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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详情 

2017/02/23 

更新人 云帆 

更新说明 修改相关接口描述 

描述 1. 修改“新增直播域名配置接口”  源流模式字

段，更新为：OriginMode； 

2. 修改“修改直播域名配置接口”源流模式字

段，更新为：OriginMode； 

2017/03/06 

更新人 云帆 

更新说明 1. 修改“设置禁止直播流播放接口”中请求参数

Rtmp_url 为 RtmpUrl； 

2. 修改“查询禁止直播流播放流名接口” 中请

求参数 Rtmp_url 为 RtmpUrl； 

描述 完善域名对应所有服务的配置 

2017/03/10 

更新人 云帆 

更新说明 新增切片、转码、转推、截图、录制相关配置接

口 

描述 完善域名对应所有服务的配置 

2017/03/13 更新人 云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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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说明 新增域名配置接口用例说明 

描述 完善域名对应所有服务的用例说明 

2017/03/15 

更新人 云帆 

更新说明 完善旧版 api 的对接 

描述 完善旧版 api 对接及相关用例说明 

 

Token 校验 

 管理凭证说明：  

管理凭证是云帆 CDN 用于验证请求方合法性的机制。使用这一类凭证，可

避免意外授权导致权限滥用。管理凭证一方面可保证请求发起者拥有对目标域名

的管理权限，尤其删除以及修改等操作。另一方面可保证服务端收到的管理请求

内容未经中途篡改。不带凭证或带非法凭证的请求方将返回 HTTP 错误码 401。 

 生成待签名的原始字符串算法 ： 

步骤 1 获取操作域名对应的接口名及 body 参数，获取操作域名对应的

AccessKey，SecretKey 

步骤 2 抽取请求 URL 中<path>或<path>?<query>的部分与请求内容部分（即

HTTP Body），用\n 连接起来。 

signingStr = "<path>?<quer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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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 示例： 

或 signingStr = "<path>?<query>\n<body>" 

注意：当 Content-Type 为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时，签

名内容必须包括请求内容 （即 HTTP Body）。这里的 body 一般是 json 或

者 key-value,需要转成字符串用？拼接。 

步骤 3 对 signingStr 使用 SecretKey 进行 HmacSHA1 签名 

sha1Result = hmac_sha1(signingStr, "<SecretKey>") 

步骤 4 对签名 sign 的 16 进制数转化为字符串，然后对该字符串进行 Base64 编码 

encodedSign=base64_encode(sign) 

步骤 5 将 AccessKey 和 encodedSign 用”:” 连接起来  

accessToken =“<AccessKey>:<encodedSign>” 

步骤 6 将 accessToken 作为 header，调用接口 

步骤 1 AccessKey=29659a216df2f6105d06e1809477a23e839ef48c4a65fe691

04bf7eca7253246； 

SecretKey=3d0b47178b917f6cb56b3844db2ba227eb9ba42f1c88eb80

504eccbe6d8dc523； 

url=”http://api.yfcloud.com/api/get_rtmp_url_all?rtmp_url=rtmp://p

ush.yftest.yflive.net/live/abc123” 

步骤 2 将待签名的字符串用“\n”拼接： 

signingStr=“/api/get_rtmp_url_all?rtmp_url=rtmp://push.yftest.yflive

.net/live/abc123\n” 

步骤 3 对 signingStr 使用 SecretKey 进行 HmacSHA1 签名 

sha1Result = 

http://api.yfcloud.com/api/get_rtmp_url_all?rtmp_url=rtmp://push.yftest.yflive.net/live/abc123
http://api.yfcloud.com/api/get_rtmp_url_all?rtmp_url=rtmp://push.yftest.yflive.net/live/abc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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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 示例： 

hmac_sha1(“/api/get_rtmp_url_all?rtmp_url=rtmp://push.yftest.yflive

.net/live/abc123\n”,"3d0b47178b917f6cb56b3844db2ba227eb9ba42

f1c88eb80504eccbe6d8dc523")， 

将 sha1Result 二进制转化为 16 进制 

sha1ResultHex=“0f07f278280015aeeb661215ee7093e34572f0b4” 

步骤 4 对 sha1ResultHex 进行 Base64 编码后的结果如下： 

encodedSign= 

base64_encode(0f07f278280015aeeb661215ee7093e34572f0b4) 

结果为： 

MGYwN2YyNzgyODAwMTVhZWViNjYxMjE1ZWU3MDkzZTM0NTcyZj

BiNA== 

步骤 5 accessToken=”29659a216df2f6105d06e1809477a23e839ef48c4a65f

e69104bf7eca7253246:MGYwN2YyNzgyODAwMTVhZWViNjYxMjE1Z

WU3MDkzZTM0NTcyZjBiNA==” 

步骤 6 将 accessToken 作为 header，调用接口 

步骤 1 AccessKey=29659a216df2f6105d06e1809477a23e839ef48c4a65fe691

04bf7eca7253246； 

SecretKey=3d0b47178b917f6cb56b3844db2ba227eb9ba42f1c88eb80

504eccbe6d8dc523； 

url=http://api.yfcloud.com/api/ban_rtmp_url/set 

body={"RtmpUrl": "rtmp://push.yftest.yflive.net/live/abc123", 

"EndBanSec": 1475172090, "StartBanSec": 1475164890}  ( json 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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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将待签名的字符串用“\n”拼接： 

signingStr=“/api/ban_rtmp_url/set\n{ 

"RtmpUrl": "rtmp://push.yftest.yflive.net/live/abc123",  

"EndBanSec": 1475172090,  

"StartBanSec": 1475164890}” 

步骤 3 对 signingStr 使用 SecretKey 进行 HmacSHA1 签名 

sha1Result = hmac_sha1(“ signingStr”, 

"3d0b47178b917f6cb56b3844db2ba227eb9ba42f1c88eb80504eccbe

6d8dc523")， 

将 sha1Result 二进制转化为 16 进制 

sha1ResultHex=“ea11fdf350dbfdea0b5c8fbcf95cfbdb1f3a7d16” 

步骤 4 对 sha1ResultHex 进行 Base64 编码后的结果如下： 

encodedSign= 

base64_encode(ea11fdf350dbfdea0b5c8fbcf95cfbdb1f3a7d16) 

结果为： 

ZWExMWZkZjM1MGRiZmRlYTBiNWM4ZmJjZjk1Y2ZiZGIxZjNhN2QxN

g == 

步骤 5 accessToken=”29659a216df2f6105d06e1809477a23e839ef48c4a65f

e69104bf7eca7253246: 

ZWExMWZkZjM1MGRiZmRlYTBiNWM4ZmJjZjk1Y2ZiZGIxZjNhN2QxN

g ==” 

步骤 6 将 accessToken 作为 header，调用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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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直播域名配置接口 

