordingDeviceVolume 设置音频采集设备音量。 2.1

GetRecordingDeviceVolume 获取音频采集设备音量。 2.1

SetPlaybackDeviceVolume 设置音频播放设备音量。 2.1

GetPlaybackDeviceVolume 获取音频播放设备音量。 2.1

StartTestAudioRecordByName 开始测试音频采集设备。 2.1

StartTestAudioRecordById 开启麦克风设备测试（按设备ID）。 2.1

StopTestAudioRecord 停止测试音频采集设备。 2.1

StartTestAudioPlayoutByName 开始测试音频播放设备。 2.1

StartTestAudioPlayoutById 开启扬声器设备测试（按设备ID）。 2.1

StopTestAudioPlayout 停止测试音频播放设备。 2.1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GetAudioCaptureList：获取系统中的录音设备列表。

AliEngineDeviceInfoList* GetAudioCaptureList();

返回说明

返回系统中的录音设备列表。

GetCurrentAudioCaptureName：获取使用的录音设备名称。

String GetCurrentAudioCaptureName();

返回说明

返回当前音频采集设备名。

GetCurrentAudioCaptureID：获取使用的录音设备ID。

String GetCurrentAudioCaptureID();

返回说明

返回当前音频采集设备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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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CurrentAudioCaptureName：选择录音设备名称。

int SetCurrentAudioCaptureName(const char* captureNam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captureName const char* 音频采集设备名称。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CurrentAudioCaptureID：选择录音设备ID。

int SetCurrentAudioCaptureID(const char* captureID);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captureID const char* 音频采集设备名称。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AudioPlayerList：获取系统中的扬声器列表。

AliEngineDeviceInfoList* GetAudioPlayerList();

返回说明

返回音频播放设备列表。

GetCurrentAudioPlayerName：获取当前使用的扬声器名称。

String GetCurrentAudioPlayerName();

返回说明

返回当前音频播放设备名。

GetCurrentAudioPlayerID：获取当前使用的扬声器ID。

String GetCurrentAudioPlayerID();

返回说明

返回当前音频播放设备ID。

SetCurrentAudioPlayerName：选择扬声器名称。

int SetCurrentAudioPlayerName(const char* playerName);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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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playerName const char* 音频播放设备名称。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CurrentAudioPlayerID：选择扬声器ID。

int SetCurrentAudioPlayerID(const char* playerID);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playerID const char* 音频播放设备ID。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RecordingDeviceVolume：设置音频采集设备音量。

int SetRecordingDeviceVolume(int volum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volume int
音量，取值范围：[0,100]，默认值
为当前系统麦克风音量。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RecordingDeviceVolume：获取音频采集设备音量。

int GetRecordingDeviceVolume();

返回说明

返回音频采集设备音量。

SetPlaybackDeviceVolume：设置音频播放设备音量。

int SetPlaybackDeviceVolume(int volum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volume int
音量，取值范围：[0,100]，默认值
为系统扬声器当前音量。

返回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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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PlaybackDeviceVolume：获取音频播放设备音量。

int GetPlaybackDeviceVolume();

返回说明

返回设备音量。

StartTestAudioRecordByName：开始测试音频采集设备。

int StartTestAudioRecordByName(const char *deviceName, int callbackInterval = 0);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deviceName const char * 音频采集设备名称。

callbackInterval int
音量回调频率，单位：毫秒，默认
值200毫秒。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说明 说明 开始测试后音量信息通过onAudioDeviceRecordLevel回调返回。

StartTestAudioRecordById：开启麦克风设备测试（按设备ID）。

int StartTestAudioRecordById(const char * deviceId, int callbackInterval = 0);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deviceId const char * 设备ID。

callbackInterval int
音量回调频率，单位：毫秒，默认
值200毫秒。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说明 说明 开始测试后音量信息通过onAudioDeviceRecordLevel回调返回。

StopTestAudioRecord：停止测试音频采集设备。

int StopTestAudioRecord();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artTestAudioPlayoutByName：开始测试音频播放设备。

音视频通信 SDK参考··Windows SDK

> 文档版本：20220701 364



int StartTestAudioPlayoutByName(const char* deviceName, const char* filePath, int callbac
kInterval = 0, int loopCycles = 0);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deviceName const char* 音频播放设备名称。

filePath const char* 音频文件路径。

callbackInterval int
音量回调频率，单位：毫秒，默认
值200毫秒。

loopCycles int 重复播放次数，-1表示循环播放。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artTestAudioPlayoutById：开启扬声器设备测试（按设备ID）。

int StartTestAudioPlayoutById(const char* deviceId, const char* filePath, int callbackInt
erval = 0, int loopCycles = 0);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deviceId const char* 设备ID。

filePath const char* 音频文件路径。

callbackInterval int
音量回调频率，单位：毫秒，默认
值200毫秒。

loopCycles int 重复播放次数，-1表示循环播放。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说明 说明 开始测试后音量信息通过onAudioDevicePlayoutLevel回调返回。

StopTestAudioPlayout：停止测试音频播放设备。

int StopTestAudioPlayout();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通过阅读本文，您可以了解到Windows SDK的IAliEngineVideoDeviceManager接口详情。

5.3.3. IAliEngineVideoDeviceManager5.3.3. IAliEngineVideoDevice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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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说明接口说明
查看所有接口详情，请参见IAliEngineVideoDeviceManager。

目录目录
视频设备管理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GetCameraList 获取摄像头列表。 2.1

GetCurrentCameraName 获取当前使用的摄像头名称。 2.1

GetCurrentCameraID 获取当前使用的摄像头ID。 2.1

SetCurrentCameraName 选择摄像头名称。 2.1

SetCurrentCameraID 选择摄像头ID。 2.1

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GetCameraList：获取摄像头列表。

AliEngineDeviceInfoList* GetCameraList();

返回说明

返回摄像头列表。

GetCurrentCameraName：获取当前使用的摄像头名称。

String GetCurrentCameraName();

返回说明

返回当前使用的摄像头名称。

GetCurrentCameraID：获取当前使用的摄像头ID。

String GetCurrentCameraID();

返回说明

返回当前使用的摄像头ID。

SetCurrentCameraName：选择摄像头名称。

int SetCurrentCameraName(const char* cameraNam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cameraName const char* 摄像头名称。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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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CurrentCameraID：选择摄像头ID。

int SetCurrentCameraID(const char* cameraID);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cameraID const char* 摄像头ID。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通过阅读本文，您可以了解到Windows SDK的IAliEngineMediaEngine接口详情。

接口说明接口说明
查看所有接口详情，请参见IAliEngineMediaEngine。

目录目录
媒体引擎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RegisterVideoSampleObserver 订阅视频数据输出。 2.1

UnRegisterVideoSampleObserver 取消订阅视频数据输出。 2.1

RegisterLocalVideoTextureObserver 订阅本地视频纹理数据。 2.1

UnRegisterLocalVideoTextureObserver 取消本地视频纹理数据输出。 2.1

RegisterAudioFrameObserver 订阅音频数据输出。 2.1

UnRegisterAudioFrameObserver 取消音频数据输出。 2.1

RegisterAudioEventObserver 订阅音频事件（默认订阅）。 2.1

UnRegisterAudioEventObserver 取消订阅音频事件。 2.1

SetSubscribeAudioNumChannel
设置输出音频声道数（混音前数据不支持该参
数设置）。

2.1

SetSubscribeAudioSampleRate
设置输出音频采样率（混音前数据不支持该参
数设置）。

2.1

SubscribeAudioData 订阅音频数据。 2.1

UnsubscribeAudioData 取消订阅音频数据。 2.1

SetExternalVideoSource 启用外部视频输入源。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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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shExternalVideoFrame 输入视频数据。 2.1

SetExternalAudioSource 设置是否启用外部音频输入源。 2.1

PushExternalAudioFrameRawData 输入音频数据。 2.1

SetExternalAudioPublishVolume 设置混音音量。 2.1

GetExternalAudioPublishVolume 获取混音音量。 2.1

SetMixedWithMic 设置是否与麦克风采集音频混合。 2.1

SetExteranlAudioRender 设置是否启用外部输入音频播放。 2.1

PushExternalAudioRenderRawData 输入外部音频播放数据。 2.1

SetExternalAudioRenderVolume 设置音频外部播放源音量。 2.1

GetExternalAudioRenderVolume 获取音频外部播放源音量。 2.1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RegisterVideoSampleObserver：订阅视频数据输出。

void RegisterVideoSampleObserver(IVideoFrameObserver* observer);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observer IVideoFrameObserver* 视频数据接收对象。

说明 说明 输出数据将通过IVideoFrameObserver回调返回。

UnRegisterVideoSampleObserver：取消订阅视频数据输出。

void UnRegisterVideoSampleObserver(IVideoFrameObserver* observer);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observer IVideoFrameObserver* 视频数据接收对象。

RegisterLocalVideoTextureObserver：订阅本地视频纹理数据。

void RegisterLocalVideoTextureObserver(IVideoTextureObserver* observer);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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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observer IVideoTextureObserver* 视频数据接收对象。

说明 说明 输出数据将通过IVideoTextureObserver回调返回。

UnRegisterLocalVideoTextureObserver：取消本地视频纹理数据输出。

void UnRegisterLocalVideoTextureObserver(IVideoTextureObserver* observer);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observer IVideoTextureObserver* 视频数据接收对象。

RegisterAudioFrameObserver：订阅音频数据输出。

int RegisterAudioFrameObserver(IAudioFrameObserver* observer);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observer IAudioFrameObserver* 音频数据接收对象。

UnRegisterAudioFrameObserver：取消音频数据输出。

void UnRegisterAudioFrameObserver(IAudioFrameObserver* observer);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observer IAudioFrameObserver* 音频数据接收对象。

RegisterAudioEventObserver：订阅音频事件（默认订阅）, 如音频啸叫。

int RegisterAudioEventObserver();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UnRegisterAudioEventObserver：取消订阅音频事件。

void UnRegisterAudioEventObserver();

SetSubscribeAudioNumChannel：设置输出音频声道数（混音前数据不支持该参数设置）。

void SetSubscribeAudioNumChannel(AliEngineAudioNumChannelType audioNumChannel);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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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audioNumChannel AliEngineAudioNumChannelType 声道数，默认单声道。

SetSubscribeAudioSampleRate：设置输出音频采样率（混音前数据不支持该参数设置）。

void SetSubscribeAudioSampleRate(AliEngineAudioSampleRate audioSampleRat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audioSampleRate AliEngineAudioSampleRate 采样率，默认44.1kHz。

SubscribeAudioData：订阅音频数据。

void SubscribeAudioData(AliEngineAudioSource audioSourc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audioSource AliEngineAudioSource 音频数据源。

说明 说明 订阅音频数据输出前，需先通
过SetSubscribeAudioNumChannel与SetSubscribeAudioSampleRate设置输出音频数据参数。

UnsubscribeAudioData：取消订阅音频数据。

void UnsubscribeAudioData(AliEngineAudioSource audioSourc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audioSource AliEngineAudioSource 音频数据源。

SetExternalVideoSource：启用外部视频输入源。

int SetExternalVideoSource(bool enable, bool useTexture, AliEngineVideoTrack type, AliEng
ineRenderMode renderMod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

是否启用外部视频输入源。取值：

true：开启。

false：关闭。

useTexture bool 是否使用texture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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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AliEngineVideoTrack 流类型。

renderMode AliEngineRenderMode 渲染模式。

名称 类型 描述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PushExternalVideoFrame：输入视频数据。

int PushExternalVideoFrame(const AliEngineVideoRawData &frame, AliEngineVideoTrack typ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frame const AliEngineVideoRawData & 帧数据。

type AliEngineVideoTrack 流类型。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ExternalAudioSource：设置是否启用外部音频输入源。

int SetExternalAudioSource(bool enable, unsigned int sampleRate, unsigned int channelsPer
Fram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

是否启用外部音频输入源。取值：

true：开启。

false（默认值）：关闭。

sampleRate unsigned int
采样率，例如16000Hz、48000Hz
等。

channelsPerFrame unsigned int 声道数，例如1或2。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PushExternalAudioFrameRawData：输入音频数据。

int PushExternalAudioFrameRawData(const void * data, unsigned int sampleLen, double times
tamp);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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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data const void * 音频数据，不建议超过40ms数据。

sampleLen unsigned int 采样。

timestamp double 时间戳。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ExternalAudioPublishVolume：设置混音音量。

int SetExternalAudioPublishVolume(int vol);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vol int
音量，取值范围：[0,100]，默认值
为50。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ExternalAudioPublishVolume：获取混音音量。

int GetExternalAudioPublishVolume();

返回说明

返回当前混音音量。

SetMixedWithMic：设置是否与麦克风采集音频混合。

int SetMixedWithMic(bool mixed);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mixed bool

是否与麦克风采集音频混合。取
值：

true（默认值）：混音。

false：完全替换麦克风采集数
据。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ExteranlAudioRender：设置是否启用外部输入音频播放。

int SetExteranlAudioRender(bool enable, unsigned int sampleRate, unsigned int channelsPer
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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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

是否启用外部输入音频播放。取
值：

true：开启。

false（默认值）：关闭。

sampleRate unsigned int 采样率，例如16kHz、48kHz等。

channelsPerFrame unsigned int 声道数，例如1或2。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PushExternalAudioRenderRawData：输入外部音频播放数据。

int PushExternalAudioRenderRawData(const void* audioSamples, unsigned int sampleLength, u
nsigned int sampleRate, unsigned int channelsPerFrame, long long timestamp);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audioSamples const void* 音频数据。

sampleLength unsigned int 音频数据长度。

sampleRate unsigned int 音频采样率。

channelsPerFrame unsigned int 音频声道数。

timestamp long long 时间戳。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ExternalAudioRenderVolume：设置音频外部播放源音量。

int SetExternalAudioRenderVolume(int volScal);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volScal int
音量，取值范围：[0,100]，默认值
为50。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ExternalAudioRenderVolume：获取音频外部播放源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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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GetExternalAudioRenderVolume();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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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阅读本文，您可以了解Electron SDK涉及的数据类型。

目录目录

数据类型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AliEngineAudioPlayingType 音乐伴奏播放状态。 2.5.2

AliEngineAudioPlayingErrorCode 音乐伴奏播放错误码。 2.5.2

AliEngineConnectionStatus 网络连接状态。 2.5.2

AliEngineConnectionStatusChangeReason 网络连接状态变更原因。 2.5.2

AliEnginePublishState 推流状态。 2.5.2

AliEngineSubscribeState 订阅状态。 2.5.2

AliEngineVideoTrack 视频流类型。 2.5.2

AliEngineAudioTrack 音频流类型。 2.5.2

AliEngineVideoStreamType 相机流类型。 2.5.2

AliEngineVideoRecordSource 录制视频数据源。 2.5.2

AliEngineRotationMode 视频旋转角度。 2.5.2

AliEngineAudioSampleRate 音频采样率类型。 2.5.2

AliEngineNetworkQuality 网络质量。 2.5.2

AliEngineAuthInfo 鉴权信息。 2.5.2

AliEngineOnByeType OnBye类型。 2.5.2

AliEngineUserOfflineReason 用户离线原因。 2.5.2

AliEngineScreenShareType 桌面分享类型。 2.5.2

AliEngineClientRole 角色类型。 2.5.2

AliEngineExternalDeviceType 外接设备类型。 2.5.2

AliEngineExternalDeviceState 外接设备状态。 2.5.2

AliEngineMuteLocalAudioMode 本地静音模式。 2.5.2

AliEngineUserVolumeInfo 用户音量信息。 2.5.2

6.Electron SDK6.Electron SDK
6.1. 数据类型6.1. 数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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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EngineScreenShareRegion 屏幕共享区域。 2.5.2

AliEngineScreenShareEncoderConfiguration 屏幕流码属性设置。 2.5.2

AliEngineScreenShareConfig 屏幕共享参数配置。 2.5.2

AliEngineScreenShareInfo 屏幕共享配置信息。 2.5.2

AliEngineStats 会话数据统计信息。 2.5.2

AliEngineLocalVideoStats 本地视频统计信息。 2.5.2

AliEngineRemoteVideoStats 远端视频统计信息。 2.5.2

AliEngineLocalAudioStats 本地音频统计信息。 2.5.2

AliEngineRemoteAudioStats 远端音频统计信息。 2.5.2

AliEngineAudioProfile 音频编码配置。 2.5.2

AliEngineAudioScenario 音频场景。 2.5.2

AliEngineRecordType 录制类型。 2.5.2

AliEngineRecordFormat 录制格式。 2.5.2

AliEngineAudioQuality 录制音频质量。 2.5.2

AliEngineVideoQuality 录制视频质量。 2.5.2

AliEngineRecordAudioConfig 录制音频设置。 2.5.2

AliEngineRecordVideoConfig 录制视频设置。 2.5.2

AliEngineFrameRate 视频帧率。 2.5.2

AliEngineOption 引擎初始化参数。 2.5.2

AliEngineVideoEncoderOrientationMode 视频输出模式。 2.5.2

AliEngineVideoMirrorMode 视频镜像模式。 2.5.2

AliEngineVideoDimensions 视频分辨率。 2.5.2

AliEngineVideoEncoderConfiguration 视频编码属性设置。 2.5.2

AliEngineChannelProfile 频道类型。 2.5.2

AliEngineErrorCode SDK错误码。 2.5.2

AliEngineBeautyConfig 美颜设置。 2.5.2

数据类型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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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EngineDeviceInfo 设备信息。 2.5.2

ChannelMediaOptions 入会选项。 2.5.2

AliEngineScreenItemInfo 屏幕共享源信息。 2.5.2

AliEngineUserInfo 用户信息。 2.5.2

数据类型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详情详情

说明 说明 枚举类型如果没有标注枚举值，枚举值默认从0开始递增。

AliEngineAudioPlayingType：音乐伴奏播放状态。

枚举名 枚举值 描述

AliEngineAudioPlayingStarted 100 开始播放。

AliEngineAudioPlayingStopped 101 停止播放。

AliEngineAudioPlayingPaused 102 暂停播放。

AliEngineAudioPlayingResumed 103 重启播放。

AliEngineAudioPlayingEnded 104 播放结束。

AliEngineAudioPlayingBuffering 105 播放缓冲中。

AliEngineAudioPlayingBufferingEn
d

106 播放缓冲完。

AliEngineAudioPlayingFailed 107 播放失败。

AliEngineAudioPlayingErrorCode：音乐伴奏播放错误码。

枚举名 枚举值 描述

AliEngineAudioPlayingNoError 0 伴奏播放正常。

AliEngineAudioPlayingOpenFailed -100 伴奏播放打开失败。

AliEngineAudioPlayingDecodeFail
ed

-101 伴奏播放解码失败。

AliEngineConnectionStatus：网络连接状态。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ConnectionInit 初始化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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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EngineConnectionDisconnected 网络连接断开。

AliEngineConnectionConnecting 建立网络连接中。

AliEngineConnectionConnected 网络已连接。

AliEngineConnectionReconnecting 重新建立网络连接中。

AliEngineConnectionFailed 网络连接失败。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ConnectionStatusChangeReason：网络连接状态变更原因。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ConnectionChangedDummyReason 未知原因。

AliEngineConnectionMediaPathChanged 媒体通道变更。

AliEngineConnectionSignalingHeartbeatT imeout 心跳超时。

AliEngineConnectionSignalingHeartbeatAlive 心跳恢复。

AliEngineConnectionSignalingHttpdnsResolved DNS解析成功。

AliEngineConnectionSignalingHttpdnsFailure DNS解析失败。

AliEngineConnectionSignalingGslbFailure GSLB请求失败。

AliEngineConnectionSignalingGslbSucccess GSLB请求成功。

AliEngineConnectionSignalingJoinChannelFailure 加入频道失败。

AliEngineConnectionSignalingJoinChannelSuccess 加入频道成功。

AliEngineConnectionSignalingLeaveChannel 离开频道。

AliEngineConnectionSignalingConnecting 信令建立连接。

AliEnginePublishState：推流状态。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StatsPublishIdle 初始状态。

AliEngineStatsNoPublish 未推流。

AliEngineStatsPublishing 推流中。

AliEngineStatsPublished 已推流。

AliEngineSubscribeState：订阅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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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StatsSubscribeIdle 初始状态。

AliEngineStatsNoSubscribe 未订阅。

AliEngineStatsSubscribing 订阅中。

AliEngineStatsSubscribed 已订阅。

AliEngineVideoTrack：视频流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VideoTrackNo 无视频流。

AliEngineVideoTrackCamera 摄像头流。

AliEngineVideoTrackScreen 屏幕共享流。

AliEngineVideoTrackBoth 摄像头和屏幕共享。

AliEngineAudioTrack：音频流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AudioTrackNo 无音频流。

AliEngineAudioTrackMic 麦克风流。

AliEngineVideoStreamType：相机流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VideoStreamTypeNone 无视频流。

AliEngineVideoStreamTypeHigh 大流。

AliEngineVideoStreamTypeLow 小流。

AliEngineVideoRecordSource：录制视频数据源。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VideoRecordSourceCamera 摄像头流。

AliEngineVideoRecordSourceScreenShare 屏幕共享流。

AliEngineVideoRecordSourceBoth 摄像头和屏幕共享流。

AliEngineRotationMode：视频旋转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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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举名 枚举值 描述

AliEngineRotationMode_0 0 旋转0度。

AliEngineRotationMode_90 90 旋转90度。

AliEngineRotationMode_180 180 旋转180度。

AliEngineRotationMode_270 270 旋转270度。

AliEngineAudioSampleRate：音频采样率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AudioSampleRate_8000 8000Hz。

AliEngineAudioSampleRate_11025 11025Hz。

AliEngineAudioSampleRate_16000 16000Hz。

AliEngineAudioSampleRate_22050 22050Hz。

AliEngineAudioSampleRate_32000 32000Hz。

AliEngineAudioSampleRate_44100 44100Hz。

AliEngineAudioSampleRate_48000 48000Hz。

AliEngineNetworkQuality：网络质量。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NetworkQualityExcellent 网络极好，流畅度清晰度质量好。

AliEngineNetworkQualityGood 网络质量好，流畅度清晰度和极好差不多。

AliEngineNetworkQualityPoor
网络质量较差，音视频流畅度清晰度有瑕疵，不影响沟
通。

AliEngineNetworkQualityBad 网络质量差，视频卡顿严重，音频能正常沟通。

AliEngineNetworkQualityVeryBad 网络质量极差，基本无法沟通。

AliEngineNetworkQualityDisconnect 网络中断。

AliEngineNetworkQualityUnknow 未知。

AliEngineAuthInfo：鉴权信息。

参数 类型 描述

channel string 频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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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id string 用户ID。

appid string 应用ID。

nonce string 令牌随机码。

token string 令牌。

timestamp number 时间戳。

gslb Array<string> 服务器地址。

displayName string 用户名字

参数 类型 描述

AliEngineOnByeType：OnBye类型。

枚举名 枚举值 描述

AliEngineOnByeBeKickOut 1 当前用户被踢出频道。

AliEngineOnByeChannelTerminate
d

2 频道结束。

AliEngineOnByeUserReplaced 3
相同用户在其他设备加入频道，当
前设备被下线。

AliEngineUserOfflineReason：用户离线原因。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UserOfflineQuit 用户主动离开。

AliEngineUserOfflineDropped 因过长时间收不到对方数据包，超时掉线。

AliEngineUserOfflineBecomeAudience 用户身份从主播切换为观众时触发。

AliEngineScreenShareType：桌面分享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ScreenShareDesktop 桌面分享。

AliEngineScreenShareWindow 窗口分享。

AliEngineClientRole：角色类型。

枚举名 枚举值 描述

AliEngineClientRoleInteractive 1 参与互动角色。

AliEngineClientRoleLive 2 仅观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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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举名 枚举值 描述

AliEngineExternalDeviceType：外接设备类型。

枚举名 枚举值 描述

AliEngineExternalTypeUnknown -1 未知类型。

AliEngineExternalTypeAudioCapt
ure

0 音频采集设备。

AliEngineExternalTypeAudioPlayo
ut

1 音频播放设备。

AliEngineExternalTypeVideoCapt
ure

2 视频采集设备。

AliEngineExternalDeviceState：外接设备状态。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ExternalDeviceAdd 新增外接设备。

AliEngineExternalDeviceRemove 移除外接设备。

AliEngineMuteLocalAudioMode：本地静音模式。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MuteLocalAudioModeDefault 默认静音。

AliEngineMuteLocalAudioModeMuteAll 禁止本地所有音。

AliEngineMuteLocalAudioModeMuteOnlyMic 禁止麦克风。

AliEngineUserVolumeInfo：用户音量信息。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用户ID（从AppServer下发的唯一
标示符）。

volume number 用户音量，取值范围：[0,255]。

speechState number

语音状态，取值：

0：当前未说话。

1：当前在说话。

AliEngineScreenShareRegion：屏幕共享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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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originX number x轴。

originY number y轴。

width number 宽度。

height number 高度。

AliEngineScreenShareEncoderConfiguration：屏幕流码属性设置。

参数 类型 描述

dimensions AliEngineVideoDimensions 视频分辨率。

frameRate AliEngineFrameRate 视频帧率。

bitrate number 码率。

rotationMode AliEngineRotationMode 视频旋转角度。

AliEngineScreenShareConfig：屏幕共享参数配置。

参数 类型 描述

isShareByRegion boolean 是否指定区域，默认false。

shareRegion AliEngineScreenShareRegion 屏幕分享区域。

AliEngineScreenShareInfo：屏幕共享配置信息。

参数 类型 描述

shareType AliEngineScreenShareType 桌面分享类型。

shareSourceId number 共享源ID。

shareConfig AliEngineScreenShareConfig 屏幕共享参数配置。

AliEngineStats：会话数据统计信息。

参数 类型 描述

sentKBitrate number 发送码率。

rcvdKBitrate number 接收码率。

sentBytes number 发送字节数。

rcvdBytes number 接收字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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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Cpu number 电脑CPU使用率。

appCpu number RTC进程CPU使用率。

videoRcvdKBitrate number 视频接收码率。

videoSentKBitrate number 视频发送码率。

callDuration number 通话时长，单位：秒。

sentLossRate number 发送丢包率。

lastmileDelay number 延时时长，单位：毫秒。

参数 类型 描述

AliEngineLocalVideoStats：本地视频统计信息。

参数 类型 描述

track AliEngineVideoTrack 视频流类型。

sentBitrate number 发送码率。

sentFps number 发送帧率。

encodeFps number 编码器输出帧率。

AliEngineRemoteVideoStats：远端视频统计信息。

参数 类型 描述

userid string 用户ID。

track AliEngineVideoTrack 视频流类型。

width number 宽。

height number 高。

decodeFps number 编码器输出帧率。

renderFps number 渲染器输出帧率。

frozenTimes number 卡顿次数。

AliEngineLocalAudioStats：本地音频统计信息。

参数 类型 描述

track AliEngineAudioTrack 音频流类型。

sentBitrate number 发送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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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tSamplerate number 发送的采样率。

numChannel number 声道数。

inputLevel number 输入音量。

参数 类型 描述

AliEngineRemoteAudioStats：远端音频统计信息。

参数 类型 描述

userid string 远端用户UID。

track AliEngineAudioTrack 音频流类型。

quality number 音质。

networkTransportDelay number 网络传输延时。

jitterBufferDelay number jitterBuffer延时。

audioLossRate number 音频丢包率。

rcvdBitrate number 接收码率。

totalFrozenTimes number 卡顿次数。

AliEngineAudioProfile：音频编码配置。

枚举名 枚举值 描述

AliEngineLowQualityMode 0x0000 低音质。

AliEngineBasicQualityMode 0x0001 标准音质。

AliEngineHighQualityMode 0x0010 高音质。

AliEngineStereoHighQualityMode 0x0011 立体高音质。

AliEngineSuperHighQualityMode 0x0012 超高音质。

AliEngineStereoSuperHighQuality
Mode

0x0013 立体超高音质。

AliEngineAudioScenario：音频场景。

枚举名 枚举值 描述

AliEngineSceneDefaultMode 0x0000 默认场景。

AliEngineSceneEducationMode 0x0100 教育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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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EngineSeneMediaMode 0x0200 媒体场景。

AliEngineSceneMusicMode 0x0300 音乐场景。

枚举名 枚举值 描述

AliEngineRecordType：录制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RecordTypeAudio 纯音频录制。

AliEngineRecordTypeVideo 纯视频录制。

AliEngineRecordTypeBoth 音视频录制。

AliEngineRecordFormat：录制格式。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RecordFormatAAC AAC文件。

AliEngineRecordFormatWAV WAV文件。

AliEngineRecordFormatMP4 MP4文件。

AliEngineAudioQuality：录制音频质量。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AudioQualityLow 低。

AliEngineAudioQualityMidium 中。

AliEngineAudioQualityHigh 高。

AliEngineVideoQuality：录制视频质量。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VideoQualityDefault
默认和采集保持一致（例如采集能力为1080P，默认就
录制1080P的视频流）。

AliEngineRecordAudioConfig：录制音频设置。

参数 类型 描述

sampleRate AliEngineAudioSampleRate 音频采样率。

quality AliEngineAudioQuality 音频质量。

externalPcmCaptureRecording boolean 外部PCM输入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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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rnalPcmRenderRecording boolean 外部PCM渲染录制。

