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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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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点播通过多种SDK提供一站式点播解决方案，降低开发成本。本文提供视频点播各SDK及对应Demo源码
最新版本的下载地址。

客户端SDK客户端SDK

SDKSDK 终端终端 下载地址下载地址 相关文档相关文档

短视频SDK

iOS

专业版 V3.27.0 SDK及
Demo源码

标准版 V3.27.0 SDK及
Demo源码

基础版 V3.27.0 SDK及
Demo源码

iOS端集成

Android

专业版 V3.27.0 SDK及
Demo源码

标准版 V3.27.0 SDK及
Demo源码

基础版 V3.27.0 SDK及
Demo源码

Android端集成

播放器SDK

iOS
V5.4.2.0 SDK及Demo源
码

iOS端集成

Android
V5.4.2.0 SDK及Demo源
码

Android端集成

Flutter V5.4.0 SDK及Demo源码 Flutter端集成

Windows V5.4.2 SDK及Demo源码 Windows端集成

Web Web播放器在线引入地址 Web端集成

1.SDK参考1.SDK参考

视频点播 SDK下载··SDK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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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shortVideo/3.27.0/iOS/ApsaraVideo_shortVideoPro_v3.27.0_iOS_20211206.zip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shortVideo/3.27.0/iOS/ApsaraVideo_shortVideoST_v3.27.0_iOS_20211206.zip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shortVideo/3.27.0/iOS/ApsaraVideo_shortVideoBase_v3.27.0_iOS_20211206.zip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94451.html#topic-1959870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shortVideo/3.27.0/android/ApsaraVideo_shortVideoPro_3.27.0_Android_20211206.zip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shortVideo/3.27.0/android/ApsaraVideo_shortVideoST_3.27.0_Android_20211206.zip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shortVideo/3.27.0/android/ApsaraVideo_shortVideoBase_3.27.0_Android_20211206.zip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94451.html#topic-1959870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playVideo/5.4.2.0/ApsaraVideo_videoPlay_v5.4.2.0_iOS_20210802.zip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24708.html#task-1995473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playVideo/5.4.2.0/ApsaraVideo_videoPlay_v5.4.2.0_Android_20210803.zip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24711.html#task-1995473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playVideo/5.4.0/flutter_aliplayer_5.4.0.zip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99149.html#task-2024540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playVideo/5.4.2.0/ApsaraVideo_videoPlay_v5.4.2_Windows_20210830.zip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75163.html#task-1997381
https://player.alicdn.com/aliplayer/index.html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25570.html#task-1997027


上传SDK

说明说明

针对大文件、多批量
的上传场景，建议使
用PC客户端上传，请
参见PC端上传。

iOS V1.6.1 SDK iOS端集成

Android V1.6.2 SDK Android端集成

Web（JavaScript上传
SDK）

V1.5.2 JavaScript上传
SDK

Demo源码（jquery和
Vue）

JavaScript上传SDK使用说
明

趣视频

iOS V1.4.2 Demo源码 iOS端集成

Android V1.4.2 Demo源码 Android端集成

AppSever及管理控制台 V1.4.0 Demo源码

AppServer后台源码集
成

控制台源码集成

长视频

说明说明

长视频也称为在线视
频，主要以泛娱乐化
的影视剧作为载体呈
现。我们也同时提供
产品级的UI和交互，
方便您快速搭建长视
频App。

iOS V1.0.0 Demo源码 iOS端集成

Android V1.0.0 Demo源码 Android端集成

AppSever及管理控制台 V1.0.0 Demo源码

AppServer后台源码集
成

管理控制台源码集成

SDKSDK 终端终端 下载地址下载地址 相关文档相关文档

服务端上传SDK服务端上传SDK

SDKSDK 下载地址下载地址 相关文档相关文档

Java上传SDK V1.4.14 SDK及Demo源码 Java上传SDK使用说明

Python上传SDK V1.3.2.1 SDK及Demo源码 Python上传SDK使用说明

SDK下载··SDK参考 视频点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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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311215.html#task-2113797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upload/1.6.1/ApsaraVideo_AlivcVideoUpload_v1.6.1_iOS_20200623.zip?spm=a2c4g.11186623.2.23.3a9b6de0Z4pAs0&file=ApsaraVideo_AlivcVideoUpload_v1.6.1_iOS_20200623.zip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00448.html#task-1995648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upload/1.6.2/ApsaraVideo_Upload_v1.6.2_Android_20210602.zip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00490.html#task-1995648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upload/JS/aliyun-upload-sdk-1.5.2.zip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upload/JS/aliyun-upload-sdk-1.5.2demo.zip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52204.html#multiTask10699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smartVideo/1.4.2/ApsaraVideo_QuVideo_v1.4.2_iOS_20210830.zip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95769.html#multiTask1081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smartVideo/1.4.2/ApsaraVideo_QuVideo_v1.4.2_Android_20210830.zip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95746.html#multiTask2357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smartVideo/1.4.0/ApsaraVideo_QuVideo_v1.4.0_Server_20191226.zip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08783.html#multiTask12414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08784.html#multiTask4892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longVideo/1.0.0/ApsaraVideo_LongVideo_v1.0.0_iOS_20190903.zip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39705.html#multiTask3135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longVideo/1.0.0/ApsaraVideo_longVideo_v1.0.0_Android_20190903.zip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39706.html#multiTask5415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longVideo/1.0.0/ApsaraVideo_LongVideo_v1.0.0_Server_20190903.zip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39709.html#multiTask7051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39713.html#multiTask6138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upload/java/VODUploadDemo-java-1.4.14.zip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53406.html#multiTask13370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upload/Python/1.3.2/VodUploadSDK-Python_1.3.2.1.zip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64148.html#multiTask6604


PHP上传SDK V1.0.2 SDK及Demo源码 PHP上传SDK使用说明

C/C++上传SDK V1.0.0 SDK及Demo源码 C/C++上传SDK使用说明

SDKSDK 下载地址下载地址 相关文档相关文档

服务端接口SDK服务端接口SDK
服务端接口SDK封装了点播服务API的使用，支持以下语言版本：

SDKSDK 下载地址下载地址 相关文档相关文档

Java SDK

核心库：Alibaba Cloud SDK for
Java

VoD库：Alibaba Cloud VOD SDK
for Java

Java SDK安装

Python SDK

核心库：Alibaba Cloud SDK for
Python

VoD库：Alibaba Cloud VOD SDK
for Python

Python SDK安装

PHP SDK

核心库：Alibaba Cloud SDK for
PHP

VoD库：Alibaba Cloud VOD SDK
for PHP

PHP SDK安装

.NET SDK

核心库：Alibaba Cloud SDK for
.NET

VoD库：Alibaba Cloud VOD SDK
for .NET

.NET SDK安装

Node.js SDK

核心库：Alibaba Cloud SDK for
Node.js

VoD库：Alibaba Cloud VOD SDK
for Node.js

Node.js SDK安装

Go SDK

核心库：Alibaba Cloud SDK for Go

VoD库：Alibaba Cloud VOD SDK
for Go

Go SDK安装

视频点播 SDK下载··SDK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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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62952/cn_zh/1555416464043/VodUploadSDK-PHP_1.0.2.zip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00976.html#multiTask9090
https://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992/cn_zh/1547544294378/VodSDK-C_1.0.0.gz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02770.html#multiTask7060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60574.html#doc-1235484
https://open.aliyun.com/sdk?language=java&product=sdkcore
https://open.aliyun.com/sdk?spm=a2c4g.11186623.0.0.598e1cd5yX1XZa&language=java&product=vod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57756.html#multiTask1210
https://open.aliyun.com/sdk?language=python&product=sdkcore
https://open.aliyun.com/sdk?language=python&product=vod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61051.html#multiTask537
https://open.aliyun.com/sdk?language=php&product=sdkcore
https://open.aliyun.com/sdk?language=php&product=vod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61067.html#multiTask638
https://open.aliyun.com/sdk?spm=a2c4g.11186623.0.0.598e1cd55xIYvO&language=net&product=sdkcore
https://open.aliyun.com/sdk?language=net&product=vod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72085.html#multiTask514
https://open.aliyun.com/sdk?language=nodejs&product=sdkcore
https://open.aliyun.com/sdk?language=nodejs&product=vod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01351.html#multiTask491
https://open.aliyun.com/sdk?language=go&product=sdkcore
https://open.aliyun.com/sdk?language=go&product=vod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87263.html#task-1959755


C/C++ SDK

核心库：Alibaba Cloud SDK for Go

VoD库：Alibaba Cloud VOD SDK
for C/C++

C/C++ SDK安装

SDKSDK 下载地址下载地址 相关文档相关文档

SDK下载··SDK参考 视频点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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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open.aliyun.com/sdk?language=go&product=sdkcore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101254/cn_zh/1545981303612/aliyun-c-sdk-vod.tar.gz?file=aliyun-c-sdk-vod.tar.gz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01254.html#multiTask1543


本文为您介绍了阿里云Android短视频SDK不同版本在不同更新时间对应的更新功能。

Android专业版SDKAndroid专业版SDK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2021-12-06 V3.27.0

新增剪同款功能。

多源录制支持回声消除、降噪、背景音乐与录音混音。

新增lut滤镜特效。

接口优化，统一SDK中接口的单位，时间：毫秒，角度：弧度。

修复HDR视频无法合成的问题。

修复部分已知问题。

2021-10-29 V3.26.0
优化SDK的稳定性问题。

修复部分音频格式不支持的问题。

2021-09-27 V3.25.0

新增画中画功能，支持在编辑界面添加画中画。

新增快速获取视频缩略图模式功能。

新增字幕动画功能，支持对字幕（花字）等做动画。

优化包的大小，集成后包体减少3M以上。

草稿箱新增自定义封面图。

修复部分已知问题。

2021-08-27 V3.24.0

优化SDK，删除FFmpeg软编码。

修复字幕在32位系统不生效的问题。

修复音频编码为HE-AACV2的视频，裁剪后无法在Chrome播放器
播放的问题。

2.短视频SDK发布历史2.短视频SDK发布历史
2.1. Android短视频SDK2.1. Android短视频SDK

视频点播 SDK下载··短视频SDK发布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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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06 V3.23.0

新增草稿箱功能，支持导出草稿。

字幕新增背景色、对齐等功能。

合拍新增回声消除功能。

Demo中美颜模块替换为Queen SDK。

Demo中新增6个分屏滤镜特效。

多源录制支持SurfaceView录屏。

优化合拍性能，提升合成速度。

录制支持自动删除临时视频文件。

SDK API增加注释，提高接入效率。

修复部分设备使用长视频合成至99%会失败的问题。

修复部分设备的拍摄黑屏等问题。

2021-06-11 V3.22.0

编辑时新增花字功能。

新增局部屏幕采集功能。

新增边录屏边进行摄像头采集的功能。

在自定义特效Shader类中新增时间的内建变量
（BUILT IN_PROGRESS）。

修复合拍时合拍视频高度可能会少两个像素的问题。

提升SDK稳定性，修复部分场景下不稳定的问题。

2021-04-28 V3.21.0

新增合拍摄像头视频展示时，支持使用圆角边框。

支持使用HECI图片的导入工具。

修复部分机型进行软编过程中内存堆积并导致崩溃的问题。

修复自定义渲染回调相机矩阵没有及时更新的问题。

修复SDK稳定性问题。

2021-03-24 V3.20.0

编辑模块音频增加淡入淡出效果。

编辑模块增加组合字幕功能。

编辑模块增加基础编辑能力。

修复部分机型多段视频素材编辑时，素材预览切换时出现花屏的
情况。

修复编辑场景视频导出帧率设置不生效的问题。

修复Android平台自定义渲染时相机变化矩阵可能为空的问题。

修复SDK稳定性问题。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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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2-03 V3.19.0

新增编辑模块音频降噪功能。

新增合拍和视频合并功能，支持设置背景图片和背景颜色。

新增合拍和视频合并功能，支持音轨合并。

新增支持录制预览阶段，回调音频数据。

修复编辑字幕功能，放大字体到某个字号，emoji图案不显示的问
题。

修复设置水印、图片，添加某些透明光晕图片，光晕变色的问
题。

修复添加静态图片旋转角度不对问题。

2021-01-13 V3.18.1 修复Android合拍非填充模式下花屏问题。

2020-12-31 V3.18.0
增加合拍视频指定使用的音轨功能（视频原音、录制声音、静
音）。

修复 android Q（10）切换画幅会闪烁黑边的问题。

2020-12-1 V3.17.1

修复某些机型合成后opengl导致的闪退问题。

修复自定义字体不生效问题。

修复AlivcSdkCore.setLogPath日志多线程问题。

2020-10-30 V3.17.0

Android SDK 包名重构优化，降低接入理解成本，更加友好，新
包名统一以com.aliyun.svideosdk.*命名。最新接口请参见集成
SDK。

转换工具请下载辅助转换工具。

优化萝莉音效、新增方言音效。

修复拍照在极端场景下的闪退问题。

删除确定不被引用的废弃接口，列表如下：

com.error.NativeErrorCode。

com.qu.preview.callback.OnNativeReady。

com.aliyun.qupai.editor.AliyunIExporter。

com.aliyun.qupai.editor.AliyunIPlayer

com.aliyun.qupai.editor.OnPlayCallback。

com.aliyun.qupai.editor.OnPreparedListener。

com.aliyun.querrorcode.AliyunVideoCoreError。

2020-09-21 V3.16.2 修复高斯模糊背景问题。

2020-06-23 V3.16.1
修复添加字幕后每行字数不统一问题。

修复字幕和动图动画，二次编辑时效果移动不正确问题。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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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12 V3.16.0

恢复主流动画功能。

修复线上反馈偶现崩溃问题。

修复长视频可能出现的播放卡顿问题。

修复部分机型兼容性导致的录制崩溃问题。

2020-03-20 V3.15.0

修复合成视频播放卡顿问题。

修复视频多段变速失效问题。

修复一些机型前置摄像头曝光区域无效问题。

新增基于自定义特效制作规范的两组转场、滤镜效果转场与滤镜
效果。

新增自定义特效参数调节接口，支持实时调节特效参数。

支持自定义滤镜、转场特效，自定义特效。

2019-12-27 V3.14.0

适配Android Q系统，提升Android Q系统录制编辑输出视频性
能。

优化录制时实现，解决偶现的卡死问题。

修复已知几处内存泄漏并优化部分性能。

2019-11-21 V3.13.0
录制模块稳定性，性能全面优化。

录制模块支持基于RACE的美颜美型功能。

2019-09-10 V3.12.0

增加日志分析功能
AlivcSdkCore#setDebugLoggerLevel(AlivcDebugLoggerLevel
level) 提供三个等级供用户设置。

AlivcDLClose：关闭日志分析功能。

AlivcDLNormal：能分析warning，error级别的日志，建议使
用这个等级来做日志分析。

AlivcDLAll：全量Log分析，只建议在定位疑难问题时开启，不
建议在正式发版中使用以上功能只会做SDK的日志分析。

编辑模块性能提升。

编辑模块废除addRunningDisplayMode接口，去除动态切换内容
模式功能。

编辑模块废除removeRunningDisplayMode接口，去除删除动态
切换内容模式功能。

2019-07-30 V3.11.0

提升片段录制起停的速度和录制合成的速度，分段录制更加流
畅。

优化录制进度回调粒度和精准度。

精准控制gop，提升部分场景下的转码速度。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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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26 V3.10.5
新增合拍功能接口：AliyunIMixRecorder。

新增多轨道视频拼接接口（可以实现画中画、左右分屏等效
果）：AliyunIMixComposer。

2019-06-12 V3.10.0

编辑新增大魔王，小黄人音效，支持mjpeg视频格式。

编辑播放提升对部分损坏视频文件的兼容性。

编辑/转码新增对HEVC视频硬解支持。

转码速度提升。

录制新增重新设置预览窗口大小接口。

录制修复小段录制视频时长不准确问题。

新增合成及上传单独接口，可支持单独合成及单独上传。

优化一些句柄未释放导致的泄漏隐患问题。

编辑初始化默认不再绘制首帧，新增draw方法支持强制绘制一
帧。

2019-04-24 V3.9.0
新增音效功能，提供萝莉、大叔、混响、回声等音效。

提升编辑模块Seek性能。

2019-03-01 V3.8.0

优化了编辑播放能力，流畅播放不卡顿。

优化了编辑合成的速度。

优化了视频录制预览清晰度。

提升低端机器上的录制帧率。

2018-12-14 V3.7.7
相同视频质量下，提升视频清晰度。

支持导入H265格式的视频。

2018-11-01 V3.7.5

新增转场功能包含淡入淡出、多边形转场、百叶窗等主流效果。

新增字幕动画功能包含旋转、平移、缩放、透明度。

新增多段视频加多个变速时间特效功能。

导入GIF图片适配性增强。

2018-08-21 V3.6.5.1

集成虾米版权音乐。

集成了第三方人脸AR模块，新增高级美颜和美肌。

修复多段录制到编辑不能自动播放的问题。

修复支持YUV数据对接渲染问题，支持以pixelbuffer的形式对
接。

2018-07-26 V3.6.5

修复了部分视频裁剪99%卡死问题。

修复了部分视频裁剪后预览卡顿问题。

修复编辑以及上传模块的已知Bug。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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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21 V3.6.0