 接口名： 

(http|https)://api.yfcloud.com/web/api/live/addHostConfig 

 接口说明：  

请求方式：Post 

输入字段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填 字段含义 

SendHost String 是 源流域名 

OriginMode String 是 源流模式： 

Rtmp_Remotepush（RTMP 推

流）， 

Rtmp_Remotepull（RTMP 拉

流）， 

Http_Remotepull （HTTP 拉

流）， 

Rtmp_Localpull （RTMP 核心

回源）， 

Http_Localpull （HTTP 核心回

源） 

HttpSuffix String 否 Http_Remotepull、

Http_Localpull 回源模式后缀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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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如 flv，限制 4 位数字字母组

合 

PlayHost String 是 Rtmp 播放域名，需和 sendhost

主域名保持一致 

HlsHost String 否 Hls 播放域名，需和 sendhost

主域名保持一致 

FlvHost String 否 Flv 播放域名，需和 sendhost 主

域名保持一致 

OpenBackupSendHost Boolean 否 备用回源域名开关 

BackupSendHost String 否 备用回源域名 

AccessToken String 请求头必带

（Header

） 

认证信息 

 返回值：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含义 

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msg String 错误描述 

Ok String 错误标识 

Data  数据 

 示例：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addHostConfig 

body = { 

            "SendHost":"yf.test.com",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addHost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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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iginMode":"Http_Remotepull", 

            "PlayHost":"rtmpyf.test.com", 

            "HlsHost":"hlsyf.test.com", 

            "FlvHost":"flvyf.test.com", 

            "HttpSuffix":"flv" 

        } 

返回值： 

{   

"Errorcode": 0,  

     "Errormsg": "",  

 "Ok": true,  

 "Data": null    

} 

删除直播域名配置接口 

 接口名： 

(http|https)://api.yfcloud.com/web/api/live/deleteHostConfig 

 接口说明：  

请求方式：Post 

输入字段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填 字段含义 

SendHost String 是 源流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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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Token String 请求头必带

（Header

） 

认证信息 

 返回值：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含义 

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msg String 错误描述 

Ok String 错误标识 

Data  数据 

 示例：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deleteHostConfig 

body = {            

 "SendHost":" yf.test.com"        

 } 

返回值： 

{ 

 "Errorcode": 0,  

 "Errormsg": "",  

 "Ok": true,  

 "Data": null 

}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deleteHost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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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直播域名配置接口 

 接口名： 

(http|https)://api.yfcloud.com/web/api/live/updateHostConfig 

 接口说明：  

请求方式：Post 

输入字段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填 字段含义 

SendHost String 是 源流域名，源流域名禁止修改 

OriginMode String 否 源流模式： 

Rtmp_Remotepush（RTMP 推

流）， 

Rtmp_Remotepull（RTMP 拉

流）， 

Http_Remotepull （HTTP 拉

流）， 

Rtmp_Localpull （RTMP 核心

回源）， 

Http_Localpull （HTTP 核心回

源） 

HttpSuffix String 否 Http_Remotepull、

Http_Localpull 回源模式后缀，

如 flv，限制 4 位数字字母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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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Host String 否 Rtmp 播放域名，需和 sendhost

主域名保持一致 

HlsHost String 否 Hls 播放域名，需和 sendhost

主域名保持一致 

FlvHost String 否 Flv 播放域名，需和 sendhost 主

域名保持一致 

OpenBackupSendHost Boolean 否 备用回源域名开关 

BackupSendHost String 否 备用回源域名 

AccessToken String 请求头必带

（Header

） 

认证信息 

 返回值：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含义 

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msg String 错误描述 

Ok String 错误标识 

Data  数据 

 示例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updateHostConfig 

body = { 

            "SendHost":"yf.test.com", 

            "OriginMode":"Rtmp_Remotepush", 

             "SendHost":"yf.test.com",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updateHost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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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yHost":"rtmpyf1.test.com", 

             "HlsHost":"hlsyf1.test.com", 

             "FlvHost":"flvyf1.test.com", 

             "OpenBackupSendHost": True,  

             "BackupSendHost": "yf12.test.com", 

           } 

返回值： 

{ 

   "Errorcode": 0,  

     "Errormsg": "",  

        "Ok": true,  

        "Data": null 

} 

查询直播域名配置接口 

 接口名： 

(http|https)://api.yfcloud.com/web/api/live/queryHostConfig 

 接口说明：  

请求方式：Post 

输入字段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填 字段含义 

SendHost String 是 源流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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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Token String 请求头必带

（Header

） 

认证信息 

 返回值： 

具体返回数据字段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含义 

SendHost String 源流域名 

OriginMode String 源流模式 

HttpSuffix String Http_Remotepull、Http_Localpull 回源模式

后缀，其他模式返回空 

PlayHost String Rtmp 播放域名 

HlsHost String Hls 播放域名 

FlvHost String Flv 播放域名  

OpenBackupSendHost Boolean 备用回源域名开关 

BackupSendHost String 备用回源域名 

Status Integer 域名加速状态，默认停止，停止状态 0、开启状

态为 1 

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msg String 错误描述 

Ok String 错误标识 

Data  数据 

 示例：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queryHostConfig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queryHost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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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 = { 

            "SendHost":"yf.test.com" 

        } 

返回值： 

{ 

 "Errorcode": 0,  

 "Errormsg": "",  

 "Ok": true,  

 "Data": [ 

  { 

   "Status": 1,  

   "SendHost": "yf.test.com",  

   "FlvHost": "flvyf1.test.com",  

   "OpenBackupSendHost": true,  

   "BackupSendHost": "yf12.test.com",  

   "HlsHost": "hlsyf1.test.com",  

   "PlayHost": "rtmpyf1.test.com",  

   "HttpSuffix": "",  

   "OriginMode": "Rtmp_Remotepush"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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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或停止直播源流域名加速功能接口 

 接口名： 

(http|https)://api.yfcloud.com/web/api/live/openLiveHostSpeed 

 接口说明：  

请求方式：Post 

输入字段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填 字段含义 

SendHost String 是 源流域名 

Status Integer 是 开启或停止（0,1），新增域名默

认是关闭状态 

AccessToken String 请求头必带

（Header

） 

认证信息 

 返回值：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含义 

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msg String 错误描述 

Ok String 错误标识 

Data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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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openLiveHostSpeed 

body = { 

            "SendHost":"yf.test.com", 

            "Status":1 

        } 

返回值： 

{ 

 "Errorcode": 0,  

 "Errormsg": "",  

 "Ok": true,  

 "Data": null 

} 

新增直播域名转码配置接口 

 接口名： 

(http|https)://api.yfcloud.com/web/api/live/addTransCodeConfig 

 接口说明：  

请求方式：Post 

输入字段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填 字段含义 

SendHost String 是 源流域名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openLiveHost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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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SuffixName String 是 转码后缀，多个转码后缀配置时

