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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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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场景
视频直播是需要您在推流端，通过推流工具或者推流SDK将RTMP视频流推向视频中心（即视频直播提供的推
流地址  video-center.alivecdn.com ）。推流方法参考推流设置与操作，但是您可能遇到按照上述文档操作无
法成功推流的问题。本文档中罗列了视频推流过程中的常见问题，建议您按照下述的排查思路依次分析。

排查排查
客户端推流方式错误客户端推流方式错误

请检查您的流设置中的URLURL和流名称流名称是否填写错误。

说明 说明 此处以OBS工具的设置为例，现场以实际情况为准。

其中的URL是包括视频中心以及AppName；而流名称包括StreamName和QueryString参数（主要包括
vhost参数，如果开启鉴权则需要添加鉴权auth_key参数）。

请检查客户端推流工具的设置问题，常见的推流工具包括OBS、ffmpeg以及Adobe Flash Media Live
Encoder软件。建议您使用上述工具测试推流是否正常，如果正常请您查看原有推流方式的问题。

说明 说明 OBS的推流设置建议参见OBS 推流设置。

如果其他推流工具正常，则说明是推流客户端设置问题，请对比检查不一致的设置项并尝试调整。

音视频编码不合规音视频编码不合规

视频直播要求H.264的视频流H.264的视频流和ACC的音频流ACC的音频流编码格式，您需自行保证编码格式满足上述要求，否则会
在直播过程中不同的播流协议可能产生问题。

您可以参考以下命令，通过ffmpeg工具查看流编码格式。

ffmpeg -i rtmp://[$Your_Domain]/[$App_Name]/[$Stream_Name]
[$Your_Domain]：推流域名。

1.推流相关1.推流相关
1.1. 直播推流异常排查1.1. 直播推流异常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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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_Name]：推流地址中的AppName。

[$Stream_Name]：推流地址中的StreamName。

确认您的流编码格式符合上述要求。

达到推流路数限制达到推流路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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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直播服务对每个用户的直播域名和单个域名的并发推流路数均有限制。单个账号限制创建20个直播域
名，每个直播域名限制20路并发推流。另外，如果对应的AppName配置了实时转码的话，该AppName下
仅能够并发推流10路直播流。而如果您推流并发路数超过该限制，就会导致推流失败。

如果您需要查看当前并发的推流路数，请参见流管理。

此直播流名被禁推此直播流名被禁推

视频直播提供了禁止推送某个AppName和StreamName对应直播流的功能。如果推流地址被加入黑名
单，将导致无法推流成功。请检查无法推流的推流地址是否在黑名单中。

您可以通过控制台的流管理页面查看该直播流是否被禁推，请参见流管理。

您可以通过调用DescribeLiveStreamsBlockList接口，获取指定域名下被禁推的直播流信息。

若要恢复直播流，您可以：

在控制台的流管理页面，单击对应直播流右侧恢复恢复。

调用ResumeLiveStream接口，恢复直播流。

鉴权失败鉴权失败

当您开启鉴权功能后，该域名的推流和播流都将需要加上鉴权auth_key参数。如果该鉴权参数过期或者签
名参数不正确将导致推流失败，详情请参见URL鉴权。

网络异常网络异常

推流端是需要将直播流通过RTMP协议推送到直播中心，因此如果该段网络出现问题是有可能出现推流异
常，建议您先通过如下两种方式自查：

在推流端  ping 推流地址，测试是否有丢包。如果存在丢包，请联系网络运营商进行排查。

在推流端通过  telnet 命令测试推流域名的1935端口是否可以正常连接。如果无法连接，请尝试使用不
同网络环境测试，确认是否本地网络存在异常。

推流时间戳使用了扩展字段推流时间戳使用了扩展字段

客户端推流对于视频帧和音频帧都会带有两个时间戳，分别是pkt_pts和pkt_dts，分别表示帧显示时间戳
和帧解码时间戳，您可以通过  ffprobe 命令查看（具体命令  ffprobe -show_frames rtmp://live.zhibotest.c
om/AppName/StreamName ），部分结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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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97397.html#task-2019924
https://live.console.aliyun.com/?spm=5176.12818093.ProductAndService/ali/widget-home-product-recent.dre0.488716d0nNVCVB#/live/stream/block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97397.html#task-2019924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35410.html#doc-api-live-DescribeLiveStreamsBlockList
https://live.console.aliyun.com/?spm=5176.12818093.ProductAndService/ali/widget-home-product-recent.dre0.488716d0nNVCVB#/live/stream/block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35414.html#doc-api-live-ResumeLiveStream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99349.html#concept-2011551


其中的时间戳是可以转换为二进制，若时间戳大于24位，让推流客户端确认下是否视频帧大于max size，
存在一帧包含多个chunk的情况。若是，修改推流客户端，修改为将时间戳加到每个chunk上将时间戳加到每个chunk上，或者强制
将pts值改小可解。

其他其他

如果上述方法均无法解决该问题，请您提交工单，并提供下述信息，以便对应的技术支持工程师协助解决
问题：

推流地址与播流地址。

推流方式（使用什么工具推流/如何推流）。

推流异常时，推流端出现怎样的异常提示。

ping推流域名的IP截图。

telnet推流域名1935端口的结果截图。

常见问题··推流相关 视频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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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屏模式下，如果有需求的话，需要对UI做一套横屏的适配，在此套适配方案中，不需要对预览view做旋
转。

例如：如果预览画面是全屏，横屏模式下，则不需要对预览画面的view做任何更改，只需要对页面上其他的
如点赞button做一下frame的变化。

注意 注意 目前SDK的横屏推流需要在推流界面的Controller中将iPhone竖屏锁定（即只允许Portrait一
个方向），因为推流SDK是对采集到的视频帧做的旋转，不是对view做的旋转。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检测设备方向。

[[UIDevice currentDevice] beginGeneratingDeviceOrientationNotifications];
[[NSNotificationCenter defaultCenter] addObserver:self selector:@selector(handleDeviceOrientationDi
dChange:) name:UIDeviceOrientationDidChangeNotification object:nil];   