参数 类型 描述

AliEngineRecordVideoConfig：录制视频设置。

参数 类型 描述

fps number 帧率。

bitrate number 码率。

quality AliEngineVideoQuality 视频质量。

sourceType AliEngineVideoRecordSource 视频源类型。

AliEngineFrameRate：视频帧率。

枚举名 枚举值 描述

AliEngineFrameRateFps5 5 5 fps。

AliEngineFrameRateFps10 10 10 fps。

AliEngineFrameRateFps15 15 15 fps。

AliEngineFrameRateFps20 20 20 fps。

AliEngineFrameRateFps25 25 25 fps。

AliEngineFrameRateFps30 30 30 fps。

AliEngineOption：引擎初始化参数。

参数 类型 描述

h5CompatibleMode boolean 是否开启H5兼容。

extension Object 扩展参数。

AliEngineVideoEncoderOrientationMode：视频输出模式。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VideoEncoderOrientationModeAdaptive 自适应模式（默认值）。

AliEngineVideoEncoderOrientationModeFixedLandsc
ape

横向模式。

AliEngineVideoEncoderOrientationModeFixedPortrai
t

纵向模式。

AliEngineVideoMirrorMode：视频镜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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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VideoMirrorModeDisabled 无镜像。

AliEngineVideoMirrorModeEnable 镜像。

AliEngineVideoDimensions：视频分辨率。

参数 类型 描述

width number 宽。

height number 高。

AliEngineVideoEncoderConfiguration：视频编码属性设置。

参数 类型 描述

dimensions AliEngineVideoDimensions 视频分辨率。

frameRate AliEngineFrameRate 视频帧率。

bitrate number 码率。

orientationMode
AliEngineVideoEncoderOrientatio
nMode

视频输出模式。

mirrorMode AliEngineVideoMirrorMode 视频镜像模式。

rotationMode AliEngineRotationMode 视频旋转模式。

AliEngineChannelProfile：频道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Communication 通信模式。

AliEngineInteractiveLive 互动模式。

AliEngineErrorCode：SDK错误码。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ErrorJoinBadAppId App ID不存在。

AliEngineErrorJoinInvaildAppId App ID已失效。

AliEngineErrorJoinBadChannel 频道不存在。

AliEngineErrorJoinInvaildChannel 频道已失效。

AliEngineErrorJoinBadToken Token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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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EngineErrorJoinT imeout 加入频道超时。

AliEngineErrorJoinBadParam 加入频道参数错误。

AliEngineErrorJoinChannelFailed 加入频道失败。

AliEngineErrorMicOpenFail 采集设备初始化失败。

AliEngineErrorSpeakerOpenFail 播放设备初始化失败。

AliEngineErrorMicInterrupt 采集过程中出现异常。

AliEngineErrorSpeakerInterrupt 播放过程中出现异常。

AliEngineErrorMicAuthFail 麦克风设备授权失败。

AliEngineErrorMicNotAvailable 麦克风设备未授权。

AliEngineErrorSpeakerNotAvailable 无可用的音频采集设备。

AliEngineErrorCameraOpenFail 相机设备初始化失败。

AliEngineErrorCameraInterrupt 相机采集中发生异常。

AliEngineErrorVideoDisplayOpenFail 渲染设备初始化失败。

AliEngineErrorVideoDisplayInterrupt 渲染过程中出现异常。

AliEngineErrorAudioBufferFull 音频输入的buffer已满。

AliEngineErrorVideoBufferFull 视频输入的buffer已满。

AliEngineErrorAudioStreamError 音频流错误。

AliEngineErrorAudioFileOpenFail 音频文件打开失败。

AliEngineErrorAudioFormatNotSupported 音频格式不支持。

AliEngineErrorIceConnectionConnectFail 媒体通道建立失败。

AliEngineErrorIceConnectionReconnectFail 媒体通道重连失败。

AliEngineErrorIceConnectionHeartbeatT imeout 信令心跳超时。

AliEngineErrorLowLatencyLiveCommunicationFail 低延时互动直播信令失败。

AliEngineErrorLowLatencyLiveMediaSettingFail 低延时互动直播媒体设置错误。

AliEngineErrorLowLatencyLiveNoneBroadcaster 低延时互动直播当前房间没有主播推流。

AliEngineErrorLowLatencyLiveNeedRestart
低延时互动直播错误，应用层需要重新创建新的SDK实
例。

枚举名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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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EngineErrorLowLatencyLiveNeedRestartAgainLate
r

低延时互动直播错误，应用层需要稍等一定时间（自定
义间隔）重新创建新的SDK实例。

AliEngineErrorLowLatencyLiveServiceUnavailable 低延时互动直播服务不可用或者服务降级。

AliEngineErrorLowLatencyLiveMediaConnectionInterr
ruption

低延时互动直播网络中断错误。

AliEngineErrorUpdateRoleChannel 更新频道角色失败。

AliEngineErrorPublishInvaild 推流无效。

AliEngineErrorPublishNotJoinChannel 未入会推流错误。

AliEngineErrorPublishAudioStreamFailed 推音频流失败。

AliEngineErrorPublishVideoStreamFailed 推视频流失败。

AliEngineErrorPublishDualStreamFailed 推双流失败。

AliEngineErrorPublishScreenShareFailed 推共享流失败。

AliEngineErrorPublishScreenShareConfigError 推共享流配置失败。

AliEngineErrorSubscribeInvaild 订阅无效。

AliEngineErrorSubscribeNotJoinChannel 未入会订阅错误。

AliEngineErrorSubscribeAudioStreamFailed 订阅音频流失败。

AliEngineErrorSubscribeVideoStreamFailed 订阅视频流失败。

AliEngineErrorSubscribeDualStreamFailed 订阅双流失败。

AliEngineErrorSubscribeScreenShareFailed 订阅共享流失败。

AliEngineErrorInvaildState SDK内部状态错误。

AliEngineErrorSessionRemoved session已经被移除。

AliEngineErrorInvaildArgument 无效的参数。

AliEngineErrorInner SDK内部错误。

枚举名 描述

AliEngineBeautyConfig：美颜设置。

参数 类型 描述

whiteningLevel number
美白，范围：[0,1]，数值越大美白
效果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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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oothnessLevel number
磨皮，范围：[0,1]，数值越大磨皮
效果越好。

参数 类型 描述

AliEngineDeviceInfo：设备信息。

参数 类型 描述

deviceName string 设备名称。

deviceID string 设备ID。

ChannelMediaOptions：入会选项。

参数 类型 描述

autoSubscribeAudio boolean 自动订阅音频，默认true。

autoSubscribeVideo boolean 自动订阅视频，默认true。

AliEngineScreenItemInfo：屏幕共享源信息。

参数 类型 描述

sourceId string 源ID。

sourceTitle string 源名称。

AliEngineUserInfo：用户信息。

参数 类型 描述

userid string 用户ID。

displayName string 用户昵称。

hasCameraMaster boolean 是否正在推大流。

hasCameraSlave boolean 是否正在推小流。

hasScreenSharing boolean 是否正在推屏幕流。

hasAudio boolean 是否正在推音频。

muteAudioPlaying boolean 是否正在静音。

通过阅读本文，您可以了解Electron SDK回调及监听的接口详情。

6.2. 回调与监听6.2. 回调与监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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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目录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onJoinChannelResult 加入频道结果的回调。 2.5.2

onLeaveChannelResult 离开频道结果的回调。 2.5.2

onRemoteUserOnLineNotify 远端用户上线的回调。 2.5.2

onRemoteUserOffLineNotify 远端用户下线的回调。 2.5.2

onAudioPublishStateChanged 音频推流变更的回调。 2.5.2

onVideoPublishStateChanged 视频推流变更的回调。 2.5.2

onDualStreamPublishStateChanged 次要流推流变更的回调。 2.5.2

onScreenSharePublishStateChangedWithInf
o

屏幕分享推流变更的回调。 2.5.2

onRemoteTrackAvailableNotify 远端用户音视频流发生变化时的回调。 2.5.2

onAudioSubscribeStateChanged 音频订阅情况变更的回调。 2.5.2

onVideoSubscribeStateChanged 相机流订阅情况变更的回调。 2.5.2

onScreenShareSubscribeStateChanged 屏幕分享流订阅情况变更的回调。 2.5.2

onSubscribeStreamTypeChanged 大小流订阅情况变更的回调。 2.5.2

onOccurWarning 警告回调。 2.5.2

onOccurError 错误回调。 2.5.2

onBye 被服务器踢出或者频道关闭时的回调。 2.5.2

onAudioDeviceStateChanged 音频设备状态变更的回调。 2.5.2

onVideoDeviceStateChanged 视频设备状态变更的回调。 2.5.2

onNetworkQualityChanged 网络质量变化时的回调。 2.5.2

onUserAudioMuted 对端用户停止音频数据发送的通知。 2.5.2

onUserVideoMuted 对端用户发送视频黑帧数据发送的通知。 2.5.2

onUpdateRoleNotify 用户角色发生改变时的回调。 2.5.2

onAudioPlayingStateChanged 伴奏播放的回调。 2.5.2

onLastmileDetectResultWithQuality 网络质量探测的回调。 2.5.2

onAudioDeviceRecordLevel 音频采集设备测试的回调。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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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AudioDevicePlayoutLevel 音频播放设备测试回调。 2.5.2

onAudioDevicePlayoutEnd
音频播放设备测试结束（音频文件播放完毕）
时的回调。

2.5.2

onStats 当前会话统计信息回调（2s触发一次）。 2.5.2

onLocalVideoStats 本地视频统计信息回调（2s触发一次）。 2.5.2

onRemoteVideoStats 远端视频统计信息回调（2s触发一次）。 2.5.2

onLocalAudioStats 本地音频统计信息回调（2s触发一次）。 2.5.2

onRemoteAudioStats 远端音频统计信息回调（2s触发一次）。 2.5.2

onMediaRecordEvent 录制事件回调。 2.5.2

onAudioVolumeCallback 用户音量大小的回调。 2.5.2

onActiveSpeaker 订阅的当前说话人。 2.5.2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详情详情
onJoinChannelResult：加入频道结果的回调。

on(event: "onJoinChannelResult", listener: (result: number, channel: string, elapsed: num
ber) => {}): void;

参数 类型 描述

result number
加入频道结果，成功返回0，失败返
回错误码。

channel string 频道ID。

elapsed number 加入频道耗时，单位：毫秒。

onLeaveChannelResult：离开频道结果的回调。

on(event: "onLeaveChannelResult", listener: (result: number) => {}): void;

参数 类型 描述

result number 成功返回0，失败返回错误码信息。

onRemoteUserOnLineNotify：远端用户上线的回调。

on(event: "onRemoteUserOnLineNotify", listener: (uid: string, elapsed: number) => {}): vo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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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远端用户ID。

elapsed number
用户加入频道时的耗时，单位：毫
秒。

onRemoteUserOffLineNotify：远端用户下线的回调。

on(event: "OnRemoteUserOffLineNotify", listener: (uid: string, reason: AliEngineUserOffli
neReason) => {}): void;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远端用户ID。

reason AliEngineUserOfflineReason 用户离线的原因。

onAudioPublishStateChanged：音频推流变更的回调。

on(event: "onAudioPublishStateChanged", listener: (oldState: AliEnginePublishState, newSt
ate: AliEnginePublishState, elapseSinceLastState: number, channel: string) => {}): void;

名称 类型 描述

oldState AliEnginePublishState 上一次推流状态。

newState AliEnginePublishState 当前的推流状态。

elapseSinceLastState number 状态变更时间间隔，单位：毫秒。

channel string 当前频道ID。

onVideoPublishStateChanged：视频推流变更的回调。

on(event: "onVideoPublishStateChanged", listener: (oldState: AliEnginePublishState, newSt
ate: AliEnginePublishState, elapseSinceLastState: number, channel: string) => {}): void;

名称 类型 描述

oldState AliEnginePublishState 上一次推流状态。

newState AliEnginePublishState 当前的推流状态。

elapseSinceLastState number 状态变更时间间隔，单位：毫秒。

channel string 当前频道ID。

onDualStreamPublishStateChanged：次要流推流变更的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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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vent: "onDualStreamPublishStateChanged", listener: (oldState: AliEnginePublishState, 
newState: AliEnginePublishState, elapseSinceLastState: number, channel: string) => {}): v
oid;

名称 类型 描述

oldState AliEnginePublishState 上一次推流状态。

newState AliEnginePublishState 当前的推流状态。

elapseSinceLastState number 状态变更时间间隔，单位：毫秒。

channel string 当前频道ID。

onScreenSharePublishStateChangedWithInfo：屏幕分享推流变更的回调。

on(event: "onRemoteUserOnLineNotify", listener: (oldState: AliEnginePublishState, newStat
e: AliEnginePublishState, elapseSinceLastState: number, channel: string, screenShareInfo:
AliEngineScreenShareInfo) => {}): void;

名称 类型 描述

oldState AliEnginePublishState 上一次推流状态。

newState AliEnginePublishState 当前的推流状态。

elapseSinceLastState number 状态变更时间间隔，单位：毫秒。

channel string 当前频道ID。

screenShareInfo AliEngineScreenShareInfo 本次屏幕共享推流信息。

onRemoteTrackAvailableNotify：远端用户音视频流发生变化时的回调。

on(event: "onRemoteTrackAvailableNotify", listener: (uid: string, audioTrack: AliEngineAu
dioTrack, videoTrack: AliEngineVideoTrack) => {}): void;

名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远端用户ID。

audioTrack AliEngineAudioTrack 远端用户发生变化后的音频流。

videoTrack AliEngineVideoTrack 远端用户发生变化后的视频流。

onAudioSubscribeStateChanged：音频订阅情况变更的回调。

on(event: "onAudioSubscribeStateChanged", listener: (uid: string, oldState: AliEngineSubs
cribeState, newState: AliEngineSubscribeState, elapseSinceLastState: number, channel: str
ing) => {}): v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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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远端用户ID。

oldState AliEngineSubscribeState 上一次订阅状态。

newState AliEngineSubscribeState 当前的订阅状态。

elapseSinceLastState number 状态变更时间间隔，单位：毫秒。

channel string 当前频道ID。

onVideoSubscribeStateChanged：相机流订阅情况变更的回调。

on(event: "onVideoSubscribeStateChanged", listener: (uid: string, oldState: AliEngineSubs
cribeState, newState: AliEngineSubscribeState, elapseSinceLastState: number, channel: str
ing) => {}): void;

名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远端用户ID。

oldState AliEngineSubscribeState 上一次订阅状态。

newState AliEngineSubscribeState 当前的订阅状态。

elapseSinceLastState number 状态变更时间间隔，单位：毫秒。

channel string 当前频道ID。

onScreenShareSubscribeStateChanged：屏幕分享流订阅情况变更的回调。

on(event: "onScreenShareSubscribeStateChanged", listener: (uid: string, oldState: AliEngi
neSubscribeState, newState: AliEngineSubscribeState, elapseSinceLastState: number, channe
l: string) => {}): void;

名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远端用户ID。

oldState AliEngineSubscribeState 上一次订阅状态。

newState AliEngineSubscribeState 当前的订阅状态。

elapseSinceLastState number 状态变更时间间隔，单位：毫秒。

channel string 当前频道ID。

onSubscribeStreamTypeChanged：大小流订阅情况变更的回调。

on(event: "onSubscribeStreamTypeChanged", listener: (uid: string, oldState: AliEngineVide
oStreamType, newState: AliEngineVideoStreamType, elapseSinceLastState: number, channel: s
tring) => {}): v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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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远端用户ID。

oldStreamType AliEngineVideoStreamType 上一次订阅状态。

newStreamType AliEngineVideoStreamType 当前的订阅状态。

elapseSinceLastState number 状态变更时间间隔，单位：毫秒。

channel string 当前频道ID。

onOccurWarning：警告回调。

on(event: "onOccurWarning", listener: (warn: number, msg: string) => {}): void;

参数 类型 描述

warn number 警告类型。

msg string 警告说明。

onOccurError：错误回调。

on(event: "onOccurError", listener: (error: number, msg: string) => {}): void;

参数 类型 描述

error number

错误类型。

说明 说明 当参数error为
16908812或33620229时，您
需要先释放实例，重新创建
SDK实例，再调
用joinChannel加入频道。

msg string 错误说明。

onBye：被服务器踢出或者频道关闭时的回调。

on(event: "onBye", listener: (code: AliEngineOnByeType) => {}): void;

参数 类型 描述

code AliEngineOnByeType OnBye类型。

onAudioDeviceStateChanged：音频设备状态变更的回调。

on(event: "onAudioDeviceStateChanged", listener: (deviceInfo: AliEngineDeviceInfo, device
Type: AliEngineExternalDeviceType, deviceState: AliEngineExternalDeviceState) => {}): voi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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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deviceInfo AliEngineDeviceInfo 外接设备信息。

deviceType AliEngineExternalDeviceType 外接设备类型。

deviceState AliEngineExternalDeviceState 外接设备状态。

onVideoDeviceStateChanged：视频设备状态变更的回调。

on(event: "onVideoDeviceStateChanged", listener: (deviceInfo: AliEngineDeviceInfo, device
Type: AliEngineExternalDeviceType, deviceState: AliEngineExternalDeviceState) => {}): voi
d;

参数 类型 描述

deviceInfo AliEngineDeviceInfo 外接设备信息。

deviceType AliEngineExternalDeviceType 外接设备类型。

deviceState AliEngineExternalDeviceState 外接设备状态。

onNetworkQualityChanged：网络质量变化时的回调。

on(event: "onNetworkQualityChanged", listener: (uid: string, upQuality: AliEngineNetworkQ
uality, downQuality: AliEngineNetworkQuality) => {}): void;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网络质量发生变化的用户ID，用户
ID为空表示本地，其他表示远端。

upQuality AliEngineNetworkQuality 上行网络质量。

downQuality AliEngineNetworkQuality 下行网络质量。

onUserAudioMuted：对端用户停止音频数据发送的通知。

on(event: "onUserAudioMuted", listener: (uid: string, isMute: boolean) => {}): void;

名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执行muteLocalMic的用户。

isMute boolean

是否静音。取值：

true：静音。

false：未静音。

onUserVideoMuted：对端用户发送视频黑帧数据发送的通知。

on(event: "onUserVideoMuted", listener: (uid: string, isMute: boolean) => {}): v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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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执行enableLocalVideo的用户。

isMute boolean

是否打开相机流采集。取值：

true：打开相机流采集。

false：关闭相机流采集。

onUpdateRoleNotify：用户角色发生改变时的回调。

on(event: "onUpdateRoleNotify", listener: (oldRole: AliEngineClientRole, newRole: AliEngi
neClientRole) => {}): void;

参数 类型 描述

oldRole AliEngineClientRole 切换前的角色。

newRole AliEngineClientRole 切换后的角色。

onAudioPlayingStateChanged：伴奏播放的回调。

on(event: "onAudioPlayingStateChanged", listener: (type: AliEngineAudioPlayingType, error
Code: AliEngineAudioPlayingErrorCode) => {}): void;

名称 类型 描述

type AliEngineAudioPlayingType 当前播放状态。

errorCode AliEngineAudioPlayingErrorCode 错误码。

onLastmileDetectResultWithQuality：网络质量探测的回调。

on(event: "onLastmileDetectResultWithQuality", listener: (networkQuality: AliEngineNetwor
kQuality) => {}): void;

参数 类型 描述

networkQuality AliEngineNetworkQuality 网络质量。

onAudioDeviceRecordLevel：音频采集设备测试的回调。

on(event: "onAudioDeviceRecordLevel", listener: (level: number) => {}): void;

参数 类型 描述

level number 音频采集设备音量值。

onAudioDevicePlayoutLevel：音频播放设备测试回调。

on(event: "onAudioDevicePlayoutLevel", listener: (level: number) => {}): v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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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level number 音频播放设备音量值。

onAudioDevicePlayoutEnd：音频播放设备测试结束（音频文件播放完毕）时的回调。

on(event: "onAudioDevicePlayoutEnd", listener: () => {}): void;

onStats：当前会话统计信息回调（2s触发一次）。

on(event: "onStats", listener: (stats: AliEngineStats) => {}): void;

参数 类型 描述

stats AliEngineStats 会话统计信息。

onLocalVideoStats：本地视频统计信息回调（2s触发一次）。

on(event: "onLocalVideoStats", listener: (localVideoStats: AliEngineLocalVideoStats) => {
}): void;

参数 类型 描述

localVideoStats AliEngineLocalVideoStats 本地视频统计信息。

onRemoteVideoStats：远端视频统计信息回调（2s触发一次）。

on(event: "onRemoteVideoStats", listener: (remoteVideoStats: AliEngineRemoteVideoStats) =
> {}): void;

参数 类型 描述

remoteVideoStats AliEngineRemoteVideoStats 远端视频统计信息。

onLocalAudioStats：本地音频统计信息回调（2s触发一次）。

on(event: "onLocalAudioStats", listener: (localAudioStats: AliEngineLocalAudioStats) => {
}): void;

参数 类型 描述

localAudioStats AliEngineLocalAudioStats 本地音频统计信息。

onRemoteAudioStats：远端音频统计信息回调（2s触发一次）。

on(event: "onRemoteAudioStats", listener: (remoteAudioStats: AliEngineRemoteAudioStats) =
> {}): void;

参数 类型 描述

remoteAudioStats AliEngineRemoteAudioStats 远端音频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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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MediaRecordEvent：录制事件回调。

on(event: "onMediaRecordEvent", listener: (event: number, filePath: string) => {}): void;

参数 类型 说明

event number

录制事件。取值：

0：录制开始。

1：录制结束。

2：打开文件失败。

3：写文件失败。

filePath string 录制文件路径。

onAudioVolumeCallback：用户音量大小的回调。

on(event: "onAudioVolumeCallback", listener: (volumeInfo: AliEngineUserVolumeInfo) => {})
: void;

参数 类型 描述

volumeInfo AliEngineUserVolumeInfo

说话人结构体信息。

说明说明
AliEngineUserVolumeInfo中
uid为0表示本地推流音量，1
表示远端混音音量，其他表示
用户的音量。

onActiveSpeaker：订阅的当前说话人。

on(event: "onActiveSpeaker", listener: (uid: string) => {}): void;

名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用户ID。

通过阅读本文，您可以了解到Electron SDK的AliRtcEngine接口详情。

目录目录
构造函数

constructor(option: AliEngineOption)

6.3. AliRtcEngine接口6.3. AliRtcEngine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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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option AliEngineOption

引擎初始化参数。

说明 说明 参数中的H5兼容模
式表示能否和Web端正常通
信，默认关闭。

基础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destroy SDK资源释放。 2.5.2

频道相关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joinChannel 加入频道。 2.5.2

leaveChannel 离开频道。 2.5.2

isInCall 检查当前是否在频道中。 2.5.2

setChannelProfile 设置频道模式。 2.5.2

发布相关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publishLocalVideoStream 设置是否允许推视频流。 2.5.2

isLocalVideoStreamPublished 查询当前是否允许推视频流。 2.5.2

isScreenSharePublished 查询当前是否允许推屏幕流。 2.5.2

publishLocalAudioStream 设置是否允许推音频流。 2.5.2

isLocalAudioStreamPublished 查询当前是否允许推音频流。 2.5.2

publishLocalDualStream 设置是否允许推次要视频流。 2.5.2

isDualStreamPublished 查询当前是否允许推次要视频流。 2.5.2

订阅相关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setRemoteVideoStreamType 设置订阅的相机流格式。 2.5.2

setRemoteDefaultVideoStreamType 设置默认订阅的相机流格式。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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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DefaultSubscribeAllRemoteAudioStrea
ms

设置是否默认拉音频流。 2.5.2

subscribeAllRemoteAudioStreams 停止或恢复拉所有远端音频流。 2.5.2

subscribeRemoteAudioStream 停止或恢复特定远端用户的音频流拉取。 2.5.2

setDefaultSubscribeAllRemoteVideoStrea
ms

设置是否默认拉视频流。 2.5.2

subscribeAllRemoteVideoStreams 停止或恢复拉所有远端视频流。 2.5.2

subscribeRemoteVideoStream 停止或恢复特定远端用户的视频流拉取。 2.5.2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视频相关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setScreenShareEncoderConfiguration 设置屏幕共享编码属性。 2.5.2

setLocalViewConfig 为本地预览设置渲染窗口以及绘制参数。 2.5.2

enableLocalVideo 禁用或重新启用本地视频采集。 2.5.2

muteLocalCamera 设置是否停止推本地视频流。 2.5.2

setRemoteViewConfig 为远端的视频设置渲染窗口。 2.5.2

stopRecord 停止录制。 2.5.2

startRecord 开始录制。 2.5.2

pauseRecord 暂停录制。 2.5.2

resumeRecord 重新开始录制。 2.5.2

setBeautyEffect 设置基础美颜。 2.5.2

setVideoEncoderConfiguration 设置视频编码属性。 2.5.2

共享视频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startScreenShareByDesktopId 根据桌面ID进行屏幕分享。 2.5.2

startScreenShareByWindowId 根据窗口ID进行屏幕分享。 2.5.2

stopScreenShare 停止屏幕分享。 2.5.2

getScreenShareConfig 获取屏幕共享配置。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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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ScreenShareSourceInfo 获取屏幕分享源信息。 2.5.2

getCurrentScreenShareSourceId 获取当前屏幕共享源ID。 2.5.2

getCurrentScreenShareSourceType 获取当前屏幕共享源类型。 2.5.2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音频相关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muteLocalMic 设置是否停止推本地音频。 2.5.2

muteRemoteAudio 设置是否停止播放远端音频流。 2.5.2

muteAllRemoteAudio 停止或恢复远端所有的音频播放。 2.5.2

startAudioCapture 开启音频采集。 2.5.2

stopAudioCapture 关闭音频采集。 2.5.2

startAudioPlayer 开启音频播放设备。 2.5.2

stopAudioPlayer 关闭音频播放。 2.5.2

enableAudioVolumeIndication 设置音量回调频率和平滑系数。 2.5.2

setAudioProfile 设置音频Profile。 2.5.2

startAudioAccompany 开始混音。 2.5.2

stopAudioAccompany 停止混音。 2.5.2

setAudioAccompanyVolume 设置混音音量。 2.5.2

setAudioAccompanyPublishVolume 设置混音之后推流出去的音量。 2.5.2

getAudioAccompanyPublishVolume 获取推流出去的混音音量。 2.5.2

setAudioAccompanyPlayoutVolume 设置混音之后本地播放的音量。 2.5.2

getAudioAccompanyPlayoutVolume 获取混音本地播放的音量。 2.5.2

pauseAudioAccompany 暂停混音。 2.5.2

resumeAudioAccompany 重新开始混音。 2.5.2

getAudioAccompanyDuration 获取伴奏文件时长。 2.5.2

getAudioAccompanyCurrentPosit ion 获取音乐文件播放进度。 2.5.2

setAudioAccompanyPosition 设置音频文件的播放位置。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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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ableSystemAudioRecording 设置是否开启系统声音采集推送。 2.5.2

isSystemAudioRecording 当前是否开启系统声音采集推送。 2.5.2

setSystemAudioRecordingVolume 设置系统声音采集推送音量。 2.5.2

getSystemAudioRecordingVolume 获取当前设置系统声音采集推送音量。 2.5.2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音频设备管理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getAudioCaptureList 获取系统中的录音设备列表。 2.5.2

getCurrentAudioCaptureName 获取使用的录音设备名称。 2.5.2

getCurrentAudioCaptureID 获取使用的录音设备ID。 2.5.2

setCurrentAudioCaptureName 选择录音设备名称。 2.5.2

setCurrentAudioCaptureID 选择录音设备ID。 2.5.2

getAudioPlayerList 获取系统中的扬声器列表。 2.5.2

getCurrentAudioPlayerName 获取当前使用的扬声器名称。 2.5.2

getCurrentAudioPlayerID 获取当前使用的扬声器ID。 2.5.2

setCurrentAudioPlayerName 选择扬声器名称。 2.5.2

setCurrentAudioPlayerID 选择扬声器ID。 2.5.2

startTestAudioRecordByName 开始测试音频采集设备。 2.5.2

startTestAudioRecordById 开启麦克风设备测试（按设备ID）。 2.5.2

stopTestAudioRecord 停止测试音频采集设备。 2.5.2

startTestAudioPlayoutByName 开始测试音频播放设备。 2.5.2

startTestAudioPlayoutById 开启扬声器设备测试（按设备ID）。 2.5.2

stopTestAudioPlayout 停止测试音频播放设备。 2.5.2

视频设备管理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getCameraList 获取摄像头列表。 2.5.2

getCurrentCameraName 获取当前使用的摄像头名称。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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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CurrentCameraID 获取当前使用的摄像头ID。 2.5.2

setCurrentCameraName 选择摄像头名称。 2.5.2

setCurrentCameraID 选择摄像头ID。 2.5.2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预览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startPreview 开启预览。 2.5.2

stopPreview 停止预览。 2.5.2

远端用户查询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getUserInfo 查询远端用户信息。 2.5.2