编辑模块重构，提升转码和合成性能。

新增快速，慢速，反复，倒放的时间特效功能。

清晰度不变情况下降低视频文件大小。

提升视频特效渲览清晰度。

支持混音，音频裁剪，任意时间等功能。

提升了人脸贴纸追踪效果。

2018-02-09 V3.5.0
新增录制模块添加魔法音乐功能。

新增特效滤镜：灵活出窍、幻影等功能。

2018-01-03 V3.4.0

新增13个滤镜效果。

提升人脸识别追踪性能，最大支持3张人脸。

新增编辑模块中音乐seek功能，支持任意时间点添加。

新增编辑模块转场时间设置。

2017-11-24 V3.3.5

新增后台合成和上传功能，提升用户体验。

新增选择视频封面功能。

编辑界面新增静态贴纸接口。

2017-10-25 V3.3.4

新增自定义码率接口。

新增GPU裁剪接口，提升性能。

内部优化并修复了已知的Bug。

2017-09-29 V3.3.3

优化了录制时手动对焦功能。

新增视频裁剪后秒进到编辑的接口。

为了更好的完善SDK，对程序的闪退，报错等信息进行上报。

2017-08-31 V3.3.2

新增裁剪和编辑界面底色接口。

新增软编。

修复安卓8.0造成的闪退Bug。

修复导入本地音乐无法播放的Bug。

2017-08-11 V3.3.1

新增人脸识别功能。

优化视频录制的清晰度。

优化录制文件过大问题。

修复录制到编辑界面视频画面黑屏卡死Bug。

2017-07-11 V3.3.0
实时混音功能和变速功能。

新增视频和照片混合导入功能。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SDK下载··短视频SDK发布历史 视频点播

14 > 文档版本：20211213



2017-06-23 V3.2.0

新增视频涂鸦功能。

修复不能输出非方形的缩略图。

修复MV移动、选择、缩放等动画无效的问题。

提供取非关键帧缩略图接口。

2017-06-16 V3.1.3

增加编码格式错误码及提醒。

修复裁剪区域不正确的问题，调整下载接口中的bundleId为
packageName。

底层库提供编码格式错误返回。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Android标准版SDKAndroid标准版SDK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2021-12-06 V3.27.0

新增剪同款功能。

多源录制支持回声消除、降噪、背景音乐与录音混音。

新增lut滤镜特效。

接口优化，统一SDK中接口的单位，时间：毫秒，角度：弧度。

修复HDR视频无法合成的问题。

修复部分已知问题。

2021-10-29 V3.26.0
优化SDK的稳定性问题。

修复部分音频格式不支持的问题。

2021-09-27 V3.25.0

新增画中画功能，支持在编辑界面添加画中画。

新增快速获取视频缩略图模式功能。

新增字幕动画功能，支持对字幕（花字）等做动画。

优化包的大小，集成后包体减少3M以上。

草稿箱新增自定义封面图。

修复部分已知问题。

2021-08-27 V3.24.0

优化SDK，删除FFmpeg软编码。

修复字幕在32位系统不生效的问题。

修复音频编码为HE-AACV2的视频，裁剪后无法在Chrome播放器
播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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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06 V3.23.0

新增草稿箱功能，支持导出草稿。

字幕新增背景色、对齐等功能。

合拍新增回声消除功能。

Demo中美颜模块替换为Queen SDK。

Demo中新增6个分屏滤镜特效。

多源录制支持SurfaceView录屏。

优化合拍性能，提升合成速度。

录制支持自动删除临时视频文件。

SDK API增加注释，提高接入效率。

修复部分设备使用长视频合成至99%会失败的问题。

修复部分设备的拍摄黑屏等问题。

2021-06-11 V3.22.0

编辑时新增花字功能。

新增局部屏幕采集功能。

新增边录屏边进行摄像头采集的功能。

在自定义特效Shader类中新增时间的内建变量
（BUILT IN_PROGRESS）。

修复合拍时合拍视频高度可能会少两个像素的问题。

提升SDK稳定性，修复部分场景下不稳定的问题。

2021-04-28 V3.21.0

新增合拍摄像头视频展示时，支持使用圆角边框。

支持使用HECI图片的导入工具。

修复部分机型进行软编过程中内存堆积并导致崩溃的问题。

修复自定义渲染回调相机矩阵没有及时更新的问题。

修复SDK稳定性问题。

2021-03-24 V3.20.0

编辑模块音频增加淡入淡出效果。

编辑模块增加组合字幕功能。

编辑模块增加基础编辑能力。

修复部分机型多段视频素材编辑时，素材预览切换时出现花屏的
情况。

修复编辑场景视频导出帧率设置不生效的问题。

修复Android平台自定义渲染时相机变化矩阵可能为空的问题。

修复SDK稳定性问题。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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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2-03 V3.19.0

新增编辑模块音频降噪功能。

新增合拍和视频合并功能，支持设置背景图片和背景颜色。

新增合拍和视频合并功能，支持音轨合并。

新增支持录制预览阶段，回调音频数据。

修复编辑字幕功能，放大字体到某个字号，emoji图案不显示的问
题。

修复设置水印、图片，添加某些透明光晕图片，光晕变色的问
题。

修复添加静态图片旋转角度不对问题。

2021-01-13 V3.18.1 修复Android合拍非填充模式下花屏问题。

2020-12-31 V3.18.0
增加合拍视频指定使用的音轨功能（视频原音、录制声音、静
音）。

修复 android Q（10）切换画幅会闪烁黑边的问题。

2020-12-1 V3.17.1

修复某些机型合成后opengl导致的闪退问题。

修复自定义字体不生效问题。

修复AlivcSdkCore.setLogPath日志多线程问题。

2020-10-30 V3.17.0

Android SDK 包名重构优化，降低接入理解成本，更加友好，新
包名统一以com.aliyun.svideosdk.*命名。最新接口请参见集成
SDK。

转换工具请下载辅助转换工具。

优化萝莉音效、新增方言音效。

修复拍照在极端场景下的闪退问题。

删除确定不被引用的废弃接口，列表如下：

com.error.NativeErrorCode。

com.qu.preview.callback.OnNativeReady。

com.aliyun.qupai.editor.AliyunIExporter。

com.aliyun.qupai.editor.AliyunIPlayer

com.aliyun.qupai.editor.OnPlayCallback。

com.aliyun.qupai.editor.OnPreparedListener。

com.aliyun.querrorcode.AliyunVideoCoreError。

2020-09-21 V3.16.2 修复高斯模糊背景问题。

2020-06-23 V3.16.1
修复字幕和动图动画，二次编辑时效果移动不正确问题。

修复添加字幕后每行字数不统一问题。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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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12 V3.16.0

恢复主流动画功能。

修复线上反馈偶现崩溃问题。

修复长视频可能出现的播放卡顿问题。

修复部分机型兼容性导致的录制崩溃问题。

2020-03-20 V3.15.0

修复合成视频播放卡顿问题。

修复视频多段变速失效问题。

修复一些机型前置摄像头曝光区域无效问题。

新增基于自定义特效制作规范的两组转场、滤镜效果转场与滤镜
效果。

新增自定义特效参数调节接口，支持实时调节特效参数。

支持自定义滤镜、转场特效，自定义特效。

2019-12-27 V3.14.0

适配Android Q系统，提升Android Q系统录制编辑输出视频性
能。

优化录制时实现，解决偶现的卡死问题。

修复已知几处内存泄漏并优化部分性能。

2019-11-21 V3.13.0
录制模块支持基于RACE的美颜美型功能。

录制模块稳定性，性能全面优。

2019-09-10 V3.12.0

增加日志分析功能
AlivcSdkCore#setDebugLoggerLevel(AlivcDebugLoggerLevel
level) 提供三个等级供用户设置。

AlivcDLClose：关闭日志分析功能。

AlivcDLNormal：能分析warning，error级别的日志，建议使
用这个等级来做日志分析。

AlivcDLAll：全量Log分析，只建议在定位疑难问题时开启，不
建议在正式发版中使用以上功能只会做SDK的日志分析。

编辑模块性能提升。

编辑模块废除addRunningDisplayMode接口，去除动态切换内容
模式功能。

编辑模块废除removeRunningDisplayMode接口，去除删除动态
切换内容模式功能。

2019-07-30 V3.11.0

提升片段录制起停的速度和录制合成的速度，分段录制更加流
畅。

优化录制进度回调粒度和精准度。

精准控制gop，提升部分场景下的转码速度。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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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26 V3.10.5
新增合拍功能接口：AliyunIMixRecorder。

新增多轨道视频拼接接口（可以实现画中画、左右分屏等效
果）：AliyunIMixComposer。

2019-06-12 V3.10.0

编辑新增大魔王，小黄人音效，支持mjpeg视频格式。

编辑播放提升对部分损坏视频文件的兼容性。

编辑/转码新增对hevc视频硬解支持。

转码速度提升。

录制新增重新设置预览窗口大小接口。

录制修复小段录制视频时长不准确问题。

新增合成及上传单独接口,可支持单独合成及单独上传。

优化一些句柄未释放导致的泄漏隐患问题。

编辑初始化默认不再绘制首帧，新增draw方法支持强制绘制一
帧。

2019-04-24 V3.9.0
新增音效功能，提供萝莉、大叔、混响、回声等音效。

提升编辑模块Seek性能。

2019-03-01 V3.8.0

优化了编辑播放能力，流畅播放不卡顿。

优化了编辑合成的速度。

优化了视频录制预览清晰度。

提升低端机器上的录制帧率。

2018-12-21 V3.7.7
相同视频质量下，提升视频清晰度。

支持导入H265格式的视频。

2018-11-01 V3.7.5

新增转场功能包含淡入淡出、多边形转场、百叶窗等主流效果。

新增多段视频加多个变速时间特效功能。

导入GIF图片适配性增强。

2018-08-21 V3.6.5.1

集成虾米版权音乐。

集成了第三方人脸AR模块，新增高级美颜和美肌。

修复多段录制到编辑不能自动播放的问题。

修复支持YUV数据对接渲染问题，支持以pixelbuffer的形式对
接。

2018-07-26 V3.6.5

修复了部分视频裁剪99%卡死问题。

修复了部分视频裁剪后预览卡顿问题。

修复编辑以及上传模块的已知Bug。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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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21 V3.6.0

编辑模块重构，提升转码和合成性能。

新增快速，慢速，反复，倒放的时间特效功能。

清晰度不变情况下降低视频文件大小。

提升视频特效渲览清晰度。

支持混音，音频裁剪，任意时间等功能。

2018-02-09 V3.5.0

新增多视频，多照片等混合导入功能。

新增编辑模块滤镜，音乐，涂鸦，片尾功能。

新增滤镜特效：灵活出窍，幻影等功能。

2018-01-03 V3.4.0 新增13个滤镜效果。

2017-11-24 V3.3.5 新增上传功能。

2017-10-25 V3.3.4

新增自定义码率接口。

新增GPU裁剪接口，提升性能。

优化相关性能，提高了稳定性。

2017-09-29 V3.3.3
优化了录制时手动对焦功能。

为了更好的完善SDK，对程序的闪退，报错等信息进行上报。

2017-08-31 V3.3.2

新增裁剪界面底色接口。

新增软编。

修复安卓8.0造成的闪退Bug。

2017-08-11 V3.3.1 优化视频录制的清晰度。

2017-07-21 V3.3.0

新增实时混音功能和变速功能。

修复了录制时偶现的闪退问题。

修复了导入视频比例错误的问题。

优化相关性能，提高了稳定性。

2017-06-16 V3.1.3

增加编码格式错误码及提醒。

修复裁剪区域不正确的问题，调整下载接口中的bundleId为
packageName。

底层库提供编码格式错误返回。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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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17 V3.1.1

增加了混淆配置。

修复了gop小于2s崩溃。

nexus录制闪退。

裁剪crash。

相册进入拍摄界面无法切换滤、滤镜切换造成美颜图标的状态不
正确。

2017-05-12 V3.1.0
满足短视频录制和编辑基本功能。

支持断点拍摄、回删、美颜、摄像头切换、多种分辨率拍摄、实
时滤镜、导入裁剪等功能。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Android基础版SDKAndroid基础版SDK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2021-12-06 V3.27.0

新增剪同款功能。

多源录制支持回声消除、降噪、背景音乐与录音混音。

新增lut滤镜特效。

接口优化，统一SDK中接口的单位，时间：毫秒，角度：弧度。

修复HDR视频无法合成的问题。

修复部分已知问题。

2021-10-29 V3.26.0
优化SDK的稳定性问题。

修复部分音频格式不支持的问题。

2021-09-27 V3.25.0

新增画中画功能，支持在编辑界面添加画中画。

新增快速获取视频缩略图模式功能。

新增字幕动画功能，支持对字幕（花字）等做动画。

优化包的大小，集成后包体减少3M以上。

草稿箱新增自定义封面图。

修复部分已知问题。

2021-08-27 V3.24.0

优化SDK，删除FFmpeg软编码。

修复字幕在32位系统不生效的问题。

修复音频编码为HE-AACV2的视频，裁剪后无法在Chrome播放器
播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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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06 V3.23.0

新增草稿箱功能，支持导出草稿。

字幕新增背景色、对齐等功能。

合拍新增回声消除功能。

Demo中美颜模块替换为Queen SDK。

Demo中新增6个分屏滤镜特效。

多源录制支持SurfaceView录屏。

优化合拍性能，提升合成速度。

录制支持自动删除临时视频文件。

SDK API增加注释，提高接入效率。

修复部分设备使用长视频合成至99%会失败的问题。

修复部分设备的拍摄黑屏等问题。

2021-06-11 V3.22.0

编辑时新增花字功能。

新增局部屏幕采集功能。

新增边录屏边进行摄像头采集的功能。

在自定义特效Shader类中新增时间的内建变量
（BUILT IN_PROGRESS）。

修复合拍时合拍视频高度可能会少两个像素的问题。

提升SDK稳定性，修复部分场景下不稳定的问题。

2021-04-28 V3.21.0

新增合拍摄像头视频展示时，支持使用圆角边框。

支持使用HECI图片的导入工具。

修复部分机型进行软编过程中内存堆积并导致崩溃的问题。

修复自定义渲染回调相机矩阵没有及时更新的问题。

修复SDK稳定性问题。

2021-03-24 V3.20.0

编辑模块音频增加淡入淡出效果。

编辑模块增加组合字幕功能。

编辑模块增加基础编辑能力。

修复部分机型多段视频素材编辑时，素材预览切换时出现花屏的
情况。

修复编辑场景视频导出帧率设置不生效的问题。

修复Android平台自定义渲染时相机变化矩阵可能为空的问题。

修复SDK稳定性问题。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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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2-03 V3.19.0

新增编辑模块音频降噪功能。

新增合拍和视频合并功能，支持设置背景图片和背景颜色。

新增合拍和视频合并功能，支持音轨合并。

新增支持录制预览阶段，回调音频数据。

修复编辑字幕功能，放大字体到某个字号，emoji图案不显示的问
题。

修复设置水印、图片，添加某些透明光晕图片，光晕变色的问
题。

修复添加静态图片旋转角度不对问题。

2021-01-13 V3.18.1 修复Android合拍非填充模式下花屏问题。

2020-12-31 V3.18.0
增加合拍视频指定使用的音轨功能（视频原音、录制声音、静
音）。

修复 android Q（10）切换画幅会闪烁黑边的问题。

2020-12-1 V3.17.1

修复某些机型合成后opengl导致的闪退问题。

修复自定义字体不生效问题。

修复AlivcSdkCore.setLogPath日志多线程问题。

2020-10-30 V3.17.0

Android SDK包名重构优化，降低接入理解成本，更加友好，新
包名统一以com.aliyun.svideosdk.*命名。最新接口请参见集成
SDK。

转换工具请下载辅助转换工具。

优化萝莉音效、新增方言音效。

修复拍照在极端场景下的闪退问题。

删除确定不被引用的废弃接口，列表如下：

com.error.NativeErrorCode。

com.qu.preview.callback.OnNativeReady。

com.aliyun.qupai.editor.AliyunIExporter。

com.aliyun.qupai.editor.AliyunIPlayer

com.aliyun.qupai.editor.OnPlayCallback。

com.aliyun.qupai.editor.OnPreparedListener。

com.aliyun.querrorcode.AliyunVideoCoreError。

2020-09-21 V3.16.2 修复高斯模糊背景问题。

2020-06-23 V3.16.1
修复添加字幕后每行字数不统一问题。

修复字幕和动图动画，二次编辑时效果移动不正确问题。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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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12 V3.16.0

恢复主流动画功能。

修复线上反馈偶现崩溃问题。

修复长视频可能出现的播放卡顿问题。

修复部分机型兼容性导致的录制崩溃问题。

2020-03-20 V3.15.0

修复合成视频播放卡顿问题。

修复视频多段变速失效问题。

修复一些机型前置摄像头曝光区域无效问题。

新增基于自定义特效制作规范的两组转场、滤镜效果转场与滤镜
效果。

新增自定义特效参数调节接口，支持实时调节特效参数。

支持自定义滤镜、转场特效，自定义特效。

2019-12-27 V3.14.0

适配Android Q系统，提升Android Q系统录制编辑输出视频性
能。

优化录制时实现，解决偶现的卡死问题。

修复已知几处内存泄漏并优化部分性能。

2019-11-21 V3.13.0

录制模块稳定性，性能全面优化。

录制模块支持基于RACE的美颜美型功能。

修复若干已知问题，提升稳定性。

2019-09-10 V3.12.0

增加日志分析功能
AlivcSdkCore#setDebugLoggerLevel(AlivcDebugLoggerLevel
level) 提供三个等级供用户设置。