如_720p，该接口限制每次只能

新加一个，且每个源流域名限制

四条（不论状态），限制 5 位数

字或字母组合 

VideoCodeStandard String 否 视频编码标准，范围：H.264，

H.265，不填默认 H.264 

CodeLevel String 否 视频编码级别，范围：High，

Main，Baseline，不填默认

Main 

Width Integer 是 宽，范围：1-10000 

Height Integer 是 高，范围：1-10000 

VideoRate Integer 是 码率，范围：1-16096 

FrameRate Integer 是 帧率，范围：10-60 

KeyFrameDist Integer 是 关键帧距离，范围：1-60s 

AudioCodeStandard String 否 音频编码标准，范围：AAC，

MP3，不填默认 AAC， 

AudioSampleRate String 否 音频采样率，范围：

22050,32000,44100,48000，不

填默认 48000 

AudioRate Integer 是 音频码率，范围：80-16096 

AudioChannelNum Integer 否 声道数，默认 2 

LogoOpen Boolean 否 水印开关 

LogoUrl String 否 水印 url，水印开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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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pos Integer 否 水印对应 x 坐标，水印开必填，

整数，范围 0-10000 

Ypos Integer 否 水印对应 y 坐标，水印开必填，

整数，范围 0-10000 

LogoWidth Integer 否 水印宽，水印开必填，整数，范

围 0-10000 

LogoHeight Integer 否 水印高，水印开必填，整数，范

围 0-10000 

AccessToken String 请求头必带

（Header

） 

认证信息 

 返回值：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含义 

ID Integer Rtmpuser 转码 id 

CodeName String 转码名称，此处对应和转码后缀一致 

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msg String 错误描述 

Ok String 错误标识 

Data  数据 

 示例：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addTransCodeConfig 

body = { 

            "SendHost":"yf.test.com",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addTransCode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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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deSuffixName":"_725p", 

            "VideoCodeStandard":"H.265", 

            "CodeLevel":"High", 

            "Width":1281, 

            "Height":721, 

            "VideoRate":1001, 

            "FrameRate":31, 

            "KeyFrameDist":21, 

            "AudioCodeStandard":"MP3", 

            "AudioSampleRate":"22050", 

            "AudioRate":81, 

            "AudioChannelNum":2, 

            "LogoOpen":True, 

            "LogoUrl":"http://www.test.com/123/1.jpg", 

            "Xpos":5, 

            "Ypos":10, 

            "LogoWidth":100, 

            "LogoHeight":200, 

             

        } 

返回值： 

{ 

 "Errorcode": 0,  

 "Errormsg": "",  

 "Ok": true,  

 "Da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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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deName": "_725p",  

  "ID": 395 

 } 

} 

删除直播域名转码配置接口 

 接口名： 

(http|https)://api.yfcloud.com/web/api/live/deleteTransCodeConfig 

 接口说明：  

请求方式：Post 

输入字段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填 字段含义 

SendHost String 是 源流域名 

IDS Integer 是 Rtmpuser  转码 id，可填多

个，[127,125] 

AccessToken String 请求头必带

（Header

） 

认证信息 

 返回值： 

外层标准返回：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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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msg String 错误描述 

Ok String 错误标识 

Data  数据 

 示例：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queryTransCodeConfig 

 body = { 

            "SendHost":"yf.test.com", 

            "IDS":[396] 

        } 

返回值： 

{ 

 "Errorcode": 0,  

 "Data": null,  

 "Errormessage": "",  

 "Ok": true 

} 

修改直播域名转码配置接口 

 接口名： 

(http|https)://api.yfcloud.com/web/api/live/updateTransCodeConfig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queryTransCode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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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口说明：  

请求方式：Post 

输入字段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填 字段含义 

SendHost String 是 源流域名 

ID Integer 是 Rtmpuser 转码 id，不可修改，

必须是新增时返回的 

CodeSuffixName String 否 转码后缀，多个转码后缀配置时

不能向前有子集，如_720p 

VideoCodeStandard String 否 视频编码标准，范围：H.264，

H.265，不填默认 H.264 

CodeLevel String 否 视频编码级别，范围：High，

Main，Baseline，不填默认

Main 

Width Integer 否 宽，范围：1-10000 

Height Integer 否 高，范围：1-10000 

VideoRate Integer 否 码率，范围：1-16096 

FrameRate Integer 否 帧率，范围：10-60 

KeyFrameDist Integer 否 关键帧距离，范围：1-60s 

AudioCodeStandard String 否 音频编码标准，范围：AAC，

MP3，不填默认 AAC， 

AudioSampleRate String 否 音频采样率，范围：

22050,32000,44100,48000，不

填默认 48000 

AudioRate Integer 否 音频码率，范围：80-16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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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oChannelNum Integer 否 声道数，默认 2 

LogoOpen Boolean 否 水印开关 

LogoUrl String 否 水印 url，水印开必填 

Xpos Integer 否 水印对应 x 坐标，水印开必填，

整数，范围 0-10000 

Ypos Integer 否 水印对应 y 坐标，水印开必填，

整数，范围 0-10000 

LogoWidth Integer 否 水印宽，水印开必填，整数，范

围 0-10000 

LogoHeight Integer 否 水印高，水印开必填，整数，范

围 0-10000 

AccessToken String 请求头必带

（Header

） 

认证信息 

 返回值： 

具体返回数据字段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含义 

ID Integer Rtmpuser  转码 id 

CodeName String 转码名称，此处对应和转码后缀一致 

 

外层标准返回：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含义 

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msg String 错误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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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 String 错误标识 

Data  数据 

 示例：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updateTransCodeConfig 

body = { 

            "SendHost":"yf.test.com", 

            "ID":395, 

            "CodeSuffixName":"_727p", 

            "VideoCodeStandard":"H.264", 

            "CodeLevel":"Baseline", 

            "Width":1280, 

            "Height":720, 

            "VideoRate":1000, 

            "FrameRate":30, 

            "KeyFrameDist":20, 

            "AudioCodeStandard":"MP3", 

            "AudioSampleRate":"22050", 

            "AudioRate":80, 

            "AudioChannelNum":2, 

            "LogoOpen":False 

        } 

返回值： 

{ 

 "Errorcode": 0,  

 "Errormsg": "",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updateTransCode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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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true,  

 "Data": { 

  "CodeName": "_727p", 

  "ID": 395 

 } 

} 

 查询直播域名转码配置接口 

 接口名： 

(http|https)://api.yfcloud.com/web/api/live/queryTransCodeConfig 

 接口说明：  

请求方式：Post 

输入字段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填 字段含义 

SendHost String 是 源流域名 

 返回值： 

具体返回数据字段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含义 

SendHost String 源流域名 

ID Integer Rtmpuser 转码 id  

CodeSuffixName String 转码后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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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CodeStandard String 视频编码标准 