其他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getSDKVersion 获取SDK版本号。 2.5.2

setClientRole 设置用户角色。 2.5.2

getClientRole 获取用户角色。 2.5.2

startLastmileDetect 开始网络质量探测。 2.5.2

stopLastmileDetect 停止网络质量探测。 2.5.2

getCurrentConnectionStatus 获取当前网络链接状态。 2.5.2

on 订阅事件。 2.5.2

off 取消订阅事件。 2.5.2

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destroy：SDK资源释放。

destroy(): void;

joinChannel：加入频道。

joinChannel(authInfo: AliEngineAuthInfo, options?: ChannelMediaOptions): number;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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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authInfo AliEngineAuthInfo 鉴权信息。

options ChannelMediaOptions 订阅选项。

说明说明

加入频道成功后，如果中途需要加入其他频道，必须先调用leaveChannel离开当前频道。

如果加入频道失败，需要重试时，无需先调用leaveChannel。

该接口是异步接口，是否成功加入频道，通过onJoinChannelResult判断。

leaveChannel：离开频道。

leaveChannel (): number;

说明 说明 该接口为异步接口，是否成功离开频道，通过onJoinChannelResult判断。

isInCall：检查当前是否在频道中。

isInCall(): boolean;

返回说明

true表示在频道中，false表示不在频道中。

setChannelProfile：设置频道模式（入会前调用）。

setChannelProfile (channelProfile: AliEngineChannelProfile): number;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channelProfile AliEngineChannelProfile 频道类型，默认通信模式。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publishLocalVideoStream：设置是否允许推视频流。

publishLocalVideoStream (enable: boolean): number;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ean

是否允许推视频流。取值：

true（默认值）：允许推视频
流。

false：不允许推视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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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LocalVideoStreamPublished：查询当前是否允许推视频流。

isLocalVideoStreamPublished (): boolean;

返回说明

true表示允许，false表示不允许。

isScreenSharePublished：查询当前是否允许推屏幕流。

isScreenSharePublished (): boolean;

返回说明

true表示允许，false表示不允许。

publishLocalAudioStream：设置是否允许推音频流。

publishLocalAudioStream (enable: boolean): number;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ean

是否允许推音频流。取值：

true（默认值）：允许推音频
流。

false：不允许推音频流。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isLocalAudioStreamPublished：查询当前是否允许推音频流。

isLocalAudioStreamPublished (): boolean;

返回说明

true表示允许，false表示不允许。

publishLocalDualStream：设置是否允许推次要视频流。

publishLocalDualStream (enabled: boolean): number;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ean

是否允许推次要视频流。取值：

true（默认值）：允许推次要视
频流。

false：不允许推次要视频流。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isDualStreamPublished：查询当前是否允许推次要视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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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DualStreamPublished (): boolean;

返回说明

true表示允许，false表示不允许。

setRemoteVideoStreamType：设置订阅的相机流格式。

setRemoteVideoStreamType (uid: string, streamType: AliEngineVideoStreamType): number;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远端用户ID。

streamType AliEngineVideoStreamType 相机流格式。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RemoteDefaultVideoStreamType：设置默认订阅的相机流格式。

setRemoteDefaultVideoStreamType (streamType: AliEngineVideoStreamType): number;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streamType AliEngineVideoStreamType 相机流格式。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DefaultSubscribeAllRemoteAudioStreams：设置是否默认拉音频流。

setDefaultSubscribeAllRemoteAudioStreams (sub: boolean): number;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sub boolean 是否订阅。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ubscribeAllRemoteAudioStreams：停止或恢复拉所有远端音频流。

subscribeAllRemoteAudioStreams (sub: boolean): number;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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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sub boolean 是否订阅。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ubscribeRemoteAudioStream：停止或恢复特定远端用户的音频流拉取。

subscribeRemoteAudioStream (uid: string, sub: boolean): number;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远端用户ID。

sub boolean 是否订阅。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DefaultSubscribeAllRemoteVideoStreams：设置是否默认拉视频流。

setDefaultSubscribeAllRemoteVideoStreams (sub: boolean): number;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sub boolean 是否订阅。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ubscribeAllRemoteVideoStreams：停止或恢复拉所有远端视频流。

subscribeAllRemoteVideoStreams (sub: boolean): number;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sub boolean 是否订阅。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ubscribeRemoteVideoStream：停止或恢复特定远端用户的视频流拉取。

subscribeRemoteVideoStream (uid: string, track: AliEngineVideoTrack, sub: boolean): numbe
r;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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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远端用户ID。

track AliEngineVideoTrack 视频流类型。

sub boolean 是否订阅。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ScreenShareEncoderConfiguration：设置屏幕共享编码属性。

setScreenShareEncoderConfiguration (config: AliEngineScreenShareEncoderConfiguration): nu
mber;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config
AliEngineScreenShareEncoderCon
figuration

屏幕共享编码属性。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LocalViewConfig：为本地预览设置渲染窗口以及绘制参数。

setLocalViewConfig (view: HTMLDivElement): void;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element HTMLDivElement 预览容器。

enableLocalVideo：禁用或重新启用本地视频采集。

enableLocalVideo (enabled: boolean): number;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ean

禁用或重新启用本地视频采集。取
值：

true（默认值）：重新启用视频
采集。

false：停止视频采集。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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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teLocalCamera：设置是否停止推本地视频流。

muteLocalCamera (mute: boolean, track: AliEngineVideoTrack): number;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mute boolean

停止或恢复推视频流。取值：

true：停止推视频流。

false（默认值）：恢复推视频
流。

track AliEngineVideoTrack 需要改变推流状态的视频流类型。

说明 说明 此接口只是控制指定视频流上是否发送黑帧，采集和数据发送不会停止，如果需要关闭采
集请使用enableLocalVideo接口，如果需要中止视频数据发送请使用publishLocalVideoStream接
口。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RemoteViewConfig：为远端的视频设置渲染窗口。

setRemoteViewConfig (userId: string, contianer: HTMLDivElement, type: number): void;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用户ID。

container HTMLDivElement 视图容器。

type number

视频流类型，取值：

1：摄像头。

2：屏幕。

stopRecord：停止录制。

stopRecord (): boolean;

返回说明

true表示方法调用成功，false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artRecord：开始录制，目前仅支持音频录制。

startRecord (recordType: AliEngineRecordType, recordFormat: AliEngineRecordFormat, filePa
th: string, audioConfig: AliEngineRecordAudioConfig, videoConfig: AliEngineRecordVideoCon
fig, isFragment: boolean): boolean;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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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recordType AliEngineRecordType 录制类型。

recordFormat AliEngineRecordFormat 录制格式。

filePath string 文件路径。

audioConfig AliEngineRecordAudioConfig 录制音频设置。

videoConfig AliEngineRecordVideoConfig 录制视频设置。

isFragment boolean
是否支持MP4内部分段，只在录制
MP4时有效。

返回说明

true表示方法调用成功，false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pauseRecord：暂停录制。

pauseRecord (): boolean;

返回说明

true表示方法调用成功，false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resumeRecord：重新开始录制。

resumeRecord (): boolean;

返回说明

true表示方法调用成功，false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BeautyEffect：设置基础美颜，目前只支持美白和磨皮。

setBeautyEffect (enable: boolean, config: AliEngineBeautyConfig): number;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ean

是否启用基础美颜。取值：

true：开启。

false（默认值）：关闭。

config AliEngineBeautyConfig 基础美颜参数。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VideoEncoderConfiguration：设置视频编码属性。

setVideoEncoderConfiguration (config: AliEngineVideoEncoderConfiguration): number;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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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config
AliEngineVideoEncoderConfigura
tion

预定义的编码属性。

startScreenShareByDesktopId：根据桌面ID进行屏幕分享。

startScreenShareByDesktopId (desktopId: number, config: AliEngineScreenShareConfig): numb
er;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desktopId number
桌面ID，可通过
getScreenShareSourceInfo接口获
取。

config AliEngineScreenShareConfig 屏幕分享配置。

说明 说明 配置指定区域分享时，分享区域最小分辨率为16 x 16，设置区域小于最小分辨率时重置为
最小分辨率；设置分享区域超过实际桌面分辨率时，将分享整个桌面。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artScreenShareByWindowId：根据窗口ID进行屏幕分享。

startScreenShareByWindowId (windowId: number, config: AliEngineScreenShareConfig): number
;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windowId number
窗口ID，可通
过getScreenShareSourceInfo接口
获取。

config AliEngineScreenShareConfig 屏幕分享配置。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opScreenShare：停止屏幕分享。

stopScreenShare (): number;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ScreenShareConfig：获取屏幕共享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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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ScreenShareConfig (): AliEngineScreenShareConfig;

返回说明

返回屏幕共享配置信息AliEngineScreenShareConfig。

getScreenShareSourceInfo：获取屏幕分享源信息。

getScreenShareSourceInfo (sourceType: AliEngineScreenShareType): Promise<AliEngineScreenI
temInfo[]>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sourceType AliEngineScreenShareType 屏幕分享类型。

返回说明

Promise返回AliEngineScreenItemInfo[]。

getCurrentScreenShareSourceId：获取当前屏幕共享源ID。

getCurrentScreenShareSourceId (): string;

返回说明

返回当前屏幕共享源ID。

getCurrentScreenShareSourceType：获取当前屏幕共享源类型。

getCurrentScreenShareSourceType (): AliEngineScreenShareType;

返回说明

返回当前屏幕共享源类型。

muteLocalMic：设置是否停止推本地音频。

muteLocalMic (mute: boolean, mode: AliEngineMuteLocalAudioMode): number;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mute boolean

停止或恢复本地音频数据发送。取
值：

true：本地音频发送静音帧。

false：恢复正常。

mode AliEngineMuteLocalAudioMode 静音模式，默认麦克风静音模式。

说明 说明 mute只是发送音频数据为静音帧，采集和编码模块仍然在工作。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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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teRemoteAudio：设置是否停止播放远端音频流。

muteRemoteAudio (uid: string, mute: boolean): number;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用户ID。

mute boolean

停止或恢复远端的音频播放。取
值：

true：停止播放。

false：恢复播放。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muteAllRemoteAudio：停止或恢复远端所有的音频播放。

muteAllRemoteAudio (mute: boolean): number;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mute boolean

停止或恢复远端所有的音频播放。
取值：

true：停止播放。

false：恢复播放。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artAudioCapture：开启音频采集。

startAudioCapture (): number;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opAudioCapture：关闭音频采集。

stopAudioCapture (): number;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artAudioPlayer：开启音频播放设备。

startAudioPlayer (): number;

返回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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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opAudioPlayer：关闭音频播放。

stopAudioPlayer (): number;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enableAudioVolumeIndication：设置音量回调频率和平滑系数。

enableAudioVolumeIndication (interval: number, smooth: number, reportVad: number): number
;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interval number

时间间隔，单位为毫秒，最小值不
得小于10ms，建议设置
300~500ms；小于等于0表示不启
用音量提示和说话人提示功能。

smooth number
平滑系数，数值越大平滑程度越
高，反之越低，实时性越好，取值
范围：[0,9]，建议设置3。

reportVad number

说话人检测开关。取值：

0：关闭。

1：开启，通
过onAudioVolumeCallback接
口回调每一个说话人的状态。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AudioProfile：设置音频Profile。

setAudioProfile (audioProfile: AliEngineAudioProfile, audioScene: AliEngineAudioScenario)
: number;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audio_profile AliEngineAudioProfile 音频采集或编码模式参数。

audio_scene AliEngineAudioScenario 音频场景模式参数。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artAudioAccompany：开始混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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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AudioAccompany (filePath: string, onlyLocalPlay: boolean, replaceMic: boolean, loopC
ycle: number): number;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filePath string 混音文件路径。

onlyLocalPlay boolean 是否只本地播放。

replaceMic boolean 是否替换掉MIC。

loopCycles number
循环次数（可以设置-1或者正整
数）。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opAudioAccompany：停止混音。

stopAudioAccompany (): number;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AudioAccompanyVolume：设置混音音量，需要在调用startAudioAccompany后才能生效。

setAudioAccompanyVolume (volume: number): number;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volume number 混音音量，取值范围：[0,100]。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AudioAccompanyPublishVolume：设置混音之后推流出去的音量，需要在调
用startAudioAccompany后才能生效。

setAudioAccompanyPublishVolume (volume: number): number;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volume number 混音音量，取值范围：[0,100]。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AudioAccompanyPublishVolume：获取推流出去的混音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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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AudioAccompanyPublishVolume (): number;

返回说明

返回推流出去的混音音量。

setAudioAccompanyPlayoutVolume：设置混音之后本地播放的音量，需要在调
用startAudioAccompany后才能生效。

setAudioAccompanyPlayoutVolume (volume: number): number;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volume number 混音音量，取值范围：[0,100]。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AudioAccompanyPlayoutVolume：获取混音本地播放的音量。

getAudioAccompanyPlayoutVolume (): number;

返回说明

返回当前混音本地播放的音量。

pauseAudioAccompany：暂停混音。

pauseAudioAccompany (): number;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resumeAudioAccompany：重新开始混音。

resumeAudioAccompany (): number;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AudioAccompanyDuration：获取伴奏文件时长。

getAudioAccompanyDuration (): number;

返回说明

返回当前伴奏文件时长，单位为毫秒。

getAudioAccompanyCurrentPosit ion：获取音乐文件播放进度。

getAudioAccompanyCurrentPosition (): number;

返回说明

返回当前音乐文件播放进度，单位为毫秒。

setAudioAccompanyPosit ion：设置音频文件的播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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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AudioAccompanyPosition (pos: number): number;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pos number 进度条位置，单位为毫秒。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enableSystemAudioRecording：设置是否开启系统声音采集推送。

enableSystemAudioRecording (enable: boolean, path: string): number;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ean

是否开启系统声音采集推送。取
值：

true：开启。

false：关闭。

path string

Windows端需要设置为第三方播放
器路径；Mac需要设置为虚拟声卡
设备名才能采集系统声音，关闭时
需要传入要切换回的扬声器名称。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isSystemAudioRecording：当前是否开启系统声音采集推送。

isSystemAudioRecording (): boolean;

返回说明

true表示方法调用成功，false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SystemAudioRecordingVolume：设置系统声音采集推送音量。

setSystemAudioRecordingVolume (volume: number): number;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volume number 设置音量。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SystemAudioRecordingVolume：获取当前设置系统声音采集推送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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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SystemAudioRecordingVolume (): number;

说明 说明 需要开启系统声音采集推送后才能设置，否则设置失败。

返回说明

返回系统音量。

getAudioCaptureList：获取系统中的录音设备列表。

getAudioCaptureList(): AliEngineDeviceInfo[];

返回说明

返回系统中的录音设备列表。

getCurrentAudioCaptureName：获取使用的录音设备名称。

getCurrentAudioCaptureName(): string;

返回说明

返回当前音频采集设备名。

getCurrentAudioCaptureID：获取使用的录音设备ID。

getCurrentAudioCaptureID (): string;

返回说明

返回当前音频采集设备ID。

setCurrentAudioCaptureName：选择录音设备名称。

setCurrentAudioCaptureName(captureName: string): number;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captureName string 音频采集设备名称。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CurrentAudioCaptureID：选择录音设备ID。

setCurrentAudioCaptureID (captureID: string): number;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captureID string 音频采集设备名称。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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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AudioPlayerList：获取系统中的扬声器列表。

getAudioPlayerList (): AliEngineDeviceInfo[];

返回说明

返回音频播放设备列表。

getCurrentAudioPlayerName：获取当前使用的扬声器名称。

getCurrentAudioPlayerName (): string;

返回说明

返回当前音频播放设备名。

getCurrentAudioPlayerID：获取当前使用的扬声器ID。

getCurrentAudioPlayerID (): string;

返回说明

返回当前音频播放设备ID。

setCurrentAudioPlayerName：选择扬声器名称。

setCurrentAudioPlayerName (playerName: string): number;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playerName string 音频播放设备名称。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CurrentAudioPlayerID：选择扬声器ID。

setCurrentAudioPlayerID (playerID: string): number;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playerID string 音频播放设备ID。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artTestAudioRecordByName：开始测试音频采集设备。

startTestAudioRecordByName (deviceName: string, callbackInterval: number): number;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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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deviceName string 音频采集设备名称。

callbackInterval number
音量回调频率，单位：毫秒，默认
值200毫秒。

说明 说明 开始测试后音量信息通过onAudioDeviceRecordLevel回调返回。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artTestAudioRecordById：开启麦克风设备测试（按设备ID）。

startTestAudioRecordById (deviceId: string, callbackInterval: number): number;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deviceId string 设备ID。

callbackInterval number
音量回调频率，单位：毫秒，默认
值200毫秒。

说明 说明 开始测试后音量信息通过onAudioDeviceRecordLevel回调返回。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opTestAudioRecord：停止测试音频采集设备。

stopTestAudioRecord (): number;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artTestAudioPlayoutByName：开始测试音频播放设备。

startTestAudioPlayoutByName (deviceName: string, filePath: string, callbackInterval: numb
er, loopCycles: number): number;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deviceName string 音频播放设备名称。

filePath string 音频文件路径。

callbackInterval number
音量回调频率，单位：毫秒，默认
值200毫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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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pCycles number 重复播放次数，-1表示循环播放。

参数 类型 描述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artTestAudioPlayoutById：开启扬声器设备测试（按设备ID）。

startTestAudioPlayoutById (deviceId: string, filePath: string, callbackInterval: number, 
loopCycles: number): number;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deviceId string 设备ID。

filePath string 音频文件路径。

callbackInterval number
音量回调频率，单位：毫秒，默认
值200毫秒。

loopCycles number 重复播放次数，-1表示循环播放。

说明 说明 开始测试后音量信息通过onAudioDevicePlayoutLevel回调返回。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opTestAudioPlayout：停止测试音频播放设备。

stopTestAudioPlayout (): number;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CameraList：获取摄像头列表。

getCameraList (): AliEngineDeviceInfo [];

返回说明

返回摄像头列表。

getCurrentCameraName：获取当前使用的摄像头名称。

getCurrentCameraName (): string;

返回说明

返回当前使用的摄像头名称。

getCurrentCameraID：获取当前使用的摄像头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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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CurrentCameraID (): string;

返回说明

返回当前使用的摄像头ID。

setCurrentCameraName：选择摄像头名称。

setCurrentCameraName (cameraName: string): number;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cameraName string 摄像头名称。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etCurrentCameraID：选择摄像头ID。

setCurrentCameraID (cameraID: string): number;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cameraID string 摄像头ID。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artPreview：开启预览。

startPreview (): number;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opPreview：停止预览。

startPreview (): number;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UserInfo：查询远端用户信息。

getUserInfo (uid: string): AliEngineUserInfo;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用户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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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

返回用户信息AliEngineUserInfo。

getSDKVersion：获取SDK版本号。

getSDKVersion (): string;

返回说明

返回SDK版本号。

setClientRole：设置用户角色。

setClientRole (clientRole: AliEngineClientRole): number;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clientRole AliEngineClientRole

用户角色类型，默认值为
AliEngineClientRoleLive（观众角
色），非通信模式下角色类型才有
效。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ClientRole：获取用户角色。

getClientRole (): AliEngineClientRole;

返回说明

返回当前用户角色。

startLastmileDetect：开始网络质量探测。

startLastmileDetect (): number;

说明 说明 此接口需在joinChannel之前调用，探测结果在onLastmileDetectResultWithQuality回调。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stopLastmileDetect：停止网络质量探测。

stopLastmileDetect (): number;

返回说明

0表示方法调用成功，其他表示方法调用失败。

getCurrentConnectionStatus：获取当前网络链接状态。

getCurrentConnectionStatus (): AliEngineConnectionStatus;

返回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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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当前网络连接状态AliEngineConnectionStatus。

on：订阅事件。

on(event: string, handler: function): void;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event string 事件名称。

handler function 回调函数。

off：取消订阅事件。

off(event: string, handler: function): void;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event string 事件名称。

handler function 回调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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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阅读本文，您可以了解小程序SDK回调及监听的接口详情。

目录目录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error 通知应用程序发生错误。 2.5.2

stream-added 通知应用程序已添加远端音视频流。 2.5.2

stream-removed 通知应用程序已删除远端音视频流。 2.5.2

mute-audio 通知应用程序远端用户已停止发送音频流。 2.5.2

mute-video 通知应用程序远端用户已停止发送视频流。 2.5.2

unmute-audio 通知应用程序远端用户已恢复发送音频流。 2.5.2

unmute-video 通知应用程序远端用户已恢复发送视频流。 2.5.2

leave 通知应用程序远端用户离开频道。 2.5.2

详情详情
error：通知应用程序发生错误。

on(
  event: "error", 
  callback: (evt: { code: number; reason: string }) => void
): void

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 number 错误码，详情请参见错误码。

reason string 错误信息。

stream-added：通知应用程序已添加远端音视频流。

on(
  event: "stream-added", 
  callback: (evt: { uid: number, displayName: string}) => void
): void

名称 类型 描述

uid number 远端用户UID。

7.小程序SDK7.小程序SDK
7.1. 回调与监听7.1. 回调与监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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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layName string 远端用户显示的名称。

名称 类型 描述

stream-removed：通知应用程序已删除远端音视频流。

on(
  event: "stream-removed", 
  callback: (evt: { uid: number }) => void
): void

名称 类型 描述

uid number 远端用户UID。

mute-audio：通知应用程序远端用户已停止发送音频流。

on(
  event: "mute-audio", 
  callback: (evt: { uid: number }) => void
): void

名称 类型 描述

uid number 远端用户UID。

mute-video：通知应用程序远端用户已停止发送视频流。

on(
  event: "mute-video", 
  callback: (evt: { uid: number }) => void
): void

名称 类型 描述

uid number 远端用户UID。

unmute-audio：通知应用程序远端用户已恢复发送音频流。

on(
  event: "unmute-audio", 
  callback: (evt: { uid: number }) => void
): void

名称 类型 描述

uid number 远端用户UID。

unmute-video：通知应用程序远端用户已恢复发送视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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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event: "unmute-video", 
  callback: (evt: { uid: number }) => void
): void

名称 类型 描述

uid number 远端用户UID。

leave：通知应用程序远端用户离开频道。

on(
  event: "leave", 
  callback: (evt: { uid: number }) => void
): void

名称 类型 描述

uid number 远端用户UID。

通过阅读本文，您可以了解到小程序SDK的AliRTCMiniAppEngine接口详情。

目录目录
基础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join 加入频道。 1.1.0

leave 退出频道。 1.1.0

setChannelProfile 设置频道模式。 1.1.0

setRole 设置用户角色。 1.1.0

发布相关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publish 通知发布音视频流。 1.1.0

unpublish 停止发布音视频流。 1.1.0

订阅相关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subscribe 订阅远端音视频流。 1.1.0

7.2. AliRTCMiniAppEngine接口7.2. AliRTCMiniAppEngine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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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ubscribe 停止订阅远端音视频流。 1.1.0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其他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muteLocal 停止发送本地音视频流。 1.1.0

unmuteLocal 恢复发送本地音视频流。 1.1.0

on 监听事件。 1.1.0

off 取消监听事件。 1.1.0

详情详情
join：加入频道。

join(
  authInfo: IAuthInfo,
  onSuccess: (uid: number) => void, 
  onFailure: (err: { code: number; reason: string }) => void
): void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authInfo IAuthInfo

鉴权信息。包含信息如下所示：

appid：应用ID。

channel：频道号。

gslb：服务器地址。

nonce：令牌随机码。

timestamp：时间戳。

token：令牌。

userid：用户ID。

displayName：用户名称。

onSuccess 无
方法调用成功时执行的回调函数，
返回用户UID。

onFailure 无
方法调用失败时执行的回调函数，
返回错误码和错误信息。

leave：退出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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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ve(
  onSuccess: () => void, 
  onFailure: (err: { code: number; reason: string }) => void
): void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onSuccess 无 方法调用成功时执行的回调函数。

onFailure 无
方法调用失败时执行的回调函数，
返回错误码和错误信息。

setChannelProfile：设置频道模式。

setChannelProfile (
  profile: number,
  onSuccess: () => void,
  onFailure: (err: { code: number; reason: string }) => void
): void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profile number

频道模式。取值：

0：普通模式，该模式下所有用
户都可以推流和订阅。

1：互动模式，该模式下需要调
用setRole设置角色后再入会。

onSuccess 无 方法调用成功时执行的回调函数。

onFailure 无
方法调用失败时执行的回调函数，
返回错误码和错误信息。

setRole：设置用户角色。

setRole(
  role: string, 
  onSuccess: () => void, 
  onFailure: (err: { code: number; reason: string }) => void
): void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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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string

用户角色，非通信模式下角色类型
才有效。取值：

broadcaster：主播，可以调用
publish和unpublish方法。

audience（默认值）：观众，不
能调用publish和unpublish方
法。

onSuccess 无 方法调用成功时执行的回调函数。

onFailure 无
方法调用失败时执行的回调函数，
返回错误码和错误信息。

名称 类型 描述

publish：通知发布音视频流。

publish(
  onSuccess: (url: string) => void, 
  onFailure: (err: { code: number; reason: string }) => void
): void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onSuccess 无
方法调用成功时执行的回调函数，
返回音视频流的推流地址。

onFailure 无
方法调用失败时执行的回调函数，
返回错误码和错误信息。

unpublish：停止发布音视频流。

unpublish(
  onSuccess: () => void, 
  onFailure: (err: any) => void
): void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onSuccess 无 方法调用成功时执行的回调函数。

onFailure 无 方法调用失败时执行的回调函数。

subscribe：订阅远端音视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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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cribe(
  uid: number, 
  onSuccess: (url: string) => void, 
  onFailure: (err: any) => void
): void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uid number 订阅的远端用户UID。

onSuccess 无
方法调用成功时执行的回调函数，
返回音视频的拉流地址。

onFailure 无 方法调用失败时执行的回调函数。

unsubscribe：停止订阅远端音视频流。

unsubscribe(
  uid: number, 
  onSuccess: () => void, 
  onFailure: (err: any) => void
): void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uid number 取消订阅的远端用户UID。

onSuccess 无 方法调用成功时执行的回调函数。

onFailure 无 方法调用失败时执行的回调函数。

muteLocal：停止发送本地音视频流。

muteLocal(
  target: string, 
  onSuccess: () => void, 
  onFailure: (err: { code: number; reason: string }) => void
): void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target string 停止发送的音频流，取值为audio。

onSuccess 无 方法调用成功时执行的回调函数。

onFailure 无
方法调用失败时执行的回调函数，
返回错误码和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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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muteLocal：恢复发送本地音视频流。

unmuteLocal(
  target: string, 
  onSuccess: () => void, 
  onFailure: (err: { code: number; reason: string }) => void
): void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target string
恢复发送的音视频流，取值为
audio。

onSuccess 无 方法调用成功时执行的回调函数。

onFailure 无
方法调用失败时执行的回调函数，
返回错误码和错误信息。

on：监听事件。

详情请参见回调与监听。

off：取消监听事件。

off(event: string): void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event string
要取消监听的事件，详情请参见回
调与监听。

通过阅读本文，您可以了解小程序SDK接口调用时返回的错误码，并根据相关描述解决对应的问题。

错误码 含义 描述

100010 ERROR_CHANNELPROFILE_VALUE 频道模式值错误。

100011 ERROR_CHANNELPROFILE 入会后不能设置频道模式。

100015 ERROR_ROLE_VALUE 角色值错误。

100016 ERROR_CONNECTING_ROLE 登录中，稍后再试。

100017
ERROR_CHANNELPROFILE_MISMATC
HED

入会频道不匹配。

100018 ERROR_AUDIENCE_PUBLISH 观众角色不能推流。

7.3. 错误码7.3. 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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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9 ERROR_CAN_NOT_MUTE 先推流后才能执行mute操作。

100100 ERROR_REPEAT_JOIN 重复登录。

100101 ERROR_NOT_LOGIN 未登录。

100102 ERROR_WRONG_AUTHINFO 鉴权信息错误。

100200 ERROR_NO_USER 用户不存在。

错误码 含义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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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阅读本文，您可以了解Web SDK回调及监听的接口详情。