AlivcDLClose：关闭日志分析功能。

AlivcDLNormal：能分析warning，error级别的日志，建议使
用这个等级来做日志分析。

AlivcDLAll：全量Log分析，只建议在定位疑难问题时开启，不
建议在正式发版中使用以上功能只会做SDK的日志分析。

编辑模块性能提升。

编辑模块废除addRunningDisplayMode接口，去除动态切换内容
模式功能。

编辑模块废除removeRunningDisplayMode接口，去除删除动态
切换内容模式功能。

2019-07-30 V3.11.0

提升片段录制起停的速度和录制合成的速度，分段录制更加流
畅。

优化录制进度回调粒度和精准度。

精准控制gop，提升部分场景下的转码速度。

2019-06-26 V3.10.5 优化相关性能，提高了稳定性。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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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12 V3.10.0

转码速度提升。

新增合成及上传单独接口,可支持单独合成及单独上传。

录制新增重新设置预览窗口大小接口。

录制修复小段录制视频时长不准确问题。

优化一些句柄未释放导致的泄漏隐患问题。

2019-04-24 V3.9.0 优化相关性能，提高了稳定性。

2019-03-01 V3.8.0

优化了视频录制预览清晰度。

提升低端机器上的录制帧率。

优化相关性能，提高了稳定性。

2018-12-21 V3.7.7
相同视频质量下，提升视频清晰度。

支持裁剪H265格式的视频。

2018-11-01 V3.7.5 UI开源，界面和交互可二次开发，实现自定义。

2018-02-09 V3.5.0 优化相关性能，提高了稳定性。

2018-01-03 V3.4.0 新增13个滤镜效果。

2017-11-24 V3.3.5

新增上传功能。

导入界面新增修改UI样式接口。

优化相关性能，提高了稳定性。

2017-10-25 V3.3.4

新增自定义码率接口。

新增GPU裁剪接口，提升性能。

优化相关性能，提高了稳定性。

2017-09-29 V3.3.3
优化了录制时手动对焦功能。

为了更好的完善SDK，对程序的闪退，报错等信息进行上报。

2017-08-31 V3.3.2

新增裁剪界面底色接口。

新增软编。

修复安卓8.0造成的闪退Bug。

2017-08-11 V3.3.1
新增导入界面视频和照片显示接口。

优化视频录制的清晰度。

2017-07-12 V3.3.0

修复了录制时偶现的闪退问题。

修复了导入视频比例错误的问题。

优化了相关的性能，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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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16 V3.1.3

增加编码格式错误码及提醒。

修复裁剪区域不正确的问题。调整下载接口中的bundleId为
packageName。

底层库提供编码格式错误返回。

2017-05-17 V3.1.1

增加了混淆配置。

修复了gop小于2s崩溃。

nexus录制闪退。

相册进入拍摄界面无法切换滤、滤镜切换造成美颜图标的状态不
正确。

2017-05-12 V3.1.0
满足短视频录制和编辑基本功能。

支持断点拍摄、回删、美颜、摄像头切换、多种分辨率拍摄、实
时滤镜、导入裁剪等功能。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本文为您介绍了阿里云iOS短视频SDK不同版本在不同更新时间对应的更新功能。

iOS专业版SDKiOS专业版SDK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2021-12-06 V3.27.0

新增剪同款功能。

多源录制支持回声消除、降噪、背景音乐与录音混音。

新增lut滤镜特效。

修复部分已知问题。

2021-10-29 V3.26.0
优化SDK的稳定性问题。

修复部分音频格式不支持的问题。

2021-10-15 V3.25.1

优化字幕内存。

修复HDR经过iPhone自带的编辑功能编辑后SDK裁剪花屏的问
题。

修复横屏录制导出后画面显示异常的问题。

修复部分已知问题。

2021-09-27 V3.25.0

新增画中画功能，支持在编辑界面添加画中画。

新增字幕动画功能，支持对字幕（花字）等做动画。

草稿箱新增自定义封面图。

修复部分已知问题。

2.2. iOS短视频SDK2.2. iOS短视频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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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27 V3.24.0

优化SDK，删除FFmpeg软编码。

修复在剪裁、编辑设置时，背景色不生效的问题。

修复部分已知问题。

2021-08-06 V3.23.0

新增草稿箱功能，支持导出草稿。

字幕新增背景色、对齐等功能。

合拍新增回声消除功能。

Demo中美颜模块替换为Queen SDK。

Demo中新增6个分屏滤镜特效。

录制支持自动删除临时视频文件。

支持HDR视频编辑和裁剪。

2021-06-11 V3.22.0

编辑时新增花字功能。

新增多种录制源合拍功能。

新增局部屏幕采集功能。

在自定义特效Shader类中新增时间的内建变量
（BUILT IN_PROGRESS）。

提升SDK稳定性，修复部分场景下不稳定的问题。

2021-04-28 V3.21.0

合拍功能支持调整视图层次以及设置边框效果。

支持镜像视频导入编辑。

优化软编译时的内存问题。

修复SDK稳定性问题。

2021-03-24 V3.20.0

编辑模块音频增加淡入淡出效果。

编辑模块增加组合字幕功能。

编辑模块增加基础编辑能力。

获取视频特定时间戳缩略图能力。

修复编辑场景视频导出帧率设置不生效的问题。

修复SDK稳定性问题。

2021-02-03 V3.19.0

新增编辑模块音频降噪功能。

新增合拍和视频拼接功能，支持设置背景图片和背景颜色。

新增合拍和视频合并功能，支持音轨合并。

新增合拍增加回声消除能力。

修复设置水印、图片，添加某些透明光晕图片，光晕变色的问
题。

修复添加静态图片旋转角度不对问题。

2021-01-13 V3.18.1 修复iOS部分机型硬编码内存问题。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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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31 V3.18.0
增加合拍视频指定使用的音轨功能（视频原音、录制声音、静
音）。

2020-12-01 V3.17.1
前置摄像头支持画面缩放。

修复某些机型合成后opengl导致的闪退问题。

2020-10-30 V3.17.0
修复裁剪和编辑模块导入iPhone 12自带相机拍摄的视频后出现的
绿屏问题。

优化萝莉音效、新增方言音效。

2020-09-21 V3.16.2 修复高斯模糊背景问题。

2020-06-23 V3.16.1 修复录制时长大于视频时长时不能合成问题。

2020-05-12 V3.16.0

恢复主流动画功能。

修复线上反馈偶现崩溃问题。

修复长视频可能出现的播放卡顿问题。

修复横屏录制水印方向问题。

2020-03-20 V3.15.0

修复合成视频播放卡顿问题。

修复视频多段变速失效问题。

新增基于自定义特效制作规范的两组转场、滤镜效果转场与滤镜
效果。

新增自定义特效参数调节接口，支持实时调节特效参数。

支持自定义滤镜、转场特效，自定义特效。

2019-12-27 V3.14.0

优化裁剪模块，保证反复裁剪颜色不失真。

优化录制实现，针对退后台、硬件资源占用等异常情况提升稳定
性。

修复已知几处内存泄漏并优化部分性能。

修复编辑设置背景颜色不生效问题。

2019-11-21 V3.13.0

录制模块稳定性，性能全面优化。

录制模块支持基于RACE的美颜美型功能。

修复若干已知问题，提升稳定性。

修复iOS13人脸识别问题。

AliyunVideoSDKPro.framework（动态库）拆分为

AliyunVideoSDKPro.framework（静态库）

AliyunVideoCore.framework（动态库）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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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10 V3.12.0

增加日志分析功能提供开关日志分析的接口AliyunVideoSDKInfo 
setDebugLogLevel，提供三个等级供用户设置。

AlivcDebugLogClose：关闭日志分析功能。

AlivcDebugLogNormal：能分析warning，error级别的日
志，建议使用这个等级来做日志分析。

AlivcDebugLogAll：全量Log分析，只建议在定位疑难问题时
开启，不建议在正式发版中使用以上功能只会做SDK的日志分
析。

编辑模块性能提升。

编辑模块废除applyRunningDisplayMode接口，去除动态切换内
容模式功能。

录制模块修复线程未退出问题。

2019-07-30 V3.11.0

提升片段录制起停的速度和录制合成的速度，分段录制更加流
畅。

优化录制进度回调粒度和精准度。

精准控制gop，提升部分场景下的转码速度。

优化切换摄像头耗时。

2019-06-26 V3.10.5
新增合拍功能接口：AliyunIMixRecorder。

新增多轨道视频拼接接口（可以实现画中画、左右分屏等效
果）：AliyunIMixComposer。

2019-06-12 V3.10.0

编辑新增大魔王、小黄人音效，支持mjpeg视频格式。

编辑播放提升对部分损坏视频文件的兼容性。

编辑新增draw方法支持强制绘制一帧。

录制修复小段录制视频时长不准确问题。

录制修复添加水印后退后台水印消失的问题。

录制修复切换前后摄像头卡顿的问题。

2019-04-24 V3.9.0
新增音效功能，提供萝莉、大叔、混响、回声等音效。

提升编辑模块Seek性能。

2019-03-01 V3.8.0

优化了编辑播放能力，流畅播放不卡顿。

优化了编辑合成的速度。

优化了视频录制预览清晰度。

提升低端机器上的录制帧率。

2018-12-14 V3.7.7 相同视频质量下，提升视频清晰度。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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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01 V3.7.5

新增转场功能包含淡入淡出、多边形转场、百叶窗等主流效果。

新增字幕动画功能包含旋转、平移、缩放、透明度。

新增多段视频加多个变速时间特效功能。

修复导入iOS12系统生成的HEVC视频倒播显示异常的Bug。

导入GIF图片适配性增强。

2018-09-19 V3.6.5.5 适配xcode10。

2018-08-21 V3.6.5.1

集成虾米版权音乐。

集成了第三方人脸AR模块，新增高级美颜和美肌。

修复多段录制到编辑不能自动播放的问题。

修复支持YUV数据对接渲染问题，支持以pixelbuffer的形式对
接。

2018-07-26 V3.6.5

提高编辑模块的稳定性。

修复了倒播卡顿问题。

修复编辑以及上传模块的已知Bug。

2018-06-14 V3.6.0

编辑模块重构，提升转码和合成性能。

新增快速，慢速，反复，倒放的时间特效功能。

清晰度不变情况下降低视频文件大小。

提升视频特效渲览清晰度。

支持混音，音频裁剪，任意时间等功能。

提升了人脸贴纸追踪效果。

2018-02-02 V3.5.0
新增录制模块添加魔法音乐功能。

新增特效滤镜，灵活出窍、幻影等功能。

2018-01-03 V3.4.0

新增13个滤镜效果。

提升人脸识别追踪性能，最大支持3张人脸。

新增编辑模块中音乐Seek功能，支持任意时间点添加。

新增编辑模块转场时间设置。

2017-11-24 V3.3.5

新增后台合成和上传功能，提升用户体验。

新增选择视频封面功能。

编辑界面新增静态贴纸接口。

2017-10-25 V3.3.4

适配iPhoneX。

新增自定义码率接口。

新增GPU裁剪接口，提升性能。

优化SDK相关性能。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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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09 V3.3.3

适配iOS11上的特性，解决了导入系统相机高效模式下录制的视
频闪退问题。

优化了气泡动图文字清晰度。

新增视频裁剪后秒进到编辑的接口。

为了更好的完善SDK，对程序的闪退，报错等信息进行上报。

2017-08-31 V3.3.2 新增裁剪和编辑界面底色接口。

2017-08-10 V3.3.1

新增人脸识别功能。

优化了字幕渲染清晰度。

解决了播放MV无声音等Bug。

2017-07-11 V3.3.0
实时混音功能和变速功能。

新增视频和照片混合导入功能。

2017-06-23 V3.2.0
新增视频涂鸦功能。

修复MV移动、选择、缩放等动画无效的问题。

2017-06-16 V3.1.3

增加编码格式错误码及提醒。

修复裁剪区域不正确的问题。

增加视频数据回调接口，开放给第三方人脸SDK渲染。

底层库提供编码格式错误返回。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iOS标准版SDKiOS标准版SDK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2021-12-06 V3.27.0

新增剪同款功能。

多源录制支持回声消除、降噪、背景音乐与录音混音。

新增lut滤镜特效。

修复部分已知问题。

2021-10-29 V3.26.0
优化SDK的稳定性问题。

修复部分音频格式不支持的问题。

2021-10-15 V3.25.1

优化字幕内存。

修复HDR经过iPhone自带的编辑功能编辑后SDK裁剪花屏的问
题。

修复横屏录制导出后画面显示异常的问题。

修复部分已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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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9-27 V3.25.0

新增画中画功能，支持在编辑界面添加画中画。

新增字幕动画功能，支持对字幕（花字）等做动画。

草稿箱新增自定义封面图。

修复部分已知问题。

2021-08-27 V3.24.0

优化SDK，删除FFmpeg软编码。

修复在剪裁、编辑设置时，背景色不生效的问题。

修复部分已知问题。

2021-08-06 V3.23.0

新增草稿箱功能，支持导出草稿。

字幕新增背景色、对齐等功能。

合拍新增回声消除功能。

Demo中美颜模块替换为Queen SDK。

Demo中新增6个分屏滤镜特效。

录制支持自动删除临时视频文件。

支持HDR视频编辑和裁剪。

2021-06-11 V3.22.0

编辑时新增花字功能。

新增多种录制源合拍功能。

新增局部屏幕采集功能。

在自定义特效Shader类中新增时间的内建变量
（BUILT IN_PROGRESS）。

提升SDK稳定性，修复部分场景下不稳定的问题。

2021-04-28 V3.21.0

合拍功能支持调整视图层次以及设置边框效果。

支持镜像视频导入编辑。

优化软编译时的内存问题。

修复SDK稳定性问题。

2021-03-24 V3.20.0

编辑模块音频增加淡入淡出效果。

编辑模块增加组合字幕功能。

编辑模块增加基础编辑能力。

获取视频特定时间戳缩略图能力。

修复编辑场景视频导出帧率设置不生效的问题。

修复SDK稳定性问题。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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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2-03 V3.19.0

新增编辑模块音频降噪功能。

新增合拍和视频拼接功能，支持设置背景图片和背景颜色。

新增合拍和视频合并功能，支持音轨合并。

新增合拍增加回声消除能力。

修复设置水印、图片，添加某些透明光晕图片，光晕变色的问
题。

修复添加静态图片旋转角度不对问题。

2021-01-13 V3.18.1 修复iOS部分机型硬编码内存问题。

2020-12-31 V3.18.0
增加合拍视频指定使用的音轨功能（视频原音、录制声音、静
音）。

2020-12-1 V3.17.1
前置摄像头支持画面缩放。

修复某些机型合成后opengl导致的闪退问题。

2020-10-30 V3.17.0
修复裁剪和编辑模块导入iPhone 12自带相机拍摄的视频后出现的
绿屏问题。

优化萝莉音效、新增方言音效。

2020-09-21 V3.16.2 修复高斯模糊背景问题。

2020-06-23 V3.16.1 修复录制时长大于视频时长时不能合成问题。

2020-05-12 V3.16.0

恢复主流动画功能。

修复线上反馈偶现崩溃问题。

修复长视频可能出现的播放卡顿问题。

修复横屏录制水印方向问题。

2020-03-20 V3.15.0

修复合成视频播放卡顿问题。

修复视频多段变速失效问题。

新增基于自定义特效制作规范的两组转场、滤镜效果转场与滤镜
效果。

新增自定义特效参数调节接口，支持实时调节特效参数。

2019-12-27 V3.14.0

优化裁剪模块，保证反复裁剪颜色不失真。

优化录制实现，针对退后台、硬件资源占用等异常情况提升稳定
性。

修复已知几处内存泄漏并优化部分性能。

修复编辑设置背景颜色不生效问题。

AliyunVideoSDKPro.framework（动态库）拆分为

AliyunVideoSDKPro.framework（静态库）。

AliyunVideoCore.framework（动态库）。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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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21 V3.13.0

录制模块稳定性，性能全面优化。

录制模块支持基于RACE的美颜美型功能。

修复若干已知问题，提升稳定性。

2019-09-10 V3.12.0

增加日志分析功能提供开关日志分析的接口AliyunVideoSDKInfo 
setDebugLogLevel，提供三个等级供用户设置。

AlivcDebugLogClose：关闭日志分析功能。

AlivcDebugLogNormal：能分析warning，error级别的日
志，建议使用这个等级来做日志分析。

AlivcDebugLogAll：全量Log分析，只建议在定位疑难问题时
开启，不建议在正式发版中使用以上功能只会做SDK的日志分
析。

编辑模块性能提升。

编辑模块废除applyRunningDisplayMode接口，去除动态切换内
容模式功能。

录制模块修复线程未退出问题。

2019-07-30 V3.11.0

提升片段录制起停的速度和录制合成的速度，分段录制更加流
畅。

优化录制进度回调粒度和精准度。

精准控制gop，提升部分场景下的转码速度。

优化切换摄像头耗时。

2019-06-26 V3.10.5
新增合拍功能接口：AliyunIMixRecorder。

新增多轨道视频拼接接口（可以实现画中画、左右分屏等效
果）：AliyunIMixComposer。

2019-06-12 V3.10.0

编辑新增大魔王,小黄人音效;支持mjpeg视频格式。

编辑播放提升对部分损坏视频文件的兼容性。

编辑新增draw方法支持强制绘制一帧。

录制修复小段录制视频时长不准确问题。

录制修复添加水印后退后台水印消失的问题。

录制修复切换前后摄像头卡顿的问题。

2019-04-24 V3.9.0
新增音效功能，提供萝莉、大叔、混响、回声等音效。

提升编辑模块Seek性能。

2019-03-01 V3.8.0

优化了编辑播放能力，流畅播放不卡顿。

优化了编辑合成的速度。

优化了视频录制预览清晰度。

提升低端机器上的录制帧率。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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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21 V3.7.7 相同视频质量下，提升视频清晰度。