CodeLevel String 视频编码级别 

Width Integer 宽 

Height Integer 高 

VideoRate Integer 码率 

FrameRate Integer 帧率 

KeyFrameDist Integer 关键帧距离 

AudioCodeStandard String 音频编码标准 

AudioSampleRate String 音频采样率 

AudioRate Integer 音频码率 

AudioChannelNum Integer 声道数 

LogoOpen Boolean 水印开关 

LogoUrl String 水印 url  

Xpos Integer 水印对应 x 坐标 

Ypos Integer 水印对应 y 坐标 

LogoWidth Integer 水印宽 

LogoHeight Integer 水印高 

Status Integer 转码启用、禁用状态，默认禁用，禁用状态 0、

启用状态为 1 

外层标准返回：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含义 

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msg String 错误描述 

Ok String 错误标识 

Data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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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queryTransCodeConfig 

body = { 

        "SendHost":"yf.test.com" 

       } 

返回值： 

{ 

 "Errorcode": 0,  

 "Errormsg": "",  

 "Ok": true,  

 "Data": [ 

  { 

   "Status": 0,  

   "LogoOpen": false,  

   "Xpos": 5,  

   "CodeSuffixName": "_727p",  

   "AudioChannelNum": 2,  

   "AudioRate": 80,  

   "AudioSampleRate": "22050",  

   "LogoWidth": 100,  

   "FrameRate": 30,  

   "Ypos": 10,  

   "Height": 720,  

   "KeyFrameDist": 20,  

   "Width": 1280,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queryTransCode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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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oHeight": 200,  

   "AudioCodeStandard": "MP3",  

   "SendHost": "yf.test.com",  

   "CodeLevel": "Baseline",  

   "LogoUrl": "http://www.test.com/123/1.jpg",  

   "VideoCodeStandard": "H.264",  

   "VideoRate": 1000,  

   "ID": 395 

  } 

 ] 

} 

 启用禁用直播域名转码配置接口 

 接口名： 

(http|https)://api.yfcloud.com/web/api/live/openTransCodeConfig 

 接口说明：  

请求方式：Post 

输入字段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填 字段含义 

SendHost String 是 源流域名 

IDS Integer 是 Rtmpuser  转码 id，可填写多

个，多个则同时开启或同时停

止，新增转码默认是关闭状态 



          直播项目接口说明书 

31  

版权所有 ： 深圳市云帆加速科技有限公司                         让所有企业享用 CDN 

 
 

Status Integer 是 开启或停止（0,1） 

AccessToken String 请求头必带

（Header

） 

认证信息 

 返回值： 

外层标准返回：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含义 

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msg String 错误描述 

Ok String 错误标识 

Data  数据 

 示例：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openTransCodeConfig 

body = {         

"SendHost":"yf.test.com", 

          "IDS":395, 

          "Status":1 

        } 

返回值： 

{ 

 "Errorcode": 0,  

 "Errormsg": "",  

 "Ok": true,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openTransCode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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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 null 

} 

 新增直播域名切片、录制配置接口   

 接口名： 

(http|https)://api.yfcloud.com/web/api/live/addSliceConfig 

 接口说明：  

请求方式：Post 

输入字段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填 字段含义 

SendHost String 是 源流域名 

HlsOpen Boolean 否 切片开关 

HlsDuration Integer 否 Hls 切片时长，范围：1-60s，整

数，切片开关开，不填默认 6s 

HlsNum Integer 否 Hls 切片数目，范围：1-60，整

数，切片开关开，不填默认 5 个 

HlsSaveTime Integer 否 Hls 切片保存时长，切片开关

开，不填默认 30 天，此值可以

定义切片在云存储保存的时间，

单位：天 

HlsRecordOpen Boolean 否 Hls 同步录播开关，要开对应切

片也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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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sPlaySaveTime Integer 否 Hls 录播文件保存时间，要开对

应切片也要开 

FlvRecordOpen Boolean 否 Flv 同步录播开关 

FlvPlaySaveTime Integer 否 Flv 录播文件保存时间 

MP4RecordOpen Boolean 否 Mp4 同步录播开关 

MP4PlaySaveTime Integer 否 Mp4 录播文件保存时间 

AccessToken String 请求头必带

（Header

） 

认证信息 

 

TransCodes 转码流切片、录制配置 

ID Integer 否 转码 ID 

HlsOpen Boolean 否 切片开关 

HlsDuration Integer 否 Hls 切片时长，范围：1-60s，整

数，切片开关开，不填默认 6s 

HlsNum Integer 否 Hls 切片数目，范围：1-60，整

数，切片开关开，不填默认 5 个 

HlsSaveTime Integer 否 Hls 切片保存时长，切片开关

开，不填默认 30 天，此值可以

定义切片在云存储保存的时间 

HlsRecordOpen Boolean 否 Hls 同步录播开关，要开对应切

片也要开 

HlsPlaySaveTime Integer 否 Hls 录播文件保存时间，要开对

应切片也要开 

FlvRecordOpen Boolean 否 Flv 同步录播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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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vPlaySaveTime Integer 否 Flv 录播文件保存时间 

MP4RecordOpen Boolean 否 Mp4 同步录播开关 

MP4PlaySaveTime Integer 否 Mp4 录播文件保存时间 

 返回值： 

外层标准返回：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含义 

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msg String 错误描述 

Ok String 错误标识 

Data  数据 

 示例：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addSliceConfig 

body = { 

             

            "SendHost":"yf.test.com",           

            "HlsOpen":True, 

            "HlsDuration":6, 

            "HlsNum":9, 

            "HlsSaveTime":7,             

            "HlsRecordOpen":True, 

            "HlsPlaySaveTime":8, 

            "FlvRecordOpen":True, 

            "FlvPlaySaveTime":9,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addSlice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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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P4RecordOpen":True, 

            "MP4PlaySaveTime":10, 

            "TransCodes":[ 

                  { 

                    "ID":395, 

                    "HlsOpen":True, 

                    "HlsDuration":6, 

                    "HlsNum":9, 

                    "HlsSaveTime":7,             

                    "HlsRecordOpen":True, 

                    "HlsPlaySaveTime":8, 

                    "FlvRecordOpen":True, 

                    "FlvPlaySaveTime":9, 

                    "MP4RecordOpen":True, 

                    "MP4PlaySaveTime":10, 

                    } 

                ] 

          } 

返回值： 

{ 

 "Errorcode": 0,  

 "Errormsg": "",  

 "Ok": true,  

 "Data": nu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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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直播域名切片、录制配置接口 