注意 注意 自2020年2月起，阿里云RTC将逐步停止对旧版本SDK的支持与维护，请使用1.9.1及以上版
本SDK。更多信息，请参见SDK下载。

目录目录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onPublisher 发布流回调。 1.2

onUnPublisher 取消发布流回调。 1.2

onMediaStream
订阅流成功回调（1.10及以上版本不需要该接
口回调）。

1.2

onJoin 加入频道回调。 1.2

onLeave 离开频道回调。 1.2

onError 错误异常回调。 1.2

onBye 被服务器踢出或者频道关闭时回调。 1.11

onUpdateRole 角色切换回调。 1.12

onNotify 用户状态变化回调。 1.12.1

onAudioLevel 音频能量值回调。 1.13.0

onMedia 推流和订阅的音视频数据回调。 1.14.0

onMediaStreamUpdate 订阅流返回回调。 1.15.4

onNetworkQuality 网络质量回调。 1.16.0

onAudioMixingPlayed 伴奏开始播放回调。 1.16.0

onAudioMixingFinished 伴奏播放结束回调。 1.16.0

onPublishChange 本地发布流回调（自动推流）。 1.17.0

onSubscribeChange 自动订阅回调。 1.17.0

onShareSystemAudioStart 共享声音通知回调。 1.17.0

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8.Web SDK8.Web SDK
8.1. 回调及监听8.1. 回调及监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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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Publisher：发布流回调。当频道里的其他人发布本地流时，触发本回调。

aliWebrtc.on('onPublisher',(publisher) =>{
    //远程发布者⽤⼾Id
    console.log(publisher.userId);
    //远程发布名字
    console.log(publisher.displayName);
    //远程流内容，streamConfigs是数组
    console.log(publisher.streamConfigs);
  });

onUnPublisher：取消发布流回调。当频道里的其他人取消发布本地流时，触发本回调。

aliWebrtc.on('onUnPublisher',(publisher) =>{
    //远程发布者⽤⼾Id
    console.log(publisher.userId);
    //远程发布名字
    console.log(publisher.displayName);
});

onMediaStream：订阅流成功回调。当订阅远程流成功时触发，会返回远程流的Stream对象，通过H5
Video或Audio播放。

说明 说明 1.10及以上版本不支持该回调。

aliWebrtc.on('onMediaStream',(subscriber, stream) =>{
     var video = document.getElementByTag('video');
     aliWebrtc.setDisplayRemoteVideo(
        subscriber,        // onMediaStream中返回的参数
        video,             // html中⽤于显⽰stream对象的video元素
        stream             // onMediaStream中返回的参数
     )
 });

onJoin：加入频道回调。当有其他用户加入频道时，触发onJoin回调。

aliWebrtc.on('onJoin',(data) =>{
   console.log(data.userId);
   console.log(data.displayName  + " 加⼊频道");
 });

onLeave：离开频道回调。当其他用户离开频道时，触发onLeave回调。

aliWebrtc.on('onLeave',(data) =>{
   console.log(data.userId);
   console.log(data.displayName  + " 离开频道");
 });

onError：错误异常回调。当有错误发生时，触发onError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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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Webrtc.on('onError',(error) =>{
   var msg = error && error.message ? error.message : error;
   if (msg && msg.indexOf('no session') > 0) {
        error = "请重新登录：" + msg;
   }
   console.log('错误：' + msg);
 });

onBye：被服务器踢出或者频道关闭时回调。

aliWebrtc.on('onBye',(message) =>{ 
//1：被服务器踢出 
//2：频道关闭 
//3：同⼀个ID在其他端登录，被服务器踢出 
console.log(message.code); 
});

onUpdateRole：角色切换回调。

aliWebrtc.on("onUpdateRole",(data)=>{
    console.log(data);
})

说明 说明 在互动模式下，当调用setClientRole接口返回true，并且收到onUpdateRole回调获取到
正确新值时才表示切换成功。

onNotify：用户状态变化回调。

aliWebrtc.on("onNotify",(data)=>{
    console.log(data);
})

说明说明

本地或远端用户的推流状态变化时（调用muteLocalMic、muteLocalCamera）会收到
onNotify回调。

该回调返回的data与调用getUserList接口返回的结果相同。

onAudioLevel：音频能量值回调。

说明 说明 需要设置enableAudioVolumeIndicator后回调，每秒返回一次（返回每秒音频能量最大
值）。

aliWebrtc.on("onAudioLevel", (data) => {
    console.log(data)
})

返回结果说明：

当您推了音频流，返回数组中userId为字符串0的一项，是自己的音频信息。

当您订阅了其他用户的音频流，该数组中会包含订阅用户的音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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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数组各项的信息如下所示：

返回值 类型 描述

userId String
订阅用户userId，用户自己的
userId为0。

displayName String 用户名。

level Number 音频能量值，取值范围0~100。

buffer Array 每秒内音频PCM的数据。

onMedia：推流和订阅的音视频数据回调。

aliWebrtc.on("onMedia", (data) => {
    console.log(data)
})

说明说明

该回调每秒返回一次信息。

推流数据只有bytesSentPerSecond，订阅数据仅有bytesReceivedPerSecond。

返回值 类型 描述

userId String
订阅用户userId，用户自己的
userId为0。

rtt Number

网络延迟，单位：毫秒。表示SDK
到阿里云服务器的一次网络往返时
间，该值越小越好。 一般低于50
ms的延迟相对理想，而高于100
ms的延迟会引起较大的通话延时。

audio Object 音频流

level Number 声音能量值，取值范围：0～1。

camera Object 相机流

width Number 宽度。

height Number 高度。

fps Number 帧率。

screen Object 屏幕流

width Number 宽度。

height Number 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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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s Number 帧率。

bytesSentPerSecond Number
每秒发送的字节数（仅推流使
用）。

bytesReceivedPerSecond Number
每秒接收到的字节数（仅订阅使
用）。

返回值 类型 描述

onMediaStreamUpdate：订阅流返回回调。

aliWebrtc.on("onMediaStreamUpdate", (data) => {
  console.log(data)
})

返回值 类型 描述

userId String 订阅用户的ID。

mediaStream MediaStream

远端流。

说明 说明 通过
mediaStream的getTrack()方
法获取track，进行自定义播
放。track.id用来区分track类
型，如下表所示。

track.id 描述

sophon_video_camera_large 摄像头大流。

sophon_video_camera_small 摄像头小流。

sophon_video_screen_share 屏幕共享流。

sophon_audio 音频流。

onNetworkQuality：网络质量回调。

aliWebrtc.on("onNetworkQuality", (data) => {
    console.log(data)
})

返回值 类型 描述

uplinkNetworkQuality Number
上行网络质量，网络质量详情如下
所示。

downlinkNetworkQuality Number
下行网络质量，网络质量详情如下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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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质量 值 描述

NETWORK_QUALITY_UNKNOWN 0
网络质量未知，即没有推流或这没
有订阅。

NETWORK_QUALITY_EXCELLENT 1 网络极好。

NETWORK_QUALITY_GOOD 2
网络好，用户主观感受和极好差不
多，但是码率可能略低于极好。

NETWORK_QUALITY_POOR 3
用户主观感受有瑕疵但不影响沟
通。

NETWORK_QUALITY_BAD 4 勉强能沟通但不顺畅。

NETWORK_QUALITY_VERYBAD 5 网络质量非常差，基本不能沟通。

NETWORK_QUALITY_DISCONNECT 6 网络断开。

onAudioMixingPlayed：伴奏开始播放回调。

aliWebrtc.on("onAudioMixingPlayed", () => {
    console.log("伴奏开始或恢复播放")
})

onAudioMixingFinished：伴奏播放结束回调。

aliWebrtc.on("onAudioMixingFinished", () => {
    console.log("伴奏播放结束")
})

onPublishChange：本地发布流回调（自动推流）。

aliWebrtc.on('onPublishChange', (streamList) => {
  // ⾃动推送的流内容，streamList 是数组，具体返回值如下
  console.log(streamList);
});

说明 说明 开启自动推流以后，每次发布的流内容发生改变都会触发。

onSubscribeChange：自动订阅回调。

aliWebrtc.on('onPublishChange', (publisher) => {
    // ⾃动订阅的⽤⼾Id
    console.log(publisher.userId);
    // ⾃动订阅的⽤⼾名
    console.log(publisher.displayName);
    // ⾃动订阅的远程流内容，streamConfigs是数组
    console.log(publisher.streamConfigs);
});

onShareSystemAudioStart：共享声音通知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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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Webrtc.on('onShareSystemAudioStart', () => {
  console.log('您已分享系统中的⾳频');
});

说明 说明 只有本地会收到此通知，远端不会收到此通知。

通过阅读本文，您可以了解到Web SDK的AliRtcEngine接口详情。

目录目录
构造函数

var aliWebrtc = new AliRtcEngine(option);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option

autoPublish Boolean

是否自动推流。取值：

true：是。

false（默认值）：否。

autoSubscribe Boolean

是否自动订阅。取值：

true：是。

false（默认值）：否。

基础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isSupport 检测浏览器是否支持Web SDK。 1.12

getDevices 获取设备信息。 1.2

getAvailableResolutions 获取可支持的分辨率。 1.2

isSupportScreenShare 是否支持屏幕共享。 1.12

setChannelProfile 设置频道模式。 1.12

setClientRole 设置角色。 1.12

setAudioOnlyMode 设置是否为纯音频模式。 1.12.2

dispose 释放实例。 1.16.5

频道相关接口

8.2. AliRtcEngine接口8.2. AliRtcEngine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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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joinChannel 加入频道。 1.2

leaveChannel 离开频道。 1.2

发布相关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configLocalAudioPublish 设置是否允许发布音频流。 1.9

configLocalCameraPublish 设置是否允许发布相机流。 1.9

configLocalScreenPublish 设置是否允许发布屏幕共享流。 1.9

publish 发布本地视频流。 1.2

unPublish 结束发布本地流。 1.2

订阅相关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configRemoteAudio 设置是否订阅远端音频流。 1.9

configRemoteCameraTrack 设置是否订阅远端相机流。 1.9

configRemoteScreenTrack 设置是否订阅远端屏幕流。 1.9

subscribe 订阅远程发布流。 1.2

unSubscribe 取消订阅该用户所有的流。 1.2

视频相关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currentCamera 指定摄像头设备。 1.9

videoProfile 设置视频流参数。 1.9

muteLocalCamera 是否停止本地视频采集。 1.2

setDisplayRemoteVideo 为远端的视频设置渲染窗口以及绘制参数。 1.14

setVideoProfile 设置视频流或共享流参数。 1.11

enableCamera 设置是否使用摄像头。 1.13.0

音频相关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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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currentAudioCapture 指定麦克风设备。 1.9

muteLocalMic 是否停止本地音频采集。 1.2

muteRemoteAudioPlaying 设置是否停止播放远端音频流。 1.12.2

muteAllRemoteAudioPlaying 设置是否停止远端的所有音频流的播放。 1.12.2

setAudioVolume 设置订阅用户音量。 1.13.0

getAudioVolume 获取订阅用户音量。 1.13.0

enableAudioVolumeIndicator 设置接收音量值回调。 1.13.0

startAudioMixing 开始播放音乐文件。 1.16.0

stopAudioMixing 停止播放音乐文件。 1.16.0

pauseAudioMixing 暂停播放音乐文件。 1.16.0

resumeAudioMixing 恢复播放音乐文件。 1.16.0

adjustAudioMixingVolume 调节伴奏音量。 1.16.0

setAudioMixingPosition 设置音乐文件的播放位置。 1.16.0

getAudioMixingDuration 获取音乐文件时长。 1.16.0

getAudioMixingCurrentPosit ion 获取音乐文件播放进度。 1.16.0

setAudioOutput 设置音频播放设备。 1.16.0

预览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startPreview 预览本地摄像头。 1.2

stopPreview 结束预览本地摄像头。 1.2

enableHighDefinit ionPreview 设置是否开启高清预览。 1.12.1

远端用户查询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getUserList 获取当前房间在线用户。 1.9

getUserInfo 获取用户信息。 1.9

其他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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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on 订阅事件。 1.2

off 取消订阅事件。 1.2

setExternalMediaTrack 设置外部输入音视频流替换。 1.12.1

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isSupport：检测浏览器是否支持Web SDK。

aliWebrtc.isSupport(option).then(re =>{
    console.log(re)
}).catch(error => {
    console.log(error)
})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isReceiveOnly Boolean

是否为纯订阅模式。取
值：

true：是。

false（默认值）：
否。

isDebug Boolean

是否为本地调试模式。取
值：

true：是。

false（默认值）：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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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on

customPlay Boolean

是否为自定义播放模式。
取值：

true：是。

false（默认值）：
否。

说明 说明 设置
customPlay后，当
订阅发生变化时，由
onMediaStreamUp
date消息响
应，setDisplayRem
oteVideo、
muteRemoteAudio
Playing、
muteAllRemoteAu
dioPlaying、
setAudioVolume、
getAudioVolume接
口将失效。

名称 类型 描述

线上环境必须使用HTTPS协议。您可以添加{isDebug: true}参数进行localhost（本地主机）调试跳过
HTTPS协议检测。

注意注意

1.11版本：

新增参数{channelProfile: 2}，检测浏览器是否支持低延迟互动直播模式；默认参
数{channelProfile: 0} 检测浏览器是否支持通信模式。

在实例化之前，调用该接口。

1.12及以上版本：

无需设置相关频道信息。

不再是静态方法。

在实例化之后加入频道前，调用该接口。

取消参数{channelProfile: 0}、{channelProfi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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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参数

名称 类型 描述

audioDevice Boolean

音频设备是否可用。取值：

true：是。

false：否。

browser String 浏览器名称。

browser_version String 浏览器版本。

isSupported Boolean

是否支持webRTC。取值：

true：是。

false：否。

message String 错误信息。

supportH264 Boolean

是否支持H264。取值：

true：是。

false：否。

supportScreenShare Boolean

是否支持屏幕分享。取值：

true：是。

false：否。

supportMixBackgroundAudio Boolean

是否支持屏幕声音分享。取值：

true：是。

false：否。

videoDevice Boolean

摄像头是否可用。取值：

true：是。

false：否。

getDevices：获取设备信息，返回摄像头和音频设备。如果外接设备重新插拔后获取不到设备信息，请尝
试重新启动电脑。

aliWebrtc.getDevices().then((re)=>{
}).catch((error)=>{ 
  console.log(error.message)
});

getAvailableResolutions：获取可支持的分辨率的数组信息。

aliWebrtc.getAvailableResolutions(deviceId).then((re)=>{
}).catch((error)=>{ 
  console.log(error.message)
});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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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deviceId String 摄像头ID。

isSupportScreenShare：是否支持屏幕共享。

aliWebrtc.isSupportScreenShare();

setChannelProfile：设置频道模式。

aliWebrtc.setChannelProfile(channelProfil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channelProfile Number

频道模式。取值：

0（默认值）：普通模式。

1：互动模式。

2：低延迟互动直播模式。

setClientRole：设置角色。

aliWebrtc.setClientRole(rol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role Number

角色类型，非通信模式下角色类型
才有效。取值：

0：互动身份。

1（默认值）：观众身份。

setAudioOnlyMode：设置是否为纯音频模式。

aliWebrtc.setAudioOnlyMode(audioOnly);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audioOnly Boolean

是否开启纯音频模式，取值：

true：是。

false（默认值）：否。

注意 注意 需要早调用isSupport接口之前调用该接口。设置纯音频模式后，可以在调用isSupport时
不再检测摄像头。加入频道后无法进行本地预览，推拉流只能是音频流。

dispose：释放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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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Webrtc.dispose();

说明 说明 执行此函数释放实例时，函数内部会调用leaveChannel，因此不需要额外再执
行leaveChannel退出频道。

joinChannel：加入频道。

aliWebrtc.joinChannel({
    userid,         // ⽤⼾ID
    channel,        // 频道
    appid,          // 应⽤ID
    nonce,          // 随机码
    timestamp,      // 时间戳
    gslb,           // gslb服务地址
    token,          // 令牌
},displayName).then(()=>{
    // ⼊会成功
} ,(error)=>{
    // ⼊会失败，打印错误内容，可以看到失败原因
    console.log(error.message);
});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authInfo

userid String 用户ID。

channel String 频道。

appid String 应用ID。

nonce String 随机码。

timestamp String 时间戳。

token String 令牌。

gslb Array
gslb（Global Server
Load Balancing）服务地
址。

displayName String 用户名字。

leaveChannel：离开频道。

aliWebrtc.leaveChannel().then(()=>{
} ,(error)=>{
    console.log(error.message);
});

configLocalAudioPublish：设置是否允许发布音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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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Webrtc.configLocalAudioPublish=enabl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ean

是否允许发布音频流。取值：

true（默认值）：是。

false：否。

注意 注意 需要调用publish才能生效。

configLocalCameraPublish：设置是否允许发布相机流。

aliWebrtc.configLocalCameraPublish=enabl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ean

是否允许发布相机流。取值：

true（默认值）：是。

false：否。

注意 注意 需要调用publish进行推流后，设置才能生效。

configLocalScreenPublish：设置是否允许发布屏幕共享流。

aliWebrtc.configLocalScreenPublish=enabl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ean

是否允许发布屏幕共享流。取值：

true：是。

false（默认值）：否。

注意 注意 需要调用publish进行推流后，设置才能生效。

publish：发布本地视频流。

aliWebrtc.publish().then(()=>{
} ,(error)=>{
    console.log(error.message);
});

Web SDK只能推送大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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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注意 需要在加入频道成功之后调用该接口。如果需要让远程订阅本地的流，需要调用publish接
口，发布本地流，远程会接收到onPublisher事件。

unPublish：结束发布本地流，当您取消发布本地流时，远程会收到onUnPublisher事件。

aliWebrtc.unPublish().then(()=>{
} ,(error)=>{
    console.log(error.message);
});

注意 注意 1.14版本开始取消该接口，建议设置config后调用publish接口。

configRemoteAudio：设置是否订阅远端音频流。

aliWebrtc.configRemoteAudio(userId,enabl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userId String 用户ID。

enable Boolean

是否订阅远端音频流。取值：

true（默认值）：是。

false：否。

注意 注意 需要调用subscribe后，才能设置生效。

configRemoteCameraTrack：设置是否订阅远端相机流。

aliWebrtc.configRemoteCameraTrack(userId,preferMaster,enabl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userId String 用户ID。

preferMaster Boolean

优先订阅大流还是次小流。取值：

true（默认值）：订阅大流。

false：订阅次小流。

enable Boolean

是否订阅远端相机流。取值：

true：是。

false（默认值）：否。

相机流包含大流和小流，大流分辨率更高，小流分辨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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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注意 需要调用subscribe后，才能设置生效。

configRemoteScreenTrack：设置是否订阅远端屏幕流。

aliWebrtc.configRemoteScreenTrack(userId,enabl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userId String 用户ID。

enable Boolean

是否订阅远端屏幕流。取值：

true：是。

false（默认值）：否。

注意 注意 需要调用subscribe后，才能设置生效。

subscribe：订阅远程发布流。

aliWebrtc.subscribe(userId).then((userId)=>{
},(error)=>{
    console.log(error.message);
});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userId String 用户ID。

通过subscirbe方法可以订阅远程的流，默认订阅相机流和音频流，可以通过调用configRemoteAudio、
configRemoteCameraTrack、configRemoteScreenTrack来设置订阅内容。

unSubscribe：取消订阅该用户所有的流。

aliWebrtc.unSubscribe(userId).then(() => {
},(error)=>{
    console.log(error.message);
});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userId String 用户ID。

注意 注意 1.14版本开始取消该接口，建议设置config后调用subscribe接口。

currentCamera：指定摄像头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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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端
aliWebrtc.currentCamera = {
  deviceId: deviceId
};
//⼿机端 facingMode指定user时启⽤前摄像头、指定environment时启⽤后置摄像头
aliWebrtc.currentCamera = {
  facingMode:"user"
};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deviceId String 摄像头ID。

注意 注意 暂不支持热切换，需要在预览和推流之前设置。

videoProfile：设置视频流参数。

aliWebrtc.videoProfile = { 
  frameRate:20,
  width: 640,
  height: 480
};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frameRate int
帧率，取值范围：5~30。默认取值
15。

width int 视频宽度。默认取值640。

height int 设备高度。默认取值480。

设置的分辨率需要调用getAvailableResolutions返回，然后调用publish才能生效。如果设置的分辨率不
合适，系统会自动进行调整。

注意 注意 1.14版本SDK取消该接口，请您使用setVideoProfile。

muteLocalCamera：是否停止本地视频采集。

aliWebrtc.muteLocalCamera(tru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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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te Boolean

是否停止本地视频采集。取值：

true（默认值）：停止本地视频
采集。

false：不停止本地视频采集。

名称 类型 描述

返回说明

true表示调用成功，false表示调用失败。

注意 注意 1.10及以上版本，该接口增加返回值。该接口需要在推流状态下设置有效。

setDisplayRemoteVideo：为远端的视频设置渲染窗口以及绘制参数。

aliWebrtc.setDisplayRemoteVideo(
    userId,       // ⽤⼾ID
    video,        // html中⽤于显⽰stream对象的video元素
    1             // 1表⽰摄像头流（⼤流和⼩流），2表⽰屏幕分享流
)

注意注意

1.10.0到1.14.0版本以下音频流无需设置视图，订阅后可以自动播放。

1.14.0版本及以上音频流必须有一个播放视频的video才能播放，具体策略如下。

订阅音频流的同时仅设置摄像头的视图，音频可以播放，音频流跟随摄像头的视图播
放。

订阅音频流的同时仅设置屏幕共享流的视图，音频可以播放，音频流跟随屏幕共享的
视图播放。

订阅音频流的同时设置摄像头及屏幕共享流的视图，音频可以播放，音频流跟随摄像
头的视图播放。

订阅音频流的同时没有设置视图，音频无法播放。

safari浏览器音频订阅后就在后台默认播放。

setVideoProfile：设置摄像头或屏幕共享参数。

aliWebrtc.setVideoProfile({ 
      width,
      height,
      frameRate,
    },typ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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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

width Number

宽度。取值：

摄像头：640（默认
值）。

屏幕共享：960（默认
值）。

height Number

高度。取值：

摄像头：480（默认
值）。

屏幕共享：540（默认
值）。

frameRate Number

帧率。取值范围：
5~30。取值：

摄像头：15（默认
值）。

屏幕共享：10（默认
值）。

maxBitrate Number

最大码率。取值：

摄像头：500000（默
认值）。

屏幕共享：
1500000（默认值）。

注意 注意 1.13.2
版本已删除该参
数，SDK会根据设置
的分辨率和帧率自动
设置最大码率。
1.13.2以下版本如果
调用
setVideoProfile，
还需要配置该参数。

type Number

设置类型。取值：

1：摄像头。

2：屏幕共享。

名称 类型 描述

注意 注意 屏幕共享清晰度与网络质量、设备性能有关，而不是设置的分辨率越高显示的越清晰。该
接口设置之后需要重新发布。

enableCamera：设置是否使用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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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Webrtc.enableCamera = enabl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ean

设置是否允许使用摄像头。取值：

true（默认值）：允许。

false：不允许。

注意 注意 该接口需要在isSupport之前调用，设置后isSupport将不再检测摄像头。

currentAudioCapture：指定麦克风设备。

aliWebrtc.currentAudioCapture = {
  deviceId: deviceId
};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deviceId String 麦克风ID。

muteLocalMic：是否停止本地音频采集

aliWebrtc.muteLocalMic(true, tru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mute Boolean

是否停止本地音频采集。取值：

true（默认值）：停止本地音频
采集。

false：不停止本地音频采集。

isRemember Boolean

是否记住状态（停止推流后再重新
推流使用之前的音频采集配置）。
取值：

true：记住。

false（默认值）：不记住。

返回说明

true表示调用成功，false表示调用失败。

说明 说明 1.10及以上版本，该接口增加返回值。该接口需要在推流状态下设置有效。

muteRemoteAudioPlaying：设置是否停止播放远端音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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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Webrtc.muteRemoteAudioPlaying(userId, muted);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userId String 用户ID。

muted Boolean

是否开启静音。取值：

true：开启。

false（默认值）：不开启。

muteAllRemoteAudioPlaying：设置是否停止远端的所有音频流的播放

aliWebrtc.muteAllRemoteAudioPlaying(muted);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muted Boolean

是否开启全员静音。取值：

true：开启。

false（默认值）：不开启。

setAudioVolume：设置订阅用户音量。

aliWebrtc.setAudioVolume (userId, volum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userId String 用户ID。

volume Number 音量值，取值：[0,1]。

返回说明

true表示调用成功，false表示调用失败。

注意注意

该接口与静音接口互不冲突。

该接口在ios设备上不支持。

getAudioVolume：获取订阅用户音量。

aliWebrtc.getAudioVolume(userId);

参数说明

音视频通信 SDK参考··Web SDK

> 文档版本：20220701 458



名称 类型 描述

userId String 用户ID。

返回参数

名称 类型 描述

volume Number 音量值，取值：[0,1]。

enableAudioVolumeIndicator：设置接收音频音量值回调。

aliWebrtc.enableAudioVolumeIndicator = enabl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ean

是否接收音频音量值回调。取值：

true：接收。

false（默认值）：不接收。

startPreview：预览本地摄像头。

aliWebrtc.startPreview(
    video    // html中的video元素
).then(()=>{
}).catch((error) => {
    // 预览失败
});

通过video标签播放。

stopPreview：结束预览本地摄像头。

aliWebrtc.stopPreview().then(()=>{
}).catch((error) => {
    // 结束预览失败
});

enableHighDefinit ionPreview：设置高清预览接口。

aliWebrtc.enableHighDefinitionPreview(enabl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ean

是否开启高清预览。取值：

true（默认值）：开启。

false：不开启。

getUserList：获取当前房间在线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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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Webrtc.getUserList();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displayName String 用户名称。

userId String 用户ID。

muteAudioPlaying Boolean

是否设置静音。取值：

true：是。

false：否。

streamConfigs

- Array 音视频流数组。

label String 流标签。

state String

流状态，取值：

active：流可用。

inactive：流不可用。

subscribed Boolean

是否订阅远端用户。取
值：

true：是。

false：否。

type String

音视频类型，取值：

audio：音频。

video：视频。

返回说明

返回当前房间所有推流的在线用户列表信息。

getUserInfo：获取用户信息。

aliWebrtc.getUserInfo(userId);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displayName String 用户名称。

userId String 用户ID。

muteAudioPlaying Boolean

是否设置静音。取值：

true：是。

false：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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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amConfigs

- Array 音视频流数组。

label String 流标签。

state String

流状态，取值：

active：流可用。

inactive：流不可用。

subscribed Boolean

是否订阅远端用户。取
值：

true：是。

false：否。

type String

音视频类型，取值：

audio：音频。

video：视频。

名称 类型 描述

on：订阅事件。

on(name, handler)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name String 事件名字。

handler String 处理事件的方法。

off：取消订阅事件。

off(name, handler)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name String 事件名字。

handler String 处理事件的方法。

setExternalMediaTrack：设置外部输入。

aliWebrtc.setExternalMediaTrack(track, type);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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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k MediaStreamTrack

媒体流类型，取值：

audiotrack：传入音频流类型。

videotrack：传入视频流类型。

type Number

替换的流类型。取值：

0：音频流。

1：视频流。

2：屏幕共享流。

名称 类型 描述

说明说明

外部输入的视频分辨率就是传入媒体流的分辨率，该分辨率不受setVideoProfile接口设置的影
响。

用audiotrack替换麦克风，用videotrack替换摄像头或屏幕共享进。

setExternalMediaTrack接口未推流状态才可以设置外部音视频流。

setExternalMediaTrack接口想取消设置外部音视频流，可以track传null，都需要在未推流状态
下设置。

setExternalMediaTrack接口取消推流后需要重新设置。

startAudioMixing：开始播放音乐文件。

aliWebrtc.startAudioMixing({filePath: filePath}, (err)=> {
    if(err) {
      // 开启播放⾳乐⽂件失败
  }else {
      // 开启播放⾳乐⽂件成功
  }
})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options

- Object 选项。

filePath String 文件地址，必填。

cacheResource Boolean 是否缓存，默认true。

playTime Number
起始播放位置（毫秒）,
默认0。

callback Function 回调函数。

stopAudioMixing：停止播放音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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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Webrtc.stopAudioMixing((err)=> {
    if(err) {
      // 停⽌播放⾳乐⽂件失败
  }else {
      // 停⽌播放⾳乐⽂件成功
  }
})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callback Function 回调函数。

pauseAudioMixing：暂停播放音乐文件。

aliWebrtc.pauseAudioMixing((err)=> {
    if(err) {
      // 暂停播放⾳乐⽂件失败
  }else {
      // 暂停播放⾳乐⽂件成功
  }
})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callback Function 回调函数

resumeAudioMixing：恢复播放音乐文件。

aliWebrtc.resumeAudioMixing((err)=> {
    if(err) {
      // 恢复播放⾳乐⽂件失败
  }else {
      // 恢复播放⾳乐⽂件成功
  }
})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callback Function 回调函数。

adjustAudioMixingVolume：调节伴奏音量。

aliWebrtc.adjustAudioMixingVolume(volume)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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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volume Number 伴奏音量：[0,100]。

setAudioMixingPosit ion：设置音乐文件的播放位置。

aliWebrtc.setAudioMixingPosition(positioin, (err)=> {
    if(err) {
      // 设置⾳乐⽂件⾳频⽂件的播放位置失败
  }else {
      // 设置⾳乐⽂件⾳频⽂件的播放位置成功
  }
})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position Number 伴奏位置，单位：毫秒。

callback Function 回调函数。

getAudioMixingDuration：获取音乐文件时长。

aliWebrtc.getAudioMixingDuration()

参数说明

返回值 类型 描述

duration Number 总时长，单位：毫秒。

getAudioMixingCurrentPosit ion：获取音乐文件播放进度。

aliWebrtc.getAudioMixingCurrentPosition()

参数说明

返回值 类型 描述

position Number 当前播放进度，单位：毫秒。

setAudioOutput：设置音频播放设备。

aliWebrtc.setAudioOutput(deviceId).then(()=>{
    // 设置成功
}).catch(()=> {
    // 设置失败
})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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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deviceId String
扬声器设备ID，可以通
过getDevices获取。