2. 设备方向回调中设置横屏推流还是竖屏推流。

1.2. iOS推流横屏方案建议1.2. iOS推流横屏方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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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d)handleDeviceOrientationDidChange:   (UIInterfaceOrientation)interfaceOrientation {
 UIDevice *device = [UIDevice currentDevice] ;
 switch (device.orientation) {
     case UIDeviceOrientationFaceUp:
         NSLog(@"屏幕朝上平躺");
         break;
     case UIDeviceOrientationFaceDown:
         NSLog(@"屏幕朝下平躺");
         break;
     case UIDeviceOrientationUnknown:
         NSLog(@"未知⽅向");
         break;
     case UIDeviceOrientationLandscapeLeft: {
         NSLog(@"屏幕向左横置");
         // 横屏推流
         [self destroySession];     // 销毁推流
         // 建议加⼀个loading  因为销毁推流在重新推流会关闭在重新开启摄像头采集
         _isScreenHorizontal = YES;  // 全局变量  横屏置为YES
         [self testPushCapture];    // 重新推流
     }
         break;
     case UIDeviceOrientationLandscapeRight:
         NSLog(@"屏幕向右橫置");
         break;
     case UIDeviceOrientationPortrait: {
         NSLog(@"屏幕直⽴");
         // 竖屏推流
         [self destroySession];     // 销毁推流
         _isScreenHorizontal = NO;  // 全局变量  横屏设置为NO
         [self testPushCapture];    // 重新推流
     }
         break;
     case UIDeviceOrientationPortraitUpsideDown:
         NSLog(@"屏幕直⽴，上下顛倒");
         break;
     default:
         NSLog(@"⽆法辨识");
         break;
 }
}               

3. 注销设备。

- (void)dealloc{
 [[NSNotificationCenter defaultCenter] removeObserver:self];
 [[UIDevice currentDevice]endGeneratingDeviceOrientationNotifications];
}              

当您切换加速区域后，回源流量会增加，节点的命中率会下降。

1.3. 切换加速区域的影响是什么？1.3. 切换加速区域的影响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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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加速区域从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修改为全球加速全球加速时，增加了中国大陆以外的节点，这部分新节点没有缓存您源站的
资源。所以当请求访问这些新节点时，这些新节点只能回您的源站获取资源，于是导致了短期内的回源流量
增加。同时，这部分新节点的回源，短期内也会拉低整体节点的命中率。

回源流量增加，需要您实时关注您的源站服务器是否能承受增加的回源流量。一般来说，阿里云CDN的二级
节点会使回源的流量大大减少，但是为了防止可能的风险，建议您在切换加速区域后，关注您的源站服务器
压力情况。如有问题，请提交工单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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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获取播放地址？如何获取播放地址？
控制台：

地址生成器页面

通过视频直播控制台的直播管理直播管理 >  > 地址生成器地址生成器页面，生成播放地址。操作步骤请参见地址生成器。

流管理页面

在视频直播控制台的直播管理直播管理 >  > 流管理流管理页面，选择所需的推流地址，单击右侧的直播地址直播地址，即可查
看，查看不同转码及格式的直播地址。

手动拼接

根据拼接规则，手动拼接播放地址。

如何获取鉴权播放地址？如何获取鉴权播放地址？
视频直播控制台获取的鉴权URL地址过期时间较短，如果您想获取过期时间较长的鉴权URL地址，可以调用鉴
权小工具或者鉴权算法代码实现。

控制台

鉴权小工具计算播流鉴权URL地址，请参见配置URL鉴权。

i. 在视频直播控制台的域名管理域名管理页面，选择您要配置的播流域名，单击域名配置域名配置。

ii. 进入直播管理直播管理 >  > 访问控制访问控制页面，单击URL鉴权URL鉴权页签。

iii. 在生成鉴权URL生成鉴权URL区域，填入对应的信息计算鉴权URL地址。

说明 说明 有效时间内输入过期时间，即用户希望多久后该鉴权地址过期，不能访问。A鉴权实
际过期时间为设置的有效时间1800s，如客户设置的有效时间为3000s，那么该鉴权地址4800s后
过期。

2.播放相关2.播放相关
2.1. 直播播流相关问题2.1. 直播播流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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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单击开始生成开始生成，即可获取鉴权播放地址。

代码获取播流鉴权URL地址

鉴权算法参见鉴权URL，根据推流地址指定的APPName及StreamName得到未鉴权的播放地址，如  rtmp://
videolive.aliyuntest.club/AppName1/StreamName1 ；再根据鉴权算法代码实现，填入对应的播放地址计
算鉴权URL。PHP demo代码实现如下：

//http://DomainName/Filename?auth_key=timestamp-rand-uid-md5hash
//sstring = "URI-Timestamp-rand-uid-PrivateKey" （URI是⽤⼾的请求对象相对地址, 如 /Filename）
//HashValue = md5sum(sstring)
function PrivateKeyA(){
$time=strtotime("-800 seconds");//("+1 hours");
$key="aliyun2013";
$domain="rtmp://videolive.aliyuntest.club";
$filename="/AppName1/StreamName1";
//$sstring = "URI-Timestamp-rand-uid-PrivateKey" 
$sstring = $filename."-".$time."-0-0-".$key;
$md5=md5($sstring);
$auth_key="auth_key=".$time."-0-0-".$md5;
$url=$domain.$filename."?".$auth_key;
echo $url."\n";
}
                    

如何通过代码获取播放地址？如何通过代码获取播放地址？
未鉴权的播放地址可以通过推流地址拼接得到，推流指定AppName及StreamName，播流的APPName及
StreamName就确定。例如，推流地址为  rtmp://video-center.alivecdn.com/APPName1/StreamName1?
vhost=videolive.aliyuntest.club ，则播放地址
为  rtmp://videolive.aliyuntest.club/AppName1/StreamName1 。

鉴权URL地址获取：鉴权算法参见鉴权URL，根据推流地址指定的APPName及StreamName得到未鉴权的播放
地址，如  rtmp://live8.aliyuntest.club/AppName1/StreamName1 ；再根据鉴权算法代码实现，填入对应的播
放地址计算鉴权URL，PHP demo代码实现如下：

视频直播 常见问题··播放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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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omainName/Filename?auth_key=timestamp-rand-uid-md5hash
//sstring = "URI-Timestamp-rand-uid-PrivateKey" （URI是⽤⼾的请求对象相对地址, 如 /Filename）
//HashValue = md5sum(sstring)
function PrivateKeyA(){
    $time=strtotime("-800 seconds");//("+1 hours");
    $key="aliyun2013";
    $domain="rtmp://videolive.aliyuntest.club";
    $filename="/AppName1/StreamName1";
    //$sstring = "URI-Timestamp-rand-uid-PrivateKey" 
    $sstring = $filename."-".$time."-0-0-".$key;
    $md5=md5($sstring);
    $auth_key="auth_key=".$time."-0-0-".$md5;
    $url=$domain.$filename."?".$auth_key;
    echo $url."\n";
}
            

为何播放地址不能正常播放？为何播放地址不能正常播放？
场景场景

直播推流后，得到播放地址不能正常播放视频。

排查排查

排查对应域名是否进行直播配置。

在视频直播控制台的域名管理域名管理页面中能否看到对应的域名。

排查推流是否成功，请参见直播推流异常排查。

排查直播加速是否成功。

直播域名是否在域名服务商那边CNAME解析到直播域名CNAME域名上，详情参见配置CNAME域名解析。
CNAME地址获取通过域名管理域名管理页面，在所需的域名右侧对应的CNAMECNAME列中获取。