2018-11-01 V3.7.5

新增转场功能包含淡入淡出、多边形转场、百叶窗等主流效果。

新增多段视频加多个变速时间特效功能。

修复导入iOS12系统生成的HEVC视频倒播显示异常的Bug。

导入GIF图片适配性增强。

2018-09-19 V3.6.5.5 适配xcode10。

2018-08-21 V3.6.5.1

集成虾米版权音乐。

集成了第三方人脸AR模块，新增高级美颜和美肌。

修复多段录制到编辑不能自动播放的问题。

修复支持YUV数据对接渲染问题，支持以pixelbuffer的形式对
接。

2018-07-26 V3.6.5

提高编辑模块的稳定性。

修复了倒播卡顿问题。

修复编辑以及上传模块的已知Bug。

2018-06-14 V3.6.0

编辑模块重构，提升转码和合成性能。

新增快速，慢速，反复，倒放的时间特效功能。

清晰度不变情况下降低视频文件大小。

提升视频特效渲览清晰度。

支持混音，音频裁剪，任意时间等功能。

2018-02-02 V3.5.0

新增多视频，多照片等混合导入功能。

新增编辑模块滤镜，音乐，涂鸦，片尾功能。

新增滤镜特效，灵活出窍、幻影等功能。

2018-01-03 V3.4.0 新增13个滤镜效果。

2017-11-24 V3.3.5 新增上传功能。

2017-10-25 V3.3.4

适配iPhoneX。

新增自定义码率接口。

新增GPU裁剪接口，提升性能。

优化SDK相关性能。

2017-10-09 V3.3.3
适配iOS11上的特性，解决了导入系统相机高效模式下录制的视
频闪退问题。

为了更好的完善SDK，对程序的闪退，报错等信息进行上报。

2017-08-31 V3.3.2 新增裁剪界面底色接口。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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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11 V3.3.1 优化了字幕渲染清晰度。

2017-07-21 V3.3.0
新增实时混音功能和变速功能。

优化了相关的性能。

2017-06-16 V3.1.3

增加编码格式错误码及提醒。

修复裁剪区域不正确的问题。

增加视频数据回调接口，开放给第三方人脸SDK渲染。

底层库提供编码格式错误返回。

2017-05-19 V3.1.1

修复录制界面滤镜切换时美颜图标状态错误。

修复裁剪后的视频再次裁剪循环播放首帧短暂黑屏。

修复视频裁剪过程中锁屏，解屏后返回应用界面，界面预览卡屏
后出现灰屏。

优化SDK接口。

2017-05-12 V3.1.0
满足短视频录制和编辑基本功能。

支持断点拍摄、回删、美颜、摄像头切换、多种分辨率拍摄、实
时滤镜、导入裁剪等功能。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iOS基础版SDKiOS基础版SDK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2021-12-06 V3.27.0

新增剪同款功能。

多源录制支持回声消除、降噪、背景音乐与录音混音。

新增lut滤镜特效。

修复部分已知问题。

2021-10-29 V3.26.0
优化SDK的稳定性问题。

修复部分音频格式不支持的问题。

2021-10-15 V3.25.1

优化字幕内存。

修复HDR经过iPhone自带的编辑功能编辑后SDK裁剪花屏的问
题。

修复横屏录制导出后画面显示异常的问题。

修复部分已知问题。

2021-09-27 V3.25.0

新增画中画功能，支持在编辑界面添加画中画。

新增字幕动画功能，支持对字幕（花字）等做动画。

草稿箱新增自定义封面图。

修复部分已知问题。

SDK下载··短视频SDK发布历史 视频点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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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27 V3.24.0

优化SDK，删除FFmpeg软编码。

修复在剪裁、编辑设置时，背景色不生效的问题。

修复部分已知问题。

2021-08-06 V3.23.0

新增草稿箱功能，支持导出草稿。

字幕新增背景色、对齐等功能。

合拍新增回声消除功能。

Demo中美颜模块替换为Queen SDK。

Demo中新增6个分屏滤镜特效。

录制支持自动删除临时视频文件。

支持HDR视频编辑和裁剪。

2021-06-11 V3.22.0

编辑时新增花字功能。

新增多种录制源合拍功能。

新增局部屏幕采集功能。

在自定义特效Shader类中新增时间的内建变量
（BUILT IN_PROGRESS）。

提升SDK稳定性，修复部分场景下不稳定的问题。

2021-04-28 V3.21.0

合拍功能支持调整视图层次以及设置边框效果。

支持镜像视频导入编辑。

优化软编译时的内存问题。

修复SDK稳定性问题。

2021-03-24 V3.20.0

编辑模块音频增加淡入淡出效果。

编辑模块增加组合字幕功能。

编辑模块增加基础编辑能力。

获取视频特定时间戳缩略图能力。

修复编辑场景视频导出帧率设置不生效的问题。

修复SDK稳定性问题。

2021-02-03 V3.19.0

新增编辑模块音频降噪功能。

新增合拍和视频拼接功能，支持设置背景图片和背景颜色。

新增合拍和视频合并功能，支持音轨合并。

新增合拍增加回声消除能力。

修复设置水印、图片，添加某些透明光晕图片，光晕变色的问
题。

修复添加静态图片旋转角度不对问题。

2021-01-13 V3.18.1 修复iOS部分机型硬编码内存问题。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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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31 V3.18.0
增加合拍视频指定使用的音轨功能（视频原音、录制声音、静
音）。

2020-12-1 V3.17.1
前置摄像头支持画面缩放。

修复某些机型合成后opengl导致的闪退问题。

2020-10-30 V3.17.0
修复裁剪和编辑模块导入iPhone 12自带相机拍摄的视频后出现的
绿屏问题。

优化萝莉音效、新增方言音效。

2020-09-21 V3.16.2 修复高斯模糊背景问题。

2020-06-23 V3.16.1 修复录制时长大于视频时长时不能合成问题。

2020-05-12 V3.16.0

恢复主流动画功能。

修复线上反馈偶现崩溃问题。

修复长视频可能出现的播放卡顿问题。

修复横屏录制水印方向问题。

2020-03-20 V3.15.0

修复合成视频播放卡顿问题。

修复视频多段变速失效问题。

新增基于自定义特效制作规范的两组转场、滤镜效果转场与滤镜
效果。

新增自定义特效参数调节接口，支持实时调节特效参数。

支持自定义滤镜、转场特效，自定义特效。

2019-12-27 V3.14.0

优化裁剪模块，保证反复裁剪颜色不失真。

优化录制实现，针对退后台、硬件资源占用等异常情况提升稳定
性。

修复已知几处内存泄漏并优化部分性能。

修复编辑设置背景颜色不生效问题。

AliyunVideoSDKPro.framework（动态库）拆分为

AliyunVideoSDKPro.framework（静态库）

AliyunVideoCore.framework（动态库）

2019-11-21 V3.13.0
录制模块稳定性，性能全面优化。

录制模块支持基于RACE的美颜美型功能。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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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10 V3.12.0

增加日志分析功能提供开关日志分析的接口AliyunVideoSDKInfo 
setDebugLogLevel，提供三个等级供用户设置。

AlivcDebugLogClose：关闭日志分析功能。

AlivcDebugLogNormal：能分析warning，error级别的日
志，建议使用这个等级来做日志分析。

AlivcDebugLogAll：全量Log分析，只建议在定位疑难问题时
开启，不建议在正式发版中使用以上功能只会做SDK的日志分
析。

编辑模块性能提升。

编辑模块废除applyRunningDisplayMode接口，去除动态切换内
容模式功能。

录制修复小段录制视频时长不准确问题。

2019-07-30 V3.11.0

提升片段录制起停的速度和录制合成的速度，分段录制更加流
畅。

优化录制进度回调粒度和精准度。

精准控制gop，提升部分场景下的转码速度。

优化切换摄像头耗时。

2019-06-26 V3.10.5 系统内部优化，提高了稳定性。

2019-06-12 V3.10.0

录制修复小段录制视频时长不准确问题。

录制修复添加水印后退后台水印消失的问题。

录制修复切换前后摄像头卡顿的问题。

2019-04-24 V3.9.0 系统内部优化，提高了稳定性。

2019-03-01 V3.8.0
优化了视频录制预览清晰度。

提升低端机器上的录制帧率。

2018-12-21 V3.7.7 相同视频质量下，提升视频清晰度。

2018-11-01 V3.7.5 UI开源，界面和交互可二次开发，实现自定义。

2018-02-02 V3.5.0 系统内部优化，提升稳定性。

2018-01-03 V3.4.0 新增13个滤镜效果。

2017-11-24 V3.3.5 新增上传功能。

2017-10-25 V3.3.4

适配iPhoneX。

新增自定义码率接口。

新增GPU裁剪接口，提升性能。

优化SDK相关性能。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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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09 V3.3.3
适配iOS11上的特性，解决了导入系统相机高效模式下录制的视
频闪退问题。

为了更好的完善SDK，对程序的闪退，报错等信息进行上报。

2017-08-31 V3.3.2 新增裁剪界面底色接口。

2017-08-11 V3.3.1 新增导入界面视频和照片显示接口。

2017-07-12 V3.3.0 优化了SDK的性能。

2017-06-16 V3.1.3

增加编码格式错误码及提醒。

修复裁剪区域不正确的问题。

增加视频数据回调接口，开放给第三方人脸SDK渲染。

底层库提供编码格式错误返回。

2017-05-19 V3.1.1

修复录制界面滤镜切换时美颜图标状态错误。

修复裁剪后的视频再次裁剪循环播放首帧短暂黑屏。

修复视频裁剪过程中锁屏，解屏后返回应用界面，界面预览卡屏
后出现灰屏。

优化SDK接口。

2017-05-12 V3.1.0
满足短视频录制和编辑基本功能。

支持断点拍摄、回删、美颜、摄像头切换、多种分辨率拍摄、实
时滤镜、导入裁剪等功能。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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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您介绍了阿里云Android上传SDK在不同更新时间对应的更新功能。

2021-06-032021-06-03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下载地址

2021-06-03 V1.6.2 修复SDK稳定性问题。 Android上传SDK及示例代码

2020-06-232020-06-23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下载地址

2020-06-23 V1.6.1 修复已知问题，提高稳定性。 Android上传SDK及示例代码

2020-03-122020-03-12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下载地址

2020-03-12 V1.6.0 修复设置userdata不生效问题。 Android上传SDK及示例代码

2019-12-022019-12-02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下载地址

2019-12-02 V1.5.5
适配Android Q版本。

解决采用STS方式进行多文件上传
失败问题。

Android上传SDK及示例代码

2019-11-212019-11-21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下载地址

2019-11-21 V1.5.4

删除风险代码，解决Google代码
扫描不通过问题。

修复STS上传方式下，上传带空格
文件名时的解析崩溃问题。

Android上传SDK及示例代码

2019-06-142019-06-14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下载地址

3.上传SDK发布历史3.上传SDK发布历史
3.1. Android上传SDK3.1. Android上传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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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14 V1.5.3

以STS方式上传添加多应用能力。

以STS方式上传添加设置工作流能
力。

Demo界面仅展示凭证上传的演
示，将STS形式的相关代码放入/
old文件夹中，推荐使用上传凭证
的方式上传。

Android修改出现videoID云端不
存在时删除本地断点续传的值。

修复已知问题，提高稳定性。

Android上传SDK及示例代码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下载地址

2018-12-212018-12-21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下载地址

2018-12-21 V1.5.0

增加点播凭证上传Demo。

新增region字段。

新增断点续传开关
recordUploadProgress。

上传进度上报。

修复已知问题，提高稳定性。

Android上传SDK及示例代码

2018-08-072018-08-07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下载地址

2018-08-07 V1.4.0

解决OSS最小分片小于100KB的问
题。

解决上传中异常终止断点续传重
复创建点播凭证导致上传文件播
放不了的问题。

Android上传SDK及示例代码

2018-01-222018-01-22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下载地址

SDK下载··上传SDK发布历史 视频点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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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22 V1.3.0

添加STS接口支持。

Demo模式区分。

分片大小、网络超时、重传次数
可自定义。

使用OSS断点续传接口。

STS调用OpenAPI Demo实现。

短视频内部调用OSS接口不在调
用多文件上传接口，且替换为断
点续传方式。

Android上传SDK 1.3.0

Android上传Demo 1.3.0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下载地址

2017-11-242017-11-24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下载地址

2017-11-24 V1.1.1

增加短视频上传接口，开发者不
用多次调用管理列表。

短视频上传接口增加STS模式。

支持重试次数和重试事件的自定
义。

修改上传Demo，将短视频上传和
多文件上传分离且提供单独文
档，让开发者更加能够理解其中
的区别。

Android上传SDK 1.1.1

Android上传Demo 1.1.1

本文为您介绍了阿里云iOS上传SDK在不同更新时间对应的更新功能。

2020-06-232020-06-23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下载地址

2020-06-23 V1.6.1 修复已知问题，提高稳定性。 iOS上传SDK及示例代码

2020-03-132020-03-13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下载地址

2020-03-13 V1.6.0 修复设置userdata不生效问题 iOS上传SDK及示例代码

2019-06-142019-06-14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下载地址

3.2. iOS上传SDK3.2. iOS上传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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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992/cn_zh/1516604091547/VodUploadSDK_1.3.0.zip?spm=5176.doc51992.2.31.JXmtz7&file=VodUploadSDK_1.3.0.zip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992/cn_zh/1516604049881/VODUploadDemo-android-1.3.0.zip?spm=5176.doc51992.2.32.JXmtz7&file=VODUploadDemo-android-1.3.0.zip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992/cn_zh/1511938777522/VodUploadSDK1.1.1.zip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3059/cn_zh/1511525715563/VODUploadDemo-android-1.1.1.zip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upload/1.6.1/ApsaraVideo_AlivcVideoUpload_v1.6.1_iOS_20200623.zip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upload/1.6.0/ApsaraVideo_AlivcVideoUpload_v1.6.0_iOS_20200313.zip


2019-06-14 V1.5.3

以STS方式上传添加多应用能力。

以STS方式上传添加设置工作流能
力。

Demo界面仅展示凭证上传的演
示，将STS形式的相关代码放入/
old文件夹中，推荐使用上传凭证
的方式上传。

修复已知问题，提高了稳定性。

iOS上传SDK及示例代码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下载地址

2018-12-212018-12-21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下载地址

2018-12-21 V1.5.0

增加点播凭证上传Demo。

新增region字段。

新增断点续传开关
recordUploadProgress。

上传进度上报。

修复已知问题，提高稳定性。

iOS上传SDK及示例代码

2018-08-072018-08-07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下载地址

2018-08-07 V1.4.0

解决OSS最小分片小于100kb的问
题。

解决上传中异常终止断点续传重
复创建点播凭证导致上传文件播
放不了的问题。

iOS上传SDK及示例代码

2018-01-242018-01-24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下载地址

2018-01-24 V1.3.0

添加STS接口支持。

Demo模式区分。

分片大小、网络超时、重传次数
可自定义。

使用OSS断点续传接口。

STS调用OpenAPI Demo实现。

短视频内部调用OSS接口不在调
用多文件上传接口，且替换为断
点续传方式。

iOS上传SDK 1.3.0

示例代码

SDK下载··上传SDK发布历史 视频点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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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vod-download.cn-shanghai.aliyuncs.com/sdk/vodupload/1.5.3/ApsaraVideo_AlivcVideoUpload_v1.5.3_iOS_20190614.zip
https://vod-download.cn-shanghai.aliyuncs.com/sdk/vodupload/1.5/ApsaraVideo_Uplpad_v1.5.0_iOS_20181221.zip
https://vod-download.cn-shanghai.aliyuncs.com/vodupload/1.4/ApsaraVideo_Uplpad_v1.4.0_iOS_20180806.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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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992/cn_zh/1516712221266/VODUploadDemo-ios-1.3.0.zip?spm=5176.doc51992.2.28.KsGPXV&file=VODUploadDemo-ios-1.3.0.zip


2017-11-242017-11-24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下载地址

2017-11-24 V1.1.1

增加短视频上传接口，开发者不
用多次调用管理列表。

短视频上传接口增加STS模式。

支持重试次数和重试事件的自定
义。

修改上传Demo，将短视频上传和
多文件上传分离且提供单独文
档，让开发者更加能够理解其中
的区别。

支持pod导入。

iOS上传SDK 1.1.1

示例代码

本文为您介绍了阿里云JavaScript上传SDK在不同更新时间对应的更新功能。

2021-03-022021-03-02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下载地址

2021-03-02 V1.5.2

兼容OSS SDK 6.0及以上版本。

STS上传方式支持设置
WorkflowId和AppId。

优化SDK，提高稳定性。

JavaScript上传SDK 1.5.2

示例代码

2018-07-262018-07-26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下载地址

2018-07-26 V1.5.0
支持多地域。

上传进度到点播服务。

JavaScript上传SDK 1.5.0

示例代码

2018-07-262018-07-26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下载地址

2018-07-26 V1.4.0
支持获取断点续传信息。

优化SDK，提高稳定性。

JavaScript上传SDK 1.4.0

示例代码

2018-03-102018-03-10

3.3. Javascript上传SDK3.3. Javascript上传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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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992/cn_zh/1512714088186/VODUploadSDK-iOS-1.1.1.zip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992/cn_zh/1512714065120/VODUploadDemo.zip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upload/JS/aliyun-upload-sdk-1.5.2.zip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upload/JS/aliyun-upload-sdk-1.5.2demo.zip
https://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94440/cn_zh/1548408724967/aliyun-upload-sdk-1.5.0.zip
https://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94440/cn_zh/1550125960566/aliyun-upload-sdk-1.5.0demo.zip
https://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992/cn_zh/1532598250124/aliyun-upload-sdk-1.4.0.zip
https://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992/cn_zh/1533611658863/aliyun-upload-sdk-1.4.0demo.zip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下载地址