通过阅读本文，您可以参考调用Web SDK接口方法失败时返回的错误码，及时解决集成Web SDK遇到的问
题。

isSupport返回错误码isSupport返回错误码
当您在调用isSupport检测浏览器是否支持RTC SDK失败时，返回的错误码可参考下表。

错误码错误码 含义含义 描述描述 类型类型

10000 ERROR_DEVICE_UNKNOWNERROR 设备未知错误。

设备错误

10001 ERROR_DEVICE_AUDIODEVICENOTFOUND 未找到音频设备。

10002 ERROR_DEVICE_VIDEODEVICENOTFOUND 未找到视频设备。

10003 ERROR_DEVICE_AUDIODEVICENOTALLOWED 浏览器禁用音频设备。

10004 ERROR_DEVICE_VIDEODEVICENOTALLOWED 浏览器禁用视频设备。

10005 ERROR_DEVICE_AUDIODEVICENOTREADABLE 系统禁用音频设备。

10006 ERROR_DEVICE_VIDEODEVICENOTREADABLE 系统禁用视频设备。

10007 ERROR_DEVICE_CONSTRAINEDDERROR 参数错误。

10014 ERROR_SCREENSHARE_INVALIDACCESS 无效访问错误。

10015 ERROR_SCREENSHARE_ABORTERROR 中止错误。

10016 ERROR_SCREENSHARE_INVALIDSTATEERROR 无效状态错误。

10017 ERROR_SCREENSHARE_TYPEERROR 类型错误。

8.3. 错误码8.3. 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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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0 ERROR_NOTSUPPORT_WEBRTC 浏览器不支持Web RTC。

Web RTC检测错误

10021 ERROR_NEEDHTTPS 不是HTTPS环境。

10022 ERROR_NOTSUPPORT_DEVICE 不支持获取设备。

10023 ERROR_NOTSUPPORT_H264 不支持H264。

10024 ERROR_NOTSUPPORT_BROWSER 不支持此浏览器。

10025 ERROR_NOTSUPPORT_SCREENSHARE 不支持屏幕共享。

错误码错误码 含义含义 描述描述 类型类型

通用错误码通用错误码
当您在调用其他接口方法时（isSupport除外），失败返回的错误码可参考下表。

错误码错误码 含义含义 描述描述 类型类型

10000 ERROR_DEVICE_UNKNOWNERROR 设备未知错误。

10001 ERROR_DEVICE_AUDIODEVICENOTFOUND 未找到音频设备。

10002 ERROR_DEVICE_VIDEODEVICENOTFOUND 未找到视频设备。

10003 ERROR_DEVICE_AUDIODEVICENOTALLOWED 浏览器禁用音频设备。

10004 ERROR_DEVICE_VIDEODEVICENOTALLOWED 浏览器禁用视频设备。

10005 ERROR_DEVICE_AUDIODEVICENOTREADABLE 系统禁用音频设备。

10006 ERROR_DEVICE_VIDEODEVICENOTREADABLE 系统禁用视频设备。

10008 ERROR_DEVICE_AUDIO_ENDED 外接设备麦克风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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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错误
10009 ERROR_DEVICE_VIDEO_ENDED 外接设备摄像头拔出。

10030 ERROR_NOTSUPPORT_SETOUTPUTDEVICE 不支持设置播放设备。

10031 ERROR_HOT_UPDATE_LOCAL_VIDEO 热更新本地视频失败。

10032 ERROR_VIDEO_STREAM_NOT_FOUND 未找到视频流。

10033 ERROR_GETPREVIEWSTREAM 获取本地预览流失败。

10040 ERROR_NOTSUPPORT_SETSINKID 不支持设置播放设备的API。

10041 ERROR_NOTSUPPORT_PROPORTION 不支持设置的分辨率比例。

10042 ERROR_RESOLUTION_MODIFICATION 分辨率热更新失败。

10043 ERROR_RESOLUTION_HOT_UPDATE 不支持分辨率热更新。

10044
ERROR_NOTSUPPORT_RESOLUTION_PARAME
S

分辨率参数错误。

10010 ERROR_SCREENSHARE_UNKNOWNERROR 屏幕共享未知错误。

屏幕共享错误

10011 ERROR_SCREENSHARE_NOTALLOWED 屏幕共享被禁用。

10012 ERROR_SCREENSHARE_ENDED 屏幕共享已取消。

10013 ERROR_SCREENSHARE_NOPERMISSION 屏幕共享系统禁止（Mac）。

10101 ERROR_OPTIONS_CHANNELPROFILE_CDNLIVE
频道模式不是低延迟互动模
式。

10111 ERROR_OPTIONS_CHANNELPROFILE_RTC 频道模式不是通信模式。

错误码错误码 含义含义 描述描述 类型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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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错误

10112 ERROR_OPTIONS_LIVE_CANNOT_PUBLISH 观众角色不能推流。

10120 ERROR_OPTIONS_AUDIO_ONLY
纯音频模式推流或订阅其他
流。

10130 ERROR_OPTIONS_ENABLECAMERA enableCamera的时候调用摄
像头。

10140 ERROR_NO_USER 用户不存在。

10306 ERROR_H5_COMPATIBLE
onError中返回的错误，需要
推流端开启H5兼容模式。

10501 ERROR_H5_COMPATIBLE_MODE
H5兼容模式错误（需要非H5
端开启H5兼容模式）。

10160 ERROR_NO_SUBSCRIPT ION_CONTENT 订阅失败，没有可用的流。

入会失败

10171 ERROR_SET_LOCAL_DESCRIPT ION 设置本地描述失败。

10200 ERROR_AUTOPLAY_UNKNOWN_ERROR 自动播放未知错误。

自动播放错误

10201 ERROR_AUTOPLAY_ERROR 自动播放失败错误。

10301 ERROR_ICE_PUBLISH_DISCONNECTED 推流ice断开。

网络错误

10302 ERROR_ICE_SUBSCRIBE_DISCONNECTED 订阅ice断开。

10310 ERROR_HEARTBEAT_TIMEOUT 90s心跳超时。

10311 ERROR_NOSESSION no session。

3362227
5

ERROR_OPTIONS_JOINCHANNEL 入会失败，频道类型错误。 频道类型

错误码错误码 含义含义 描述描述 类型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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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3 ERROR_ICE_PUB_NOCANDIDATE 推流连接UDP不通。

推流错误

10307 ERROR_PUB_MEDIA_HANG_UP
推流流媒体异常，需要重新
推流。

10400 ERROR_PUBLISH_NOSTREAM 所有流都是禁用状态。

10401 ERROR_ANSWER_FAIL answer失败。

10304 ERROR_ICE_SUB_NOCANDIDATE 订阅连接UDP不通。 订阅错误

10305 ERROR_DECODE_ERROR
订阅解码异常，建议重新订
阅。

播放错误

10500 ERROR_FREQUENTLY_OPERATION 推流或订阅操作频繁。 操作错误

10600 ERROR_AUDIOMIXING_UNKNOWN_ERROR 伴奏播放未知错误。

伴奏错误

10601 ERROR_LOAD_AUDIO_FAILED 伴奏加载音频失败。

10602 ERROR_INVALID_AUDIO_MIXING_STATE 伴奏当前播放状态错误。

10603 ERROR_NOTSUPPORT_AUDIOCONTEXT
当前浏览器不支持
AudioContext。

10604 ERROR_AUTOPLAY_FAIL
AudioContext自动播放失
败。

10605 ERROR_NOT_ARRAYBUFFER
伴奏播放内容不是
ArrayBuffer。

10606 ERROR_AUDIO_MIXING_MISSING_PARAME 伴奏缺少参数。

10607 ERROR_START_MIX_FAIL 伴奏混音失败。

错误码错误码 含义含义 描述描述 类型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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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 ERROR_RESUME_AUDIO_FAIL 伴奏恢复失败。

错误码错误码 含义含义 描述描述 类型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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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阅读本文，您可以了解Unity SDK涉及的数据类型。

目录目录

数据类型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AliRTCVideoTrack 视频Track类型。 1.15

AliRTCAudioTrack 音频Track类型。 1.15

AliRTCNetworkQuality 网络质量。 1.15

AliRTCVideoProfile

视频流规格。默认为
VIDEO_PROFILE_DEFAULT，可以在加入频道之
前或之后设置，但必须在发布之前通
过SetVideoProfile方法设置。

1.15

AliRTCRenderMirror 镜像模式。 1.15

AliRTCLogLevel 日志级别。 1.15

AliRTCByeType OnBye类型（被服务器踢出频道的消息）。 1.15

AliRTCChannelProfile 频道类型。 1.15

AliRTCClientRole 角色类型。 1.15

AliRTCAuthInfo 鉴权信息。 1.15

AliRTCTextureInfo 输入的Texture信息。 1.15

详情详情
AliRTCVideoTrack：视频Track类型。

枚举名 描述

VIDEO_TRACK_NONE 无视频流。

VIDEO_TRACK_CAMERA 相机流。

VIDEO_TRACK_SCREEN 屏幕共享流。

VIDEO_TRACK_BOTH 相机流和屏幕共享流。

AliRTCAudioTrack：音频Track类型。

9.Unity SDK9.Unity SDK
9.1. 数据类型9.1. 数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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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举名 描述

AUDIO_TRACK_NONE 无音频流。

AUDIO_TRACK_MIC 麦克风流。

AliRTCNetworkQuality：网络质量。

枚举名 描述

NETWORK_QUALITY_EXCELLENT 网络极好，音视频流畅度、清晰度很好。

NETWORK_QUALITY_GOOD 网络好，音视频流畅度、清晰度和网络极好差不多。

NETWORK_QUALITY_POOR
网络较差，音视频流畅度、清晰度有瑕疵，但不影响沟
通。

NETWORK_QUALITY_BAD 网络差，视频卡顿严重，音频能正常沟通。

NETWORK_QUALITY_VERY_BAD 网络极差，基本无法沟通。

NETWORK_QUALITY_VERY_DISCONNECT 网络中断。

NETWORK_QUALITY_UNKNOWN 未知。

AliRTCVideoProfile：视频流规格。默认为VIDEO_PROFILE_DEFAULT，可以在加入频道之前或之后设置，
但必须在发布之前通过SetVideoProfile方法设置。

枚举名 描述

VIDEO_PROFILE_DEFAULT 默认规格，分辨率为480*640，帧率：15。

VIDEO_PROFILE_180_320P_15 分辨率为180 * 320，帧率：15。

VIDEO_PROFILE_180_320P_30 分辨率为180 * 320，帧率：30。

VIDEO_PROFILE_360_640P_15 分辨率为360 * 640，帧率：15。

VIDEO_PROFILE_360_640P_30 分辨率为360 * 640，帧率：30。

VIDEO_PROFILE_720_1280P_15 分辨率为720 * 1280，帧率：15。

VIDEO_PROFILE_720_1280P_30 分辨率为720 * 1280，帧率：30。

VIDEO_PROFILE_Max 占位值。

AliRTCRenderMirror：镜像模式。

枚举名 描述

RENDER_MIRROR_FRONT_PREVIEW_ENABLED 只有前置摄像头预览镜像，其余不镜像。

RENDER_MIRROR_ALL_ENABLED 全部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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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DER_MIRROR_ALL_DISABLED 全部不镜像。

枚举名 描述

AliRTCLogLevel：日志级别。

枚举名 描述

LOG_LEVEL_DUMP 全量。

LOG_LEVEL_DEBUG 调试。

LOG_LEVEL_VERBOSE 详细。

LOG_LEVEL_INFO 普通。

LOG_LEVEL_WARN 警告。

LOG_LEVEL_ERROR 错误。

LOG_LEVEL_FATAL 严重。

LOG_LEVEL_NONE 无。

AliRTCByeType：OnBye类型（被服务器踢出频道的消息）。

枚举名 描述

ON_BYE_KICK_OUT 当前用户被踢出频道。

ON_BYE_CHANNEL_TERMINATED 频道已结束，需要离开会议。

ON_BYE_USER_REPLACED 相同UserID在其他设备加入频道，当前设备被下线。

AliRTCChannelProfile：频道类型。

枚举名 描述

CHANNEL_PROFILE_COMMUNICATION 通信模式。

CHANNEL_PROFILE_INTERACTIVELIVE 直播模式。

AliRTCClientRole：角色类型。

枚举名 描述

CLIENT_ROLE_INTERACTIVE 参与互动角色。

CLIENT_ROLE_LIVE 仅观看角色。

AliRTCAuthInfo：鉴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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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channel string 频道号。

userId string 用户ID。

appId string 应用ID。

nonce string 令牌随机码。

token string 令牌。

gslbArray string 服务器地址。

agentArray string
Agent服务器地址（默认不需要
传）。

timestamp long 时间戳。

AliRTCTextureInfo：输入的Texture信息。

参数 类型 描述

textureId int 输入的纹理ID。

flip int
镜像模式
（AliRTCRenderMirror）。

通过阅读本文，您可以了解Unity SDK回调及监听的接口详情。

目录目录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OnJoinChannelNotify 入会结果回调。 1.15

OnPublishNotify 推流结果回调。 1.15

OnSubscribeNotify 订阅结果回调。 1.15

OnRemoteUserOnLineNotify 远端用户上线回调。 1.15

OnRemoteUserOffLineNotify 远端用户下线回调。 1.15

OnRemoteTrackAvailableNotify 远端用户音视频流发生变化时回调。 1.15

OnSubscribeChangedNotify 订阅变化回调。 1.15

OnNetworkQualityChangedNotify 网络质量变化回调。 1.15

9.2. 回调与监听9.2. 回调与监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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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onnectionLostNotify 网络连接断开回调。 1.15

OnTryToReconnectNotify 网络连接正在尝试重连中回调。 1.15

OnConnectionRecoveryNotify 网络连接重连成功回调。 1.15

OnByeNotify 被服务器踢出或者频道关闭时回调。 1.15

OnOccurWarningNotify 警告回调。 1.15

OnOccurErrorNotify 错误回调。 1.15

OnLeaveChannelResultNotify 离开频道结果回调。 1.15

OnUpdateRoleNotify 用户角色发生变化化时通知。 1.15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OnJoinChannelNotify：入会结果回调。

public delegate void OnJoinChannelNotifyHandler(int errorCode);

参数 类型 描述

errorCode int 错误码，0表示成功。

OnPublishNotify：推流结果回调。

public delegate void OnPublishNotifyHandler(int errorCode);

参数 类型 描述

errorCode int 错误码，0表示成功。

OnSubscribeNotify：订阅结果回调。

public delegate void OnSubscribeNotifyHandler(string userId, int videoTrack, int audioTra
ck);

参数 类型 描述

userId string 远端用户ID。

videoTrack int 订阅成功的视频流。

audioTrack int 订阅成功的音频流。

OnRemoteUserOnLineNotify：远端用户上线回调。

public delegate void OnRemoteUserOnLineNotifyHandler(string use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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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userId string 远端用户ID。

OnRemoteUserOffLineNotify：远端用户下线回调。

public delegate void OnRemoteUserOffLineNotifyHandler(string userId);

参数 类型 描述

userId string 远端用户ID。

OnRemoteTrackAvailableNotify：远端用户音视频流发生变化时回调。

public delegate void OnRemoteTrackAvailableNotifyHandler(string userId, int audioTrack, i
nt videoTrack);

参数 类型 描述

userId string 远端用户ID。

videoTrack int 订阅成功的视频流。

audioTrack int 订阅成功的音频流。

OnSubscribeChangedNotify：订阅变化回调。

public delegate void OnSubscribeChangedNotifyHandler(string userId, int audioTrack, int v
ideoTrack);

参数 类型 描述

userId string 远端用户ID。

videoTrack int 远端用户发生变化后的视频流。

audioTrack int 远端用户发生变化后的音频流。

OnNetworkQualityChangedNotify：网络质量变化回调。

public delegate void OnNetworkQualityChangedNotifyHandler(string userId, int upQuality, i
nt downQuality);

参数 类型 描述

userId string
网络质量发生变化的用户ID，用户
ID为空表示本地，其他表示远端。

upQuality int 上行网络质量。

downQuality int 下行网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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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onnectionLostNotify：网络连接断开回调。

public delegate void OnConnectionLostNotifyHandler();

OnTryToReconnectNotify：网络连接正在尝试重连中回调。

public delegate void OnTryToReconnectNotifyHandler();

OnConnectionRecoveryNotify：网络连接重连成功回调。

public delegate void OnConnectionRecoveryNotifyHandler();

OnByeNotify：被服务器踢出或者频道关闭时回调。

public delegate void OnByeNotifyHandler(int code);

参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消息类型。取值：

1：被服务器踢出。

2：频道关闭。

3：同一个用户ID在其他端登录，
被服务器踢出。

OnOccurWarningNotify：警告回调。

public delegate void OnOccurWarningNotifyHandler(int code);

参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警告类型。

OnOccurErrorNotify：错误回调。

public delegate void OnOccurErrorNotifyHandler(int error);

参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错误类型。

OnLeaveChannelResultNotify：离开频道结果回调。

public delegate void OnLeaveChannelResultHandler(int result);

参数 类型 描述

result int 成功返回0，失败返回错误码。

OnUpdateRoleNotify：用户角色发生变化化时通知。

public delegate void OnUpdateRoleNotifyHandler(int oldRole, int new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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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oldRole int 变化前角色类型。

newRole int 变化前后类型。

通过阅读本文，您可以了解到Unity SDK的IAliRtcEngine接口详情。

目录目录
基础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SetH5CompatibleMode 设置H5兼容模式。 1.15

GetH5CompatibleMode 检查当前是否兼容H5。 1.15

GetEngine
创建IAliRtcEngine实例（同一时间只会存在一
个实例）。

1.15

QueryEngine 查询IAliRtcEngine实例。 1.15

Destroy 销毁SDK。 1.15

频道相关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SetAutoPublish 设置是否自动发布，是否自动订阅。 1.15

JoinChannel 加入频道。 1.15

LeaveChannel 离开频道。 1.15

IsInCall 检查当前是否在频道中。 1.15

SetChannelProfile 设置频道模式。 1.15

发布相关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IsAutoPublish 查询当前是否为自动发布模式。 1.15

ConfigLocalCameraPublish 设置是否允许发布相机流。 1.15

IsLocalCameraPublishEnabled 查询当前是否允许发布相机流。 1.15

9.3. IAliRtcEngine接口9.3. IAliRtcEngine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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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LocalScreenPublish
设置是否允许发布屏幕流（仅Mac、
Windows）。

1.15

IsLocalScreenPublishEnabled
查询当前是否允许发布屏幕流（仅Mac、
Windows）。

1.15

ConfigLocalAudioPublish 设置是否允许发布音频流。 1.15

IsLocalAudioPublishEnabled 查询当前是否允许发布音频流。 1.15

ConfigLocalSimulcast 是否允许发布次要视频流。 1.15

IsLocalSimulcastEnabled 查询当前是否允许发布次要视频流。 1.15

Publish 手动发布视频和音频流。 1.15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订阅相关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IsAutoSubscribe 查询当前是否为自动订阅模式。 1.15

ConfigRemoteCameraTrack 设置是否订阅远端相机流。 1.15

ConfigRemoteScreenTrack 设置是否订阅远端屏幕流。 1.15

ConfigRemoteAudio 设置是否订阅远端音频流。 1.15

Subscribe 手动订阅视频和音频流。 1.15

视频相关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SetVideoProfile 设置视频流的参数。 1.15

GenerateTexture 生成渲染纹理（仅iOS、Android）。 1.15

SetTexture 设置纹理（仅iOS、Android）。 1.15

RemoveTexture 移除渲染纹理（仅iOS、Android）。 1.15

ConfigExternalVideoRendering 设置外部渲染（仅Mac、Windows）。 1.15

GetVideoRenderData 获取视频数据（仅Mac、Windows）。 1.15

SetLocalViewConfig 为本地预览设置镜像（仅Mac、Windows）。 1.15

MuteLocalCamera 设置是否停止发布本地视频流。 1.15

GetCameraList 获取摄像头列表（仅Mac、Windows）。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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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CurrentCamera
获取当前使用的摄像头名称（仅Mac、
Windows）。

1.15

SetCurrentCamera 选择摄像头（仅Mac、Windows）。 1.15

SwitchCamera 切换前后摄像头（仅iOS、Android）。 1.15

SetCameraZoom 设置摄像头参数（仅iOS、Android）。 1.15

IsCameraOn 检查摄像头是否打开（仅iOS、Android）。 1.15

IsCameraFocusPointSupported
摄像头是否支持手动聚焦（仅iOS、
Android）。

1.15

IsCameraExposurePointSupported
摄像头是否支持设置曝光区域（仅iOS、
Android）。

1.15

SetCameraFocusPoint 设置摄像头手动聚焦（仅iOS、Android）。 1.15

SetCameraExposurePoint 设置摄像头曝光点（仅iOS、Android）。 1.15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音频相关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SetAudioOnlyMode 设置是否为纯音频模式还是音视频模式。 1.15

IsAudioOnly 查询当前是否为纯音频模式。 1.15

MuteLocalMic 设置是否停止发布本地音频。 1.15

MuteRemoteAudioPlaying 设置是否停止播放远端音频流。 1.15

EnableSpeakerphone 切换听筒、扬声器输出（仅iOS、Android）。 1.15

GetAudioCaptures
获取音频采集设备列表（仅Mac、
Windows）。

1.15

GetCurrentAudioCapture
获取当前使用的音频采集设备名称（仅Mac、
Windows）。

1.15

SetCurrentAudioCapture 选择音频采集设备（仅Mac、Windows）。 1.15

GetAudioRenderers
获取音频播放设备列表（仅Mac、
Windows）。

1.15

GetCurrentAudioRenderer
获取当前使用的音频播放设备（仅Mac、
Windows）。

1.15

SetCurrentAudioRenderer 选择音频播放设备（仅Mac、Windows）。 1.15

StartAudioPlayer 开启音频播放。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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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pAudioPlayer 关闭音频播放。 1.15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预览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StartPreview 开始本地预览。 1.15

StopPreview 停止本地预览。 1.15

远端用户查询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GetOnlineRemoteUsers 获取远端在线用户列表。 1.15

其他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SetLogLevel 设置日志级别。 1.15

GetSdkVersion 获取SDK版本号。 1.15

SetClientRole 设置用户角色。 1.15

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SetH5CompatibleMode：检查当前是否兼容H5。

您需要在创建AliRtcEngine实例前调用该接口。

public static void SetH5CompatibleMode(bool comp);

参数 类型 描述

comp bool
YES为兼容H5模式，NO为不兼容
H5。

GetH5CompatibleMode：检查当前是否兼容H5。

您需要在创建AliRtcEngine实例前调用该接口。

 public static bool GetH5CompatibleMode();

返回说明

返回true表示兼容H5，false表示不兼容H5。

GetEngine：创建AliRtcEngine实例。

 public static IAliRtcEngine GetEngine(string ext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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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extras string
SDK初始化配置，目前请使
用””。

QueryEngine：查询AliRtcEngine实例。

 public static IAliRtcEngine QueryEngine();

Destroy：销毁AliRtcEngine实例。

 public static void Destroy();

SetAutoPublish：设置是否自动发布，是否自动订阅。默认是自动发布和订阅，您必须在加入频道之前设
置。

public void SetAutoPublish(bool autoPub, bool autoSub);

参数 类型 描述

autoPub bool
true表示自动发布，false表示手动
发布。

autoSub bool
true表示自动订阅，false表示手动
订阅。

JoinChannel：加入频道。

加入频道成功后，如果中途需要加入其他频道，您必须先调用LeaveChannel离开当前频道；如果加入频道
失败，需要重试时，无需先调用leaveChannel。

public void JoinChannel(AliRTCAuthInfo authInfo, string userName);

参数 类型 描述

authInfo AliRTCAuthInfo 鉴权信息，从AppServer下发。

userName string 用户的显示名称，不是用户ID。

LeaveChannel：离开频道。

public void LeaveChannel();

IsInCall：检查当前是否在频道中。

public bool IsInCall();

返回说明

返回true表示在频道中，false表示不在频道中。

SetChannelProfile：设置频道模式。

说明 说明 您只可以在加入频道之前调用，会议中不可以重新设置，离开频道后可以重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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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void SetChannelProfile(int profile);

参数 类型 描述

profile int 频道模式类型。

IsAutoPublish：查询当前是否为自动发布模式。

public bool IsAutoPublish();

返回说明

返回true表示自动发布，false表示手动发布。

ConfigLocalCameraPublish：设置是否允许发布相机流。默认为允许发布相机流，手动发布时，需要调用
publish才能生效。

public void ConfigLocalCameraPublish(bool enable);

参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
true为允许发布相机流，false为不
允许。

IsLocalCameraPublishEnabled：查询当前是否允许发布相机流。

public bool IsLocalCameraPublishEnabled();

返回说明

返回true表示允许，false表示不允许。

ConfigLocalScreenPublish（仅Mac、Windows可用）：设置是否允许发布屏幕流。默认为不允许发布屏
幕流，手动发布时，需要调用publish才能生效。

public void ConfigLocalScreenPublish(bool enable);

参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
true为允许发布屏幕流，false为不
允许发布屏幕流。

IsLocalScreenPublishEnabled（仅Mac、Windows可用）：查询当前是否允许发布屏幕流。

public bool IsLocalScreenPublishEnabled();

返回说明

返回true表示允许，false表示不允许。

ConfigLocalAudioPublish：设置是否允许发布音频流。默认为允许发布音频流，手动发布时，需要调用
publish才能生效。

public void ConfigLocalAudioPublish(bool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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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
true为允许发布音频流，false为不
允许。

IsLocalAudioPublishEnabled：查询当前是否允许发布音频流。

public bool IsLocalAudioPublishEnabled();

返回说明

返回true表示允许，false表示不允许。

ConfigLocalSimulcast：设置是否允许发布次要视频流。默认为允许发布次要视频流，手动发布时，需要
调用publish才能生效。

public void ConfigLocalSimulcast(bool enable, int track);

参数 类型 描述

enabled bool
true表示允许发布次要流，false表
示不允许。

track AliRTCVideoTrack
流类型，当前只支持相机流：
VIDEO_TRACK_CAMERA。

IsLocalSimulcastEnabled：查询当前是否允许发布次要视频流。

public bool IsLocalSimulcastEnabled();

返回说明

返回true表示允许，false表示不允许。

Publish：手动发布视频和音频流。

调用Publish的实际表现需要结合ConfigLocalCameraPublish、ConfigLocalAudioPublish、
ConfigLocalSimulcast等接口才能确定。

根据您的具体业务需求配置上述3个接口的参数，以发布相应的视频和音频流。

发布和停止发布都是调用Publish。

如果需要停止发布，则需要上述3个配置接口的enabled参数置为false，再调用Publish。

需要在加入频道成功之后调用该接口。

public void Publish();

IsAutoSubscribe：查询当前是否为自动订阅模式。

public bool IsAutoSubscribe();

返回说明

返回true表示自动订阅，false表示手动订阅。

ConfigRemoteCameraTrack：设置是否订阅远端相机流。默认为订阅大流，手动订阅时，需要调用
Subscribe才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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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void ConfigRemoteCameraTrack(string userId, bool master, bool enable);

参数 类型 描述

userId string
用户ID，从AppServer获取的唯一
标示符。

master bool
是否优先订阅大流。true为订阅大
流，false为订阅次小流。

enable bool
true为订阅远端相机流，false为停
止订阅远端相机流。

ConfigRemoteScreenTrack：设置是否订阅远端屏幕流。默认为不订阅远端屏幕流，手动订阅时，需要调
用Subscribe才能生效。

public void ConfigRemoteScreenTrack(string userId, bool enable);

参数 类型 描述

userId string
用户ID，从AppServer获取的唯一
标示符。

enable bool
true为订阅远端屏幕流，false为停
止订阅远端屏幕流。

ConfigRemoteAudio：设置是否订阅远端音频流。默认为订阅远端音频流，手动订阅时，需要调用
Subscribe才能生效。

public void ConfigRemoteAudio(string userId, bool enable);

参数 类型 描述

userId string
用户ID，从AppServer获取的唯一
标示符。

enable bool
true为订阅远端音频流，false为停
止订阅远端音频流。

Subscribe：手动订阅视频和音频流。

调用Subscribe的实际表现需要结合ConfigRemoteCameraTrack、ConfigRemoteScreenTrack、
ConfigRemoteAudio等接口才能确定。

根据您的具体业务需求配置上述3个接口的参数，以订阅相应的视频和音频流。

订阅和停止订阅都是调用Subscribe。

如果需要停止订阅，则需要上述3个配置接口的参数都置为false，再调用Subscribe。

public void Subscribe(string uid);

SDK参考··Unit y SDK 音视频通信

485 > 文档版本：20220701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用户ID，从AppServer获取的唯一
标示符。

setVideoProfile：设置视频流的参数。

public void SetVideoProfile(int profile, int track);

参数 类型 描述

profile AliRTCVideoProfile 视频流参数。

track AliRTCVideoTrack 需要设置的videoTrack类型。

GenerateTexture（仅iOS、Android可用）：生成渲染纹理。

public int GenerateTexture();

返回说明

返回值大于0表示有效的纹理ID，其他表示无效。

SetTexture：设置纹理（仅iOS、Android可用）。

public int SetTexture(AliRTCTextureInfo textureInfo, int track, string userId);