排查获取的播放地址是否正确，请参见如何获取播放地址？。

排查视频直播域名是否开启鉴权。

获取的播放地址是否是鉴权URL地址，详情参见推流地址和播放地址。

排查直播域名是否开启鉴权，并且获取的播放地址是否过期，重新生成鉴权地址播放测试。

排查对应的播放器是否支持该格式视频的播放，用户可以测试使用VLC播放视频看看是否正常。

常见问题··播放相关 视频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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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确认直播推流/录制文件生成成功后，若直播控制台观看直播流/录制文件失败并提示“无法获取m3u8
文件”、“请确认是否开启了允许跨域访问”等报错时，请参考以下原因先自行排查。

直播流无法观看直播流无法观看
1. 确认播流域名是否开启HTTPS配置。

由于直播控制台为HTTPS环境，所以直播控制台仅能播放HTTPS协议的播流地址，您可以参考配置
HTTPS安全加速， 来为此域名配置HTTPS，或使用HTTP环境的阿里云播放器。

2. 确认域名是否允许跨域访问。

跨域访问，或者说JavaScript的跨域访问问题，是浏览器出于安全考虑而设置的一个限制，即同源策
略。当A、B两个网站属于不同域的时候，来自于A网站页面中的JavaScript代码希望访问B网站时，浏览
器会拒绝该访问。播放域名的跨域访问设置请参考播放器播放m3u8提示跨域错误。

录制文件无法观看录制文件无法观看
1. 确认OSS Bucket权限是否为私有。

当OSS Bucket权限为私有时，直播控制台无法获取OSS录制文件的鉴权地址，故播放会报错。可修改存
储空间读写权限将录制文件所在的Bucket权限设置为公共读，或者登录OSS控制台，找到相应的录制文件
获取鉴权地址后使用其他播放器播放。

2. 确认域名是否开启HTTPS配置。

由于直播控制台为HTTPS环境，所以直播控制台仅能播放HTTPS协议的录制文件地址，若您相应的
Bucket的域名为OSS默认域名，则无需配置此项（OSS默认域名已配置好HTTPS证书）。若您相应的
Bucket的域名为自定义域名，同样需要配置HTTPS，HTTPS配置请参考SSL证书安装指南，或登录OSS控
制台获取录制文件的播放地址后使用HTTP环境的阿里云播放器。

3. 确认OSS Bucket是否允许跨域访问。

参考文档OSS跨域资源共享（CORS）错误及排除。

当上述问题均确认已开启或配置后若控制台仍然无法播放直播流/录制文件，请用提交工单排查。

导致直播无法观看或者播流404的因素有很多，请参考本文逐一排查。

检查播放URL拼接是否正确检查播放URL拼接是否正确
1. 确认是否把推流地址作为播放地址 。

2. 确认播放地址是否符合拼接规则以及是否正确。直播的播放地址是根据  直播加速域名 +  AppName +  St
reamName 拼接而成，请参见拼接规则。

确认域名是否已解析至阿里云服务器下确认域名是否已解析至阿里云服务器下
您可以通过ping的方式来查询该CNAME是否生效。

如果ping到  alikunlun*.com 表示域名CNAME生效。

若CNAME未生效，请执行CNAME绑定操作，请参见配置CNAME域名解析。

检查播放器检查播放器

2.2. 控制台无法观看直播流和录制文件2.2. 控制台无法观看直播流和录制文件

2.3. 直播无法观看或播流404问题排查2.3. 直播无法观看或播流404问题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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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第三方播放器中输入播放地址进行播放，排除是播放器本身的问题。

2. 检查是否是播放器跨域的问题，播放器跨域访问时需要添加策略文件，请参见播放器播放m3u8提示跨
域错误。

3. 确认播放格式是否支持：

在PC端使用flash播放器支持格式：RTMP、FLV、m3u8。

手机端使用H5播放器仅支持m3u8（iOS均支持，安卓需4.0以上并且手机浏览器支持）。

检查鉴权配置检查鉴权配置
1. 检查鉴权Key是否拼写错误，请参见URL鉴权。

2. 检查请求时间是否在鉴权过期时间内。

检查本机网络状况检查本机网络状况
检查本机网络状况，是否可以访问公网，可以ping加速域名测试网络连通状况。

跨域是什么？跨域是什么？
跨域访问，或者说JavaScript的跨域访问问题，是浏览器出于安全考虑而设置的一个限制，即同源策略。当
A、B两个网站属于不同域的时候，来自于A网站页面中的JavaScript代码希望访问B网站时，浏览器会拒绝该
访问。

场景场景
使用播放器播放m3u8，提示跨域错误。

排查排查
查看是否添加策略文件。

播放器跨域访问时需要添加策略文件，即在视频播放链接所在域名的根目录下添加crossdomain.xml文
件，其中添加播放器所在域名的权限。

例如：  http://test1.com/app/test.m3u8 需要添加  http://test1.com/crossdomain.xml 。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cross-domain-policy>
    <allow-access-from domain="*"/>
    <allow-http-request-headers-from domain="*" headers="*" secure="false"/>
</cross-domain-policy>

HTTP头是否配置。

在视频直播控制台进入域名管理页面，找到相应域名配置HTTP消息头。找到Access-Control-Allow-
Origin，并配置为  * 或需要访问的完整域名，例如  www.alliyun.com 。具体操作请参见配置HTTP消息头。

说明 说明 跨域配置仅支持配置为  * 或单个域名，如需多域名跨域访问请配置为  * 。

本文介绍直播RTMP和FLV播放正常，但HLS播放失败的排查步骤。

2.4. 播放器播放m3u8提示跨域错误2.4. 播放器播放m3u8提示跨域错误

2.5. 直播RTMP和FLV播放正常而HLS播放失败2.5. 直播RTMP和FLV播放正常而HLS播放失败

常见问题··播放相关 视频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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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场景
推流正常。推流完毕之后，提供的三个直播播放URL。RTMP、FLV都是播放正常，但是HLS会播放失败。