2018-03-10 V1.3.1

支持暂停和取消上传。

完善断点续传。

优化SDK，提高稳定性。

JavaScript上传SDK 1.3.1

示例代码

2018-01-182018-01-18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下载地址

2018-01-18 V1.3.0

支持多TAB上传同一文件。

支持STS上传方式。

支持自定义endpoint。

优化SDK，提高稳定性。

无

本文为您介绍了阿里云Python上传SDK在不同更新时间对应的更新功能。

2019-04-122019-04-12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下载地址

2019-04-12 V1.3.1

上传时可指定应用ID，实现多应
用体系的资源隔离。

上传时可指定工作流ID，实现自
动化媒体处理。

Python上传SDK及示例代码

2019-02-122019-02-12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下载地址

3.4. Python上传SDK3.4. Python上传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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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3059/cn_zh/1522379762367/aliyun-upload-sdk-1.3.1.zip
https://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3059/cn_zh/1522379787171/aliyun-upload-sdk-demo-1.3.1.zip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62952/cn_zh/1555416515158/VodUploadSDK-Python_1.3.1.zip


2019-02-12 V1.3.0

支持指定点播中心（默认为上
海）和存储区域，便于海外上
传。

支持辅助媒资（水印、字幕文
件）的上传。

支持上传时设置UserData等个性
化配置和更多元数据。

上传网络文件调整为先下载到本
地，再上传到点播，支持大文件
上传，最大支持48.8 TB的单个文
件。

改进M3U8视频的上传，提供默认
解析M3U8分片信息的接口，也可
自定义分片列表。

Python上传SDK及示例代码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下载地址

2018-07-052018-07-05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下载地址

2018-07-05 V1.2.1

支持设置视频存储区域
UploadVideoRequest.setStora
geLocation。

修复上传大文件时上传凭证过期
未刷新的问题。

Python上传SDK及示例代码

2017-12-212017-12-21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下载地址

2017-12-21 V1.1.1

支持上传本地单个视频、M3U8视
频（含ts分片）、图片文件到点
播。

支持上传网络上的
（HTTP/HTTPS链接，含OSS链
接）单个视频、M3U8视频（含ts
分片）、图片文件到点播。

支持Python2、Python3版本。

Python上传SDK及示例代码

本文为您介绍了阿里云PHP上传SDK在不同更新时间对应的更新功能。

2019-04-122019-04-12

3.5. PHP上传SDK3.5. PHP上传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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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992/cn_zh/1549973452610/VodUploadSDK-Python_1.3.0.zip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3059/cn_zh/1530773238454/VodUploadSDK-Python_1.2.1.zip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992/cn_zh/1519886203800/VodUploadSDK-Python_1.1.1.zip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下载地址

2019-04-12 V1.0.2

上传时可指定应用ID，实现多应
用体系的资源隔离。

上传时可指定工作流ID，实现自
动化媒体处理。

PHP上传SDK及示例代码

2019-02-282019-02-28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下载地址

2019-02-28 V1.0.1
支持上传图片和辅助媒资时设置
UserData。

修复海外区域上传异常的问题。
PHP上传SDK及示例代码

2018-12-212018-12-21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下载地址

2018-12-21 V1.0.0

可上传各种媒体文件到点播：视
频（含音频）、图片、辅助媒资
（如水印、字幕文件）。

支持上传本地媒体文件到点播，
最大支持48.8 TB的单个文件，暂
不支持断点续传。

支持上传网络媒体文件到点播，
最大支持48.8 TB的单个文件，会
先下载到本地临时目录再上传；
暂不支持断点续传。

支持上传M3U8视频，同时提供解
析M3U8索引文件得到分片地址列
表的接口。也可自行指定分片文
件地址。具体内容，请参见 上传
说明。

PHP上传SDK及示例代码

本文为您介绍了阿里云Java上传SDK在不同更新时间对应的更新功能。

2021-04-232021-04-23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下载地址

2021-04-23 V1.4.14
修复uploadVideo接口在上传视频
大小为0的文件时，上传状态一直是
上传中的问题。

Java上传SDK及示例代码

2020-09-232020-09-23

3.6. Java上传SDK3.6. Java上传SDK

SDK下载··上传SDK发布历史 视频点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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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62952/cn_zh/1555416464043/VodUploadSDK-PHP_1.0.2.zip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992/cn_zh/1551433743776/VodUploadSDK-PHP_1.0.1.zip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00976.html#multiTask9090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992/cn_zh/1545717905651/VodUploadSDK-PHP_1.0.0.zip?file=VodUploadSDK-PHP_1.0.0.zip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upload/java/VODUploadDemo-java-1.4.14.zip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下载地址

2020-09-23 V1.4.13

修复使用STS方式上
传，uploadWebM3u8、
uploadURLStream接口报错问
题。

升级OSS依赖版本。

注意 注意 阿里云OSS SDK版
本，保证在3.9.0及以上。

Java上传SDK及示例代码

2020-03-162020-03-16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下载地址

2020-03-16 V1.4.12
M3U8文件上传：支持自动解析
M3U8文件中的ts地址，包括相对路
径和绝对路径。

Java上传SDK及示例代码

2019-07-222019-07-22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下载地址

2019-07-22 V1.4.11
网络M3U8文件上传：支持自定义本
地目录，用于存放内部下载的临时文
件。

Java上传SDK及示例代码

2019-07-122019-07-12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下载地址

2019-07-12 V1.4.10
网络M3U8文件上传：修复带鉴权信
息的M3U8地址上传失败的问题。

Java上传SDK及示例代码

2019-06-252019-06-25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下载地址

2019-06-25 V1.4.9 支持超大音视频网络流上传。 Java上传SDK及示例代码

2019-06-062019-06-06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下载地址

2019-06-06 V1.4.8 支持STS方式上传。 Java上传SDK及示例代码

2019-04-122019-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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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992/cn_zh/1600848199952/VODUploadDemo-java-1.4.13.zip
https://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992/cn_zh/1584350505412/VODUploadDemo-java-1.4.12.zip
https://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106648/cn_zh/1563778063998/VODUploadDemo-java-1.4.11.zip
https://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106648/cn_zh/1562903947499/VODUploadDemo-java-1.4.10.zip
https://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992/cn_zh/1561708141494/VODUploadDemo-java-1.4.9.zip
https://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106648/cn_zh/1559795565842/VODUploadDemo-java-1.4.8.zip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下载地址

2019-04-12 V1.4.7
上传音视频、图片和辅助媒资
时，支持设置应用ID。

图片上传支持设置分类和描述。
Java上传SDK及示例代码

2019-03-102019-03-10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下载地址

2019-03-10 V1.4.6

上传本地辅助媒资文件到点播，
指定本地文件路径，即可自动上
传到点播。

上传网络辅助媒资文件到点播，
指定URL地址，即可自动下载并上
传到点播。

Java上传SDK及示例代码

2019-02-192019-02-19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下载地址

2019-02-19 V1.4.5

支持上传音视频文件时设置点播
工作流WorkflowId参数

修复SDK兼容问题：

升级aliyun-java-sdk-core版本
号至4.3.3。

升级aliyun-java-sdk-vod版本
号至2.15.0。

增加依赖包
com.google.code.gson 版本
号2.8.2及以上。

Java上传SDK及示例代码

2019-01-302019-01-30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下载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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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992/cn_zh/1555048043943/VODUploadDemo-java-1.4.7.zip
https://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106648/cn_zh/1552227669169/VODUploadDemo-java-1.4.6.zip
https://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106648/cn_zh/1550571710324/VODUploadDemo-java-1.4.5.zip


2019-01-30 V1.4.4

上传本地M3U8音视频（包括所有
分片文件）到点播，指定本地
M3U8索引文件和分片文件目录。

上传网络M3U8音视频（包括所有
分片文件）到点播，需指定M3U8
索引文件和分片文件的URL地址。

可指定上传脚本部署的ECS区域，
如果和点播存储区域相同，则自
动使用内网上传，上传更快且更
省公网流量。

可指定点播中心（默认为上海）
和存储区域，便于海外上传。

修复分片上传设置分片大小不生
效的问题。

Java上传SDK及示例代码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下载地址

2018-12-212018-12-21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下载地址

2018-12-21 V1.4.3
支持上传音视频文件时设置
UserData参数。

Java上传SDK及示例代码

本文为您介绍了阿里云C/C++上传SDK在不同更新时间对应的更新功能。

2019-01-152019-01-15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下载地址

2019-01-15 V1.0.0

可上传各种媒体文件到点播。如
视频（含音频）、图片、辅助媒
资（如水印与字幕文件）。

支持上传本地媒体文件到点播，
最大支持48.8 TB的单个文件（暂
不支持断点续传）。

支持上传网络媒体文件到点播，
最大支持48.8 TB的单个文件，会
先下载到本地临时目录再上传
（暂不支持断点续传）。

支持上传M3U8视频，同时提供解
析M3U8索引文件得到分片地址列
表的接口，也可自行指定分片文
件地址。具体内容，请参见上传
说明。

C/C++上传SDK及示例代码

3.7. C/C++上传SDK3.7. C/C++上传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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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992/cn_zh/1548820581839/VODUploadDemo-java-1.4.4.zip
https://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992/cn_zh/1545382153255/VODUploadDemo-java-1.4.3.zip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02770.html#multiTask7060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102787/cn_zh/1558078831675/VodSDK-C_1.0.0.tar.gz


本文为您介绍了阿里云小程序上传SDK在不同更新时间对应的更新功能。

2020-12-022020-12-02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下载地址

2020-12-02 V1.0.1
解决上传成功没有返回视频ID的问
题。

微信小程序上传SDK及示例代码

2020-03-202020-03-20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下载地址

2020-03-20 V1.0.0
支持以STS的方式、上传地址与凭证
的方式上传文件到点播服务。

微信小程序上传SDK及示例代码

3.8. 小程序上传SDK3.8. 小程序上传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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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upload/miniProgram/aliyun-upload-miniprogram_1130_1.0.1.zip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upload/miniProgram/aliyun_upload_miniprogram_0320_1.0.0.zip


本文为您介绍服务端SDK发布历史。

2020-09-242020-09-24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2020-09-24 V2.15.12

新增：增加智能图片审核任务提交接口。

修改：音视频DNA分析任务提交接口Config参数支持
DNADBId字段。

2020-09-102020-09-10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2020-09-10 V2.15.11

新增：增加对北京区域的支持。上传服务端SDK等建议
修改为最新版本。

新增：新增智能封面任务提交、任务查询、封面媒资
信息查询接口。

新增：新增动图查询接口。

修改：智能审核增加MediaAuditConfiguration参数，
支持ResourceType，用于支持不同类型视频的审核规
格和标准。

2020-06-222020-06-22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2020-06-22 V2.15.10
新增：增加对深圳区域的支持。上传服务端SDK等建议修
改为最新版本。

2020-06-042020-06-04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4.服务端SDK发布历史4.服务端SDK发布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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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04 V2.15.9

新增：DNA指纹删除SubmitMediaDNADeleteJob和查
询删除任务ListMediaDNADeleteJob接口。

修改：查询审核结果（GetMediaAuditResult），返回
支持ad、logo、live结果。

修改：查询审核结果
（GetMediaAuditResultT imeline），返回支持ad、
logo、live结果。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2019-10-232019-10-23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2019-10-23 V2.15.8

新增：提交动图作业接口
（SubmitDynamicImageJob），可截取视频的某个片
段为动态图片（GIF、WebP）。

新增：提交点播工作流作业接口
（SubmitWorkflowJob），可对音视频发起点播工作
流处理。

修改：获取图片信息接口（GetImageInfo），返回结
构ImageInfo中新增字段AuditStatus（图片审核状
态）。

修改：获取辅助媒资信息接口
（GetAttachedMediaInfo），修正返回字段
StorageLocation的数据类型为String。

修改：提交智能审核作业接口
（SubmitAIMediaAuditJob），请求参数新增字段
MediaType（媒体类型）。

2019-06-242019-06-24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SDK下载··服务端SDK发布历史 视频点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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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24 V2.15.5

新增：域名管理7个接口，包括：

添加加速域名（AddVodDomain）

修改加速域名（UpdateVodDomain）

删除加速域名（DeleteVodDomain）

启用加速域名（BatchStartVodDomain）

停用加速域名（BatchStopVodDomain）

查询加速域名列表（DescribeVodUserDomains）

查询域名基本信息（DescribeVodDomainDetail）

新增：域名配置的6个接口，包括：

批量配置域名（BatchSetVodDomainConfigs）

查询域名配置（DescribeVodDomainConfigs）

删除域名配置（DeleteVodSpecificConfig）

设置域名证书（SetVodDomainCertificate）

查询证书列表（DescribeVodCertificateList）

查询域名证书
（DescribeVodDomainCertificateInfo）

修改：模板、水印等接口支持多应用，包括添加转码
模板组（AddTranscodeTemplateGroup）、查询转
码模板组（GetTranscodeTemplateGroup）、查询
转码模板组列表
（ListTranscodeTemplateGroup）、添加水印
（AddWatermark）、查询水印
（GetWatermark）、查询水印列表
（ListWatermark）、URL批量拉取上传
（UploadMediaByURL）等。

修改：提交媒体转码作业（SubmitTranscodeJobs）

新增字段  UserData ，支持用户自定义的扩展字段，

可用于事件通知时透传返回。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2019-05-162019-05-16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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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16 V2.15.3

新增：用量查询的4个接口，包括：

查询流量带宽用量
（DescribeVodDomainUsageData）

查询存储用量（DescribeVodStorageData）

查询转码用量（DescribeVodTranscodeData）

查询AI处理用量（DescribeVodAIData）

新增：获取媒体上传详情的接口
（GetUploadDetails）

新增：查询多模态综合标签的接口
（GetAIVideoTagResult）

修改：获取辅助媒资（GetAttachedMediaInfo）、获
取图片信息（GetImageInfo）接口增加返回字段

 RegionId （存储区域）。

修改：搜索媒资信息（SearchMedia）、获取辅助媒
资（GetAttachedMediaInfo）、创建辅助媒资
（CreateUploadAttachedMedia）等接口增加字段

 Icon 和  OnlineStatus ，以管理短视频素材。

修改：提交截图作业接口（SubmitSnapshotJob）新

增字段  UserData ，支持用户自定义的扩展字段，可

用于回调时透传返回。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2019-04-112019-04-11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新增：多应用管理和授权的9个接口，包括：

创建应用（CreateAppInfo）

查询应用信息（GetAppInfos）

获取应用信息列表（ListAppInfo）

更新应用信息（UpdateAppInfo）

删除应用（DeleteAppInfo）

为身份实体附加应用授权
（AttachAppPolicyToIdentity）

为身份实体撤销应用授权
（DetachAppPolicyFromIdentity）

查询身份实体被授予的应用权限列表
（ListAppPoliciesFor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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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11 V2.15.2

迁移资源到新应用（MoveAppResource）

新增：事件通知（消息回调）配置的3个接口，包括：

设置事件通知配置（SetMessageCallback）

查询事件通知配置（GetMessageCallback）

删除事件通知配置（DeleteMessageCallback）

新增：辅助媒资相关的3个接口，包括：

获取辅助媒资信息（GetAttachedMedia）

更新辅助媒资信息
（UpdateAttachedMediaInfos）

删除辅助媒资（DeleteAttachedMedia）

新增：删除上传中产生的碎片文件的接口
（DeleteMultipartUpload）

修改：媒体上传、媒资管理的相关接口支持多应用，

上传、搜索和列表接口新  AppId 参数，如

CreateUploadVideo、SearchMedia等。

DeleteVideo接口增加  NonExistVideoIds 和

 ForbiddenVideoIds 字段，UpdateVideoInfos接

口增加  ForbiddenVideoIds 字段。

修改：云剪辑支持多区域、多素材类
型，GetEditingProject接口增加返回字段

 StorageLocation 和  RegionId ；

SearchEditingProject接口增加返回字段

 StorageLocation 、  RegionId 和  Duration ；

GetEditingProjectMaterials接口增加请求参数

 MaterialType 。

修改：转码支持自定义文件路径
等，GetTranscodeTemplateGroup接口增加返回字

段  TranscodeFileRegular 、  Clip 和  Rotate 。

修改：搜索媒资接口SearchMedia支持辅助媒资，新

增返回字段  AttachedMedia 。

修改：获取分类列表接口GetCategories增加返回字段

 SubTotal （子分类个数）。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2019-02-282019-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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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2019-02-28 V2.15.1

新增：查询视频转码信息的3个接口，包括：

查询视频转码摘要（GetTranscodeSummary）

查询转码任务列表（ListTranscodeTask）

查询转码任务详情（GetTranscodeTask）

修改：删除转码模板组接口
（DeleteTranscodeTemplateGroup），增加请求参
数TranscodeTemplateIds（可删除模板组下的转码
模板）、ForceDelGroup（可强制删除整个模板
组），返回字段增加
NonExistTranscodeTemplateIds。

修改：获取源文件信息接口（GetMezzanineInfo），
返回字段VideoStream增加子项Rotate（视频旋转标
记）。

修改：获取图片信息接口（GetImageInfo），增加返
回字段Status（图片状态）。

修改：修改视频信息接口（UpdateVideoInfo）增加
请求参数CustomMediaInfo，获取视频信息接口
（GetVideoInfo）、搜索媒资信息接口
（SearchMedia）增加返回字段CustomMediaInfo，
表示用户自定义媒资信息。同时，SearchMedia还增
加了媒体审核相关字段。