参数 类型 描述

textureInfo AliRTCTextureInfo 纹理信息。

track AliRTCVideoTrack 需要设置的videoTrack类型。

userId int 用户ID。

RemoveTexture：移除纹理（仅iOS、Android可用）。

public void RemoveTexture(int textureId);

参数 类型 描述

textureId int 纹理ID。

ConfigExternalVideoRendering：设置外部渲染模式（仅Mac、Windows可用）。

public void ConfigExternalVideoRendering(bool enable);

参数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
true为设置外部渲染模式，false为
禁止外部渲染模式。

GetVideoRenderData：获取视频数据（仅Mac、Windows可用）。

音视频通信 SDK参考··Unit y SDK

> 文档版本：20220701 486



public bool GetVideoRenderData(string uid, int track, IntPtr data, ref int width, ref int
height);

参数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用户ID。

track AliRTCVideoTrack videoTrack类型。

data IntPtr 数据输出指针。

width int 数据宽度。

height int 数据高度。

SetLocalViewConfig：为本地预览设置渲染参数（仅Mac、Windows）。

public void SetLocalViewConfig(bool flip);

参数 类型 描述

flip bool
true 表示打开镜像，false表示关闭
镜像。

MuteLocalCamera：设置是否停止发布本地视频流，不改变当前视频流的采集状态。

public void MuteLocalCamera(bool mute, int track);

参数 类型 描述

mute bool
true表示停止发布视频流，false表
示恢复发布。

track AliRTCVideoTrack
需要改变发布状态的videoTrack类
型。

GetCameraList（仅Mac、Windows可用）：获取摄像头列表。

public string GetCameraList();

GetCurrentCamera（仅Mac、Windows可用）：获取当前使用的摄像头名称。

public string GetCurrentCamera();

SetCurrentCamera（仅Mac、Windows可用）：选择摄像头。必须先调用getCameraList接口获取设备列
表后再调用此接口设置。

public void SetCurrentCamera(string deviceName);

参数 类型 描述

deviceName string 摄像头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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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Camera（仅iOS、Android可用）：切换前后摄像头。

public int SwitchCamera();

返回说明

返回0表示切换成功，其他表示切换失败。

SetCameraZoom（仅iOS、Android可用）：设置摄像头参数。

public int SetCameraZoom(float zoom, bool flash, bool autoFocus);

参数 类型 描述

zoom float
zoom变焦的级别，取值：-3~3，
默认为0。

flash bool 是否打开闪光灯。

autoFocus bool 是否打开自动对焦。

返回说明

返回0表示设置成功，其他表示设置失败。

IsCameraOn：检查摄像头是否打开（仅iOS、Android）。

public bool IsCameraOn();

返回说明

返回true表示摄像头已打开，false表示摄像头没有打开。

IsCameraFocusPointSupported（仅iOS、Android可用）：摄像头是否支持手动聚焦。

public bool IsCameraFocusPointSupported();

返回说明

返回true表示支持，false表示不支持。

IsCameraExposurePointSupported（仅iOS、Android可用）：摄像头是否支持设置曝光区域。

public bool IsCameraExposurePointSupported();

返回说明

返回true表示支持，false表示不支持。

SetCameraFocusPoint（仅iOS、Android可用）：设置摄像头手动聚焦。

public int SetCameraFocusPoint(float x, float y);

参数 类型 描述

x float 聚焦点x坐标。

y float 聚焦点y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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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

返回0表示设置成功，其他表示设置失败。

SetCameraExposurePoint（仅iOS、Android可用）：设置摄像头曝光点。

public int SetCameraExposurePoint(float x, float y);

参数 类型 描述

x float 曝光点x坐标。

y float 曝光点y坐标。

返回说明

返回0表示设置成功，其他表示设置失败。

SetAudioOnlyMode：设置是否为纯音频模式还是音视频模式。默认为音视频模式（非纯音频），必须在
JoinChannel之前设置。

public void SetAudioOnlyMode(bool audioOnly);

参数 类型 描述

audioOnly bool
true表示只有音频发布和订
阅，false表示音视频都支持。

IsAudioOnly：查询当前是否为纯音频模式。

public bool IsAudioOnly();

返回说明

返回true表示纯音频，false表示音视频。

MuteLocalMic：设置是否停止发布本地音频，不改变当前音频的采集状态。

public void MuteLocalMic(bool mute);

参数 类型 描述

mute bool
true表示停止发布本地音频，false
表示恢复发布。

MuteRemoteAudioPlaying：设置是否停止播放远端音频流。

public int MuteRemoteAudioPlaying(string userId, bool mute);

参数 类型 描述

userId string
用户ID，从AppServer获取的唯一
标示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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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te bool
true表示停止播放，false表示恢复
播放。

参数 类型 描述

返回说明

返回0表示设置成功，-1表示设置失败。

EnableSpeakerphone（仅iOS、Android可用）：切换听筒、扬声器输出。

public int EnableSpeakerphone(bool enable);

GetAudioCaptures（仅Mac、Windows可用）：获取音频采集设备列表。

public string GetAudioCaptures();

GetCurrentAudioCapture（仅Mac、Windows可用）：获取当前使用的音频采集设备名称。

public string GetCurrentAudioCapture();

SetCurrentAudioCapture（仅Mac、Windows可用）：选择音频采集设备。必须先调用
GetCurrentAudioCapture接口获取设备列表后再调用此接口设置。

public void SetCurrentAudioCapture(string deviceName);

参数 类型 描述

deviceName string 音频采集设备名称。

GetAudioRenderers（仅Mac、Windows可用）：获取音频播放设备列表。

public string GetAudioRenderers();

GetCurrentAudioRenderer（仅Mac、Windows可用）：获取当前使用的音频播放设备。

public string GetCurrentAudioRenderer();

SetCurrentAudioRenderer（仅Mac、Windows可用）：选择音频播放设备。必须先调用
GetAudioRenderers接口获取设备列表后再调用此接口设置。

public void SetCurrentAudioRenderer(string deviceName);

参数 类型 描述

deviceName string 音频播放设备名称。

StartAudioPlayer：开启音频播放。您可以控制提前打开音频播放，如果不设置，SDK会在订阅成功的时
候打开音频播放。

public void StartAudioPlayer();

StopAudioPlayer：关闭音频播放。

音视频通信 SDK参考··Unit y SDK

> 文档版本：20220701 490



public void StopAudioPlayer();

StartPreview：开始本地预览，开始预览之前需要设置SetLocalViewConfig。

您可以在加入频道之前开始本地预览。

public void StartPreview();

StopPreview：停止本地预览。

public void StopPreview();

GetOnlineRemoteUsers：获取远端在线用户列表，返回用户ID列表。

public string GetOnlineRemoteUsers();

SetLogLevel：设置日志级别。

public void SetLogLevel(int logLevel);

参数 类型 描述

logLevel AliRTCLogLevel 日志级别。

GetSdkVersion：获取SDK版本号。

public static string GetSdkVersion();

SetClientRole：设置用户角色。

您仅可以在频道模式为Interact iveLive下调用。

入会前或会议中均可设置，设置成功会收到OnUpdateRoleNotify。

从Interact ive转换为Live角色需要先停止推流，否则返回失败。

 public void SetClientRole(int role);

参数 类型 描述

role AliRTCClientRole
用户角色类型，默认值为
CLIENT_ROLE_LIVE（观众角色），
非通信模式下角色类型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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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阅读本文，您可以了解Linux SDK（C++）涉及的数据类型。

目录目录

数据类型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JoinChannelConfig 用户入会配置。 1.18.1

AuthInfo 鉴权信息。 1.18.1

ChannelProfile 频道模式。 1.18.1

ClientRole 角色模式。 1.18.1

PublishMode 推流模式。 1.18.1

VideoTrack 视频Track类型。 1.18.1

AudioTrack 音频Track类型。 1.18.1

VideoProfile 视频质量参数。 1.18.1

VideoSource 视频裸数据源类型。 1.18.1

RenderMode 视频渲染模式。 1.18.1

VideoDataFormat 视频数据格式。 1.18.1

VideoBufferType 视频数据类型。 1.18.1

MemoryType 数据存储方式。 1.18.1

VideoDataSample 视频数据。 1.18.1

RecordingMode 录制模式。 1.18.1

RecordingVideoTrackType 录制的视频Track类型。 1.18.1

VideoFormat 视频格式。 1.18.1

AudioFormat 音频格式。 1.18.1

VideoFrameType 视频帧类型。 1.18.1

AudioFrameType 音频帧类型。 1.18.1

10.Linux SDK10.Linux SDK
10.1. C++10.1. C++
10.1.1. 数据类型10.1.1. 数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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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oPcmFrame PCM音频帧。 1.18.1

AudioFrame 原始音频数据格式。 1.18.1

VideoH264Frame H.264视频帧。 1.18.1

VideoFrame 原始视频数据格式。 1.18.1

MediaPlayerState 媒体播放器状态。 1.18.1

MediaPlayerEvent 媒体播放器事件。 1.18.1

ExpectedAudioType 推音频流的声道数。 1.18.12

数据类型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详情详情
JoinChannelConfig：用户入会配置。

参数名 描述

channelProfile 频道类型。

clientRole 角色类型。

isAudioOnly 纯音频模式（判断当前是否为纯音频模式）。

publishMode 推流模式（自动推流或者手动推流）。

recordingMode 录制模式（自动录制或者手动启动录制）。

recordingVideoFormat 录制的视频数据格式。

recordingAudioFormat 录制的音频数据格式。

AuthInfo：鉴权信息。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channel char * 频道号。

userid char * 用户ID。

username char * 用户名。

appid char * 应用ID。

nonce char * 令牌随机码。

token char * 令牌。

gslb char ** GSLB服务器地址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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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 char ** Agent服务器地址数组。

gslb_count int GSLB服务器地址数量。

agent_count int Agent服务器地址数量。

timestamp long long 时间戳。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ChannelProfile：频道模式。

枚举名 描述

ChannelProfileCommunication 通信模式。

ChannelProfileInteractiveLive 直播模式。

ClientRole：角色模式。

枚举名 描述

ClientRoleInteractive 互动角色。

ClientRoleLive 观众角色。

PublishMode：推流模式。

枚举名 描述

PublishAutomatically
自动推流模式，加入频道后会自动推流，无需手动调用
推流接口。

PublishManually 手动推流模式，加入频道后需要手动调用推流接口。

VideoTrack：视频Track类型。

枚举名 描述

VideoTrackNo 无视频流。

VideoTrackCamera 相机流。

VideoTrackScreen 屏幕共享流。

VideoTrackBoth 相机和屏幕共享流。

AudioTrack：音频Track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udioTrackNo 无音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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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oTrackMic 麦克风流。

枚举名 描述

VideoProfile：视频质量参数。

枚举名 描述

VideoProfile_Default 默认，分辨率480*640，帧率15。

VideoProfile_180_240P_15 分辨率180*240，帧率15。

VideoProfile_180_320P_15 分辨率180*320，帧率15。

VideoProfile_180_320P_30 分辨率180*240，帧率30。

VideoProfile_240_320P_15 分辨率240*320，帧率15。

VideoProfile_360_480P_15 分辨率360*480，帧率15。

VideoProfile_360_480P_30 分辨率360*480，帧率30。

VideoProfile_360_640P_15 分辨率360*640，帧率15。

VideoProfile_360_640P_30 分辨率360*640，帧率30。

VideoProfile_480_640P_15 分辨率480*640，帧率15。

VideoProfile_480_640P_30 分辨率480*640，帧率30。

VideoProfile_720_960P_15 分辨率720*960，帧率15。

VideoProfile_720_960P_30 分辨率720*960，帧率30。

VideoProfile_720_1280P_15 分辨率720*1280，帧率15。

VideoProfile_720_1280P_30 分辨率720*1280，帧率30。

VideoProfile_1080_1920P_15 分辨率1080*1920，帧率15。

VideoProfile_1080_1920P_30 分辨率1080*1920，帧率30。

VideoProfile_480_640P_15_1500Kb 分辨率480*640，帧率15，1500Kb码率。

VideoSource：视频裸数据源类型。

枚举名 描述

VideoSourceCamera 相机流。

VideoSourceScreenShare 屏幕共享流。

RenderMode：视频渲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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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举名 描述

RenderModeAuto 自动模式。

RenderModeStretch 延伸。

RenderModeFill 填充。

RenderModeCrop 裁剪。

VideoDataFormat：视频数据格式。

枚举名 描述

VideoDataFormatUnknow 未知视频数据格式。

VideoDataFormatBGRA BGRA格式。

VideoDataFormatI420 I420格式。

VideoDataFormatNV21 NV21格式。

VideoDataFormatNV12 NV12格式。

VideoBufferType：视频数据类型。

枚举名 描述

VideoBufferTypeRawData YUV裸数据。

VideoBufferTypeCVPixelBuffer CVPixelBuffer数据。

VideoBufferTypeTexture 纹理数据。

MemoryType：数据存储方式。

枚举名 描述

MemoryTypeStack 栈（无需自己释放）。

MemoryTypeHeap 堆（需要自己释放）。

VideoDataSample：视频数据。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format VideoDataFormat 视频数据格式。

bufferType VideoBufferType 视频数据类型。

data char * 存储数据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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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Len size_t 数据长度。

strideY int 明亮度。

strideU int 色度。

strideV int 浓度。

height int 高。

width int 宽。

rotation int 旋转度。

timeStamp long long 时间戳。

memoryType MemoryType 数据存储方式。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RecordingMode：录制类型。

枚举名 描述

RecordingAutomatically
自动录制，入会后自动开启录制，无需再调用
StartRecording。

RecordingManually
手动录制，需要在入会后调用StartRecording才能开启
录制。

RecordingVideoTrackType：录制的视频Track类型。

枚举名 描述

RecordingVideoTrackCameraLarge 相机流大流。

RecordingVideoTrackCameraSmall 相机流小流。

RecordingVideoTrackCameraSuper Super流。

RecordingVideoTrackScreenshare 屏幕共享流。

VideoFormat：视频格式。

参数名 描述

VideoFormatH264 H.264格式。

AudioFormat：音频格式。

参数名 描述

AudioFormatMixedPcm 混音后的PCM格式。

SDK参考··Linux SDK 音视频通信

497 > 文档版本：20220701



参数名 描述

VideoFrameType：视频帧类型。

参数名 描述

VideoFrameH264 H.264格式。

AudioFrameType：音频帧类型。

参数名 描述

AudioFrameRawPcm PCM格式。

AudioPcmFrame：PCM音频帧。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frame_ms_ uint64_t 时间戳。

channels_ int 声道数。

sample_bits_ int
采样的数据位宽，目前仅支持
16Bit。

sample_rates_ int 采样率。

samples_ int 采样点数量。

pcmBuf_ char * PCM数据的指针。

pcmBufSize_ int PCM数据的大小。

AudioFrame：原始音频数据格式。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type AudioFrameType 音频类型。

pcm AudioPcmFrame * 音频PCM数据指针。

VideoH264Frame：H.264视频帧。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frame_ms_ uint64_t 视频时间戳。

frame_num_ int 预留字段，暂未启用。

buf_ char * 视频数据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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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fSize_ int 视频数据长度。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VideoFrame：原始视频数据格式。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track RecordingVideoTrackType 录制的视频流类型。

type VideoFrameType 视频帧类型。

h264 VideoH264Frame H.264视频帧数据。

MediaPlayerState：媒体播放器状态。

枚举名 描述

MediaPlayerStateIdle 媒体播放器默认状态。

MediaPlayerStateInited 媒体播放器初始化完成。

MediaPlayerStatePrepareing 媒体播放器正在准备中。

MediaPlayerStatePrepared 媒体播放器准备完毕。

MediaPlayerStateStarted 媒体播放器开始播放。

MediaPlayerStatePaused 媒体播放器暂停。

MediaPlayerStateCompleted 媒体播放器播放完成。

MediaPlayerStateStopped 媒体播放器停止。

MediaPlayerStateError 媒体播放器异常。

MediaPlayerStateEnd 媒体播放器结束。

MediaPlayerEvent：媒体播放器事件。

枚举名 描述

MediaPlayerEventBufferingStart 媒体播放器缓冲开始。

MediaPlayerEventBufferingEnd 媒体播放器缓冲结束。

MediaPlayerEventSeekComplete 媒体播放器Seek成功。

MediaPlayerEventErrorOccured 媒体播放器异常。

ExpectedAudioType：推音频流的声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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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举名 描述

kAuto 自动获取资源文件的声道数，并按该声道数推音频流。

kMono 推单声道音频流。

kStereo 推双声道音频流。

kMax 枚举保护，没有实际意义。

通过阅读本文，您可以了解Linux SDK（C++）回调及监听的接口详情。

目录目录

说明 说明 回调接口调用方式为异步调用。

AliRtcEngineEventListener：本地用户行为回调。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OnError SDK的异常通知。 1.18.1

OnWarning SDK的警告通知。 1.18.1

OnJoinChannelResult 加入频道结果回调。 1.18.1

OnLeaveChannelResult 离开频道结果回调。 1.18.1

OnPublishChangedNotify 推流结果回调。 1.18.1

OnAudioFrameReceived 音频原始数据的回调。 1.18.1

OnVideoFrameReceived 视频原始数据的回调。 1.18.1

OnAddVideoWatermarkResult 添加水印结果的回调。 1.18.11

OnClearVideoWatermarkResult 删除水印结果的回调。 1.18.11

AliRtcEngineNotify：远端用户行为回调。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OnRemoteUserOnLineNotify 远端用户上线回调。 1.18.1

OnRemoteUserOffLineNotify 远端用户下线回调。 1.18.1

AliRTCMediaPlayerEventHandler：媒体播放器回调。

10.1.2. 回调及监听10.1.2. 回调及监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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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OnStateChange 媒体播放器状态变化通知。 1.18.1

OnEventNotify 媒体播放器事件通知。 1.18.1

OnPlayingProgress 播放进度回调。 1.18.1

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OnError：SDK的异常通知。

void OnError(AliRTCSdk::Linux::ERROR_CODE error_code);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error_code AliRTCSdk::Linux::ERROR_CODE 引擎的错误码。

OnWarning：SDK的警告通知。

void OnWarning(AliRTCSdk::Linux::WARNNING_CODE warning_code);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warning_code
AliRTCSdk::Linux::WARNNING_CO
DE

引擎的警告码。

OnJoinChannelResult：加入频道结果回调。

void OnJoinChannelResult(int result);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result int
加入频道返回结果， 0表示加入频
道成功，非0表示加入频道失败。

OnLeaveChannelResult：离开频道结果回调。

void OnLeaveChannelResult(int result);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result int
离开频道返回结果， 0表示离开频
道成功，非0表示离开频道失败。

OnPublishChangedNotify：推流结果回调。

void OnPublishChangedNotify(int result, bool isPu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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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类型 描述

result int
推流返回结果，0表示推流成功，返
回其他表示推流失败。

isPublished bool
推流状态，true表示开始推
流，false表示停止推流。

OnAudioFrameReceived：音频原始数据的回调。

void OnAudioFrameReceived(const AliRTCSdk::Linux::AudioFrame * frame);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frame
const
AliRTCSdk::Linux::AudioFrame *

音频原始数据。

OnVideoFrameReceived：视频原始数据的回调。

void OnVideoFrameReceived(const char * uid, const AliRTCSdk::Linux::VideoFrame * frame);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uid const char * 远端用户ID。

frame
const
AliRTCSdk::Linux::VideoFrame *

视频原始数据。

OnRemoteUserOnLineNotify：远端用户上线回调。

void OnRemoteUserOnLineNotify(const char * uid);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uid const char * 远端用户ID。

OnRemoteUserOffLineNotify：远端用户下线回调。

void OnRemoteUserOffLineNotify(const char * uid);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uid const char * 远端用户ID。

OnStateChange：媒体播放器状态变化通知。

void OnStateChange(AliRTCMediaPlayerInterface *mediaPlayer, AliRTCSdk::Linux::MediaPlayer
State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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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类型 描述

mediaPlayer AliRTCMediaPlayerInterface * 媒体播放器实例。

state
AliRTCSdk::Linux::MediaPlayerSt
ate

当前的播放器状态。

OnEventNotify：媒体播放器事件通知。

void OnEventNotify(AliRTCMediaPlayerInterface *mediaPlayer, AliRTCSdk::Linux::MediaPlayer
Event event, int errorCode);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mediaPlayer AliRTCMediaPlayerInterface * 媒体播放器实例。

event
AliRTCSdk::Linux::MediaPlayerEv
ent

当前接收到的事件。

errorCode int 事件对应的错误码，无错误时为0。

OnPlayingProgress：播放进度回调。

void OnPlayingProgress(AliRTCMediaPlayerInterface *mediaPlayer, unsigned long long millis
econd);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mediaPlayer AliRTCMediaPlayerInterface * 媒体播放器实例。

millisecond unsigned long long
当前的播放进度，单位为毫秒，目
前回调间隔为1秒。

OnAddVideoWatermarkResult：添加水印结果的回调。

void OnAddVideoWatermarkResult(AliRTCSdk::Linux::VideoSource videoSource, int result);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videoSource AliRTCSdk::Linux::VideoSource 添加水印的视频流类型。

result int
添加水印结果，0表示添加水印成
功，返回其他表示添加水印失败。

OnClearVideoWatermarkResult：删除水印结果的回调。

void OnClearVideoWatermarkResult(AliRTCSdk::Linux::VideoSource videoSource, int result);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videoSource AliRTCSdk::Linux::VideoSource 清除水印的视频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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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 int
删除水印结果，0表示删除水印成
功，返回其他表示删除水印失败。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通过阅读本文，您可以了解到Linux SDK（C++）的AliRtcEngine接口详情。

目录目录
基础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CreateAliRTCEngine 创建AliRTCEngine实例。 1.18.1

Release 释放AliRTCEngine实例。 1.18.1

GetEventHandler 获取事件回调句柄。 1.18.1

频道相关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JoinChannel 加入频道。 1.18.1

LeaveChannel 离开频道。 1.18.1

发布相关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SetVideoProfile 设置视频流推流参数。 1.18.1

GetVideoProfile 获取视频流推流参数。 1.18.1

ConfigLocalCameraPublish 设置是否允许推送相机流。 1.18.1

IsLocalCameraPublishEnabled 查询是否允许推送相机流。 1.18.1

ConfigLocalScreenPublish 设置是否允许推送屏幕流。 1.18.1

IsLocalScreenPublishEnabled 查询是否允许推送屏幕流。 1.18.1

ConfigLocalAudioPublish 设置是否允许推送音频流。 1.18.1

IsLocalAudioPublishEnabled 查询是否允许推送音频流。 1.18.1

ConfigLocalSimulcast 设置是否允许推送次要视频流小流。 1.18.1

IsLocalSimulcastEnabled 查询是否允许推送次要视频流小流。 1.18.1

10.1.3. AliRtcEngine接口10.1.3. AliRtcEngine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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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 手动推送视频和音频流。 1.18.1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录制相关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StartRecording 手动开启录制。 1.18.1

StopRecording 手动停止录制。 1.18.1

视频相关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SetExternalVideoSource 设置是否启用外部视频输入源。 1.18.1

PushExternalVideoFrame 输入外部视频数据。 1.18.1

AddVideoWatermark 添加水印。 1.18.11

ClearVideoWatermark 清除对应数据流水印信息。 1.18.11

音频相关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SetExternalAudioSource 设置是否启用外部音频输入推流。 1.18.1

PushExternalAudioFrameRawData 输入外部音频数据推流。 1.18.1

SetExternalAudioPublishVolume 设置外部输入音频推流混音音量。 1.18.1

GetExternalAudioPublishVolume 获取外部输入音频推流混音音量。 1.18.1

setAudioChannels 设置音频的推流模式。 1.18.12

媒体播放器相关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CreateMediaPlayer 创建媒体播放器。 1.18.1

DestroyMediaPlayer 销毁媒体播放器。 1.18.1

SetEventHandler 设置播放器状态和事件回调通知。 1.18.1

GetEventHandler 获取播放器状态和事件回调句柄。 1.18.1

LoadResource 加载播放资源。 1.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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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 开始播放。 1.18.1

Stop 停止播放。 1.18.1

Pause 暂停播放。 1.18.1

Resume 恢复播放。 1.18.1

SeekTo 跳转播放。 1.18.1

SetVolume 设置播放器的音量（影响推流出去的音量）。 1.18.1

SetVideoSource 设置播放器的视频数据是否推流。 1.18.1

EnableAudioSource 设置播放器的音频数据是否推流。 1.18.1

GetDuration 获取播放的总时长。 1.18.1

GetCurrentPlaybackT ime 获取当前的播放位置。 1.18.1

GetCurrentVomume 获取当前的播放音量。 1.18.1

GetCurrentPlaybackState 获取当前的播放状态。 1.18.1

GetIndex 获取当前的播放器ID。 1.18.1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CreateAliRTCEngine：创建AliRTCEngine实例。

AliRTCEngineInterface * CreateAliRTCEngine(EngineEventHandlerInterface * eventHandler,
                           int lowPort,
                           int highPort,
                           const char * logPath,
                           const char * coreServicePath);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eventHandler EngineEventHandlerInterface *
SDK所触发的事件通过
EngineEventHandlerInterface类回
调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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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Port int

最小的可用端口。

说明 说明 创建一个SDK实例
需要占用一个系统端口进行音
视频数据传输，建议端口范围
设置为42000～45000，并保
证其他服务不会占用此范围的
端口。

highPort int

最大的可用端口。

说明 说明 创建一个SDK实例
需要占用一个系统端口进行音
视频数据传输，建议端口范围
设置为42000～45000，并保
证其他服务不会占用此范围的
端口。

logPath const char * 保存日志的路径。

coreServicePath const char *
AliRtcCoreService可执行程序存放
的绝对路径。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Release：释放AliRTCEngine实例。

void Release();

GetEventHandler：获取事件回调句柄。

EngineEventHandlerInterface * GetEventHandler();

JoinChannel：加入频道。

int JoinChannel(const AuthInfo &authInfo, const JoinChannelConfig &config);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authInfo const AuthInfo &a 认证信息，从App Server获取。

config const JoinChannelConfig & 加入频道时的设置项。

LeaveChannel：离开频道。

int LeaveChannel();

SetVideoProfile：设置视频流推流参数。

说明 说明 设置之后等到下次推流的时候才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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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SetVideoProfile(AliRTCSdk::Linux::VideoProfile profile, AliRTCSdk::Linux::VideoTrack
track);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profile AliRTCSdk::Linux::VideoProfile
预定义的视频分辨率和帧率，详细
请参见VideoProfile。

track AliRTCSdk::Linux::VideoTrack
视频流的类型，详细请参
见VideoTrack。

GetVideoProfile：获取视频流推流参数。

说明 说明 返回的是正在使用的（已经推流中）或者即将被使用的（下一次推流才会生效）视频分辨
率和帧率，详细请参见VideoProfile 。返回值不一定是正在使用的VideoProfile，另外
VideoTrackScreen是不支持的。

AliRTCSdk::Linux::VideoProfile GetVideoProfile(AliRTCSdk::Linux::VideoTrack track);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track AliRTCSdk::Linux:VideoTrack
视频流的类型，详细请参
见VideoTrack。

ConfigLocalCameraPublish：设置是否允许推送相机流。

说明 说明 需要调用Publish接口才能生效。默认允许相机流推流。

void ConfigLocalCameraPublish(bool enable);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

是否允许推送相机流。取值：

true：允许。

false：禁止。

IsLocalCameraPublishEnabled：查询是否允许推送相机流。

bool IsLocalCameraPublishEnabled();

返回说明

返回true表示允许，false表示禁止。

ConfigLocalScreenPublish：设置是否允许推送屏幕流。

说明 说明 需要调用Publish接口才能生效。默认不允许屏幕流推流。

void ConfigLocalScreenPublish(bool enable);

音视频通信 SDK参考··Linux SDK

> 文档版本：20220701 508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0679.html#li-l56-grp-xul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0679.html#li-l56-grp-xul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0679.html#li-ygt-g1m-92u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0679.html#li-ygt-g1m-92u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0679.html#li-l56-grp-xul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0679.html#li-l56-grp-xul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0679.html#li-ygt-g1m-92u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0679.html#li-ygt-g1m-92u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0681.html#li-p7r-dnm-syc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0681.html#li-p7r-dnm-syc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

是否允许推送屏幕流。取值：

true：允许。

false：禁止。

IsLocalScreenPublishEnabled：查询是否允许推送屏幕流。

bool IsLocalScreenPublishEnabled();

返回说明

返回true表示允许，false表示禁止。

ConfigLocalAudioPublish：设置是否允许推送音频流。

说明 说明 需要调用Publish接口才能生效，默认允许音频推流。

void ConfigLocalAudioPublish(bool enable);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

是否允许发布音频流。取值：

true：允许。

false：禁止。

IsLocalAudioPublishEnabled：查询是否允许推送音频流小流。

bool IsLocalAudioPublishEnabled();