排查排查
1. 确认用户推流的音视频格式均正确（H.264+AAC）。

2. 实际测试RTMP和M3U8播放效果（使用FFPlay查看是否有明确报错）。

3. 检查回源Host是否更改。

直播域名的回源Host默认是不允许更改的，回源Host更改，不影响RTMP和FLV，但是会影响HLS的播
放。

本文介绍直播RTMP和FLV播放正常，但HLS播放失败的排查步骤。

场景场景
推流正常。推流完毕之后，提供的三个直播播放URL。RTMP、FLV都是播放正常，但是HLS会播放失败。

排查排查
1. 确认用户推流的音视频格式均正确（H.264+AAC）。

2. 实际测试RTMP和M3U8播放效果（使用FFPlay查看是否有明确报错）。

3. 检查回源Host是否更改。

直播域名的回源Host默认是不允许更改的，回源Host更改，不影响RTMP和FLV，但是会影响HLS的播
放。

场景场景
Flash播放器对MP4或FLV无法拖拽。

排查排查
MP4与FLV拖拽需要CDN添加支持，是通过播放器发送带时间的请求到CDN，CDN返回该时间段的视频数据。
如果要实现拖拽，需要排查是否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文件索引信息需要在视频的头部。

MP4包含视频时间戳等索引信息，以及FLV的meta信息要在视频最前面。播放器解析到视频索引信息后，
才可以依据拖拽的位置通过索引信息拿到指定位置的数据点，去向CDN发送请求。

说明 说明 您可以通过MediaInfo等视频参数检测工具查看索引信息或meta信息。

CDN支持带时间byte range的请求。

需要在CDN控制台开启，请参见CDN 拖拽播放帮助.

排查是否是视频源问题。

2.6. 直播RTMP和FLV播放正常而HLS播放失败2.6. 直播RTMP和FLV播放正常而HLS播放失败

2.7. Flash播放器无法拖拽2.7. Flash播放器无法拖拽

2.8. 使用播放器播放时画面花屏2.8. 使用播放器播放时画面花屏

视频直播 常见问题··播放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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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查排查
视频源问题

确认播放片源是否正常，排除转码过程中的问题。

确认推流的帧率与码率是否正常，排除推流传输过程中的问题。

非视频源的问题

确定播放器是否使用了软解码。调用SDK中  setDefaultDecoder 接口，将参数设置参数 1。在重新安装
APK前先删除之前的程序并重启计算机，防止缓存中数据的影响。

 setDefaultDecoder ：

功能：设置默认的解码器。

参数：type：解码器类型。0代表硬件解码器；1代表软件解码器。

说明 说明 默认为软件解码。由于android手机硬件适配性的问题，很多android手机的硬件解码会
有问题，所以，我们建议尽量使用软件解码。

示例：

public    void setDefaultDecoder(int    decoderType);

概述概述
本文主要介绍直播出现音视频不同步的问题排查步骤。

问题描述问题描述
视频播放出现音视频不同步的情况。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1. 直播的流程是用户将视频主动推到边缘节点后进行直播，目前直播中存在音视频不同步的情况，观看直

播流发现确实存在这种现象。

2. 查看推流情况是正常，怀疑是音频时间戳和视频时间戳存在不一致的情况，根据出现异常的时间段，查
看推流比较稳定，没有出现较大的跳动，根据当时的时间段查询推流的音视频时间戳参数，看是否存在
不一致的情况。

3. 通过排查发现音频的时间戳有一次较大的跳变的过程，导致了音频的时间戳和视频的时间戳不一致的情
况。

4. 建议重现推流，客户端重启了编码器后，推流测试正常，目前排查是客户端的解码器存在异常导致的音
频Sequence的跳变。

5. 了解到监控平台的音视频时间戳实际上借助于原始流的Sequence来进行转换生成的，原始流中对于音
视频帧都是有次序的Sequence排列的，通过AppendBuffer的顺序来决定每个Mode添加的顺序。
timestamps根据Sequence自动产生。

适用于适用于
视频直播

2.9. 直播出现音视频不同步2.9. 直播出现音视频不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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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场景
观看视频直播时画面出现卡顿现象。

排查排查
此问题涉及的原因较多，请参考以下各环节的问题可能性，并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进行处理：

推流端

上行带宽不足或网络抖动，导致的数据发送速率下降，无法达到流畅播放的帧率要求。

解决方案：建议您使用网速测试工具Speedtest测试您当前网络的上行带宽情况。

码率、帧率或编码档位设置的过高，但硬件条件存在限制，导致编码速度变慢，无法达到流畅播放的帧
率要求。

解决方案：请尝试降低码率、帧率或编码档位的设置，检查卡顿现象是否有好转。如果发生好转，您可
以考虑升级推流端的硬件配置。

推流过程中会有一定的CPU损耗，硬件配置较差的低端手机，在推流过程中若整体CPU 使用率超过80%
以上，画面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卡顿，花屏等现象，会影响到视频的采集，同时也会影响到用户端的观
看。

视频采集参数的设置过低。

解决方案：人眼识别为流畅的视频需要FPS每秒15帧以上。如果FPS低于10帧，画面就会出现较明显的
卡顿。如无特殊情况，尽量将视频帧率设置在每秒15帧之上。

虽然视频的帧率越高画面流畅感越强，但是帧率超过每秒30帧后，人眼就无法识别出画面的效果，帧率
增加也会增加视频传输的带宽成本，建议您合理设置视频的参数。

服务端

为了保证视频的秒开以及降低视频的卡顿，服务端默认会缓存4秒左右的数据，根据GOP大小不同会有波
动，您可以通过设置该缓存时间来减少卡顿。

您可以尝试将协议的延时设置为高，然后保存配置。具体操作请参见直播延时配置。

实际延时与延时设置、推流的关键帧间隔（GOP）两个因素相关。例如RTMP延时配置为中档，关键帧
间隔（GOP）大小为2s，则实际延时为2s~6s。

设置高延时会导致直播端和播放端的不同步，请根据业务需求选择合适的延时程度。

播放端

大部分播放器都有接收缓存的，缓存收满后，才进行解码显示，这部分接收缓存的大小也会影响播放的卡
顿情况；您可以通过调整接收缓存的大小，减少卡顿影响。

网络带宽

大多数画面出现卡顿的现象均来自网络因素，以下列出几条常见因素。

网络带宽大小：确认网络运营商提供给您的带宽大小，是否足够本次直播传输。

下行带宽占用：检查是否有下载数据占用网络带宽。

系统资源占用：检查后台是否运行了大量的程序，请您合理的删除和停止正在运行的程序，空出资源。

如果您的问题仍未解决，您可以在阿里云社区免费咨询，或提交工单联系阿里云技术支持。

2.10. 视频直播出现卡顿现象2.10. 视频直播出现卡顿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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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场景
用户使用播放器时出现黑边间隙。

排查排查
查看播放器长宽比和视频长宽比，排查是否不一致。

解决解决
1. 查看视频画面的width、height以及播放器的vedioWidth和vedioHeight参数值。

您可以通过ffplay或者相关的视频分析工具查看width、height参数。如果您使用的是Aliplayer播放器，
则可以查看初始化播放器时设置的播放器长宽。

