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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通信 产品简介 /  法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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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您
应当实时关注⽤⼾⽂档的版本变更并通过阿⾥云授权渠道下载、获取最新版的⽤⼾⽂档。

4. 本⽂档仅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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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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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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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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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

重置操作将丢失⽤⼾配置数据。
该类警⽰信息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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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启操作将导致业务中断，恢复业务所需
时间约10分钟。

⽤于补充说明、最佳实践、窍⻔等，不
是⽤⼾必须了解的内容。 说明:

您也可以通过按Ctrl + A选中全部⽂件。
> 多级菜单递进。 设置 > ⽹络 > 设置⽹络类型
粗体 表⽰按键、菜单、⻚⾯名称等UI元素。 单击 确定。
courier

字体
命令。 执⾏ cd /d C:/windows 命令，进

⼊Windows系统⽂件夹。
斜斜 表⽰参数、变量。 bae log list --instanceid

 Instance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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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ich {stand | sl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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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通信 产品简介 /  1 什么是⾳视频通信

1 什么是⾳视频通信
⾳视频通信（Real-Time Communication，RTC）是阿⾥云覆盖全球的实时⾳视频开发平
台，依托核⼼⾳视频编解码、信道传输、⽹络调度技术，提供⾼可⽤、⾼品质、超低延时的⾳视频
通信服务。
阿⾥云RTC提供移动端、PC等多端SDK，并兼容标准WebRTC浏览器接⼊⽹络，帮助您快速搭建
多端实时应⽤。接⼊RTC的⽅法，请参⻅#unique_4。

⼯作原理
您在加⼊频道或房间后，您可以进⾏本地推流、订阅远端⽤⼾等操作，实现频道内不同⽤⼾之间的
⾳视频实时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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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通信 产品简介 /  1 什么是⾳视频通信

RTC定价
阿⾥云RTC为您提供按量计费和预付费资源包，默认计费⽅式为按量付费。按量计费请参⻅⾳视频
通信定价说明，购买预付费资源包请单击⾳视频通信时⻓包。

2 ⽂档版本：2019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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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场景
阿⾥云RTC⽀持视频会议、在线教育、⾳乐教学、互动连麦、视频社交、游戏娱乐等应⽤场景，详
情请参⻅#unique_5。

RTC使⽤
相关⽂档 说明
#unique_6 您可以了解阿⾥云RTC的基本概念。
#unique_7 您可以了解阿⾥云RTC的主要功能和关键特性。
#unique_8 您可以集成不同端SDK，也可以下载Demo

，快速实现⾳视频通话。
#unique_9 您可以调⽤RTC API实现控制台相关功能。
Demo 您可以快速集成Demo⽰例，进⾏实时⾳视频通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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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优势
本⽂档为您介绍了阿⾥云RTC产品的优势，通过与⾃建服务的对⽐和其他优势的说明，帮助您更快
的了解RTC的各项产品优势。

RTC与⾃建服务对⽐

说明:
阿⾥云RTC产品在不断更新迭代，本⽂为您提供的产品优势包括但不限于下表所⽰。
对⽐项 ⾳视频通信RTC ⾃建服务
服务能⼒ 服务⾃动扩容。

全球多节点部署。
部署周期⻓：⽆法根据业务量
动态提升服务容量。
节点建设有限：⽆法应对徒增
的业务⾼峰。

⽹络覆盖 服务全球覆盖：跨运营商跨国
系统部署。
全球实时⽹络调度，服务就近
接⼊。

⾃建：跨⽹节点、跨国专线以
及海外节点。需要⾃⾏收集全
球调度数据与开发配套系统。

成本 单位成本低：精细化服务运营
与实时⾼效的⽹络调度，资源
使⽤率更⾼。
零成本运维：⽆需运维⼈员与
托管费⽤，按需按量使⽤。

复⽤成本⾼：业务形式单
⼀，业务低峰资源⽆法复⽤。
⼈⼒成本⾼：容量扩容、新建
服务区域和运维，成本很⾼。

RTC具备的其他各项优势
⽅便、快捷的使⽤⽅式。
• 提供标准的API接口。您可以管控应⽤、查询数据。
• 多端SDK⽀持。PC⼤屏设备、移动小屏设备随意接⼊，提供Simulcast媒体能⼒，⼤屏看⼤

流、小屏看小流，混合通信⽆压⼒。
强⼤、灵活的安全机制。
• OpenAPI安全保障，频道创建、删除等操作安全可控。
• 频道级鉴权，保证合法、授权终端才能接⼊服务。
• 信令HTTPS加密、媒体SRTP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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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功能特性
阿⾥云RTC为您提供了纯⾳频通信、视频通话、互动连麦等主要功能，具有多分辨率视频、终端适
配等关键特性，您可以根据业务需求确认适⽤场景。