返回说明

返回true表示允许，false表示禁止。

ConfigLocalSimulcast：设置是否允许推送次要视频流小流。

说明 说明 需要调用Publish接口才能生效。默认允许推送次要视频流。目前只支持相机流，不支持屏
幕流。

int ConfigLocalSimulcast(bool enabled, AliRTCSdk::Linux::VideoTrack track);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enabled bool

是否允许推送次要视频流小流。取
值：

true：允许。

false：禁止。

track AliRTCSdk::Linux::VideoTrack
视频流的类型，详细请参
见VideoT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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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LocalSimulcastEnabled：查询是否允许推送次要视频流小流。

bool IsLocalSimulcastEnabled();

返回说明

返回true表示允许，false表示禁止。

Publish：手动推送视频和音频流。

说明 说明 需要推送的流通过API
ConfigLocalAudioPublish，ConfigLocalCameraPublish和ConfigLocalScreenPublish进行设置。

int Publish();

StartRecording：手动开启录制。

说明 说明 如果需要手工配置所有推流和拉流，请通过JoinChannelConfig字段，再JoinChannel时，
选择RecordingManually。

int StartRecording();

StopRecording：手动停止录制。

int StopRecording();

SetExternalVideoSource：设置是否启用外部视频输入源。

说明 说明 启用后使用PushExternalVideoFrame接口输入视频数据。

int SetExternalVideoSource(bool enable, bool useTexture, AliRTCSdk::Linux::VideoSource so
urceType, AliRTCSdk::Linux::RenderMode renderMode = AliRTCSdk::Linux::RenderModeFill);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enabled bool

是否启用外部视频输入源。取值：

true：启用。

false：关闭。

useTexture bool
是否使用texture模式，目前仅支持
false。

sourceType AliRTCSdk::Linux::VideoSource 流类型。

PushExternalVideoFrame：输入外部视频数据。

说明 说明 目前输入视频类型只支持I420。

int PushExternalVideoFrame(AliRTCSdk::Linux::VideoDataSample *frame, AliRTCSdk::Linux::Vi
deoSource source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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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类型 描述

frame
AliRTCSdk::Linux::VideoDataSa
mple *

帧数据。

sourceType AliRTCSdk::Linux::VideoSource 流类型。

AddVideoWatermark：添加水印。

/**
 * @brief 通过本地⽂件路径添加⽔印
 * @param sourceType 添加⽔印的视频流类型
 * @param image_url ⽔印图⽚路径，只⽀持本地路径
 * @param options ⽔印配置
 * @return 0：接⼝调⽤成功，-1：接⼝调⽤失败
 * @note 该接⼝返回值只表⽰接⼝调⽤是否成功，真正的⽔印是否添加成功通过回调函数返回
 */
int AddVideoWatermark(AliRTCSdk::Linux::VideoSource sourceType,
                              const char* image_url,
                              const AliRTCSdk::Linux::WaterMarkConfig & options);

/**
 * @brief 通过图⽚内存地址添加⽔印
 * @param sourceType 添加⽔印的视频流类型
 * @param imageData ⽔印图⽚内存地址
 * @param imageLength ⽔印图⽚⻓度
 * @param options ⽔印配置
 * @return 0：接⼝调⽤成功，-1：接⼝调⽤失败
 * @note 该接⼝返回值只表⽰接⼝调⽤是否成功，真正的⽔印是否添加成功通过回调函数返回
 */
int AddVideoWatermark(AliRTCSdk::Linux::VideoSource sourceType,
                              const uint8_t* imageData,
                              const int32_t imageLength,
                            const AliRTCSdk::Linux::WaterMarkConfig & options);

ClearVideoWatermark：清除对应数据流水印信息。

/**
 * @brief 清除对应数据流⽔印信息
 * @param sourceType 清除⽔印的视频流类型
 * @return 0：接⼝调⽤成功，-1：接⼝调⽤失败
 * @note 该接⼝返回值只表⽰接⼝调⽤是否成功，真正的⽔印是否清除成功通过回调函数返回
 */
virtual int ClearVideoWatermark(AliRTCSdk::Linux::VideoSource sourceType);

SetExternalAudioSource：设置是否启用外部音频输入推流。

说明 说明 通过SetExternalAudioPublishVolume设置输入音频推流音量。

int SetExternalAudioSource(bool enable, unsigned int sampleRate,  unsigned int channelsPe
r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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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

是否启用外部音频输入推流。取
值：

true：启用。

false：关闭。

sampleRate unsigned int 采样率。

channelsPerFrame unsigned int 声道数。

返回说明

返回值大于等于0表示设置成功，小于0表示设置失败。

PushExternalAudioFrameRawData：输入外部音频数据推流。

说明 说明 当返回值为ERR_AUDIO_BUFFER_FULL时，需要在间隔投递数据时间长度后再次重试投递。

int PushExternalAudioFrameRawData(const void* audioSamples, unsigned int sampleLength, lo
ng long timestamp);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audioSamples const void* 音频数据。

sampleLength unsigned int 音频数据长度。

timestamp long long 时间戳。

返回说明

返回值大于等于0表示设置成功，小于0表示设置失败。

SetExternalAudioPublishVolume：设置外部输入音频推流混音音量。

int SetExternalAudioPublishVolume(int volume);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volume int 音量，取值范围0~100。

GetExternalAudioPublishVolume：获取外部输入音频推流混音音量。

int GetExternalAudioPublishVolume();

setAudioChannels：设置音频的推流模式。

int SetAudioChannels(AliRTCSdk::Linux::ExpectedAudioType type);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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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类型 描述

type
AliRTCSdk::Linux::ExpectedAudi
oType

声道数。

返回说明

返回0表示调用成功，-1表示调用失败。

CreateMediaPlayer：创建媒体播放器。

AliRTCMediaPlayerInterface * CreateMediaPlayer();

DestroyMediaPlayer：销毁媒体播放器。

int DestroyMediaPlayer(AliRTCMediaPlayerInterface *mediaPlayer);

SetEventHandler：设置播放器状态和事件回调通知。返回0表示成功，其他表示失败。

int SetEventHandler(AliRTCMediaPlayerEventHandlerInterface *eventHandler);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eventHandler
AliRTCMediaPlayerEventHandlerIn
terface *

播放器状态和事件回调句柄。

返回说明

返回0表示设置成功，其他表示设置失败。

GetEventHandler：取播放器状态和事件回调句柄。

AliRTCMediaPlayerEventHandlerInterface *GetEventHandler();

LoadResource：加载播放资源。真正加载资源的成功与否需要通过OnStateChange回调接口中的状态来
确定。

int LoadResource(const char *path);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path const char *
播放资源的地址，目前支持本地绝
对路径和在线地址。

返回说明

返回0表示调用成功，其他表示调用失败。

Start：开始播放。

说明 说明 该接口需要等到播放器状态变为MediaPlayerStatePrepared才能调用。

int Start();

返回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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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0表示调用成功，其他表示调用失败。

Stop：停止播放。

int Stop();

返回说明

返回0表示调用成功，其他表示调用失败。

Pause：暂停播放。

int Pause();

返回说明

返回0表示调用成功，其他表示调用失败。

Resume：恢复播放。

int Resume();

返回说明

返回0表示调用成功，其他表示调用失败。

SeekTo：跳转播放。

int SeekTo(unsigned long long millisecond);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millisecond unsigned long long 跳转到的播放位置，单位为毫秒。

返回说明

返回0表示调用成功，其他表示调用失败。

SetVolume：设置播放器的音量（影响推流出去的音量）。

int SetVolume(int volume);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volume int 音量，取值范围0~100。

返回说明

返回0表示调用成功，其他表示调用失败。

SetVideoSource：设置播放器的视频数据是否推流。

int SetVideoSource(bool enable, AliRTCSdk::Linux::VideoSource sourceType, AliRTCSdk::Linu
x::RenderMode renderMode);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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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able bool

是否推流。取值：

true：允许。

false：禁止。

sourceType AliRTCSdk::Linux::VideoSource 选择视频源推流。

renderMode AliRTCSdk::Linux::RenderMode 视频源的缩放方式。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返回说明

返回0表示调用成功，其他表示调用失败。

EnableAudioSource：设置播放器的音频数据是否推流。

int EnableAudioSource(bool enable);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

是否推流。取值：

true：允许。

false：禁止。

返回说明

返回0表示调用成功，其他表示调用失败。

GetDuration：获取播放的总时长。

说明 说明 需要等到播放器的状态为MediaPlayerStatePrepared才能获取到准确的时长。

unsigned long long GetDuration();

GetCurrentPlaybackTime：获取当前的播放位置。

说明 说明 需要等到播放器的状态为MediaPlayerStatePrepared才能获取到准确的当前位置。

unsigned long long GetCurrentPlaybackTime();

GetCurrentVomume：获取当前的播放音量。

说明 说明 需要等到播放器的状态为MediaPlayerStatePrepared才能获取到准确的当前音量。

int GetCurrentVomume();

GetCurrentPlaybackState：获取当前的播放状态。

AliRTCSdk::Linux::MediaPlayerState GetCurrentPlaybackState();

GetIndex：获取当前的播放器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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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可以支持同时创建多个播放器，该接口可以用来区分各个播放器。

int GetIndex();

通过阅读本文，您可以了解Linux SDK（Java）涉及的数据类型。

目录目录

数据类型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MediaPlayerState 媒体播放器状态。 1.18.1

MediaPlayerEvent 媒体播放器事件。 1.18.1

ChannelProfile 频道模式。 1.18.1

ClientRole 角色模式。 1.18.1

PublishMode 推流模式。 1.18.1

VideoTrack 视频Track类型。 1.18.1

AudioTrack 音频Track类型。 1.18.1

VideoProfile 视频质量参数。 1.18.1

VideoSource 视频裸数据源类型。 1.18.1

RenderMode 视频渲染模式。 1.18.1

VideoDataFormat 视频数据格式。 1.18.1

VideoBufferType 视频数据类型。 1.18.1

VideoDataSample 视频数据。 1.18.1

RecordingMode 录制模式。 1.18.1

RecordingVideoTrackType 录制的视频Track类型。 1.18.1

VideoFormat 视频格式。 1.18.1

AudioFormat 音频格式。 1.18.1

VideoFrameType 视频帧类型。 1.18.1

AudioFrameType 音频帧类型。 1.18.1

10.2. Java10.2. Java
10.2.1. 数据类型10.2.1. 数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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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oPcmFrame PCM音频帧。 1.18.1

AudioFrame 原始音频数据格式。 1.18.1

VideoH264Frame H.264视频帧。 1.18.1

VideoFrame 原始视频数据格式。 1.18.1

JoinChannelConfig 用户入会配置。 1.18.1

AuthInfo 鉴权信息。 1.18.1

ExpectedAudioType 推音频流的声道数。 1.18.12

数据类型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详情详情
MediaPlayerState：媒体播放器状态。

枚举名 描述

MediaPlayerStateIdle 媒体播放器默认状态。

MediaPlayerStateInited 媒体播放器初始化完成。

MediaPlayerStatePrepareing 媒体播放器正在准备中。

MediaPlayerStatePrepared 媒体播放器准备完毕。

MediaPlayerStateStarted 媒体播放器开始播放。

MediaPlayerStatePaused 媒体播放器暂停。

MediaPlayerStateCompleted 媒体播放器播放完成。

MediaPlayerStateStopped 媒体播放器停止。

MediaPlayerStateError 媒体播放器异常。

MediaPlayerStateEnd 媒体播放器结束。

MediaPlayerEvent：媒体播放器事件。

枚举名 描述

MediaPlayerEventBufferingStart 媒体播放器缓冲开始。

MediaPlayerEventBufferingEnd 媒体播放器缓冲结束。

MediaPlayerEventSeekComplete 媒体播放器Seek成功。

MediaPlayerEventErrorOccured 媒体播放器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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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nelProfile：频道模式。

枚举名 描述

ChannelProfileCommunication 通信模式。

ChannelProfileInteractiveLive 直播模式。

ClientRole：角色模式。

枚举名 描述

ClientRoleInteractive 互动角色。

ClientRoleLive 观众角色。

PublishMode：推流模式。

枚举名 描述

PublishAutomatically
自动推流模式，加入频道后会自动推流，无需手动调用
推流接口。

PublishManually 手动推流模式，加入频道后需要手动调用推流接口。

VideoTrack：视频Track类型。

枚举名 描述

VideoTrackNo 无视频流。

VideoTrackCamera 相机流。

VideoTrackScreen 屏幕共享流。

VideoTrackBoth 相机和屏幕共享流。

AudioTrack：音频Track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udioTrackNo 无音频流。

AudioTrackMic 麦克风流。

VideoProfile：视频质量参数。

枚举名 描述

VideoProfile_Default 默认，分辨率480*640，帧率15。

VideoProfile_180_240P_15 分辨率180*240，帧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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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Profile_180_320P_15 分辨率180*320，帧率15。

VideoProfile_180_320P_30 分辨率180*240，帧率30。

VideoProfile_240_320P_15 分辨率240*320，帧率15。

VideoProfile_360_480P_15 分辨率360*480，帧率15。

VideoProfile_360_480P_30 分辨率360*480，帧率30。

VideoProfile_360_640P_15 分辨率360*640，帧率15。

VideoProfile_360_640P_30 分辨率360*640，帧率30。

VideoProfile_480_640P_15 分辨率480*640，帧率15。

VideoProfile_480_640P_30 分辨率480*640，帧率30。

VideoProfile_720_960P_15 分辨率720*960，帧率15。

VideoProfile_720_960P_30 分辨率720*960，帧率30。

VideoProfile_720_1280P_15 分辨率720*1280，帧率15。

VideoProfile_720_1280P_30 分辨率720*1280，帧率30。

VideoProfile_1080_1920P_15 分辨率1080*1920，帧率15。

VideoProfile_1080_1920P_30 分辨率1080*1920，帧率30。

VideoProfile_480_640P_15_1500Kb 分辨率480*640，帧率15，1500Kb码率。

枚举名 描述

VideoSource：视频裸数据源类型。

枚举名 描述

VideoSourceCamera 相机流。

VideoSourceScreenShare 屏幕共享流。

RenderMode：视频渲染模式。

枚举名 描述

RenderModeAuto 自动模式。

RenderModeStretch 延伸。

RenderModeFill 填充。

RenderModeCrop 裁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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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DataFormat：视频数据格式。

枚举名 描述

VideoDataFormatUnknow 未知视频流格式。

VideoDataFormatBGRA BGRA格式。

VideoDataFormatI420 I420格式。

VideoDataFormatNV21 NV21格式。

VideoDataFormatNV12 NV12格式。

VideoBufferType：视频数据类型。

枚举名 描述

VideoBufferTypeRawData YUV裸数据。

VideoBufferTypeCVPixelBuffer CVPixelBuffer数据。

VideoBufferTypeTexture 纹理数据。

VideoDataSample：视频数据。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format VideoDataFormat 视频数据格式。

bufferType VideoBufferType 视频数据类型。

data byte[] 存储数据指针。

dataLen int 数据长度。

strideY int 明亮度。

strideU int 色度。

strideV int 浓度。

height int 高。

width int 宽。

rotation int 旋转度。

timeStamp long 时间戳。

RecordingMode：录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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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举名 描述

RecordingAutomatically
自动录制，入会后自动开启录制，无需再调用
StartRecording。

RecordingManually
手动录制，需要在入会后调用StartRecording才能开启
录制。

RecordingVideoTrackType：录制的视频Track类型。

枚举名 描述

RecordingVideoTrackCameraLarge 相机流大流。

RecordingVideoTrackCameraSmall 相机流小流。

RecordingVideoTrackCameraSuper Super流。

RecordingVideoTrackScreenshare 屏幕共享流。

VideoFormat：视频格式。

枚举名 描述

VideoFormatH264 H.264格式。

AudioFormat：音频格式。

枚举名 描述

AudioFormatMixedPcm 混音后的PCM格式。

VideoFrameType：视频帧类型。

枚举名 描述

VideoFrameH264 H.264格式。

AudioFrameType：音频帧类型。

枚举名 描述

AudioFrameRawPcm PCM格式。

AudioPcmFrame：PCM音频帧。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frame_ms long 时间戳。

channels int 声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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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e_bits int
采样的数据位宽，目前仅支持
16Bit。

sample_rates int 采样率。

samples int 采样点数量。

pcmBuf byte[] PCM数据的指针。

pcmBufSize int PCM数据的大小。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AudioFrame：原始音频数据格式。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type AudioFrameType 音频类型。

pcm AudioPcmFrame 音频PCM数据指针。

VideoH264Frame：H.264视频帧。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frame_ms long 视频时间戳。

frame_num int 预留字段，暂未启用。

buf byte[] 视频数据指针。

bufSize int 视频数据长度。

VideoFrame：原始视频数据格式。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track RecordingVideoTrackType 录制的视频流类型。

type VideoFrameType 视频帧类型。

h264 VideoH264Frame H.264视频帧数据。

JoinChannelConfig：用户入会配置。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isAudioOnly boolean
纯音频模式（判断当前是否为纯音
频模式）。

isVideoOnly boolean
纯视频模式（判断当前是否为纯视
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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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nelProfile ChannelProfile 频道类型。

clientRole ClientRole 角色类型。

publishMode PublishMode
推流模式（自动推流或者手动推
流）。

recordingMode RecordingMode
录制模式（自动录制或者手动启动
录制）。

recordingVideoFormat VideoFormat 录制的视频数据格式。

recordingAudioFormat AudioFormat 录制的音频数据格式。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AuthInfo：鉴权信息。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channel String 频道号。

userid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String 用户名。

appid String 应用ID。

nonce String 令牌随机码。

token String 令牌。

gslb String[] GSLB服务器地址数组。

agent String[] Agent服务器地址数组。

gslb_count int GSLB服务器地址数量。

agent_count int Agent服务器地址数量。

timestamp long 时间戳。

ExpectedAudioType：推音频流的声道数。

枚举名 描述

kAuto 自动获取资源文件的声道数，并按该声道数推音频流。

kMono 推单声道音频流。

kStereo 推双声道音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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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阅读本文，您可以了解Linux SDK（Java）回调及监听的接口详情。

目录目录

说明 说明 回调接口调用方式为异步调用。

AliRtcEngineEventListener：本地用户行为回调。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onError SDK的异常通知。 1.18.1

onWarning SDK的警告通知。 1.18.1

onJoinChannelResult 加入频道结果回调。 1.18.1

onLeaveChannelResult 离开频道结果回调。 1.18.1

onPublishChangedNotify 推流结果回调。 1.18.1

onAudioFrameReceived 音频原始数据的回调。 1.18.1

onVideoFrameReceived 视频原始数据的回调。 1.18.1

onAddVideoWatermarkResult 添加水印结果的回调。 1.18.11

onClearVideoWatermarkResult 删除水印结果的回调。 1.18.11

AliRtcEngineNotify：远端用户行为回调。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onRemoteUserOnLineNotify 远端用户上线回调。 1.18.1

onRemoteUserOffLineNotify 远端用户下线回调。 1.18.1

AliRTCMediaPlayerEventHandler：媒体播放器回调。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onStateChanged 媒体播放器状态变化通知。 1.18.1

onEventNotify 媒体播放器事件通知。 1.18.1

onPlayingProgress 播放进度回调。 1.18.1

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onError：SDK的异常通知。

10.2.2. 回调及监听10.2.2. 回调及监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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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onError(int error_code);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error_code int 引擎的错误码。

onWarning：SDK的警告通知。

void onWarning(int warning_code);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warning_code int 引擎的警告码。

onJoinChannelResult：加入频道结果回调。

void onJoinChannelResult(int result);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result int

加入频道返回结果。取值：

0：加入频道成功。

非0：加入频道失败。

onLeaveChannelResult：离开频道结果回调。

void onLeaveChannelResult(int result);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result int

离开频道返回结果。取值：

0：离开频道成功。

非0：表示离开频道失败。

onPublishChangedNotify：推流结果回调。

void onPublishChangedNotify(int result, boolean isPublished);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result int

推流返回结果。取值：

0：推流成功。

非0：推流失败。

isPublished boolean

推流状态。取值：

true：开始推流。

false：停止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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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AudioFrameReceived：音频原始数据的回调。

void onAudioFrameReceived(AliRTCLinuxEngine.AudioFrame frame);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frame AliRTCLinuxEngine.AudioFrame 音频原始数据。

onVideoFrameReceived：视频原始数据的回调。

void onVideoFrameReceived(String uid, AliRTCLinuxEngine.VideoFrame frame);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远端用户ID。

frame AliRTCLinuxEngine.VideoFrame 视频原始数据。

onRemoteUserOnLineNotify：远端用户上线回调。

void onRemoteUserOnLineNotify(String uid);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远端用户ID。

onRemoteUserOffLineNotify：远端用户下线回调。

void onRemoteUserOffLineNotify(String uid);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uid String 远端用户ID。

onStateChanged：媒体播放器状态变化通知。

void onStateChanged(AliRTCLinuxMediaPlayer mediaPlayer, AliRTCLinuxMediaPlayer.MediaPlaye
rState state);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mediaPlayer AliRTCLinuxMediaPlayer 媒体播放器实例。

state
AliRTCLinuxMediaPlayer.MediaPla
yerState

当前的播放器状态。

onEventNotify：媒体播放器事件通知。

void onEventNotify(AliRTCLinuxMediaPlayer mediaPlayer, AliRTCLinuxMediaPlayer.MediaPlayer
Event event, int erro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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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类型 描述

mediaPlayer AliRTCLinuxMediaPlayer 媒体播放器实例。

event
AliRTCLinuxMediaPlayer.MediaPla
yerEvent

当前接收到的事件。

errorCode int 事件对应的错误码，0表示无错误。

onPlayingProgress：播放进度回调。

void onPlayingProgress(AliRTCLinuxMediaPlayer mediaPlayer, long millisecond);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mediaPlayer AliRTCLinuxMediaPlayer 媒体播放器实例。

millisecond long
当前的播放进度，单位为毫秒，目
前回调间隔为1秒。

onAddVideoWatermarkResult：添加水印结果的回调。

void onAddVideoWatermarkResult(AliRTCLinuxEngine.VideoSource videoSource, int result);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videoSource AliRTCLinuxEngine.VideoSource 添加水印的视频流类型。

result int

添加水印结果。取值：

0：添加水印成功。

非0：添加水印失败。

onClearVideoWatermarkResult：删除水印结果的回调。

void onClearVideoWatermarkResult(AliRTCLinuxEngine.VideoSource videoSource, int result);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videoSource AliRTCLinuxEngine.VideoSource 清除水印的视频流类型。

result int

删除水印结果。取值：

0：删除水印成功。

非0：删除水印失败。

通过阅读本文，您可以了解到Linux SDK（Java）的AliRtcEngine接口详情。

目录目录

10.2.3. AliRtcEngine接口10.2.3. AliRtcEngine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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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createInstance 创建AliRTCEngine实例。 1.18.1

destroy 销毁AliRTCEngine实例。 1.18.1

频道相关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joinChannel 加入频道。 1.18.1

leaveChannel 离开频道。 1.18.1

发布相关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setVideoProfile 设置视频流推流参数。 1.18.1

getVideoProfile 获取视频流推流参数。 1.18.1

configLocalCameraPublish 设置是否允许推送相机流。 1.18.1

isLocalCameraPublishEnabled 查询是否允许推送相机流。 1.18.1

configLocalScreenPublish 设置是否允许推送屏幕流。 1.18.1

isLocalScreenPublishEnabled 查询是否允许推送屏幕流。 1.18.1

configLocalAudioPublish 设置是否允许推送音频流。 1.18.1

isLocalAudioPublishEnabled 查询是否允许推送音频流。 1.18.1

configLocalSimulcast 设置是否允许推送次要视频流小流。 1.18.1

isLocalSimulcastEnabled 查询是否允许推送次要视频流小流。 1.18.1

publish 手动推送视频和音频流。 1.18.1

录制相关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startRecording 手动开启录制。 1.18.1

stopRecording 手动停止录制。 1.18.1

视频相关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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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setExternalVideoSource 设置是否启用外部视频输入源。 1.18.1

pushExternalVideoFrame 输入外部视频数据。 1.18.1

addVideoWatermark 添加水印。 1.18.11

clearVideoWatermark 清除对应数据流水印信息。 1.18.11

音频相关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setExternalAudioSource 设置是否启用外部音频输入推流。 1.18.1

pushExternalAudioFrameRawData 输入外部音频数据推流。 1.18.1

setExternalAudioPublishVolume 设置外部输入音频推流混音音量。 1.18.1

getExternalAudioPublishVolume 获取外部输入音频推流混音音量。 1.18.1

setAudioChannels 设置音频的推流模式。 1.18.12

媒体播放器相关接口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createMediaPlayer 创建媒体播放器。 1.18.1

destroyMediaPlayer 销毁媒体播放器。 1.18.1

setEventHandler 设置播放器状态和事件回调通知。 1.18.1

loadResource 加载播放资源。 1.18.1

start 开始播放。 1.18.1

stop 停止播放。 1.18.1

pause 暂停播放。 1.18.1

resume 恢复播放。 1.18.1

seekTo 跳转播放。 1.18.1

setVideoSource 设置播放器的视频数据是否推流。 1.18.1

enableAudioSource 设置播放器的音频数据是否推流。 1.18.1

setVolume 设置播放器的音量（影响推流出去的音量）。 1.18.1

getDuration 获取播放的总时长。 1.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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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CurrentPlaybackT ime 获取当前的播放位置。 1.18.1

getCurrentVomume 获取当前的播放音量。 1.18.1

getCurrentPlaybackState 获取当前的播放状态。 1.18.1

getIndex 获取当前的播放器ID。 1.18.1

API 描述 支持的最低版本

接口详情接口详情
createInstance：创建AliRTCEngine实例。

public static AliRTCLinuxEngine createInstance(AliRTCLinuxEngineListener listener, int lo
wPort, int highPort, String logPath, String coreServicePath) {
                    return new AliRTCLinuxEngineImpl(listener, lowPort, highPort, logPath
, coreServicePath);
                }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listener AliRTCLinuxEngineListener
录制SDK所触发的事件通过
AliRTCLinuxEngineListener类回调
通知。

lowPort int

最小的可用端口。

说明 说明 创建一个SDK实例
需要占用一个系统端口进行音
视频数据传输，建议端口范围
设置为42000～45000，并保
证其他服务不会占用此范围的
端口。

highPort int

最大的可用端口。

说明 说明 创建一个SDK实例
需要占用一个系统端口进行音
视频数据传输，建议端口范围
设置为42000～45000，并保
证其他服务不会占用此范围的
端口。

logPath String 保存日志的路径。

coreServicePath String
AliRtcCoreService可执行程序存放
的绝对路径。

destroy：销毁AliRTCEngine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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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abstract void destroy();

joinChannel：加入频道。

public abstract int joinChannel(AuthInfo authInfo, JoinChannelConfig config);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authInfo AuthInfo 认证信息，从App Server获取。

config JoinChannelConfig 加入频道时的设置项。

leaveChannel：离开频道。

public abstract int leaveChannel();

setVideoProfile：设置视频流推流参数。

说明 说明 设置之后等到下次推流的时候才能生效。

public abstract void setVideoProfile(VideoProfile profile, VideoTrack track);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profile VideoProfile
预定义的视频分辨率和帧率，具体
请参见VideoProfile。

track VideoTrack
视频流的类型，具体请参
见VideoTrack。

getVideoProfile：获取视频流推流参数。

说明 说明 返回的是正在使用的（已经推流中）或者即将被使用的（下一次推流才会生效）视频分辨
率和帧率，具体请参见VideoProfile。返回值不一定是正在使用的VideoProfile，另外不支持
VideoTrackScreen。

public abstract int getVideoProfile(VideoTrack track);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track VideoTrack
视频流的类型，具体请参
见VideoTrack。

configLocalCameraPublish：设置是否允许推送相机流。

说明 说明 需要调用publish才能生效。默认允许相机流推流。

public abstract void configLocalCameraPublish(boolean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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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ean

是否允许推送相机流。取值：

true：允许。

false：禁止。

isLocalCameraPublishEnabled：查询是否允许推送相机流。

public abstract boolean isLocalCameraPublishEnabled();

返回说明

返回true表示允许，false表示禁止。

configLocalScreenPublish：设置是否允许推送屏幕流。

说明 说明 需要调用publish接口才能生效。默认不允许屏幕流推流。

public abstract void configLocalScreenPublish(boolean enable);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ean

是否允许推送屏幕流。取值：

true：允许。

false：禁止。

isLocalScreenPublishEnabled：查询是否允许推送屏幕流。

public abstract boolean isLocalScreenPublishEnabled();

返回说明

返回true表示允许，false表示禁止。

configLocalAudioPublish：设置是否允许推送音频流。

说明 说明 需要调用publish接口才能生效，默认允许音频推流。

public abstract void configLocalAudioPublish(boolean enable);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ean

是否允许推送音频流。取值：

true：允许。

false：禁止。

isLocalAudioPublishEnabled：查询是否允许推送音频流。

public abstract boolean isLocalAudioPublishEnabled();

返回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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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true表示允许，false表示禁止。

configLocalSimulcast：设置是否允许推送次要视频流小流。

说明 说明 需要调用publish接口才能生效。默认允许推送次要视频流。目前只支持相机流，不支持屏
幕流。

public abstract int configLocalSimulcast(boolean enabled, VideoTrack track);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enabled boolean