2. 将  vedioWidth/vedioHeight 的比值调整到与  width/height 比值一致。

在调整播放器长宽比和视频长宽比时请注意以下三点内容：

如果您使用的是Aliplayer播放器，可以参见属性和接口说明，对  vedioWidth/vedioHeight 进行调
整。

如果您使用的是直播流，可以参见自定义转码，对  width/height 进行转码。

如果您使用的是点播流，可以参见普通转码模板设置，对  width/height 进行转码。

3. 调整好长宽比后，播放视频画面，确认播放器不存在边距问题。

如果您的问题仍未解决，您可以在阿里云社区免费咨询提交工单联系阿里云技术支持。

2.11. 视频画面存在黑边间隙2.11. 视频画面存在黑边间隙

常见问题··播放相关 视频直播

21 > 文档版本：20211214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25572.html#task-1997027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90616.html#task-2019764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86068.html#multiTask3221
https://mvp.aliyun.com/zhidao
https://workorder.console.aliyun.com/console.htm#/ticket/add?productCode=live&commonQuestionId=4545&isSmart=true&iatraceid=1608439120675-2a5c48de0b84805313c708&channel=selfservice


什么时候需要禁止推流？什么时候需要禁止推流？
当遇到如下业务场景，例如，对应的鉴权推流地址暴露、客户恶意推流该地址、业务需求禁止该推流URL进
行推流等，就可以使用直播的禁止推流功能满足安全需求。

如何实现禁止推流？如何实现禁止推流？
直播控制台禁止推流直播控制台禁止推流

获取正在推流地址并禁推

直播推流成功后，您可以在视频直播控制台的直播管理直播管理 >  > 流管理流管理页面，选择对应的域名，单击查询查询，
查看到正在推流的地址，单击禁推禁推即可。

获取历史推流地址并禁推

直播推流结束后，您可以在视频直播控制台的直播管理直播管理 >  > 流管理流管理页面，单击历史流历史流页签，选择对应的
域名，单击查询查询，查看到历史推流的地址，单击禁推禁推即可。

SDK实现禁止推流SDK实现禁止推流

视频直播的API是基于阿里云的OpenAPI实现的。因此，SDK的调用也是对OpenAPI封装后调用。下载服务
端SDK，请参见SDK下载。如何使用SDK，请参见SDK使用说明。

以Java SDK为例：Java SDK建议使用maven管理项目依赖，在pom.xml中添加如下的依赖项：

<dependencies>
    <dependency>
        <groupId>com.aliyun</groupId>
        <artifactId>aliyun-java-sdk-cdn</artifactId>
        <version>2.3.1</version>
    </dependency>
    <dependency>
        <groupId>com.aliyun</groupId>
        <artifactId>aliyun-java-sdk-core</artifactId>
        <optional>true</optional>
        <version>2.3.8</version>
    </dependency>
</dependencies>
                    

3.功能使用3.功能使用
3.1. 直播禁止推流功能相关问题3.1. 直播禁止推流功能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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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liyun-java-sdk-core是对阿里云OpenAPI封装的核心模块，在使用OpenAPI的产品调用Java SDK均
需要添加该依赖项，而aliyun-java-sdk-cdn包括了视频直播接口的Request和Response类。其中，查询推
流黑名单列表的Request和Response类为DescribeLiveStreamsBlockListRequest及
DescribeLiveStreamsBlockListResponse，Java代码示例如下：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throws Exception {
    IClientProfile profile = DefaultProfile.getProfile("cn-hangzhou", "<accessId>", "<accessKey>");
    DefaultAcsClient client = new DefaultAcsClient(profile);
    DescribeLiveStreamsBlockListResponse res=DescribeLiveStreamsBlockListR(client);
    System.out.println(res.getStreamUrls());
}
static DescribeLiveStreamsBlockListResponse DescribeLiveStreamsBlockListR(DefaultAcsClient client) {
    DescribeLiveStreamsBlockListRequest request =new DescribeLiveStreamsBlockListRequest();
    request.setDomainName("<DomainName>");
    DescribeLiveStreamsBlockListResponse response=null;
    try {
        response = client.getAcsResponse(request);
    } catch (Server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catch (Client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return response;
}
            

Demo代码主要流程如下：Demo代码主要流程如下：

i. 初始化Client对象。

SDK需要通过IAcsClient对象完成对OpenAPI的调用，而初始化IAcsClient对象时根据IClientProfile对象
配置region、AccessKeyId和AccessKeySecret参数。其中，region请一直写cn-hangzhou，因为这里
指的是OpenAPI的服务器所在区域。AccessKeyId和AccessKeySecret参数即是账号权限验证，如果是
主账号的AccessKeyId和AccessKeySecret，则可以正常使用。如果是子账号的AccessKeyId和
AccessKeySecret参数，则需要保证该子账号有视频直播的权限。

ii. 初始化请求Request类。

SDK对每个接口实现了对应的Request类和Response类，对应的禁止推流Request类需要传入哪些参
数。API接口定义请参见禁止推流API。

iii. 发起请求获取结果。

使用Client对象的getAcsResponse方法发起Request对象请求，并根据该方法反馈的反序列化的结果
实例化为对应接口的Response类，且在执行该方法时可以catch ServerException和ClientException
异常类。

当http status>=300且<500，SDK抛ClientException，表示客户端错误。

当http status>=500，SDK抛ServerException，表示服务器端错误。

如果没有抛出异常，则表示接口调用成功。

如何查看推流黑名单？如何查看推流黑名单？
直播控制台查看推流黑名单直播控制台查看推流黑名单

禁推成功后，您可以在视频直播控制台的直播管理直播管理 >  > 流管理流管理页面，选择对应的域名，单击禁推流禁推流页签，
单击查询查询，即可查看被禁推的直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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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K获取推流黑名单SDK获取推流黑名单

视频直播的API是基于阿里云的OpenAPI实现的。因此，SDK的调用也是对OpenAPI封装后调用。下载服务
端SDK，请参见SDK下载。如何使用SDK，请参见SDK使用说明。

以Java SDK为例：Java SDK建议使用maven管理项目依赖，在pom.xml中添加如下的依赖项：

<dependencies>
    <dependency>
        <groupId>com.aliyun</groupId>
        <artifactId>aliyun-java-sdk-cdn</artifactId>
        <version>2.3.1</version>
    </dependency>
    <dependency>
        <groupId>com.aliyun</groupId>
        <artifactId>aliyun-java-sdk-core</artifactId>
        <optional>true</optional>
        <version>2.3.8</version>
    </dependency>
</dependencies>
                    