 接口名： 

(http|https)://api.yfcloud.com/web/api/live/updateSliceConfig 

 接口说明：  

请求方式：Post 

输入字段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填 字段含义 

SendHost String 是 源流域名 

HlsOpen Boolean 否 切片开关 

HlsDuration Integer 否 Hls 切片时长，范围：1-60s，整

数，切片开关开，不填默认 6s 

HlsNum Integer 否 Hls 切片数目，范围：1-60，整

数，切片开关开，不填默认 5 个 

HlsSaveTime Integer 否 Hls 切片保存时长，切片开关

开，不填默认 30 天，此值可以

定义切片在云存储保存的时间 

HlsRecordOpen Boolean 否 Hls 同步录播开关，要开对应切

片也要开，切片开关关闭，Hls

同步录播开关也会关闭 

HlsPlaySaveTime Integer 否 Hls 录播文件保存时间，要开对

应切片也要开 

FlvRecordOpen Boolean 否 Flv 同步录播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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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vPlaySaveTime Integer 否 Flv 录播文件保存时间 

MP4RecordOpen Boolean 否 Mp4 同步录播开关 

MP4PlaySaveTime Integer 否 Mp4 录播文件保存时间 

AccessToken String 请求头必带

（Header

） 

认证信息 

 

TransCodes 转码流切片、录制配置 

ID Integer 否 转码 ID 

HlsOpen Boolean 否 切片开关 

HlsDuration Integer 否 Hls 切片时长，范围：1-60s，整

数，切片开关开，不填默认 6s 

HlsNum Integer 否 Hls 切片数目，范围：1-60，整

数，切片开关开，不填默认 5 个 

HlsSaveTime Integer 否 Hls 切片保存时长，切片开关

开，不填默认 30 天，此值可以

定义切片在云存储保存的时间 

HlsRecordOpen Boolean 否 Hls 同步录播开关，要开对应切

片也要开 

HlsPlaySaveTime Integer 否 Hls 录播文件保存时间，要开对

应切片也要开 

FlvRecordOpen Boolean 否 Flv 同步录播开关 

FlvPlaySaveTime Integer 否 Flv 录播文件保存时间 

MP4RecordOpen Boolean 否 Mp4 同步录播开关 

MP4PlaySaveTime Integer 否 Mp4 录播文件保存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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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值： 

外层标准返回：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含义 

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msg String 错误描述 

Ok String 错误标识 

Data  数据 

 示例：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updateSliceConfig 

body = { 

             

            "SendHost":"yf.test.com",           

            "HlsOpen":True, 

            "HlsDuration":7, 

            "HlsNum":7, 

            "HlsSaveTime":10,             

            "HlsRecordOpen":False, 

            "HlsPlaySaveTime":8, 

            "FlvRecordOpen":False, 

            "FlvPlaySaveTime":9, 

            "MP4RecordOpen":False, 

            "MP4PlaySaveTime":10, 

            "TransCodes":[ 

                  {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updateSliceConfig


          直播项目接口说明书 

39  

版权所有 ： 深圳市云帆加速科技有限公司                         让所有企业享用 CDN 

 
 

                    "ID":395, 

                    "HlsOpen":False, 

                    "HlsDuration":6, 

                    "HlsNum":9, 

                    "HlsSaveTime":7,             

                    "HlsRecordOpen":True, 

                    "HlsPlaySaveTime":10, 

                    "FlvRecordOpen":False, 

                    "FlvPlaySaveTime":9, 

                    "MP4RecordOpen":False, 

                    "MP4PlaySaveTime":10, 

                    } 

                ] 

        } 

返回值： 

{ 

 "Errorcode": 0,  

 "Errormsg": "",  

 "Ok": true,  

 "Data": nu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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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直播域名切片、录制配置接口 

 接口名： 

(http|https)://api.yfcloud.com/web/api/live/querySliceConfig 

 接口说明：  

请求方式：Post 

输入字段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填 字段含义 

SendHost String 是 源流域名 

AccessToken String 请求头必带

（Header

） 

认证信息 

 返回值： 

具体返回数据字段说明： 

HlsOpen Boolean 切片开关 

HlsDuration Integer Hls 切片时长 

HlsNum Integer Hls 切片数目 

HlsSaveTime Integer Hls 切片保存时长 

HlsRecordOpen Boolean Hls 同步录播开关 

HlsPlaySaveTime Integer Hls 录播文件保存时间  

FlvRecordOpen Boolean Flv 同步录播开关 

FlvPlaySaveTime Integer Flv 录播文件保存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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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4RecordOpen Boolean Mp4 同步录播开关 

MP4PlaySaveTime Integer Mp4 录播文件保存时间 

 

TransCodes 转码流切片、录制配置 

ID Integer 转码 ID 

HlsOpen Boolean 切片开关 

HlsDuration Integer Hls 切片时长 

HlsNum Integer Hls 切片数目 

HlsSaveTime Integer Hls 切片保存时长 

HlsRecordOpen Boolean Hls 同步录播开关 

HlsPlaySaveTime Integer Hls 录播文件保存时间  

FlvRecordOpen Boolean Flv 同步录播开关 

FlvPlaySaveTime Integer Flv 录播文件保存时间 

MP4RecordOpen Boolean Mp4 同步录播开关 

MP4PlaySaveTime Integer Mp4 录播文件保存时间 

 

外层标准返回：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含义 

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msg String 错误描述 

Ok String 错误标识 

Data  数据 

 示例：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querySliceConfig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querySlice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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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 = { 

            "SendHost":"yf.test.com" 

        } 

返回值： 

{ 

 "Errorcode": 0,  

 "Errormsg": "",  

 "Ok": true,  

 "Data": [ 

  { 

   "MP4PlaySaveTime": 10,  

   "HlsRecordOpen": false,  

   "MP4RecordOpen": false,  

   "HlsSaveTime": 10,  

   "FlvPlaySaveTime": 9,  

   "HlsPlaySaveTime": 8,  

   "HlsDuration": 7,  

   "TransCodes": [ 

    { 

     "MP4PlaySaveTime": 10,  

     "HlsRecordOpen": false,  

     "MP4RecordOpen": false,  

     "HlsSaveTime": 7,  

     "FlvPlaySaveTime": 9,  

     "HlsPlaySaveTime": 10,  

     "HlsDuratio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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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vRecordOpen": false,  

     "HlsOpen": false,  

     "ID": 395,  

     "HlsNum": 9 

    } 

   ],  

   "FlvRecordOpen": false,  

   "HlsOpen": true,  

   "HlsNum": 7 

  } 

 ] 

} 

 启用禁用直播域名切片、录制配置接口 

 接口名： 

(http|https)://api.yfcloud.com/web/api/live/openSliceConfig 

 接口说明：  

请求方式：Post 

输入字段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填 字段含义 

SendHost String 是 源流域名 

HlsOpen Boolean 否 源流切片开关 

HlsRecordOpen Boolean 否 Hls 同步录播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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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vRecordOpen Boolean 否 Flv 同步录播开关 

MP4RecordOpen Boolean 否 MP4 同步录播开关 

 