删除：废弃旧的删除转码模板接口
（DeleteTranscodeTemplates），功能被
DeleteTranscodeTemplateGroup替代。

2019-01-302019-01-30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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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30 V2.15.0

新增：查询URL上传任务的接口GetURLUploadInfos。

删除：部分不再使用的接口。

点播CDN相关的旧版即将下线的接口，如
DescribeDomainBpsData等，替换为新版CDN接
口。

旧版点播AI相关接口，如SubmitAIASRJob等，替换
为新版AI接口。

旧版播放器曾使用过但现已不再支持的
GetVideoPlayInfo接口。

删除：部分仅控制台使用的接口，避免误用，如
OpenVodService等。

说明说明

所有点播支持的接口请参考API概览。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2019-01-152019-01-15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新增：转码模板相关的7个接口，包括：

添加转码模板组
（AddTranscodeTemplateGroup）

修改转码模板组
（UpdateTranscodeTemplateGroup）

删除转码模板组
（DeleteTranscodeTemplateGroup）

查询转码模板组
（GetTranscodeTemplateGroup）

获取转码模板组列表
（ListTranscodeTemplateGroup）

设置默认转码模板组
（SetDefaultTranscodeTemplateGroup）

删除模板组的转码模板
（DeleteTranscodeTemplates）

新增：AI模板相关的7个接口，包括：

添加AI模板（AddAITemplate）

修改AI模板（UpdateAITem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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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15 V2.12.0

删除AI模板（DeleteAITemplate）

查询AI模板（GetAITemplate）

获取AI模板列表（ListAITemplate）

设置默认的AI模板（SetDefaultAITemplate）

获取默认的AI模板（GetDefaultAITemplate）

新增：智能审核相关的5个接口，包括：

提交智能审核作业（SubmitAIMediaAuditJob）

查询智能审核作业（GetAIMediaAuditJob）

获取智能审核结果摘要（GetMediaAuditResult）

获取智能审核结果详情
（GetMediaAuditResultDetail）

获取智能审核结果时间线
（GetMediaAuditResultT imeline）

说明说明

原有的智能审核接口SubmitAIJob、ListAIJob、
GetAuditResult、GetAuditResultDetail后续不
再迭代，请使用最新的接口。

新增：点播CDN相关的7个接口，包括：

查询加速域名的流量数据
（DescribeVodDomainTrafficData）

查询加速域名的网络带宽
（DescribeVodDomainBpsData）

预热缓存（PreloadVodObjectCaches），可将源
站媒体文件主动预热到CDN Cache节点上

刷新缓存（RefreshVodObjectCaches），可批量
刷新CDN Cache节点上的内容

查询刷新和预热状态
（DescribeVodRefreshTasks）

查询刷新预热次数限制和余量
（DescribeVodRefreshQuota）

下载域名日志（DescribeVodDomainLog），可获
取指定域名的CDN原始访问日志下载地址。

说明说明

原有的CDN相关接口后续不再迭代，请使用最新
的接口。

修改：提交媒体转码作业接口
（SubmitTranscodeJobs）支持参数Priority，可设置
提交作业的优先级。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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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上传相关的接口支持UserData参数，可设置消
息回调地址和自定义扩展字段等，包括：URL批量拉取
上传（UploadMediaByURL）、获取图片上传地址和
凭证（CreateUploadImage）、获取辅助媒资上传地
址和凭证（CreateUploadAttachedMedia）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2018-12-162018-12-16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2018-12-16 V2.11.9

新增：添加媒体序列AddMediaSequences接口，该接口
可用于在剪辑合成场景下，添加带入出点（开始和结束时
间）的音视频素材列表，素材可以是离线的音视频文件，
也可以是实时的直播流。

2018-11-302018-11-30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2018-11-30 V2.11.8

新增：截图模板相关的4个接口，包括：

添加截图模板（AddVodTemplate）

修改截图模板（UpdateVodTemplate）

删除截图模板（DeleteVodTemplate）

查询单个截图模板（GetVodTemplate）

新增：获取辅助媒资上传地址和凭证的接口
CreateUploadAttachedMedia，辅助媒资包括水印、
字幕文件等。

2018-11-212018-11-21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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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21 V2.11.7

新增：视频水印相关的6个接口，包括：

添加水印（AddWatermark）

修改水印（UpdateWatermark）

删除水印（DeleteWatermark）

查询单个水印（GetWatermark）

查询水印列表（ListWatermarks）

设置默认水印（SetDefaultWatermark）

新增：注册媒资信息接口RegisterMedia，支持对已存
在于OSS的音视频媒体文件注册媒资，但前提是该OSS
bucket已线下接入点播。

修改：提交媒体转码作业接口
（SubmitTranscodeJobs）支持参数

 OverrideParams ，可在提交转码时替换设置的模

板参数，如替换图片、文字水印。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2018-10-112018-10-11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2018-10-11 V2.11.6

新增：媒资管理相关的2个接口，包括：

批量删除源文件（DeleteMezzanines），支持批量
删除上传的音视频源文件。

批量更新图片信息（UpdateImageInfos），可批
量更新图片的标题、简介、标签、分类等信息。

修改：获取视频播放凭证接口（GetVideoPlayAuth）

支持参数  PlayConfig ，可自定义播放设置，如指定

CDN加速域名进行播放。

2018-08-172018-08-17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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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17 V2.11.5

新增：删除图片接口（DeleteImage），可批量删除
上传的图片文件、视频封面截图等。

修改：获取源文件信息（GetMezzanineInfo），支持

参数  AdditionType 和  OutputType 。

AdditionType可指定返回的附加信息，OutputType
可指定地址类型，如OSS源站存储地址或CDN加速地
址。

修改：获取视频播放地址接口（GetPlayInfo）增加返

回字段  CreationTime 和  ModificationTime ，分

别表示音视频创建和最近更新的UTC时间。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2018-08-042018-08-04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2018-08-04 V2.11.4

新增：媒体审核相关的2个接口，包括：

设置审核安全IP（SetAuditSecurityIp），当视频状
态为审核中或屏蔽状态时，只有来自审核安全IP的
请求才能播放。

获取审核安全IP列表（ListAuditSecurityIp）

新增：URL批量拉取上传接口
（UploadMediaByURL），可批量拉取指定的URL的媒
体文件上传到点播。

修改：获取视频信息接口（GetVideoInfo）、批量获
取视频信息接口（GetVideoInfos），新增返回字段

 StorageLocation 和  TemplateGroupId ，分别

表示视频的存储地址、上传时指定的转码模板组ID。

获取视频播放地址接口（GetPlayInfo），新增返回字

段  OutputType 和  Status ，分别表示播放地址的

类型（存储地址或加速地址）、视频状态。

2018-07-102018-07-10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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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10 V2.11.3

新增：媒体审核相关的2个接口，包括：

人工审核接口（CreateAudit），可人工审核（屏蔽
或通过）音视频。

获取人工审核历史（GetAuditHistory），可查下审
核的历史记录。

新增：媒资管理相关的4个接口，包括：

批量获取视频信息（GetVideoInfos）

批量修改视频信息（UpdateVideoInfos）

搜索媒资信息（SearchMedia），支持对视频、音
频、图片等媒资信息进行搜索、过滤、排序等。

查询截图数据（ListSnapshots）

修改：获取源文件信息接口（GetMezzanineInfo），

新增返回字段  VideoStreamList （视频流信息）和

 AudioStreamList （音频流信息）。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2018-07-032018-07-03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2018-07-03 V2.11.2
修改：视频剪辑合成接口
（ProduceEditingProjectVideo）支持参数UserData，
可自定义消息回调地址等设置。

2018-06-222018-06-22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2018-06-22 V2.11.1

修改：获取视频播放地址接口（GetPlayInfo）支持参数
ResultType，可指定返回数据类型，如返回所有转码输
出的流；同时返回字段增加WatermarkId，表示使用的视
频水印ID，可用来区分转码输出的流是否带有水印。

2018-05-102018-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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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2018-05-10 V2.11.0

新增：提交导播台视频预处理接口
（SubmitPreprocessJobs），支持对用于导播台的音
视频进行预处理。

修改：获取源文件信息接口（GetMezzanineInfo）、
获取视频信息接口（GetVideoInfo）、获取视频播放
地址接口（GetPlayInfo），增加返回字段

 PreprocessStatus （导播台预处理状态）。

修改：获取直转点视频列表接口
（ListLiveRecordVideo），新增返回字段

 CreationTime （视频创建的UTC时间）和

 StorageLocation （存储地址）。

修改：获取视频信息接口（GetVideoInfo）支持参数

 OutputType ，可指定返回播放地址的类型（存储

地址或加速地址）。

2018-04-012018-04-01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视频点播 SDK下载··服务端SDK发布历史

> 文档版本：20211213 65



2018-04-01 V2.10.0

新增：数据统计相关的4个接口，包括：

播放数据总量统计（DescribePlayUserTotal），可
获取指定时间范围内的每日播放数总量统计。

播放数据均量统计（DescribePlayUserAvg），可
获取指定时间范围内的每日播放数据均量统计。

TOP视频播放数据统计
（DescribePlayTopVideos），可获取每日TOP视
频的播放数据统计（包括VV、UV和播放总时长）。

单视频播放数据统计
（DescribePlayVideoStatis），可获取指定视频在
指定时间范围内的每日播放统计数据。

新增：点播CDN相关的4个接口，包括：

预热缓存（PushObjectCache），将源站媒体文件
主动预热到CDN Cache节点上，首次访问可直接命
中缓存，缓解源站压力。

刷新缓存（RefreshObjectCaches），可批量刷新
CDN Cache节点上的内容。

查询刷新和预热状态（DescribeRefreshTasks）

查询刷新预热次数限制和余量
（DescribeRefreshQuota）

新增：媒体处理相关的2个接口，包括：

提交媒体转码作业（SubmitTranscodeJobs），可
对音视频主动发起转码、重转码。

提交媒体截图作业（SubmitSnapshotJob），支持
对视频发起普通截图、雪碧图截图。

修改：视频剪辑合成接口
（ProduceEditingProjectVideo），支持2个新增参
数：

MediaMetadata，设置合成视频的元数据，如标
题、简介、标签、分类等。

ProduceConfig，合成时的配置，如
TemplateGroupId，视频合成完后，以合成文件为
源文件，启动转码时所使用的转码模板组ID。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2017-12-212017-12-21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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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21 V2.9.0
新增：获取直转点视频列表接口
（ListLiveRecordVideo），可获取直播录制到点播的视
频列表。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2017-12-072017-12-07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2017-12-07 V2.8.0
新增：查询AI作业接口（ListAIJob），可批量查询视频AI
作业信息。

2017-11-292017-11-29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2017-11-29 V2.7.0

获取视频播放地址接口GetPlayInfo, 增加按清晰度筛
选媒体流地址。

刷新视频上传凭证接口RefreshUploadVideo, 返回数
据增加UploadAddress。

获取视频上传凭证和地址接口CreateUploadVideo, 增
加模板组ID（TemplateGroupId）参数, 支持用户自定
义模板组功能。

获取视频信息接口GetVideoInfo, 增加指定返回数据类
型（ResultTypes）参数, 返回AI处理结果。

新增视频分类相关接口, 包括提交视频分类作业
SubmitAIASRJob和查询视频分类作业ListAIASRJob。

新增提交AI作业的通用接口SubmitAIJob, 增加5项新的
AI能力（视频标注，视频文本识别，名人识别，政治人
物识别敏感人物识别）, 并支持针对单个资源一次提交
多个AI Feature。

获取图片上传地址和凭证接口CreateUploadImage，
输入参数增加Title（标题），Tags（标
签），OriginalFileName（图片原始文件名）字段，
输出参数增加ImageId（图片Id）字段。

新增获取图片信息接口GetImageInfo。

2017-11-032017-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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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2017-11-03 V2.6.0

获取视频播放地址接口GetPlayInfo，增加二次鉴权参
数，返回结构体PlayInfo中增加JobId。

获取视频播放凭证接口GetVideoPlayAuth，增加二次
鉴权参数，支持用户自定义AuthInfo过期时间。

新增删除流信息接口DeleteStream，根据JobId删除
某一路媒体流文件及信息。

新增提交截图作业接口SubmitSnapshotJob。

新增云剪辑工程及视频合成相关接口，创建云剪辑工
程AddEditingProject、修改云剪辑工程
UpdateEditingProject、合成成品视频
ProduceEditingProjectVideo、设置云剪辑工程素材
SetEditingProjectMaterials、获取云剪辑工程素材
GetEditingProjectMaterials、获取单个云剪辑工程
GetEditingProject、搜索云剪辑工程
SearchEditingProject、删除云剪辑工程
DeleteEditingProject。

新增点播CDN资源监控及日志下载相关接口，日志信
息－下载域名日志DescribeCdnDomainLogs、资源监
控－查询网络带宽DescribeDomainBpsData、资源监
控－查询流量数据DescribeDomainFlowData。

新增视频暴恐涉政鉴别（AI）相关接口，提交视频暴恐
涉政鉴别作业SubmitAIVideoTerrorismRecogJob、
查询视频暴恐涉政鉴别作业
ListAIVideoTerrorismRecogJob。

新增视频内容审核（AI）相关接口，提交视频内容审核
作业SubmitAIVideoCensorJob、查询视频内容审核作
业ListAIVideoCensorJob。

2017-10-152017-10-15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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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15 V2.5.0

新增语音识别文本相关接口，包括提交语音识别作业
SubmitAIASRJob、查询语音识别作业ListAIASRJob

新增视频摘要相关接口，包括提交视频摘要作业
SubmitAIVideoSummaryJob、查询视频摘要作业
ListAIVideoSummaryJob

视频AI智能首图和视频鉴黄相关接口
SubmitAIVideoCoverJob、ListAIVideoCoverJob、
SubmitAIVideoPornRecogJob、
ListAIVideoPornRecogJob, 返回结构体Job中，将ID字
段重命名为JobId。

获取视频播放地址接口GetPlayInfo，返回结构体
PlayInfo中, 增加流类型StreamType, 如果输出为视频
流, 取值: video, 输出为音频流, 取值: audio。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2017-09-202017-09-20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2017-09-20 V2.4.0

增加了获取源文件地址接口GetMezzanineInfo接口。

提交视频智能首图服务SubmitAIVideoCoverJob：请
求参数增加MediaId字段，废弃Input字段（之前尚无
使用），将原Input字段放在AIVideoCoverConfig之下
；返回值中的Job参数增加MediaId字段。

查询视频智能首图服务ListAIVideoCoverJob：返回参
数的层级调整：AIVideoCoverJobList作为数组返回，
返回值中的Job参数增加MediaId字段。

提交视频鉴黄服务SubmitAIVideoPornRecogJob：接
口的请求参数，VideoId字段改名为MediaId；返回值
中的Job参数增加MediaId字段。

查询视频鉴黄服务ListAIVideoPornRecogJob：返回值
中的Job参数增加MediaId字段。

2017-09-012017-09-01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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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01 V2.3.1

增加了提交视频智能首图作业
SubmitAIVideoCoverJob接口。

增加了获取视频智能首图作业ListAIVideoCoverJob接
口。

提交视频智能鉴黄作业SubmitAIVideoPornRecogJob
接口。

获取视频智能鉴黄作业ListAIVideoPornRecogJob接
口。

获取视频上传地址和凭证CreateUploadVideo接口增
加TranscodeMode和UserData参数。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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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您介绍了阿里云Android播放器在不同更新时间对应的更新功能。

2021-08-032021-08-03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21-08-03 V5.4.2.0

列表支持referer等配置。

ffmpeg版本升级为4.3.1。

支持视频延迟设置。

支持HLS中使用UTC时间回调。

增加清空画面功能。

提升播放器稳定性。

优化内存使用。

Android播放器SDK 5.4.2.0

2021-06-072021-06-07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21-06-07 V5.4.1

支持音视频播放的数据回调。

优化dash的兼容性。

优化直播多码率切换。

完善媒体信息上报。

支持起播后设置view。

Android播放器SDK 5.4.1

2021-05-142021-05-14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21-05-14 V5.4.0

支持dash流媒体技术。

支持backward buffer。

支持获取当前下载速度。

播放器SDK兼容性改进。

增加AliDisplayView类：自动管理
view类。

Android播放器SDK 5.4.0

2021-05-112021-05-11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5.播放器SDK发布历史5.播放器SDK发布历史
5.1. Android播放器SDK5.1. Android播放器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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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11 V5.3.4

优化音视频同步逻辑。

优化外挂字幕显示。

提高稳定性。

更好地兼容ott设备。

Android播放器SDK 5.3.4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21-03-182021-03-18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21-03-18 V5.3.3
优化Android内存。

提升手机的适配能力。
Android播放器SDK 5.3.3

2021-03-082021-03-08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21-03-08 V5.3.2

支持纯音频的精确Seek。

支持非标准SEI回调。

优化HLS兼容性。

增加更多埋点信息。

优化音量控制逻辑。

优化系统播放器接口兼容。

修复无法获取trackInfo的问题。

Android播放器SDK 5.3.2

2021-01-192021-01-19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21-01-19 V5.3.0

优化暂停（stop）的速度。

优化vid播放默认清晰度选择逻
辑。

支持阿里云HLS。

优化播放进度的精度。

完善外挂字幕支持。

去除对connan包的依赖。

播放器内核增加对WideVine的支
持。

支持HDR10视频播放。

Android播放器SDK 5.3.0

2021-01-072021-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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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21-01-07 V5.2.3

优化下载模块逻辑。

优化MP4 HLS的兼容性。

支持阿里云听视频功能。

Android播放器SDK 5.2.3

2020-11-172020-11-17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20-11-17 V5.2.2