其中，aliyun-java-sdk-core是对阿里云OpenAPI封装的核心模块，在使用OpenAPI的产品调用Java SDK均
需要添加该依赖项，而aliyun-java-sdk-cdn包括了视频直播接口的Request和Response类。其中，查询推
流黑名单列表的Request和Response类为DescribeLiveStreamsBlockListRequest及
DescribeLiveStreamsBlockListResponse，Java代码示例如下：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throws Exception {
    IClientProfile profile = DefaultProfile.getProfile("cn-hangzhou", "<accessId>", "<accessKey>");
    DefaultAcsClient client = new DefaultAcsClient(profile);
    DescribeLiveStreamsBlockListResponse res=DescribeLiveStreamsBlockListR(client);
    System.out.println(res.getStreamUrls());
}
static DescribeLiveStreamsBlockListResponse DescribeLiveStreamsBlockListR(DefaultAcsClient client) {
    DescribeLiveStreamsBlockListRequest request =new DescribeLiveStreamsBlockListRequest();
    request.setDomainName("<DomainName>");
    DescribeLiveStreamsBlockListResponse response=null;
    try {
        response = client.getAcsResponse(request);
    } catch (Server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catch (Client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return response;
}
            

Demo代码主要流程如下：Demo代码主要流程如下：

i. 初始化Client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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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K需要通过IAcsClient对象完成对OpenAPI的调用，而初始化IAcsClient对象时根据IClientProfile对象
配置region、AccessKeyId和AccessKeySecret参数。其中，region请一直写cn-hangzhou，因为这里
指的是OpenAPI的服务器所在区域。AccessKeyId和AccessKeySecret参数即是账号权限验证，如果是
主账号的AccessKeyId和AccessKeySecret则可以正常使用，如果是子账号的AccessKeyId和
AccessKeySecret参数则需要保证该子账号有视频直播的权限。

ii. 初始化请求Request类。

SDK对每个接口实现了对应的Request类和Response类，对应的禁止推流Request类需要传入哪些参
数。API接口定义请参见查询推流黑名单列表API。

iii. 发起请求获取结果。

使用Client对象的getAcsResponse方法发起Request对象请求，并根据该方法反馈的反序列化的结果
实例化为对应接口的Response类，且在执行该方法时可以catch ServerException和ClientException
异常类。

当http status>=300且<500，SDK抛ClientException，表示客户端错误。

当http status>=500，SDK抛ServerException，表示服务器端错误。

如果没有抛出异常，则表示接口调用成功。

如何恢复黑名单直播流推送地址？如何恢复黑名单直播流推送地址？
直播控制台恢复直播控制台恢复

禁推成功后，您可以在视频直播控制台的直播管理直播管理 >  > 流管理流管理页面，选择对应的域名，单击禁推流禁推流页签，
单击恢复恢复，即可恢复被禁推的直播流。

SDK恢复SDK恢复

视频直播的API是基于阿里云的OpenAPI实现的。因此，SDK的调用也是对OpenAPI封装后调用。下载服务
端SDK，请参见SDK下载。如何使用SDK，请参见SDK使用说明。

以Java SDK为例：Java SDK建议使用maven管理项目依赖，在pom.xml中添加如下的依赖项：

<dependencies>
    <dependency>
        <groupId>com.aliyun</groupId>
        <artifactId>aliyun-java-sdk-cdn</artifactId>
        <version>2.3.1</version>
    </dependency>
    <dependency>
        <groupId>com.aliyun</groupId>
        <artifactId>aliyun-java-sdk-core</artifactId>
        <optional>true</optional>
        <version>2.3.8</version>
    </dependency>
</dependencies>
                    

其中，aliyun-java-sdk-core是对阿里云OpenAPI封装的核心模块，在使用OpenAPI的产品调用Java SDK均
需要添加该依赖项，而aliyun-java-sdk-cdn包括了视频直播接口的Request和Response类。其中，查询推
流黑名单列表的Request和Response类为DescribeLiveStreamsBlockListRequest及
DescribeLiveStreamsBlockListResponse，Java代码示例如下：

常见问题··功能使用 视频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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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throws Exception {
    IClientProfile profile = DefaultProfile.getProfile("cn-hangzhou", "<accessId>", "<accessKey>");
    DefaultAcsClient client = new DefaultAcsClient(profile);
    DescribeLiveStreamsBlockListResponse res=DescribeLiveStreamsBlockListR(client);
    System.out.println(res.getStreamUrls());
}
static DescribeLiveStreamsBlockListResponse DescribeLiveStreamsBlockListR(DefaultAcsClient client) {
    DescribeLiveStreamsBlockListRequest request =new DescribeLiveStreamsBlockListRequest();
    request.setDomainName("<DomainName>");
    DescribeLiveStreamsBlockListResponse response=null;
    try {
        response = client.getAcsResponse(request);
    } catch (Server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catch (Client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return response;
}
            

Demo代码主要流程如下：Demo代码主要流程如下：

i. 初始化Client对象。

SDK需要通过IAcsClient对象完成对OpenAPI的调用，而初始化IAcsClient对象时根据IClientProfile对象
配置region、AccessKeyId和AccessKeySecret参数。其中region请一直写cn-hangzhou，因为这里指
的是OpenAPI的服务器所在区域。AccessKeyId和AccessKeySecret参数即是账号权限验证。如果是主
账号的AccessKeyId和AccessKeySecret，则可以正常使用。如果是子账号的AccessKeyId和
AccessKeySecret参数，则需要保证该子账号有视频直播的权限。

ii. 初始化请求Request类。

SDK对每个接口实现了对应的Request类和Response类，对应的恢复推流Request类需要传入哪些参
数。API接口定义请参见恢复直播流推送API。

iii. 发起请求获取结果。

使用Client对象的getAcsResponse方法发起Request对象请求，并根据该方法反馈的反序列化的结果
实例化为对应接口的Response类，且在执行该方法时可以catch ServerException和ClientException
异常类。

当http status>=300且<500，SDK抛ClientException，表示客户端错误。

当http status>=500，SDK抛ServerException，表示服务器端错误。

如果没有抛出异常，则表示接口调用成功。

视频直播服务支持推流认证、播放认证和推流黑名单等多种安全策略，保护您的直播版权不受侵犯。

推流鉴权：直播推流采用URL鉴权，URL鉴权功能旨在保护用户上传的内容资源不被非法盗用侵占。

播放鉴权：直播播放采用URL鉴权。直播控制台开启推流鉴权后会自动开启播放URL鉴权。使用鉴权后的
URL播放地址降低客户资源被盗链的风险。

3.2. 如何保护直播版权，防止非授权用户访问？3.2. 如何保护直播版权，防止非授权用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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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鉴权url后可以修改时间吗？