TransCodes 转码流切片、录制配置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填 字段含义 

ID String 否 转码 ID 

HlsOpen Boolean 否 源流切片开关 

HlsRecordOpen Boolean 否 Hls 同步录播开关 

FlvRecordOpen Boolean 否 Flv 同步录播开关 

MP4RecordOpen Boolean 否 MP4 同步录播开关 

 返回值： 

外层标准返回：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含义 

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msg String 错误描述 

Ok String 错误标识 

Data  数据 

 示例：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openSliceConfig 

body = { 

            "SendHost":"yf.test.com",           

            "HlsOpen":False,         

            "HlsRecordOpen":False,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openSliceConfig


          直播项目接口说明书 

45  

版权所有 ： 深圳市云帆加速科技有限公司                         让所有企业享用 CDN 

 
 

            "FlvRecordOpen":False, 

            "MP4RecordOpen":False, 

            "TransCodes":[ 

                  { 

                    "ID":395, 

                    "HlsOpen":False,          

                    "HlsRecordOpen":False, 

                    "FlvRecordOpen":False, 

                    "MP4RecordOpen":False, 

                    } 

                ] 

        } 

返回值： 

{ 

 "Errorcode": 0,  

 "Errormsg": "",  

 "Ok": true,  

 "Data": null 

} 

 新增直播域名截图配置接口   

 接口名： 

(http|https)://api.yfcloud.com/web/api/live/addScreenshot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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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口说明：  

请求方式：Post 

输入字段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填 字段含义 

SendHost String 是 源流域名 

ScreenshotCoverOpen Boolean 否 封面截图开关 

CoverInterval Integer 否 封面截图间隔，范围：1-

7200s，整数，截图开关开，不

填默认 5s 

ScreenshotCoverTime Integer 否 封面截图保存时间，范围：0-

3600 天，0 表示永久，整数，截

图开关开，不填默认 30 天，此

值可以定义截图在云存储保存的

时间 

ScreenshotExamineOpe

n 

Boolean 否 缩略图开关 

ExamineSubsectionTim

e 

Integer 否 缩略图子图个数，范围：1-64，

整数，缩略图开关开，不填默认

16 个 

ScreenshotExamineTim

e 

Integer 否 缩略图保存时间，范围：0-3600

天，0 表示永久，整数，缩略图

开关开，不填默认 30 天，此值

可以定义缩略图在云存储保存的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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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einterval Integer 否 缩略图间隔，范围：1-7200s，

整数，截图开关开，不填默认 5s 

 

TransCodes 转码流截图配置 

ID Integer 否 转码 ID 

ScreenshotCoverOpen Boolean 否 封面截图开关 

CoverInterval Integer 否 封面截图间隔，范围：1-

7200s，整数，截图开关开，不

填默认 5s 

ScreenshotCoverTime Integer 否 封面截图保存时间，范围：0-

3600 天，0 表示永久，整数，截

图开关开，不填默认 30 天，此

值可以定义截图在云存储保存的

时间 

ScreenshotExamineOpe

n 

Boolean 否 缩略图开关 

ExamineSubsectionTim

e 

Integer 否 缩略图子图个数，范围：1-64，

整数，缩略图开关开，不填默认

16 个 

ScreenshotExamineTim

e 

Integer 否 缩略图保存时间，范围：0-3600

天，0 表示永久，整数，缩略图

开关开，不填默认 30 天，此值

可以定义缩略图在云存储保存的

时间 

Examineinterval Integer 否 缩略图间隔，范围：1-7200s，

整数，截图开关开，不填默认 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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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值： 

外层标准返回：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含义 

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msg String 错误描述 

Ok String 错误标识 

Data  数据 

 示例：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addScreenshotConfig 

body = { 

            "SendHost":"yf.test.com",           

            "ScreenshotCoverOpen":True, 

            "CoverInterval":15, 

            "ScreenshotCoverTime":30,           

            "ScreenshotExamineOpen":True, 

            "ExamineSubsectionTime":8, 

            "ScreenshotExamineTime":30, 

            "Examineinterval":15, 

            "TransCodes":[ 

                  { 

                    "ID":395, 

                    "ScreenshotCoverOpen":True, 

                    "CoverInterval":6, 

                    "ScreenshotCoverTime":9,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addScreenshot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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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reenshotExamineOpen":True, 

                    "ExamineSubsectionTime":8, 

                    "ScreenshotExamineTime":8, 

                    "Examineinterval":9, 

                    } 

                ] 

        } 

 修改直播域名截图配置接口 

 接口名： 

(http|https)://api.yfcloud.com/web/api/live/updateScreenshotConfig 

 接口说明：  

请求方式：Post 

输入字段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填 字段含义 

SendHost String 是 源流域名 

ScreenshotCoverOpen Boolean 否 封面截图开关 

CoverInterval Integer 否 封面截图间隔，范围：1-

7200s，整数，截图开关开，不

填默认 5s 

ScreenshotCoverTime Integer 否 封面截图保存时间，范围：0-

3600 天，0 表示永久，整数，截

图开关开，不填默认 30 天，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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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可以定义截图在云存储保存的

时间 

ScreenshotExamineOpe

n 

Boolean 否 缩略图开关 

ExamineSubsectionTim

e 

Integer 否 缩略图子图个数，范围：1-64，

整数，缩略图开关开，不填默认

16 个 

ScreenshotExamineTim

e 

Integer 否 缩略图保存时间，范围：0-3600

天，0 表示永久，整数，缩略图

开关开，不填默认 30 天，此值

可以定义缩略图在云存储保存的

时间 

Examineinterval Integer 否 缩略图间隔，范围：1-7200s，

整数，截图开关开，不填默认 5s 

 

TransCodes 转码流截图配置 

ID Integer 否 转码 ID 

ScreenshotCoverOpen Boolean 否 封面截图开关 

CoverInterval Integer 否 封面截图间隔，范围：1-

7200s，整数，截图开关开，不

填默认 5s 

ScreenshotCoverTime Integer 否 封面截图保存时间，范围：0-

3600 天，0 表示永久，整数，截

图开关开，不填默认 30 天，此

值可以定义截图在云存储保存的

时间 



          直播项目接口说明书 

51  

版权所有 ： 深圳市云帆加速科技有限公司                         让所有企业享用 CDN 

 
 

ScreenshotExamineOpe

n 

Boolean 否 缩略图开关 

ExamineSubsectionTim

e 

Integer 否 缩略图子图个数，范围：1-64，

整数，缩略图开关开，不填默认

16 个 

ScreenshotExamineTim

e 

Integer 否 缩略图保存时间，范围：0-3600

天，0 表示永久，整数，缩略图

开关开，不填默认 30 天，此值

可以定义缩略图在云存储保存的

时间 

Examineinterval Integer 否 缩略图间隔，范围：1-7200s，

整数，截图开关开，不填默认 5s 

 返回值： 

外层标准返回：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含义 

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msg String 错误描述 

Ok String 错误标识 

Data  数据 

 示例：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updateScreenshotConfig 

body = { 

            "SendHost":"yf.test.com",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updateScreenshot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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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reenshotCoverOpen":False, 