优化不同帧率的视频播放的兼容
性。

解决倍速播放暂停（stop）后再
次播放时，视频丢帧问题。

优化播放MP4文件的兼容性。

优化列表播放。

优化音量和静音设置。

硬解码黑名单支持HEVC格式。

Android播放器SDK 5.2.2

2020-09-302020-09-30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20-09-30 V5.2.1

提高HLS格式的兼容性。

分离artc包，降低artc和播放器
SDK版本的耦合。

支持WideVine DRM。

优化后台播放。

支持content协议。

支持扩展外部播放器。

Android播放器SDK 5.2.1

2020-09-222020-09-22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20-09-22 V5.1.6

优化进度显示逻辑。

优化外挂字幕显示。

优化音视频同步逻辑。

优化vid列表播放的起播速度。

优化采样率音频播放。

优化后台播放。

Android播放器SDK 5.1.6

2020-07-222020-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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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20-07-22 V5.1.5 支持artc播放。 Android播放器SDK 5.1.5

2020-07-072020-07-07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20-07-07 V5.1.4

支持HLS直播加密。

支持设置IP解析类型。

优化预缓存功能。

支持设置视频背景色。

优化HLS直播延迟。

播放器兼容性优化。

播放内核开源CicadaPlayer。

Android播放器SDK 5.1.4

2020-03-162020-03-16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20-03-16 V4.7.4
增加获取FPS的接口，增加视频渲
染回调接口。

提升SDK的稳定性。
Android播放器SDK 4.7.4

2019-12-112019-12-11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19-12-11 V4.7.3

支持设置多码率流的启播码率。

优化音视频同步逻辑。

提升SDK的稳定性。

Android播放器SDK 4.7.3

2019-11-012019-11-01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19-11-01 V4.7.2

增加了点播切换清晰度时的精准
Seek。

支持直播追帧。

提升了SDK稳定性。

Android播放器SDK 4.7.2

2019-09-182019-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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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19-09-18 V4.7.1
支持获取H.264的SEI信息。

支持FLV直播追赶。
Android播放器SDK 4.7.1

2019-08-192019-08-19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19-08-19 V4.7.0

支持Webvtt缩略图功能。

支持精准Seek功能。

支持设置请求视频的加密类型。

包含超低延时直播

Android播放器SDK 4.7.0

2019-08-022019-08-02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19-08-02 V4.5.0

全新播放器接口AliPlayer，提升
易用性。

支持H.265软硬解码、支持直播
H.265播放。

Android支持H.264硬解码。

支持试看功能。

支持短视频列表播放的
AliListPlayer。

支持HLS MasterPlaylist播放。

支持多音轨、多字幕、多码率以
及缩略图。

支持多码率无缝切换和自适应切
换。

边播边缓存支持MP4 URL缓存，
支持获取缓存文件名。

全新离线下载接口，优化下载体
验。

Android播放器SDK 4.5.0

2019-06-282019-06-28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19-06-28 V3.4.11 解决与短视频SDK集成冲突问题。 Android播放器SDK 3.4.11

2019-06-122019-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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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19-06-12 V3.4.10

点播播放增加region参数支持国
际化。

支持点播音频播放和下载。

修复相关崩溃问题。

Android播放器SDK 3.4.10

2019-01-042019-01-04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19-01-04 V3.4.9

优化循环播放。

修复重播黑边。

修复短视频场景下快速滑动视频
列表崩溃问题。

Android播放器SDK 3.4.9

2018-08-252018-08-25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18-08-25 V3.4.7

修复暂停后Seek，画面不能立即
更新。

修复断网后Seek，不报错的问
题。

修复删除后不能重新下载的问
题。

Android播放器SDK 3.4.7

2018-06-212018-06-21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18-06-21 V3.4.6

新增HLS标准加密下载。

新增获取视频角度接口。

新增traceID埋点接口。

Android播放器SDK 3.4.6

示例代码

2018-05-272018-05-27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18-05-27 V3.4.5

修复Seek到结尾报4003错误。

修复不能Seek到开头的问题。

修复播放过程中断网，Seek到缓
存区外报错。

UI播放器开源。

Android播放器SDK 3.4.5

示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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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252018-04-25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18-04-25 V3.4.3 修复带封面图MP3无法播放问题。
Android播放器SDK 3.4.3

示例代码

2018-04-182018-04-18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18-04-18 V3.4.2
新增防盗链referer设置。

优化数据日志。

Android播放器SDK 3.4.2

示例代码

2018-02-262018-02-26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18-02-26 V3.4.0

新增直播时移功能。

新增MPS安全下载。

新增连续播放示例Demo。

Android播放器SDK 3.4.0

示例代码

2018-02-062018-02-06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18-02-06 V3.3.4

修复因时区引起的STS过期问题。

修复缓存保存视频旋转meta信息
的丢失问题。

内部接口使用HTTPS请求。

优化STS过期和播放状态错误提
示。

新增支持变分辨率视频播放。

Android播放器SDK 3.3.4

示例代码

2018-01-242018-01-24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18-01-24 V3.3.3 新增直播答题播放功能。
Android播放器SDK 3.3.3

示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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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992/cn_zh/1518347514464/AliyunPlayerSDK_android_3.4.0_20180211.zip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992/cn_zh/1518347540660/AliyunPlayerDemo_android_3.4.0_20180211.zip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992/cn_zh/1517928354668/AliyunPlayerSDK_android_3.3.4_20180206.zip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992/cn_zh/1517928217548/AliyunPlayerDemo_android_3.3.4_20180206.zip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992/cn_zh/1516788577963/AliyunPlayerSDK_android_3.3.3_20180124.zip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992/cn_zh/1516788601327/AliyunPlayerDemo_android_3.3.3_20180124.zip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17-12-13 V3.3.0

新增开始循环播放回调接口。

新增视频渲染旋转角度接口。

新增视频画面镜像接口。

使用URL播放的视频也可以使用边
播边缓存功能。

Android播放器SDK 3.3.0

示例代码

2017-11-232017-11-23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17-11-23 V3.2.2

修复推流SDK退后台播放无声音问
题。

修复未使用Stop，销毁播放器时
崩溃。

Android播放器SDK 3.2.2

示例代码

2017-11-152017-11-15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17-11-15 V3.2.0

增加循环播放功能。

增加截图功能。

Cache内Seek。

Demo优化，合并基础播放器和高
级播放器。

Android播放器SDK 3.2.0

示例代码

本文为您介绍了阿里云iOS播放器在不同更新时间对应的更新功能。

2021-08-032021-08-03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21-08-03 V5.4.2.0

列表支持referer等配置。

ffmpeg版本升级为4.3.1。

支持视频延迟设置。

支持HLS中使用UTC时间回调。

增加清空画面功能。

提升播放器稳定性。

优化蓝牙下的音频播放。

优化9.x解码处理，防止黑屏。

iOS播放器SDK 5.4.2.0

2021-06-072021-06-07

5.2. iOS播放器SDK5.2. iOS播放器SDK

SDK下载··播放器SDK发布历史 视频点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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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992/cn_zh/1513163986499/AliyunPlayerSDK_android_3.3.0_20171213.zip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992/cn_zh/1513163907575/AliyunPlayerDemo_android_3.3.0_20171213.zip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992/cn_zh/1511447292886/AliyunPlayerSDK_android_3.2.2_20171123.zip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992/cn_zh/1511447341703/AliyunPlayerDemo_android_3.2.0220171123.zip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992/cn_zh/1510825566716/AliyunPlayerSDK_android_3.2.0_20171115.zip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992/cn_zh/1510825653399/AliyunPlayerDemo_android_3.2.0_20171115.zip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playVideo/5.4.2.0/ApsaraVideo_videoPlay_v5.4.2.0_iOS_20210802.zip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21-06-07 V5.4.1

支持音视频播放的数据回调。

优化dash的兼容性。

优化直播多码率切换。

完善媒体信息上报。

优化Wi-Fi和Cellular network切
换的响应速度。

支持播放过程中view被销毁。

优化前后台切换体验。

iOS播放器SDK 5.4.1

2021-05-142021-05-14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21-05-14 V5.4.0

支持dash流媒体技术。

支持backward buffer。

支持获取当前下载速度。

播放器SDK兼容性改进。

去除对OpenGL ES依赖。

iOS播放器SDK 5.4.0

2021-05-112021-05-11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21-05-11 V5.3.4

优化音视频同步逻辑。

优化外挂字幕显示。

提高稳定性。

解决私有加密后台播放报错问
题。

iOS播放器SDK 5.3.4

2021-03-082021-03-08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21-03-08 V5.3.2

支持HLG HDR视频的显示。

HDR播放支持旋转，镜像，截
图，支持填充模式的修改。

兼容声道数大于2的音频播放。

提升音频播放的稳定性。

优化对系统播放器的支持。

iOS播放器SDK 5.3.2

2021-01-192021-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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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playVideo/5.4.1/ApsaraVideo_videoPlay_v5.4.1_iOS_20210607.zip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playVideo/5.4.0/ApsaraVideo_videoPlay_v5.4.0_iOS_20210514.zip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playVideo/5.3.4/ApsaraVideo_videoPlay_v5.3.4_iOS_20210510.zip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playVideo/5.3.2/ApsaraVideo_videoPlay_v5.3.2_iOS_20210308.zip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21-01-19 V5.3.0

优化暂停（stop）的速度。

优化vid播放默认清晰度选择逻
辑。

支持阿里云HLS。

优化播放进度的精度。

完善外挂字幕支持。

去除对connan包的依赖。

播放器内核增加对WideVine的支
持。

支持HDR10视频播放。

iOS播放器SDK 5.3.0

2021-01-072021-01-07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21-01-07 V5.2.3

优化下载模块逻辑。

优化MP4 HLS的兼容性。

支持阿里云听视频功能。

解决列表播放切换视频会出现噪
音问题。

iOS播放器SDK 5.2.3

2020-11-172020-11-17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20-11-17 V5.2.2

优化不同帧率的视频播放的兼容
性。

解决倍速播放暂停（stop）后再
次播放时，视频丢帧问题。

优化播放MP4文件的兼容性。

优化列表播放。

优化音量和静音设置。

加快播放器暂停（stop）速度。

iOS播放器SDK 5.2.2

2020-09-302020-09-30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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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playVideo/5.3.0/ApsaraVideo_videoPlay_v5.3.0_iOS_20210119.zip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playVideo/5.2.3/ApsaraVideo_videoPlay_v5.2.3_iOS_20210107.zip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playVideo/5.2.2/ApsaraVideo_videoPlay_v5.2.2_iOS_20201117.zip


2020-09-30 V5.2.1

提高HLS格式的兼容性。

分离artc包，降低artc和播放器
SDK版本的耦合。

支持FairPlay DRM。

去除OpenSSL，减小体积。

去除HLS标准加密流不输出
pixelbuffer的限制。

iOS播放器SDK 5.2.1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20-09-222020-09-22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20-09-22 V5.1.6

优化进度显示逻辑。

优化外挂字幕显示。

优化音视频同步逻辑。

优化vid列表播放的起播速度。

优化采样率音频播放。

修改前后台事件监听逻辑，兼容
iPad设备。

修复隔行不能自动软解的问题。

iOS播放器SDK 5.1.6

2020-07-222020-07-22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20-07-22 V5.1.5 支持artc播放。 iOS播放器SDK 5.1.5

2020-07-072020-07-07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20-07-07 V5.1.4

支持HLS直播加密。

支持设置IP解析类型。

优化预缓存功能。

支持设置视频背景色。

优化HLS直播延迟。

播放器兼容性优化。

播放内核开源CicadaPlayer。

支持自定义AudioSession属性。

iOS播放器SDK 5.1.4

2020-08-10202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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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playVideo/5.2.1/ApsaraVideo_videoPlay_v5.2.1_iOS_20200930.zip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playVideo/5.1.6/ApsaraVideo_videoPlay_v5.1.6_iOS_20200922.zip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playVideo/5.1.5/ApsaraVideo_videoPlay_v5.1.5_iOS_20200721.zip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playVideo/5.1.4/ApsaraVideo_videoPlay_v5.1.4_iOS_20200709.zip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20-08-10 V4.7.5 修复iOS14平台崩溃问题。 iOS播放器SDK 4.7.5

2020-03-162020-03-16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20-03-16 V4.7.4
增加获取FPS的接口，增加视频渲
染回调接口。

提升SDK的稳定性。
iOS播放器SDK 4.7.4

2019-12-112019-12-11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19-12-11 V4.7.3

支持设置多码率流的启播码率。

优化音视频同步逻辑。

提升SDK的稳定性

iOS播放器SDK 4.7.3

2019-11-012019-11-01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19-11-01 V4.7.2

增加了点播切换清晰度时的精准
Seek。

支持直播追帧。

提升了SDK稳定性。

iOS播放器SDK 4.7.2

2019-09-182019-09-18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19-09-18 V4.7.1
支持获取H.264的SEI信息。

支持FLV直播追赶。
iOS播放器SDK 4.7.1

2019-08-192019-08-19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19-08-19 V4.7.0

支持Webvtt缩略图功能。

支持精准Seek功能。

支持设置请求视频的加密类型。

包含超低延时直播

iOS播放器SDK 4.7.0

SDK下载··播放器SDK发布历史 视频点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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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playVideo/4.7.5/ApsaraVideo_videoPlay_v4.7.5_iOS_20200810.zip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playVideo/4.7.4/ApsaraVideo_videoPlay_v4.7.4_iOS_20200316.zip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playVideo/4.7.3/ApsaraVideo_videoPlay_v4.7.3_iOS_20191211.zip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playVideo/4.7.2/ApsaraVideo_videoPlay_v4.7.2_iOS_20191030.zip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playVideo/4.7.1/ApsaraVideo_videoPlay_v4.7.1_iOS_20190918.zip
https://promotion.aliyun.com/ntms/lowlatencylive.html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playVideo/4.7.0/ApsaraVideo_videoPlay_v4.7.0_iOS_20190809.zip


2019-08-022019-08-02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19-08-02 V4.5.0

全新播放器接口AliPlayer，提升
易用性。

支持H.265软硬解码，支持直播
H.265播放。

支持试看功能。

支持短视频列表播放的
AliListPlayer。

支持HLS MasterPlaylist播放。

支持多音轨、多字幕、多码率以
及缩略图。

支持多码率无缝切换和自适应切
换。

边播边缓存支持MP4 URL缓存，
支持获取缓存文件名。

全新离线下载接口，优化下载体
验。

iOS播放器SDK 4.5.0

2019-06-122019-06-12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19-06-12 V3.4.10

点播播放增加region参数支持国
际化。

支持点播音频播放和下载。

修复相关崩溃问题。

iOS播放器SDK 3.4.10

2019-01-042019-01-04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19-01-04 V3.4.9

优化循环播放。

vid请求无法停止功能优化。

切后台返回前台卡顿优化。

修复短视频场景下快速滑动视频
列表崩溃问题。

iOS播放器SDK 3.4.9

2018-08-252018-08-25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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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vod-download.cn-shanghai.aliyuncs.com/sdk/player/4.5.0/ApsaraVideo_videoPlay_v4.5.0_iOS_20190703.zip
https://vod-download.cn-shanghai.aliyuncs.com/sdk/player/3.4.10/ApsaraVideo_videoPlay_v3.4.10_iOS_20190612.zip
https://vod-download.cn-shanghai.aliyuncs.com/sdk/player/3.4.9/ApsaraVideo_videoPlay_v3.4.9_iOS_20190104.zip


2018-08-25 V3.4.7

修复暂停后Seek，画面不能立即
更新。

修复断网后Seek，不报错的问
题。

修复删除后不能重新下载的问
题。

修复iOS8播放过程中来回切换后
台崩溃。

iOS播放器SDK 3.4.7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18-06-212018-06-21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18-06-21 V3.4.6

新增HLS标准加密下载。

新增获取视频角度接口。

新增traceID埋点接口。

iOS播放器SDK 3.4.6

iOS播放器SDK含模拟器 3.4.6

示例代码

2018-05-272018-05-27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18-05-27 V3.4.5

修复Seek到结尾报4003错误。

修复不能Seek到开头的问题。

修复播放过程中断网，Seek到缓
存区外报错。

UI播放器开源。

iOS播放器SDK 3.4.5

iOS播放器SDK含模拟器 3.4.5

示例代码

2018-05-042018-05-04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18-05-04 V3.4.4

修复视频标题带空格无法播放问
题。

修复推流后台推图片后无法恢复
播放的问题。

iOS播放器SDK 3.4.4

iOS播放器SDK含模拟器 3.4.4

示例代码

2018-04-252018-04-25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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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vod-download.cn-shanghai.aliyuncs.com/sdk/player/ApsaraVideo_videoPlay_v3.4.7_iOS_20180825.zip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992/cn_zh/1529551533535/AliyunPlayerSDK_iOS_3.4.6_20180621.zip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992/cn_zh/1529551577612/AliyunPlayerSDK_simulator_iOS_3.4.5_20180621.zip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992/cn_zh/1529551361280/AliyunPlayerDemo_iOS_3.4.6_20180621.zip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992/cn_zh/1527416197411/AliyunPlayerSDK_iOS_3.4.5_20180527.zip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992/cn_zh/1527416279435/AliyunPlayerSDK_simulator_iOS_3.4.5_20180527.zip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992/cn_zh/1527416069093/AliyunPlayerDemo_iOS_3.4.5_20180527.zip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992/cn_zh/1525440967427/AliyunPlayerSDK_iOS_3.4.4_20180504.zip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992/cn_zh/1525441467915/AliyunPlayerSDK_simulator_iOS_3.4.4_20180504.zip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992/cn_zh/1525440732905/AliyunPlayerDemo_iOS_3.4.4_20180504.zip