是否可以将视频直播以二维码的形式转发分享给其他人？

直播鉴权地址是否支持多个直播域名共用？

有直播鉴权的API吗？

生成鉴权URL后可以修改时间吗？生成鉴权URL后可以修改时间吗？
视频直播配置的鉴权，设置有效时间生成鉴权URL后，可以修改有效时间，但鉴权URL也会变更，在之前有效
时间失效前，原来的鉴权URL可以正常使用，如果需要修改成修改后的有效时间，鉴权URL需要调整为修改后
的URL地址。

是否可以将视频直播以二维码的形式转发分享给其他人？是否可以将视频直播以二维码的形式转发分享给其他人？
可以通过二维码的方式给直播的播放链接，但需要客户设置鉴权时间很长，或者不设置鉴权，通过二维码扫
描的话，客户一般是通过微信扫的，在微信H5中直播，需要注意播放格式，比如不支持FLV格式，建议使用
m3u8格式。

直播鉴权地址是否支持多个直播域名共用？直播鉴权地址是否支持多个直播域名共用？
直播鉴权地址不支持多个直播域名共用。

有直播鉴权的API吗？有直播鉴权的API吗？
没有直播鉴权API 。鉴权是一套算法，而不是一个功能接口。需要拼接得到未鉴权的推流地址，根据计算算
法自己代码实现获取鉴权推流URL地址。需要首先依据我们提供的鉴权算法描述，实现自己的鉴权函数。然
后输入项为鉴权之前的播放或者推流URL，函数输出为鉴权之后的需要地址即可。请参见URL鉴权。

本文主要介绍转码出的文件与转码模板的宽高参数相反的问题排查步骤。

场景场景
使用媒体转码后，实际转码出的文件与转码模板的宽高参数相反。

排查排查
1. 查看转码后的视频的参数。

3.3. 视频直播鉴权常见问题3.3. 视频直播鉴权常见问题

3.4. 转码出的文件与转码模板的宽高参数相反3.4. 转码出的文件与转码模板的宽高参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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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查看转码模板参数。

3. 排查确实存在该问题，经过查看发现该原始视频存在Rotation参数，因此模板会根据该参数进行旋转。
然后按照旋转后的模板再对视频做操作。

4. 视频中的Rotation参数在转码后不会保留，而是会直接应用于转码模板进行旋转。

场景场景
配置了HTTPS证书，但无法使用HTTPS访问。

排查排查
1. 检查该域名是否开启HTTPS配置。

i. 登录视频直播控制台。

ii.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域名管理域名管理，进入域名管理域名管理页面。

iii. 选择您要配置的播流域名，单击域名配置域名配置。

iv. 单击HTTPS页签，检查是否开启HTTPS安全加速。

2. 检查证书格式是否错误。

视频直播只支持Nginx能读取的证书，即PEM格式，请检查证书格式是否正确。

i. 登录云盾证书控制台。

ii. 找到域名对应的HTTPS证书，并下载Nginx类型的证书（包含PEM和KEY）。

iii. 登录视频直播控制台，打开相应域名的HTTPS配置，检查证书内容是否一致。

3. 检查证书是否过期。

i. 登录云盾证书控制台。

ii. 找到域名对应的HTTPS证书，检查是否过期。

4. 检查证书是否匹配。

i. 登录云盾证书控制台。

ii. 找到该证书，检查证书域名是否和直播域名相同。

3.5. 无法使用HTTPS访问问题排查3.5. 无法使用HTTPS访问问题排查

视频直播 常见问题··功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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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本文档包含的第三方产品信息，仅供参考。阿里云对第三方产品的性能、可靠性以及操作可
能带来的潜在影响，不做任何暗示或其他形式的承诺。

使用第三方推流工具，为何m3u8播放地址观看延时达到50秒以上？使用第三方推流工具，为何m3u8播放地址观看延时达到50秒以上？
使用推流工具进行推流操作时，需手动调节直播流的延时时间。目前m3u8播放地址延时在10秒～35秒之间
为正常范围。如您的延时已超过正常范围，请您参照以下步骤设置参数。

OBS推流工具设置

i. 选择输出输出>高级高级。

ii. 将关键帧间隔（秒，0= 自动）关键帧间隔（秒，0= 自动）设置为 2。

FMLE推流工具设置

i. 选择VideoVideo>**Format **>Keyf rame FrequencyKeyf rame Frequency。

ii. 选择5 seconds5 seconds。

4.第三方工具使用指南4.第三方工具使用指南
4.1. 第三方推流工具常见问题4.1. 第三方推流工具常见问题

常见问题··第三方工具使用指南 视频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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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本文档包含的第三方产品信息，仅供参考。阿里云对第三方产品的性能、可靠性以及操作可
能带来的潜在影响，不做任何暗示或其他形式的承诺。

简介简介
VLC media player 是一款自由、开源的跨平台多媒体播放器及框架，可用来播放大多数多媒体文件，以及
DVD、音频CD、VCD和各类流媒体协议。

VLC media player 是否提供源代码下载？VLC media player 是否提供源代码下载？
是的，VLC media player可以提供源代码下载。

VLC media player使用是否收费？VLC media player使用是否收费？
个人使用并不收费，这个程序和其源代码都是免费的。企业使用请参考VLC media player的相关使用协议。

VLC media player支持哪些操作系统？VLC media player支持哪些操作系统？
支持 OS X、Windows、Linux、iOS、Android、Chrome OS等操作系统。在各种操作系统上都有相应的播放
程序。

VLC media player支持哪些直播格式？VLC media player支持哪些直播格式？
常见的直播格式都支持，包括RTMP格式、FLV格式以及M3U8格式。

4.2. VLC播放器4.2. VLC播放器

视频直播 常见问题··第三方工具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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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VLC media player下载VLC media player
请您到 VLC media player官网 下载最新软件 。

使用VLC media player播放视频使用VLC media player播放视频
请您在安装好VLC media player之后，按照如下步骤操作进行视频播放：

1. 在主界面选择 媒体媒体 > 打开网络串流打开网络串流。

2. 获取直播地址。

您可以在视频直播控制台的直播管理直播管理 >  > 流管理流管理 页面中获取直播地址直播地址。

3. 在弹出对话框中输入直播播流地址直播播流地址，并单击播放播放。

常见问题··第三方工具使用指南 视频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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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开始观看直播。

说明 说明 缓冲时间和网络有关，正常在2秒~5秒左右。

更多问题，请您查看VLC media player官网。

说明 说明 本文档包含的第三方产品信息，仅供参考。阿里云对第三方产品的性能、可靠性以及操作可
能带来的潜在影响，不做任何暗示或其他形式的承诺。

简介简介
什么是OBS？什么是OBS？

Open Broadcaster Software（简称OBS）是一款好用的直播流媒体内容制作软件。

OBS使用是否收费？OBS使用是否收费？

不收费，这个程序和其源代码都是免费的。

OBS都支持哪些操作系统？OBS都支持哪些操作系统？

支持 OS X、Windows、Linux操作系统，适用于多种直播场景，满足大部分直播行为的操作需求。

下载OBS下载OBS
请您到OBS官网下载最新软件 OBS官方下载。

4.3. OBS推流工具4.3. OBS推流工具

视频直播 常见问题··第三方工具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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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OBS设置OBS
1. 通用设置。