            "CoverInterval":15, 

            "ScreenshotCoverTime":30,           

            "ScreenshotExamineOpen":False, 

            "ExamineSubsectionTime":8, 

            "ScreenshotExamineTime":30, 

            "Examineinterval":15, 

            "TransCodes":[ 

                  { 

                    "ID":395, 

                    "ScreenshotCoverOpen":False, 

                    "CoverInterval":6, 

                    "ScreenshotCoverTime":9,           

                    "ScreenshotExamineOpen":False, 

                    "ExamineSubsectionTime":8, 

                    "ScreenshotExamineTime":8, 

                    "Examineinterval":9, 

                    } 

                ] 

        } 

返回值： 

{ 

 "Errorcode": 0,  

 "Errormsg": "",  

 "Ok": true,  

 "Data":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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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直播域名截图配置接口 

 接口名： 

(http|https)://api.yfcloud.com/web/api/live/queryScreenshotConfig 

 接口说明：  

请求方式：Post 

 返回值： 

返回字段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含义 

SendHost String 源流域名 

ScreenshotCoverOpen Boolean 封面截图开关 

CoverInterval Integer 封面截图间隔 

ScreenshotCoverTime Integer 封面截图保存时间 

ScreenshotExamineOpe

n 

Boolean 缩略图开关 

ExamineSubsectionTim

e 

Integer 缩略图子图个数 

ScreenshotExamineTim

e 

Integer 缩略图保存时间 

Examineinterval Integer 缩略图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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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Codes 转码流截图配置 

ID Integer 转码 ID 

ScreenshotCoverOpen Boolean 封面截图开关 

CoverInterval Integer 封面截图间隔 

ScreenshotCoverTime Integer 封面截图保存时间 

ScreenshotExamineOpe

n 

Boolean 缩略图开关 

ExamineSubsectionTim

e 

Integer 缩略图子图个数 

ScreenshotExamineTim

e 

Integer 缩略图保存时间 

Examineinterval Integer 缩略图间隔 

 

外层标准返回：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含义 

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msg String 错误描述 

Ok String 错误标识 

Data  数据 

 示例：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queryScreenshotConfig 

body = { 

            "SendHost":"yf.test.com"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queryScreenshot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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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返回值： 

{ 

 "Errorcode": 0,  

 "Errormsg": "",  

 "Ok": true,  

 "Data": [ 

  { 

   "SendHost": "yf.test.com",  

   "ExamineSubsectionTime": 8,  

   "ScreenshotExamineTime": 30,  

   "ScreenshotExamineOpen": false,  

   "ScreenshotCoverTime": 30,  

   "TransCodes": [ 

    { 

     "ExamineSubsectionTime": 8,  

     "ScreenshotExamineTime": 8,  

     "ScreenshotExamineOpen": false,  

     "ScreenshotCoverTime": 9,  

     "ScreenshotCoverOpen": false,  

     "Examineinterval": 9,  

     "CoverInterval": 6,  

     "ID": 395 

    } 

   ],  

   "ScreenshotCoverOpen":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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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mineinterval": 15,  

   "CoverInterval": 15 

  } 

 ] 

} 

 启用禁用直播域名截图配置接口 

 接口名： 

(http|https)://api.yfcloud.com/web/api/live/openScreenshotConfig 

 接口说明：  

请求方式：Post 

输入字段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填 字段含义 

SendHost String 是 源流域名 

ScreenshotCoverOpen Boolean 否 封面截图开关 

ScreenshotExamineOpe

n 

Boolean 否 缩略图开关 

 

TransCodes 转码流截图配置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填 字段含义 

ID String 否 转码 ID 

ScreenshotCoverOpen Boolean 否 封面截图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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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eenshotExamineOpe

n 

Boolean 否 缩略图开关 

 返回值： 

外层标准返回：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含义 

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msg String 错误描述 

Ok String 错误标识 

Data  数据 

 示例：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openScreenshotConfig 

body = { 

            "SendHost":"yf.test.com",           

            "ScreenshotCoverOpen":True,         

            "ScreenshotExamineOpen":True, 

            "TransCodes":[ 

                  { 

                    "ID":395, 

                    "ScreenshotCoverOpen":True,         

                    "ScreenshotExamineOpen":True, 

                    } 

                ] 

        }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openScreenshot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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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 

 "Errorcode": 0,  

 "Errormsg": "",  

 "Ok": true,  

 "Data": null 

} 

 自主化配置单路源流任务接口 

 接口名： 

http://api.yfcloud.com/live/api/rtmp/set_rtmp_task_info 

 接口说明：  

请求方式：Post 

输入字段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填 字段含义 

Cycle Integer 是 生效周期，此处默认全填 1 

RtmpUrl Integer 是 自主化配置单路流完整 url 

HlsOpen Boolean 否 切片开关 

HlsDuration Integer 否 Hls 切片时长，范围：1-60s，整

数，切片开关开，不填默认 6s 

HlsNum Integer 否 Hls 切片数目，范围：1-60，整

数，切片开关开，不填默认 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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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sSaveTime Integer 否 Hls 切片保存时长，切片开关

开，不填默认 30 天，此值可以

定义切片在云存储保存的时间 

HlsRecordOpen Boolean 否 Hls 同步录播开关 

HlsPlaySaveTime Integer 否 Hls 录播文件保存时间，范围：

0-3600 天，0 表示永久，整数，

Hls 同步录播开关开，不填默认

30 天，此值可以定义录制在云存

储保存的时间 

FlvRecordOpen Boolean 否 Flv 同步录播开关 

FlvPlaySaveTime Integer 否 Flv 录播文件保存时间，范围：

0-3600 天，0 表示永久，整数，

同步录播开关开，不填默认 30

天，此值可以定义录制在云存储

保存的时间 

MP4RecordOpen Boolean 否 Mp4 同步录播开关 

MP4PlaySaveTime Integer 否 Mp4 录播文件保存时间，范围：

0-3600 天，0 表示永久，整数，

同步录播开关开，不填默认 30

天，此值可以定义录制在云存储

保存的时间 

ScreenshotCoverOpen Boolean 否 封面截图开关 

CoverInterval Integer 否 封面截图间隔，范围：1-

7200s，整数，截图开关开，不

填默认 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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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eenshotCoverTime Integer 否 封面截图保存时间，范围：0-