主要功能
阿⾥云RTC的主要功能如下所⽰。
类别 典型适⽤场景
纯⾳频通信 1v1和多⼈语⾳聊天、游戏开⿊、语⾳派对、狼⼈杀、桌

游、小语种教学等。
视频通话 1v1和多⼈视频聊天、互动课堂、视频派对和视频会议

等。
互动连麦 主播与观众连麦互动直播，直播间其他观众围观多主播跨

直播间互动、连麦PK、观众围观。
屏幕共享 ⽀持PC端发起屏幕共享、全平台订阅，适⽤于互动课堂、

视频会议、电竞直播和游戏解说的效能⼯具。
⾳乐模式 针对乐器和⾳乐调优的⾼保真⾳频模式，适⽤于乐器教

学、K歌游戏和⾳乐互动课。
旁路直播 将频道内的⾳视频按照所选布局合流，以RTMP流推送到

阿⾥云直播服务做⼤规模分发，观众规模不受限。
云端录制 将频道内⾳视频按照所选布局合流、云端录制并存储到

OSS或阿⾥云视频点播。
视频动态编码 终端屏幕⾃适应的多分辨率视频，⽹络⾃适应的动态编

码，保证通话稳定流畅。
设置视频属性 根据业务场景和⽤⼾喜好，调整视频画⾯的规格、⽅向、

清晰度和流畅度等。
媒体设备管理 ⽀持查询、测试、切换⾳视频设备，设备向导。
摄像头管理 提供⼀系列⽅法包括摄像头的前后置切换、缩放、曝光设

置和对焦功能，使拍摄物体成像更清晰、⼤小与亮度更适
宜。

关键特性
阿⾥云RTC的关键特性如下所⽰。
类别 特性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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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通信 产品简介 /  3 功能特性

⾳频3A ⾏业领先的⾳频3A（AGC、AEC、ANS），⽀持针对⼈
声、乐器等场景定制化调优。

多分辨率视频 多分辨率的视频分层编码，⽀持360P及以下、720P及以
下、1080P及以下（特定设备）。

弱⽹传输 精准带宽侦测和智能拥塞控制，抗丢包率可⽀持到70%。
平台兼容 ⽀持Android、iOS、Windows、Mac和Web浏览器。

系统版本等要求，详情请参⻅#unique_13。
终端适配 Android适配5000+款设备，Windows兼容到XP SP3及

以上版本。

6 ⽂档版本：2019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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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场景
阿⾥云RTC为您提供了视频会议、在线教育、⾳乐教学、互动连麦、视频社交、游戏娱乐等应⽤场
景，帮助您更好的适应业务需求。

说明:
阿⾥云RTC的典型应⽤场景包括却不限于本⽂描述，您可以在使⽤RTC的同时发现其他的应⽤场
景。

视频会议
提供稳定流畅的点对点和多⼈实时⾳视频通话服务，具有扛丢包、超低延时、⾼并发能⼒，可承载
⾼清⼤⽅会议。⽀持动态⽹络优化、多分辨率视频流、屏幕共享、⾃研⾳频调优算法以及主流设备
的3A适配，全⾯赋能移动视频会议和会议室场景。

在线教育
提供⾼可⽤、⾼品质、⾼并发的实时⾳视频通信⽹络，轻松实现⽼师与学⽣、学⽣与学⽣之间的
⾳视频连麦互动，提升课堂教学体验。⽀持课程⾳视频流实时推送⾄直播中⼼实现⼤规模直播分
发，并⽀持服务端同步录制，对接点播服务或OSS实现课程存档和在线回放。

⾳乐教学
针对⾳乐教学和陪练场景定制优化的实时⾳视频通信服务，满⾜乐器、⼈声的⾼清⾳质追求，同时
保证⾳画超低延迟传输。家⻓能够同时进⼊课程房间实时互动，或者通过旁路直播隐⾝观摩，了解
孩⼦的学习情况。⽀持课程录制、回放并将媒体⽂件保存在云端，轻松实现媒资的再编辑、⽣产和
⾼清点播。

互动连⻨
提供稳定、⾼质量、超低延时的互动实时⾳视频服务，⽀持主播与直播、主播与观众实时连麦、主
播跨房间PK等多画⾯实时视频互动场景，并能够将互动视频流推送⾄直播中⼼进⾏⼤规模分发，直
播给未连麦的观众。

视频社交
提供安全、⾼清、流畅的实时⾳视频通信服务，⽀持多分辨率、弱⽹友好、超低延时的 1v1 或 1vN
 互动通话，⽀持接口化灵活控制频道进出与上下麦，适⽤于移动视频社交场景。