如果您有直播录制需求，由于直播时网络环境较复杂，建议您进行直播时，在本地进行录制备份。

2. 流设置。

常见问题··第三方工具使用指南 视频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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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注意 将鉴权后的推流地址分两部分输入 URLURL 与 流名称流名称 中。URLURL 部分填写包含AppName前
的地址，流名称流名称 部分填写包含StreamName后的地址。实际使用时，将整个推流地址粘贴到URLURL内
也是可以播放的，但是为了安全最好将StreamName后的地址写入流名称流名称内，隐藏auth_key。

实际Mac版OBS的流密钥与Windows版OBS的流秘钥中的内容默认不显示明文。

以上面的推流地址为例，参数设置为：

FMS URL / URL：  rtmp://  demo.aliyundoc.com /liveAPP**** 
流秘钥：  liveStream****?vhost=live.aliyuntest.club&auth_key=1519372875-0-0-5a571e7e3398ca3fc7dcd6
5ee216**** 
开启了鉴权后，鉴权参数也一并放在Mac版OBS的流密钥与Windows版OBS流秘钥中。

3. 分辨率设置。

输出分辨率就是您想让观众看到的画面分辨率，分辨率决定着画面的清晰程度，越高画面越清晰。

FPS是视频帧率，它控制视频观看视频流畅，普通视频帧率有24-30帧，低于16帧画面看起来有卡顿
感。而游戏对帧率要求比较高，一般小于30帧游戏会显得不连贯。

常见视频分辨率与比例对照表

比例 分辨率 比例 分辨率 比例 分辨率

4:03

2048×1536

1600×1200

1400×1050

1152×864

1024×768

800×600

640×480

16:09

1920×1080

1600×900

280×720

16:10

2560×1600

1920×1200

1680×1050

1440×900

1366×768

960×600

800×480

4. 输出设置。

视频直播 常见问题··第三方工具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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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视频或音频比特率越大，所需的带宽越大。

5. 减少直播延迟设置。

常见操作设置介绍常见操作设置介绍
直播来源设置介绍直播来源设置介绍

OBS工具支持简单的内容快速编辑、剪辑、场景、来源素材快速切换的操作，可以对直播活动进行快速简单
的内容编辑。

常见问题··第三方工具使用指南 视频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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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wserSourceBrowserSource：可实时展示一个网络页面。

图像图像：适用于单张图像直播。

图像幻灯片放映图像幻灯片放映：可循环或者顺序多张播放图片，适用于会议、教育类课件直播。

场景场景：实现各种强大的直播效果。此时，另一个场景是作为来源被添加进当前场景的，可以实现整个场景
的插入。

媒体源媒体源：可上传本地视频，并本地点播视频文件进行直播化处理。

文本文本：实时添加文字在直播窗口中。

显示器捕获显示器捕获：可实时动态捕捉您电脑桌面的操作，电脑桌面中所有的操作均执行直播。

游戏捕获游戏捕获：允许对指定来源的游戏进行直播。适用于大小游戏的实况直播。

窗口捕获窗口捕获：可根据您选择的窗口进行实时动态捕获，使用窗口捕获的好处是直播仅显示您当前窗口的内
容，其他窗口不会进行直播捕获。适用于软件讲解或操作指引类的直播。

色源色源：使用这个来源可以添加一个色块到你的场景中，作为一个背景色。该色块可以调节透明度，成为全
屏透明色彩。

视频捕获设备视频捕获设备：实时动态捕捉摄像设备，可将摄像后的画面进行直播。常见场景有娱乐秀场，视频会议
等。

音频输入捕获音频输入捕获：用于音频直播活动（音频输入设备）。

音频输出捕获音频输出捕获：用于音频直播活动（音频输出设备）。

说明 说明 场景与来源内容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切换，叠加展示。

工作室模式介绍工作室模式介绍
工作室模式提供给用户可对当前直播的内容进行实时编辑的操作的界面。

视频直播 常见问题··第三方工具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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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边画面为素材准备界面，右侧画面为直播显示画面。

先设置画面转换模式。

画面需要进行切换时，分别执行过渡动画设置。

快速过渡动画可在场景过渡中设置。

常见问题常见问题
为什么使用OBS做直播推流有卡顿，丢帧的现象？

OBS有丢帧监测数据，发现有丢帧现象时，请您首先检查带宽资源是否够用，上传速度是否满足直播需
求。同时尝试适当降低视频分辨率。

查看您的CPU是否耗费较高。电脑配置过低，电脑资源被占满，也会影响视频的流畅度。

更多问题，请您查看OBS论坛讨论。

常见问题··第三方工具使用指南 视频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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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和使用中国内地视频直播服务的前提是您已经完成实名认证，否则您将无法在中国内地开通视频直播服
务。

概述概述
购买和使用中国内地视频直播服务的前提是您已经完成实名认证，否则您将无法在中国内地开通视频直播服
务。

详细信息详细信息
成功注册阿里云账号后，请根据实际情况从以下两种方式选择其中一种：

个人实名认证

企业实名认证

完成实名认证后，您就可以正常开通视频直播服务了，详情请参见开通与购买视频直播。

适用于适用于
视频直播

5.购买中国内地视频直播服务的实名登记5.购买中国内地视频直播服务的实名登记

视频直播 常见问题··购买中国内地视频直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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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播放地址是否正确确认播放地址是否正确
获取直播播放地址。

i. 登录 视频直播控制台。

ii. 选择所需的地域。

iii. 在所需的域名右侧单击 管理管理。

iv.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中可获得 播放信息播放信息， 即直播播放地址。

播放地址自定义拼接规则为  播放域名 +  AppName +  StreamName +  _ +  转码模板名称 。详情参考 推流
地址与播流地址（原画）、推流地址和播流地址（转码）。

确域名是否 CNAME 至阿里云服务器下确域名是否 CNAME 至阿里云服务器下
您可以通过 PING 的方式来查询是 CNAME 是否生效；如果 PING 到 alikunlun*.com 表示域名 CNAME 生效。
若 CNAME 为生效，请执行 CNAME 绑定操作，详见 CNAME 配置。

6.（重复，下线）推流成功后无法播放6.（重复，下线）推流成功后无法播放

常见问题··（重复，下线）推流成功后
无法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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