是否允许推送次要视频流小流。取
值：

true：允许。

false：禁止。

track VideoTrack
视频流的类型，详细请参
见VideoTrack。

isLocalSimulcastEnabled：查询是否允许推送次要视频流小流。

public abstract boolean isLocalSimulcastEnabled();

返回说明

返回true表示允许，false表示禁止。

publish：手动推送视频和音频流。

说明 说明 需要推送的流通过API
configLocalAudioPublish，configLocalCameraPublish和configLocalScreenPublish进行设置。

public abstract int publish();

startRecording：手动开启录制。

说明 说明 如果需要手工配置所有推流和拉流，请通过JoinChannelConfig字段，再joinChannel时，
选择RecordingManually。

public abstract int startRecording();

stopRecording：手动停止录制。

public abstract int stopRecording();

setExternalVideoSource：设置是否启用外部视频输入源。

说明 说明 启用后使用PushExternalVideoFrame接口输入视频数据。

public abstract int setExternalVideoSource(boolean enable, boolean useTexture, VideoSourc
e source, RenderMode render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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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ean

是否启用外部视频输入源。取值：

true：启用。

false：关闭。

useTexture boolean
是否使用texture模式，目前只支持
false。

source VideoSource 流类型。

renderMode RenderMode 绘制模式。

pushExternalVideoFrame：输入外部视频数据。

说明 说明 目前输入视频类型只支持I420。

public abstract int pushExternalVideoFrame(VideoDataSample frame, VideoSource source);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frame VideoDataSample 帧数据。

source VideoSource 流类型。

addVideoWatermark：添加水印。

/**
 * @brief 通过本地⽂件路径添加⽔印
 * @param sourceType 添加⽔印的视频流类型
 * @param image_url ⽔印图⽚路径，只⽀持本地路径
 * @param config ⽔印配置
 * @return 0：接⼝调⽤成功，-1：接⼝调⽤失败
 * @note 该接⼝返回值只表⽰接⼝调⽤是否成功，真正的⽔印是否添加成功通过回调函数返回
*/
public abstract int addVideoWatermark(VideoSource sourceType, String imageUrl, WaterMarkC
onfig config);

/**
 * @brief 通过图⽚内存地址添加⽔印
 * @param sourceType 添加⽔印的视频流类型
 * @param imageData ⽔印图⽚内存地址
 * @param imageLength ⽔印图⽚⻓度
 * @param config ⽔印配置
 * @return 0：接⼝调⽤成功，-1：接⼝调⽤失败
 * @note 该接⼝返回值只表⽰接⼝调⽤是否成功，真正的⽔印是否添加成功通过回调函数返回
 */
public abstract int addVideoWatermark(VideoSource sourceType, byte[] imageData, int image
Length, WaterMarkConfig config);

clearVideoWatermark：清除对应数据流水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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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rief 清除对应数据流⽔印信息
 * @param sourceType 清除⽔印的视频流类型
 * @return 0：接⼝调⽤成功，-1：接⼝调⽤失败
 * @note 该接⼝返回值只表⽰接⼝调⽤是否成功，真正的⽔印是否清除成功通过回调函数返回
   */
  public abstract int clearVideoWatermark(VideoSource sourceType);

setExternalAudioSource：设置是否启用外部音频输入推流。

说明 说明 您可以通过setExternalAudioPublishVolume设置输入音频推流音量。

public abstract int setExternalAudioSource(boolean enable, int sampleRate, int channelsPe
rFrame);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ean

是否启用外部音频输入推流。取
值：

true：启用。

false：关闭。

sampleRate int 采样率。

channelsPerFrame int 外部音频数据声道数。

返回说明

返回值大于等于0表示设置成功，小于0表示设置失败。

pushExternalAudioFrameRawData：输入外部音频数据推流。

public abstract int pushExternalAudioFrameRawData(byte[] audioSamples, int sampleLength, 
long timestamp);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audioSamples byte[] 音频数据。

sampleLength int 音频数据长度。

timestamp long 时间戳。

返回说明

返回值大于等于0表示调用成功，小于0表示调用失败。

说明 说明 当返回值为ERR_AUDIO_BUFFER_FULL时，需要在间隔投递数据时间长度后再次重试投递。

setExternalAudioPublishVolume：设置外部输入音频推流混音音量。

public abstract int setExternalAudioPublishVolume(int 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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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类型 描述

volume int 音量，取值范围0~100。

getExternalAudioPublishVolume：获取外部输入音频推流混音音量。

public abstract int getExternalAudioPublishVolume();

setAudioChannels：设置音频的推流模式。

public abstract int setAudioChannels(ExpectedAudioType type);

参数说明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type ExpectedAudioType 声道数。

返回说明

返回0表示调用成功，-1表示调用失败。

createMediaPlayer：创建媒体播放器。

public abstract AliRTCLinuxMediaPlayer createMediaPlayer();

destroyMediaPlayer：销毁媒体播放器。

public abstract int destroyMediaPlayer(AliRTCLinuxMediaPlayer player);

setEventHandler：设置播放器状态和事件回调通知。

public int setEventHandler(AliRTCLinuxMediaPlayerListener eventHandler);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eventHandler AliRTCLinuxMediaPlayerListener 播放器状态和事件回调句柄。

返回说明

返回0表示设置成功，其他表示设置失败。

loadResource：加载播放资源。真正加载资源的成功与否需要通过OnStateChange回调接口中的状态来
确定。

public int loadResource(String path);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path String
播放资源的地址，目前支持本地绝
对路径和在线地址。

返回说明

返回0表示调用成功，其他表示调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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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开始播放。

说明 说明 该接口需要等到播放器状态变为MediaPlayerStatePrepared才能调用。

public int start();

返回说明

返回0表示调用成功，其他表示调用失败。

stop：停止播放。

public int stop();

返回说明

返回0表示调用成功，其他表示调用失败。

pause：暂停播放。

public int pause();

返回说明

返回0表示调用成功，其他表示调用失败。

resume：恢复播放。

public int resume();

返回说明

返回0表示调用成功，其他表示调用失败。

seekTo：跳转播放。

public int seekTo(long millisecond);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millisecond long 跳转到的播放位置，毫秒为单位。

返回说明

返回0表示调用成功，其他表示调用失败。

setVideoSource：设置播放器的视频数据是否推流。

public int setVideoSource(boolean enable, AliRTCLinuxEngine.VideoSource source, AliRTCLin
uxEngine.RenderMode renderMode);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ean

是否推流。取值：

true：允许。

false：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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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AliRTCLinuxEngine.VideoSource 选择视频源推流。

renderMode AliRTCLinuxEngine.RenderMode 视频源的缩放方式。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返回说明

返回0表示调用成功，其他表示调用失败。

enableAudioSource：设置播放器的音频数据是否推流。

public int enableAudioSource(boolean enable);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enable boolean

是否推流。取值：

true：允许。

false：禁止。

返回说明

返回0表示调用成功，其他表示调用失败。

setVolume：设置播放器的音量（影响推流出去的音量）。

public int setVolume(int volume);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volume int 音量，取值范围0~100。

返回说明

返回0表示调用成功，其他表示调用失败。

getDuration：获取播放的总时长。

说明 说明 需要等到播放器的状态为MediaPlayerStatePrepared才能获取到准确的时长。

public long getDuration();

getCurrentPlaybackTime：获取当前的播放位置。

说明 说明 需要等到播放器的状态为MediaPlayerStatePrepared才能获取到准确的当前位置。

public long getCurrentPlaybackTime();

getCurrentVomume：获取当前的播放音量。

说明 说明 需要等到播放器的状态为MediaPlayerStatePrepared才能获取到准确的当前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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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int getCurrentVomume();

getCurrentPlaybackState：获取当前的播放状态。

public MediaPlayerState getCurrentPlaybackState();

getIndex：获取当前的播放器ID。

说明 说明 支持同时创建多个播放器，该接口可以用来区分各个播放器。

public int get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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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您介绍extras参数配置的说明、使用场景和实现方式。

功能说明功能说明
extras字符配置的功能列表如下表所示。

参数 功能描述 取值 适用平台

user_specified_aec 音频3A：回声消除。
TRUE：开启，FALSE：关
闭

Android、iOS、Mac、
Windows

user_specified_ans 音频3A：自动降噪。
TRUE：开启，FALSE：关
闭

Android、iOS、Mac、
Windows

user_specified_agc 音频3A：自动增益。
TRUE：开启，FALSE：关
闭

Android、iOS、Mac、
Windows

user_specified_engine_
mode

音质模式。 音质模式取值
Android、iOS、Mac、
Windows

user_specified_scene_m
ode

场景模式。 场景模式取值
Android、iOS、Mac、
Windows

user_specified_video_pr
eprocess

使用三方美颜处理视频。
TRUE：开启，FALSE：关
闭

Android、iOS

user_specified_groupid 1对1模式。 1v1
Android、iOS、Mac、
Windows

音频3A音频3A
使用场景

当移动端（Android和iOS）硬件效果不满足要求时，可以将这三个开关均设置为TRUE，表示启用阿里云
RTC提供的软件音频处理算法。能达到效果与音乐模式或媒体模式一样。

当PC端或移动端有外接声卡设备，而且声卡设备自带音频信号处理功能时，为保真音质，建议手动将相关
功能设置为FALSE。

如果不设置任何3A参数，即表示不激活3A开关的功能，系统会按照当前选择的模式（默认模式，音乐模
式等）运行。

实现方式

JsonObject jsonObject = new JsonObject();
jsonObject.put("user_specified_aec","TRUE");
jsonObject.put("user_specified_ans","TRUE");
jsonObject.put("user_specified_agc","TRUE");
AliRtcEngine engine= AliRtcEngine.getInstance(context, jsonObject.toString());

音质模式与场景模式音质模式与场景模式
功能说明

11.extras参数配置说明11.extras参数配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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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比较专业的场景里，用户对声音的效果需求很高。阿里云RTC提供多种组合方案。

开发者根据对音质、场景等的不同需求，自由定制不同的音频属性，获得最佳实时互动效果。

模式说明

音质模式

音质模式值列举 模式名称 声道数 采样率 编码码率

ENGINE_LOW_QUALIT
Y_MODE

低音质模式 1 8 kHz 12 Kbps

ENGINE_BASIC_QUALI
TY_MODE

标准音质模式 1 16 kHz 24 Kbps

ENGINE_HIGH_QUALIT
Y_MODE

高音质模式 1 48 kHz 48 Kbps

场景模式

场景模式值列举 场景名称 特性

SCENE_DEFAULT_MODE 默认场景 一般的音视频通信场景推荐使用。

SCENE_EDUCATION_MODE 教育场景 优先保证音频连续性与稳定性。

SCENE_MEDIA_MODE 媒体场景
保真人声与音乐音质，连麦直播间
推荐使用。

SCENE_MUSIC_MODE 音乐场景
高保真音乐音质，乐器教学等对音
乐音质有要求的场景推荐使用。

场景搭配示例

场景 音质模式 场景模式 特性

普通语音聊天室
ENGINE_BASIC_QUALITY_
MODE

SCENE_DEFAULT_MODE

音质较好，优先保证通话
质量，传输流畅。适用于
对音质没有极致追求的场
景。

语音教学小班课
ENGINE_HIGH_QUALITY_
MODE

SCENE_DEFAULT_MODE

音质高清，优先保证通话
质量，传输流畅。适用于
对语音音质有极致追求的
场景。

乐器教学小班课
ENGINE_HIGH_QUALITY_
MODE

SCENE_MUSIC_MODE

音质高清，优先音乐质
量，传输流畅。适用于对
音乐音质有极致追求的场
景。

直播连麦（语聊）
ENGINE_HIGH_QUALITY_
MODE

SCENE_MEDIA_MODE

传输流畅、音质高清，保
证语音质量的同时，兼顾
音乐音质。适用于既有语
音又有音乐的聊天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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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连麦（唱歌）
ENGINE_HIGH_QUALITY_
MODE

SCENE_MUSIC_MODE

传输流畅、音质高清，优
先音乐质量，配合提供的
各种音效。适用于唱歌乐
器弹奏为主的场景。

小型穿戴设备（如电话手
表）

ENGINE_LOW_QUALITY_
MODE

SCENE_DEFAULT_MODE
传输流畅、音质较好，优
先保证语音可听可懂，功
耗低。

场景 音质模式 场景模式 特性

实现方式

JsonObject jsonObject = new JsonObject();
//开启⾳乐场景下⾼⾳质模式
jsonObject.put("user_specified_engine_mode","ENGINE_HIGH_QUALITY_MODE");
jsonObject.put("user_specified_scene_mode","SCENE_MUSIC_MODE");
AliRtcEngine engine= AliRtcEngine.getInstance(context, jsonObject.toString());

使用三方美颜处理视频使用三方美颜处理视频
功能说明

在接⼊前，我们需要在SDK的实例extra字段中添加开关：user_specified_video_preprocess：TRUE。

通常客户集成以后反馈⾃⼰能看到美颜，对⽅看不到，就是因为这个没有设置。

实现方式

JsonObject jsonObject = new JsonObject();
jsonObject.put("user_specified_video_preprocess","TRUE");
AliRtcEngine engine= AliRtcEngine.getInstance(context, jsonObject.toString());

1对1模式1对1模式
1对1模式自动推流，只推相机大流，不推次要相机流。

场景描述

随着近些年音视频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衍生了多样的在线教育、实时通信等场景。在教育场景下1对1指导更
是广泛使用。下面是一些典型的1对1场景。 例如：1对1线上课外辅导、1对1线上语言教学、1对1线上音乐
陪练和1对1线上面试等。

实现方式

JsonObject jsonObject = new JsonObject();
jsonObject.put("user_specified_groupid","1v1");
AliRtcEngine engine= AliRtcEngine.getInstance(context, jsonObject.to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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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阅读本文，您可以了解RTC常见的错误码及对应解决方案。

客户端错误码

十六进制 十进制 错误描述 原因分析 解决方案

0x01030101 16974081 invalid parameter

参数错
误，AuthInfo中的
字段为空或者
timestamp<=0。

检查AuthInfo字段
是否完整。

0x01030204 16974340
the operation is
rejected in current
state

状态错误，SDK内部
状态错误。

销毁SDK重新创建实
例。

0x01030304 16974596
publish stream is
not exist

本地流（视频流、
屏幕流、音频流）
不存在。

调用publish重新进
行推流。

0x01030305

0x01030308

16974597

16974600
publish stream
has error

本地流（视频流、
屏幕流、音频流）
错误。

调用publish重新进
行推流。

0x01030403 16974851
subscribe stream
is not exist

远端流（视频流、
屏幕流、音频流）
不存在 。

确认对方是否停止
推流。

0x01030404

0x01030405

16974852

16974853
subscribe stream
has error

远端流（视频流、
屏幕流、音频流）
错误 。

确认对方是否停止
推流。

0x01010103

0x0101010C

0x0101010D

16843011

16843020

16843021

sdk init  error 初始化SDK异常。
检查SDK版本是否正
确、JAR包是否缺
失。

0x01020204 16908804 join t imeout 加入频道超时。
检查网络连接是否
正常。

0x0102020C 16908812
signal heartbeat is
t imeout

心跳包超时。
检查网络连接是否
正常。

0x01020401 16909313
signal request is
error

信令请求错误。
检查网络连接是否
正常。

12.错误码表12.错误码表

SDK参考··错误码表 音视频通信

543 > 文档版本：20220701



0x01020210

0x01020211

0x01020212

0x01020213

0x01020214

0x01020215

0x01020216

0x01020217

0x01020218

16908816

16908817

16908818

16908819

16908820

16908821

16908822

16908823

16908824

signal request is
t imeout

信令请求超时。
检查网络连接是否
正常。

0x02010201 33620481 AppId is not exist AppId不存在。
在控制台创建应
用。

0x02010202 33620482 AppId is invalid 应用已经停用。
在控制台重新启用
应用。

0x02010203 33620483 channel is invalid

加入频道失败：频
道已经失效（目前
频道有效期为48小
时）。

重新生成频道鉴权
令牌（Token）。

0x02010205 33620485 token is invalid
加入频道失败：
Token无效。

重新生成频道鉴权
令牌（Token）。

0x02010401 33620993
publish stream is
abort

推流用户推流中
断。

调用publish重新进
行推流。

0x02010402 33620994
subscribe stream
is abort

订阅用户订阅流中
断。

确认对方是否停止
推流。

0x02010403 33620995
failed to subscribe
remote stream

订阅远端流失败：
远端流已经停止发
布。

无。

0x01040404 17040388

failed to open
audio record
device or audio
device occupied

采集设备初始化失
败、采集设备媒体
服务异常、音频设
备被占用。

Mac端和Windows
端查看系统设置中
音频设备是否有能
量条；iOS端和
Android端确认是否
被其他应用占用；
如果都正常，请重
启设备。

十六进制 十进制 错误描述 原因分析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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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01040405 17040389

failed to open
audio play device
or audio device
occupied

播放设备初始化失
败、播放设备媒体
服务异常、音频设
备被占用。

Mac端和Windows
端查看系统设置中
音频设备是否有能
量条；iOS端和
Android端确认是否
被其他应用占用；
如果都正常，请重
启设备。

0x01040406 17040390
audio recording
error or audio
device occupied

系统性能不足、采
集设备媒体服务异
常、音频设备被占
用。

重启应用或重启设
备。

0x01040407 17040391
audio playing
error or audio
device occupied

系统性能不足，播
放设备媒体服务异
常，音频设备被占
用。

重启应用或重启设
备。

0x01040408 17040392
no audio
recording
permission

麦克风无权限。
去系统设置中，打
开麦克风授权，并
且重新加入频道。

0x01040409 17040393
no audio
recording device
found

麦克风设备异常。

检查是否接入了可
用的麦克风，并检
查系统设置中，该
设备是否被禁用。

0x01040410 17040400
no audio play
device found

播放设备异常。

检查是否接入了可
用的扬声器或耳
机，并检查系统设
置中，该设备是否
被禁用。

0x01040104 17039620

failed to open
camera due to no
permission or
camera device
occupied

相机打开失败、相
机设备不可用、相
机设备可能被占
用。

检查系统相机是否
可用，移动端App
是否占用了相机。

0x01040106 17039622
camera capturing
happens error

相机工作异常：
Mac、Winodows电
脑相机采集灯熄
灭，设备被强制中
断。

重新加入频道或者
重启App。

0x01040201 17039873
failed to open
render device

视频渲染启动失
败。

检查Windows端显
卡驱动是否需要升
级，移动端手机型
号或者Android平板
盒子等外设是否支
持OpenGL。

十六进制 十进制 错误描述 原因分析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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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01040202 17039874
render happens
error

视频渲染中发生异
常：系统异常错误
导致渲染引擎报
错。

重新加入频道或者
重启App。

0x01050201 17105409
failed to create
media connection

媒体通道建立失
败。

检查网络连接是否
正常。

0x01050202 17105410
failed to
reconnect media
connection

媒体通道重连失
败。

检查网络连接是否
正常。

0x01060101 17170689
low performance
happened

提示性能差。

关掉一些消耗CPU的
处理，例如关闭美
颜、关闭视频推流
等。

0x01060102 17170690
performance
restored

提示性能恢复，当
前应用运行正常。

无。

0x02010105 33620229
session has been
removed

Session会话已经被
移除。

建议您：销毁实例
之后重新创建实例
并加入频道。

0x02010121 33620257
H5 is not
compatible

客户端不兼容，未
正确开启H5兼容模
式。

重新检查H5兼容模
式是否正确开启。

0x02010903 33622275

failed to join
channel due to
invalid channel
profile

入会失败。

重新检查用户入会
模式和其他用户的
入会模式（频道模
式）是否一致。

0x01010302 16843522
failed to leave
channel due to
already leaved

ERROR_ROOM_LEA
VING_NOW，调用
离开频道API时，当
前用户已经在离会
中了。

等离会任务结束后
再进行其他操作。

0X01010304 16843524
operation failed
dut to not in
channel

ERROR_ROOM_NOT
_IN_THE_CHANNEL
，当前用户不在频
道中。

请先入会，再执行
其他推拉流相关的
操作。

0x01010401

0x01010404

16843777

16843780

failed to publish
due to already
publishing

调用推流API时，当
前用户当前已经在
推流中了。

不要重复调用
Publish，或者先停
止推流再调用
Publish。

十六进制 十进制 错误描述 原因分析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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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01010402 16843778
operation failed
dut to not in
publishing

ERROR_PUBLISH_N
OT_PUBLISHER，调
用停止推流API时，
当前用户并没有在
推流。

不要重复调用停止
推流的API。

0x01010405 16843781
publish config is
invalid

ERROR_PUBLISH_C
ONFIG_IS_INVALID
，Publish的配置错
误。

检查Publish的配置
信息。

0x01010501 16844033
subscribe config is
invalid

ERROR_SUBSCRIBE_
CONFIG_IS_INVALID
，Subscribe的配置
错误。

检查Subscribe的配
置信息。

0x01020110 16908560
failed to update
role

SOPHON_RESULT_
UPDATE_ROLE_ERR
OR，更新角色失
败。

请确认当前的
channelProfile（频
道类型），如果是
Communication（
通信）模式，无需
设置ClientRole（角
色类型）。更新角
色需要在停止推流
的时候。

0x01020201

0x01020202

0x01020203

0x01020205

0x01020206

0x01020207

0x01020208

0x01020209

0x0102020A

0x0102020B

0x0102020D

0x0102020E

0x0102020F

0x01020219

0x01020220

0x01020221

0x01020222

16908801

16908802

16908803

16908805

16908806

16908807

16908808

16908809

16908810

16908811

16908813

16908814

16908815

16908825

16908832

16908833

16908834

signal request is
t imeout

信令请求超时。
检查网络连接是否
正常。

0x00000101 257 network weak
SDK_WARNING_NE
TWORK_WEAK，网
络质量较差。

检查网络连接是否
正常。

十六进制 十进制 错误描述 原因分析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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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00000102 258
network
recovered

SDK_WARNING_NE
TWORK_RECOVERY
，网络质量恢复。

无。

0x00000103 259
network
disconnected

SDK_WARNING_LO
CAL_NETWORK_DIS
CONNECT，本地网
络连接断开。

检查网络连接是否
正常。

0x00000104 260
remote network
disconnected

SDK_WARNING_RE
MOTE_NETWORK_
DISCONNECT，远端
用户网络连接断
开。

无。

0x00000105 261
local network
connected

SDK_WARNING_LO
CAL_NETWORK_CO
NNECT，本地网络
连接恢复。

无。

0x00000106 262
remote network
connected

SDK_WARNING_RE
MOTE_NETWORK_C
ONNECT，远端用户
网络连接恢复。

无。

0x01070101 17236225
external audio
input buffer is full

SDK_AUDIO_INPUT
_BUFFER_FULL，外
部音频输入时，频
次过快导致缓冲饱
和。

降低外部输入频
次。建议设置等待
20ms，并且单次不
超过40ms数据。

0x0103030d 16974605
failed to publish
due to wrong role

SDK_RESULT_PUBLI
SH_WRONG_ROLE_
ERROR，观众角色
不能推流。

检查当前用户角
色。

0x01090003 17367043
failed to open
media file

打开文件失败。
请检查文件路径是
否正确，文件是否
具有可读权限。

0xFFFFFFFF -1 WARN_DEFAULT 默认告警信息。 无。

0x02010101 33620225 session subscribe

客户端订阅对方时
失败，可能原因：
对方未推流或者停
止推流。

确保对方推流期间
调用订阅接口。

十六进制 十进制 错误描述 原因分析 解决方案

加入频道错误码

十六进制 十进制 错误描述 原因分析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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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01010301 16843521 already joine
用户已经加入房
间。

检查接口调用逻
辑。

0x02010903 33622275

failed to join
channel due to
invalid channel
profile

channel profile不
匹配，如第一个人
以通讯模式入会，
之后如果有人已互
动模式入会就会报
此错。

重新检查用户入会
模式和其他用户的
入会模式（频道模
式）是否一致。

0x05040002 84148226 channel is overdue

用户欠费了。

用户的Token过
期了，可以通过
timestamp参数
判断。

appid，appkey
不对，或者不对
应，一个appid
对应唯一的一个
appkey。

用户的鉴权参数
错误。

排查以下情况：

确认账户余额是
否充足。

确认Token是否
过期，可以通过
timestamp参数
判断，转成北京
时间。第一种情
况本身就是过期
时间，第二种是
本身+48小时是
过期时间。

AppId和AppKey
不匹配，一个
AppId对应唯一
的AppKey。

确认鉴权参数是
否正确。

0x02010702 33621762

join channel failed
due to same user
repeat
join，please check
if another device
still in the channel

用户重复入会失
败。如同一个用
户，两个设备，进
入同一个会。或者
该用户上一个
session还没有退会
完成。

检查接口调用逻
辑。

0x02010104 33620228 session join
客户端离开频道了
之后又使用了相同
的sessionId入会。

请尝试重新加入频
道。

0x02010204 33620484
channel is not
exist

加入频道失败，频
道不存在。如会议
发起者入会后又很
快离会，第二个人
随后入会，发现会
议已经不存在了。

请尝试重新加入频
道。

十六进制 十进制 错误描述 原因分析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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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05010011 83951633
join channel failed
due to invaild
channel id

gslb请求ChannelId
无效。如ChannelId
不能带有空格。

检查channelId（频
道ID）格式。

频道ID支持1~64
位，大小写字母、
数字、下划线
（_）、中划线
（-）。

0x05010012 83951634
join channel failed
due to invaild user
id

gslb请求UserId无
效。

请尝试重新加入频
道。

0x0501001a 83951642
join channel due
to invaild channel
id

AppId配置了大方会
模式，需要使用
1.16.5以上的包入
会，否则会入会失
败。

检查SDK版本。

0x01020201 16908801
signal request is
t imeout

gslb请求长时间未
收到，导致响应超
时。

检查网络连接是否
正常。

0x01020204 16908804 join t imeout
入会请求长时间未
收到，导致响应超
时。

检查网络连接是否
正常。

0x01030202 16974338 join error 加入房间错误。
检查鉴权信息是否
正确以及网络环境
是否正常。

0x01030201 16974337 gslb error
参数AuthInfo中的
gslb字段错误。

检查AuthInfo中
gslb字段是否完
整，或验证
AuthInfo是否可以
通过校验。

十六进制 十进制 错误描述 原因分析 解决方案

旁路直播错误码

十六进制 十进制 错误描述 原因分析 解决方案

0x01100001 17825793
mpu task not
found

MPU任务没有传入
URL或停止已经停止
的任务。

检查更新、停止
MPU任务时传入的
URL，或是否停止已
经停止的任务。

0x01100002 17825794
mpu task already
exist

启动已经启动的
MPU任务。

检查是否在启动已
经启动的MPU任
务。

音视频通信 SDK参考··错误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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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01100003 17825795
mpu task invalid
param

传入无效的参数。
检查传入的参数是
否合理或在有效范
围内。

0x01100004 17825796
mpu task internal
error

SDK内部错误，包括
但不限于网络错
误、服务端错误
等。

尝试重新发起请
求。

0x01100005 17825797
mpu task rtmp
server error

服务端RTMP服务始
化失败或资源下载
失败。

检查MPU任务中资
源链接的有效性
（务必处理）。

0x01100006 17825798
mpu task rtmp
stream error

服务端RTMP流错
误。

检查RTMP流的URL
格式是否正确有效
（务必处理）。

0x01100007 17825799
mpu task publish
timeout

服务端推流超时。
尝试重新发起请求
（务必处理）。

十六进制 十进制 错误描述 原因分析 解决方案

跨频道推流错误码

十六进制 十进制 错误描述 原因分析 解决方案

0x01200001 18874369
channel relay
state error

没有入会、角色错
误或频道模式错
误。

检查入会状态，确
保当前为互动模式
和主播角色。

0x01200002 18874370
channel relay src
not allow

跨频道推流时频道
模式错误。

切换频道模式为互
动模式或低延迟互
动直播模式。

0x01200003 18874371
channel relay join
dest failed

跨频道推流时目标
频道不存在或目标
频道和源频道不是
同一种频道模式。

检查跨频道时目标
频道是否存在，确
保目标频道和源频
道模式一致（例
如，都为互动模
式）。

0x01200005 18874373
channel relay role
error

跨频道推流的角色
错误。

切换角色为主播角
色。

0x01200006 18874374
channel realy
invalid param

传入的参数不合
法。

检查传入的参数是
否合理或在有效范
围内。

0x01200007 18874375
channel realy to
self error

目标频道号和源频
道号一致。

输入正确的目标频
道号，不能和源频
道号相同。

跨频道拉流错误码

SDK参考··错误码表 音视频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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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进制 十进制 错误描述 原因分析 解决方案

0x01300001 19922945
channel relay sub
request error

请求中的参数包含
非法字符或格式。

检查请求参数格式
的正确性和合法
性。

0x01300002 19922946
channel relay sub
request t imeout

跨频道拉流请求超
时。

尝试重新发送请
求。

0x01300003 19922947
channel relay sub
server t imeout

没有在规定时间内
创建目标频道，导
致超时。

确保目标频道已经
创建，尝试重新发
送请求。

音视频通信 SDK参考··错误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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