游戏娱乐
依托专业⾳频3A和弱⽹优化能⼒，⽀持多⼈⾳视频或纯⾳频互动的移动娱乐场景。例如：麦序游
戏，即玩家按照游戏规则依次上麦发⾔或⾃由讨论，如狼⼈杀、侦探游戏、棋牌桌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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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名词解释
本⽂档为您介绍了⾳视频通信所涉及的相关名词解释，帮助您更好地理解RTC产品。
名词 描述
应⽤AppID RTC的基础业务单元。每个应⽤有唯⼀的

AppID，每个客⼾可创建多个AppID。AppID
下可创建多个频道。每个频道内有多个⽤⼾，每
个⽤⼾会有多个终端。

频道 RTC统⼀将会议、房间、频道等多种命名，统⼀
为频道。同⼀个频道内的⽤⼾相互之间可进⾏通
信。

通信 终端加⼊频道定义为⼀个通信，与该终端是否发
布、是否订阅、发布数量、订阅数量⽆关。

⽤⼾UserID RTC通过UserID标记⼀个⽤⼾，UserID由客
⼾业务系统产⽣，UserID数量为客⼾使⽤RTC
服务的⽤⼾数。

累计⽤⼾ UserID个数，在统计周期内所有UID总数，频
道累计⽤⼾统计周期为⼀个通信记录内。

终端 加⼊通信的设备唯⼀ID，标记为UDID（User
 Device ID）。每⼀个硬件终端对应唯⼀的
UDID，UDID由阿⾥云RTC进⾏维护。

并发频道峰值 并发数的最小统计周期为1分钟。单⽇所有最小
周期并发数的最⼤数，定义为⽇峰值。对实时数
据，取当⽇00:00到当前时刻的最⼤并发数，为
当前峰值。

并发通信峰值 并发数的最小统计周期为1分钟，单⽇所有最小
周期并发数的最⼤数，定义为⽇峰值，对实时数
据，取当⽇00:00到当前时刻的最⼤并发数，为
当前峰值。

服务类型 针对不同的应⽤场景提供的差异化的服务。⽬前
只提供通⽤服务。

服务区域 因为RTC是全球化服务，所以没有Region的概
念。但全球会针对不同地理区域，提供不同定价
策略，⽬前只提供⼀个服务区域（中国）。

8 ⽂档版本：2019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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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 描述
媒体track • 相同媒体内容的数据流。包括audio track

、video track。
• AliRTCSDK⽬前⽀持1路audio track，2路

video track。
• Video track分为camera track和screen

 track，分别指内容来⾃于摄像头（也可以
是除了桌⾯共享外的任何其他源）和桌⾯共
享。

Simulcast 对相同的视频内容，使⽤不同的编码⽅式或参数
编码而得到的相互独⽴的多路流。AliRTCSDK
⽬前仅⽀持camera track的simul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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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限制
本⽂为您列举了阿⾥云⾳视频通信的使⽤限制，帮助您了解在使⽤⾳视频通信过程中的限制项。
使⽤限制 说明
Windows SDK 系统版本：⽀持Windows XP（SP3）、Windows 7、

Windows 8.X、Windows 10。
系统位数：只⽀持32位。

Mac SDK 系统版本：⽀持macOS 10.12及以上。
其他：不⽀持屏幕旋转。

iOS SDK iPhone设备：⽀持iPhone5及以上。
iPad设备：均⽀持。
CPU架构：⽀持真机架构armv7+arm64，不⽀持模拟器i386
、x86架构。
系统版本：⽀持iOS 8.0及以上。
其他：不⽀持bitcode，不⽀持屏幕旋转。

Android SDK 系统版本：⽀持Android 4.1及以上。
API版本：最小⽀持16。
CPU架构：⽀持真机架构armeabi、armeabi-v7a、arm64-
v8a。
其他：不⽀持视频采集旋转，不⽀持USB外接摄像头和TypeC耳
机。

Web SDK 针对浏览器和平台版本限制，详情请参⻅集成Web SDK。
单个API每秒最⼤请求数 不⾼于500。
单频道内终端数 同⼀频道内，最多⽀持16个终端接⼊。

不⽀持同⼀UID多端登录，频道内不允许UID重复。

10 ⽂档版本：2019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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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限制 说明
历史数据保存周期 应⽤删除后，该应⽤下的数据将永久删除。

未删除应⽤，数据最⻓保存⼀年，⼀年后数据将⾃动清除。
ChannelID（频道ID）、
UserID（⽤⼾ID）、
SessionID（会话ID）、
DisplayName（⽤⼾名字）的
命名要求

字符内容只允许[A-Za-z0-9_-]，⻓度不超过64个字符。
对于不符合要求的命名⽅式，RTC将拒绝提供服务，其中
SessionID只针对早期版本，如果您未使⽤SessionID可忽略
SessionID命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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