2018-04-25 V3.4.3
修复带封面图MP3无法播放问
题。

修复熄屏播放无声音问题。

iOS播放器SDK 3.4.3

iOS播放器SDK含模拟器 3.4.3

示例代码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18-04-182018-04-18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18-04-18 V3.4.2

新增防盗链referer设置。

优化数据日志。

剥离第三方动态库。

iOS播放器SDK 3.4.2

iOS播放器SDK含模拟器 3.4.2

示例代码

2018-03-062018-03-06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18-03-06 V3.4.1 修复埋点日志错误问题。

iOS播放器SDK 3.4.1

iOS播放器SDK含模拟器 3.4.1

示例代码

2018-02-262018-02-26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18-02-26 V3.4.0

新增直播时移功能。

新增MPS安全下载。

新增连续播放示例Demo。

iOS播放器SDK 3.4.0

iOS播放器SDK含模拟器 3.4.0

示例代码

2018-02-062018-02-06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视频点播 SDK下载··播放器SDK发布历史

> 文档版本：20211213 85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992/cn_zh/1524628158418/AliyunPlayerSDK_iOS_3.4.3_20180425.zip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992/cn_zh/1524628197232/AliyunPlayerSDK_simulator_iOS_3.4.3_20180425.zip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992/cn_zh/1524628019938/AliyunPlayerDemo_iOS_3.4.3_20180425.zip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992/cn_zh/1524066692289/AliyunPlayerSDK_iOS_3.4.2_20180418.zip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992/cn_zh/1524067005791/AliyunPlayerSDK_simulator_iOS_3.4.2_20180418.zip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992/cn_zh/1524066214686/AliyunPlayerDemo_iOS_3.4.2_20180418.zip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992/cn_zh/1520327335149/AliyunPlayerSDK_iOS_3.4.1_20180306.zip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992/cn_zh/1520327371533/AliyunPlayerSDK_simulator_iOS_3.4.1_20180306.zip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992/cn_zh/1520327162347/AliyunPlayerDemo_iOS_3.4.1_20180306.zip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992/cn_zh/1518347211811/AliyunPlayerSDK_iOS_3.4.0_20180211.zip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992/cn_zh/1518347266318/AliyunPlayerSDK_simulator_iOS_3.4.0_20180211.zip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992/cn_zh/1518347301745/AliyunPlayerDemo_iOS_3.4.0_20180211.zip


2018-02-06 V3.3.4

修复因时区引起的STS过期问题。

修复缓存保存视频旋转meta信息
的丢失问题。

修复上传到App Store异常问题。

优化STS过期和播放状态错误提
示。

优化下载完成逻辑。

修复无网络情况下请求DNS异常
问题。

新增支持变分辨率视频播放。

iOS播放器SDK 3.3.4

iOS播放器SDK含模拟器 3.3.4

示例代码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18-01-242018-01-24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18-01-24 V3.3.3
新增直播答题播放功能。

修复卡UI线程问题。

iOS播放器SDK 3.3.3

iOS播放器SDK含模拟器 3.3.3

示例代码

2018-01-082018-01-08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18-01-08 V3.3.2 修复缺少语言包造成的crash问题。

iOS播放器SDK 3.3.2

iOS播放器SDK含模拟器 3.3.2

示例代码

2017-12-132017-12-13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17-12-13 V3.3.0

新增开始循环播放回调接口。

新增视频渲染旋转角度接口。

新增视频画面镜像接口。

新增UI播放器完成播放回调接
口。

使用URL播放的视频也可以使用边
播边缓存功能。

iOS播放器SDK 3.3.0

iOS播放器SDK含模拟器 3.3.0

示例代码

2017-11-232017-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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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17-11-23 V3.2.2
修复推流SDK退后台播放无声音问
题。

iOS播放器SDK 3.2.2

iOS播放器SDK含模拟器 3.2.2

示例代码

2017-11-152017-11-15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17-11-15 V3.2.0

增加循环播放功能。

增加截图功能。

Cache内Seek。

Demo优化，合并基础播放器和高
级播放器。

UI播放器增加全屏事件回调。

iOS播放器SDK 3.2.0

iOS播放器SDK含模拟器 3.2.0

示例代码

本文为您介绍了阿里云Web播放器在不同更新时间对应的更新功能。

2021-11-232021-11-23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2021-11-23 V2.9.16 修复已知问题，防止UC浏览器video标签被劫持。

2021-11-082021-11-08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2021-11-08 V2.9.14
RTS拉流支持Android微信（7.0.9及以上版本）浏
览器。

2021-10-262021-10-26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2021-10-26 V2.9.13 修复部分已知问题。

2021-09-182021-09-18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5.3. Web播放器SDK5.3. Web播放器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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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9-18 V2.9.12

Web播放器SDK对于多码率DRM视频播放支持两
种码率切换方式：

自适应码率。

手动切换码率。

修复部分已知问题。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2021-08-192021-08-19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2021-08-19 V2.9.11
FLV直播允许使用lazyLoad。

修复部分已知问题。

2021-08-042021-08-04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2021-08-04 V2.9.8 修复部分已知问题。

2021-07-092021-07-09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2021-07-09 V2.9.7
新增getCurrentPDT方法，HLS的视频格式支持
实时获取ProgramDateTime。

修复部分已知问题。

2021-06-242021-06-24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2021-06-24 V2.9.6

支持DRM播放。

支持FLV直播追帧。

支持FLV解析SEI信息，订阅事件为seiFrame。

新增键盘快捷键。

新增控制栏（controbar）的状态。

修复部分已知问题。

2020-12-312020-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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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2020-12-31 V2.9.3

RTS流支持loadByUrl切换。

RTS流增加拉流重试。

修复部分已知问题。

2020-11-162020-11-16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2020-11-16 V2.9.2

支持customTag字段，新参数为customTag。

支持通过参数控制加载的RTS SDK版本，新参数
为rtsVersion。

修复部分已知问题。

2020-10-232020-10-23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2020-10-23 V2.9.1

支持RTS播放。

支持HLS直播追帧。

支持HLS解析SEI信息，订阅事件为seiFrame。

修复部分已知问题。

2020-09-082020-09-08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2020-09-08 V2.9.0

直播场景增加播放的流分辨率变化的通知，增加
新的订阅事件resolutionChange。

凭证方式支持缩略图功能。

修复部分已知问题。

2020-07-212020-07-21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2020-07-21 V2.8.9
支持HLS直播加密。

修复部分已知问题。

2020-03-302020-03-30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2020-03-30 V2.8.8 修复部分已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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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112019-12-11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2019-12-11 V2.8.7
优化HLS多码率支持。

修复部分已知问题。

2019-05-102019-05-10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2019-05-10 V2.8.2

H5支持点播试看功能。

点播视频支持失败重试。

修复部分已知问题。

2019-02-222019-02-22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2019-02-22 V2.8.1

H5支持进度条打点。

微信播放优化。

STS播放方式优化。

修复部分已知问题。

2019-01-112019-01-11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2019-01-11 V2.8.0

H5支持阿里云私有加密播放。

UI和Seek操作优化。

修复部分已知问题。

2018-11-292018-11-29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2018-11-29 V2.7.4

vid+playauth的方式获取媒体资源地址，支持清
晰度过滤和指定默认清晰度。

支持直播字幕。

支持Web DRM的视频播放。

修复部分已知问题。

2018-08-162018-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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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2018-08-16 V2.7.2

直播多码率切换优化。

直播时移功能支持HLS和FLV协议，切换成HLS协
议回溯之前的视频，切换成FLV协议回到当前直
播。

hover（鼠标悬停）时，全屏可以倒记时隐藏
controlbar（控制条）。

修复部分已知问题。

2018-06-252018-06-25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2018-06-25 V2.7.1 修复Android微信播放HLS视频问题。

2018-06-182018-06-18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2018-06-18 V2.7.0

支持多字幕、多音轨和缩略图。

支持语言自定义。

Flash支持标准加密播放。

播放器新UI。

2018-03-162018-03-16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2018-03-16 V2.6.0

支持多清晰度的Source播放模式。

Vid方式播放MP3。

支持旋转和镜像。

修复部分已知问题。

2018-03-052018-03-05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2018-03-05 V2.5.1
优化错误提示。

修复部分已知问题。

2018-01-092018-01-09

视频点播 SDK下载··播放器SDK发布历史

> 文档版本：20211213 91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2018-01-09 V2.5.0

支持STS播放方式。

H5播放器UI修改。

实现直播时移功能。

修复部分已知问题。

2017-12-062017-12-06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2017-12-06 V2.4.0

网络差时，提示切换低清晰度。

MTS播放方式清晰度匹配修改。

提供查询当前播放状态方法。

新增拖拽事件。

提供全屏操作服务。

修复Flash播放器Token过期时，错误未捕获问
题。

2017-11-232017-11-23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2017-11-23 V2.3.5
支持HTTPS。

修复部分已知问题。

2017-11-172017-11-17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2017-11-17 V2.3.0

H5支持FLV的播放，具体操作，请参见FLV播
放。

H5截图设置水印，具体操作，请参见水印设置。

提供自定义组件插件的实现，具体操作，请参
见自定义组件的实现。

修复部分已知问题。

本文为您介绍了阿里云Windows播放器在不同更新时间对应的更新功能。

2021-08-302021-08-30

5.4. Windows播放器SDK5.4. Windows播放器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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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历史版本

2021-08-30 V5.4.2

FFmpeg版本升级为4.3.1。

支持HLS中使用UTC时间回调。

新增清空画面功能。

提升播放器稳定性。

Windows播放器SDK 5.4.2

2021-06-102021-06-10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历史版本

2021-06-10 V5.4.1

支持音视频播放的数据回调。

优化dash的兼容性。

优化直播多码率切换。

完善媒体信息上报。

支持artc播放。

Windows播放器SDK 5.4.1

2021-03-082021-03-08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历史版本

2021-03-08 V5.3.1

增加埋点上报功能。

重构音频渲染代码。

支持LHLS。

解决下载相关问题。

优化暂停（Stop）的速度。

优化播放进度的精度。

Windows播放器SDK 5.3.1

2020-11-182020-11-18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历史版本

2020-11-18 V5.2.2

修复：在Win7系统，播放器进程
退出时，主线程中止，进程没有
结束。

修复：在Win7系统，切换播放器
窗口或改变播放器窗口大小时，
偶现黑屏的问题。

Windows播放器SDK 5.2.2

2020-10-102020-10-10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历史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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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10 V5.2.1

修复：Setview切换窗口后，窗口
不显示播放的视频。

修复：在播放过程中暂停播放，
然后更改播放器尺寸，画面不会
自动改变尺寸。

修复：销毁播放器后再创建，在
Prepare时崩溃。

修复：暂停时，如果调节播放进
度到其他位置，截图仍然显示暂
停时的画面。

修复：音频设备打开失败，进度
条没有正常显示。

添加Destroy Downloader和
Player的静态方法。

Windows播放器SDK 5.2.1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历史版本

2020-07-172020-07-17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历史版本

2020-07-17 V5.2.0

Windows版本首次发布，主要功能
如下所示：

多种方式播放：URL播放、vid播
放、本地视频播放。

播放控制：开始、暂停、恢复、
停止、Seek和精确Seek。

播放器基本功能：切换多码率、
自动播放、循环播放、画面旋
转、填充模式、镜像操作、静
音、音量控制（0.0~2.0）、倍数
播放、边播边缓存、试看和截
图。

视频下载功能：支持安全下载和
普通下载。

设置播放器配置：设置Referer、
设置UserAgent、配置网络重试
时间和次数、配置缓存和延迟控
制和HTTP Header设置。

Windows播放器SDK 5.2.0

本文为您介绍了阿里云Flutter播放器在不同更新时间对应的更新功能。

2021-06-102021-06-10

5.5. Flutter播放器SDK5.5. Flutter播放器SDK

SDK下载··播放器SDK发布历史 视频点播

94 > 文档版本：20211213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playVideo/5.2.1/ApsaraVideo_videoPlay_v5.2.1_Windows_20201010.zip
https://alivc-demo-cms.alicdn.com/versionProduct/sourceCode/playVideo/5.2.0/ApsaraVideo_videoPlay_v5.2.0_Windows_20200717.zip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21-06-10 V5.4.0

支持Flutter SDK 2.0及以上版
本。

新增播放器多实例功能。

优化SDK，提高稳定性。

Flutter播放器SDK 5.4.0

2021-01-212021-01-21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21-01-21 V5.3.0
添加了禁用音视频、字幕延时、
切换播放器等新接口以及界面。

同步升级播放器SDK。
Flutter播放器SDK 5.3.0

2020-12-292020-12-29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历史版本

2020-12-29 V5.2.3 首次发布 Flutter播放器SDK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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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您介绍了阿里云Android趣视频解决方案在不同更新时间对应的更新功能。

2021-08-312021-08-31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2021-08-31 V1.4.2

更新播放器至5.4.2版本。

更新短视频至3.24.0版本。

修复已知缺陷，提高稳定性。

2021-06-172021-06-17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2021-06-17 V1.4.1

更新播放器至5.4.0版本。

更新短视频至3.22.0版本。

修复已知缺陷，提高稳定性。

2020-02-132020-02-13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2020-02-13 V1.4.0

更新播放器至4.7.3版本。

更新短视频至3.14.0版本。

内部代码优化，修复已知缺陷，提高稳定性。

2019-09-262019-09-26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2019-09-26 V1.3.9

更新播放器SDK至4.7.1版本。

短视频SDK至3.11.0版本。

修复已知缺陷，提高稳定性。

2019-06-052019-06-05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6.趣视频解决方案发布历史6.趣视频解决方案发布历史
6.1. Android趣视频发布历史6.1. Android趣视频发布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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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05 V1.3.8

更新播放器SDK至4.4.2版本。

短视频SDK至3.9.2版本。

增加了播放直播流的功能。

内部代码优化，增强了代码的可复用性。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2019-05-202019-05-20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2019-05-20 V1.3.5

更新了全新的播放器4.4.1版本，视频的预加载策
略由SDK内部进行管理。

对于不同分辨率的视频在不同屏幕比例下的播放
适配进行了统一处理。

修复已知缺陷，提高稳定性。

2019-04-032019-04-03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2019-04-03 V1.3.0

集成太合音乐DMH服务，解决在线音乐版权问
题。

基于点播服务，搭建特效资源分发。

录制模块添加的音乐可在编辑模块进行替换。

优化视频播放体验。

修复已知缺陷，提高稳定性。

2019-03-012019-03-01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2019-03-01 V1.2.1

新增个人中心，可预览个人发布的视频。

基于点播智能审核服务，为内容保驾护航。

编辑模块新增封面选择功能。

优化视频编辑流程，秒级合成到发布。

新增AppServer和管理后台源码，进一步降低开
发成本。

2018-12-202018-12-20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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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20 V1.1.0

端云一体化能力以及产品化的交互助您快速搭建
短视频产品。

基于短视频SDK，实现视频特效的采编能力。

基于点播CDN和播放器SDK，实现视频秒播等能
力。

基于云端窄带高清转码能力，保持清晰度同时大
幅降低文件大小。

基于云端转码能力，实现分享和下载本地视频添
加水印，保护版权。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本文为您介绍了阿里云iOS趣视频解决方案在不同更新时间对应的更新功能。

2021-08-312021-08-31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2021-08-31 V1.4.2

更新播放器至5.4.2版本。

更新短视频至3.24.0版本。

修复已知问题，提高稳定性。

2021-06-252021-06-25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2021-06-25 V1.4.1

更新播放器至5.4.0版本。

更新短视频至3.22.0版本。

修复已知问题，提高稳定性。

2020-02-132020-02-13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2020-02-13 V1.4.0

更新播放器至4.7.3版本。

更新短视频至3.14.0版本。

内部代码优化，修复已知问题，提高稳定性。

2019-09-262019-09-26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6.2. iOS趣视频发布历史6.2. iOS趣视频发布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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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26 V1.3.9

更新播放器SDK至4.7.1版本。

短视频SDK至3.11.0版本。

修复已知问题，提高稳定性。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2019-06-052019-06-05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2019-06-05 V1.3.8

更新播放器SDK至4.4.2版本。

短视频SDK至3.9.2版本。

增加了播放直播流的功能。

内部代码优化，增强了代码的可复用性。

2019-05-202019-05-20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2019-05-20 V1.3.5

更新了全新的播放器4.4.1版本，视频的预加载策
略由SDK内部进行管理。

对于不同分辨率的视频在不同屏幕比例下的播放
适配进行了统一处理。

修复已知问题，提高稳定性。

2019-04-032019-04-03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2019-04-03 V1.3.0

集成太合音乐DMH服务，解决在线音乐版权问
题。

基于点播服务，搭建特效资源分发。

录制模块添加的音乐可在编辑模块进行替换。

优化视频播放体验。

修复已知问题，提高稳定性。

2019-03-012019-03-01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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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01 V1.2.1

新增个人中心，可预览个人发布的视频。

基于点播智能审核服务，为内容保驾护航。

编辑模块新增封面选择功能。

优化视频编辑流程，秒级合成到发布。

新增AppServer和管理后台源码，进一步降低开
发成本。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2018-12-202018-12-20

日期日期 版本版本 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2018-12-20 V1.1.0

端云一体化能力以及产品化的交互助您快速搭建
短视频产品。

基于短视频SDK，实现视频特效的采编能力。

基于点播CDN和播放器SDK，实现视频秒播等能
力。

基于云端窄带高清转码能力，保持清晰度同时大
幅降低文件大小。

基于云端转码能力，实现分享和下载本地视频添
加水印，保护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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