3600 天，0 表示永久，整数，截

图开关开，不填默认 30 天，此

值可以定义截图在云存储保存的

时间 

ScreenshotExamineOpe

n 

Boolean 否 缩略图开关 

ExamineSubsectionTim

e 

Integer 否 缩略图子图个数，范围：1-64，

整数，缩略图开关开，不填默认

16 个 

ScreenshotExamineTim

e 

Integer 否 缩略图保存时间，范围：0-3600

天，0 表示永久，整数，缩略图

开关开，不填默认 30 天，此值

可以定义缩略图在云存储保存的

时间 

Examineinterval Integer 否 缩略图间隔，范围：1-7200s，

整数，截图开关开，不填默认 5s 

EdgePushBack Boolean 否 转推开关，转推给客户地址或其

他厂商 

RtmpPushBackHost String 否 转推开关开，必填，对应转推域

名，多个域名用 | 分割 

 

TransCodes 包含字段说明，如下对应转码开启必填，不填转码如下字段忽略： 

CodeSuffixName String 是 转码后缀，多个转码后缀配置时

不能向前有子集，如_72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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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CodeStandard String 否 视频编码标准，范围：H.264，

H.265，不填默认 H.264 

CodeLevel String 否 视频编码级别，范围：High，

Main，Baseline，不填默认

Main 

Width Integer 是 宽，范围：1-10000 

Height Integer 是 高，范围：1-10000 

VideoRate Integer 是 码率，范围：1-16096 

FrameRate Integer 是 帧率，范围：10-60 

KeyFrameDist Integer 是 关键帧距离，范围：1-60s 

AudioCodeStandard String 否 音频编码标准，范围：AAC，

MP3，不填默认 AAC， 

AudioSampleRate String 否 音频采样率，范围：

22050,32000,44100,48000，不

填默认 48000 

AudioRate Integer 是 音频码率，范围：80-16096 

AudioChannelNum Integer 否 声道数，默认 2 

HlsOpen Boolean 否 切片开关 

HlsDuration Integer 否 Hls 切片时长，范围：1-60s，整

数，切片开关开，不填默认 6s 

HlsNum Integer 否 Hls 切片数目，范围：1-60，整

数，切片开关开，不填默认 5 个 

HlsSaveTime Integer 否 Hls 切片保存时长，切片开关

开，不填默认 30 天，此值可以

定义切片在云存储保存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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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sRecordOpen Boolean 否 Hls 同步录播开关 

HlsPlaySaveTime Integer 否 Hls 录播文件保存时间，范围：

0-3600 天，0 表示永久，整数，

Hls 同步录播开关开，不填默认

30 天，此值可以定义录制在云存

储保存的时间 

FlvRecordOpen Boolean 否 Flv 同步录播开关 

FlvPlaySaveTime Integer 否 Flv 录播文件保存时间，范围：

0-3600 天，0 表示永久，整数，

同步录播开关开，不填默认 30

天，此值可以定义录制在云存储

保存的时间 

MP4RecordOpen Boolean 否 Mp4 同步录播开关 

MP4PlaySaveTime Integer 否 Mp4 录播文件保存时间，范围：

0-3600 天，0 表示永久，整数，

同步录播开关开，不填默认 30

天，此值可以定义录制在云存储

保存的时间 

ScreenshotCoverOpen Boolean 否 封面截图开关 

CoverInterval Integer 否 封面截图间隔，范围：1-

7200s，整数，截图开关开，不

填默认 5s 

ScreenshotCoverTime Integer 否 封面截图保存时间，范围：0-

3600 天，0 表示永久，整数，截

图开关开，不填默认 30 天，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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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可以定义截图在云存储保存的

时间 

ScreenshotExamineOpe

n 

Boolean 否 缩略图开关 

ExamineSubsectionTim

e 

Integer 否 缩略图子图个数，范围：1-64，

整数，缩略图开关开，不填默认

16 个 

ScreenshotExamineTim

e 

Integer 否 缩略图保存时间，范围：0-3600

天，0 表示永久，整数，缩略图

开关开，不填默认 30 天，此值

可以定义缩略图在云存储保存的

时间 

Examineinterval Integer 否 缩略图间隔，范围：1-7200s，

整数，截图开关开，不填默认 5s 

EdgePushBack Boolean 否 转推开关，转推给客户地址或其

他厂商 

RtmpPushBackHost String 否 转推开关开，必填，对应转推域

名，多个域名用 | 分割 

LogoOpen Boolean 否 水印开关 

LogoUrl String 否 水印 url，水印开必填 

Xpos Integer 否 水印对应 x 坐标，水印开必填，

整数，范围 0-10000 

Ypos Integer 否 水印对应 y 坐标，水印开必填，

整数，范围 0-10000 

LogoWidth Integer 否 水印宽，水印开必填，整数，范

围 0-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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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Height Integer 否 水印高，水印开必填，整数，范

围 0-10000 

AccessToken String 请求头必带

（Header

） 

认证信息 

 返回值： 

外层标准返回：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含义 

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msg String 错误描述 

Ok String 错误标识 

Data  数据 

 示例： 

http://api.yfcloud.com/live/api/rtmp/set_rtmp_task_info 

body = { 

                "Cycle":1, 

                "RtmpUrl": "rtmp://yf.test.com/live/test", 

                "HlsOpen":True, 

                "HlsDuration":6, 

                "HlsNum":9, 

                "HlsSaveTime":7,             

                "HlsRecordOpen":True, 

                "HlsPlaySaveTime":8, 

http://api.yfcloud.com/live/api/rtmp/set_rtmp_task_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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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vRecordOpen":True, 

                "FlvPlaySaveTime":9, 

                "MP4RecordOpen":True, 

                "MP4PlaySaveTime":10, 

                "ScreenshotCoverOpen":False, 

                "CoverInterval":15, 

                "ScreenshotCoverTime":30,           

                "ScreenshotExamineOpen":False, 

                "ExamineSubsectionTime":8, 

                "ScreenshotExamineTime":30, 

                "Examineinterval":15, 

                "EdgePushBack":True,         

                "RtmpPushBackHost":"www.yf.com", 

                "TransCodes": [ 

                    { 

                        "CodeSuffixName":"_728p", 

                        "VideoCodeStandard":"H.264", 

                        "CodeLevel":"Baseline", 

                        "Width":1280, 

                        "Height":720, 

                        "VideoRate":1000, 

                        "FrameRate":30, 

                        "KeyFrameDist":20, 

                        "AudioCodeStandard":"MP3", 

                        "AudioSampleRate":"22050", 

                        "AudioRate":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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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dioChannelNum":2, 

                        "HlsOpen":True, 

                        "HlsDuration":6, 

                        "HlsNum":9, 

                        "HlsSaveTime":7,             

                        "HlsRecordOpen":True, 

                        "HlsPlaySaveTime":8, 

                        "FlvRecordOpen":True, 

                        "FlvPlaySaveTime":9, 

                        "MP4RecordOpen":True, 

                        "MP4PlaySaveTime":10, 

                        "ScreenshotCoverOpen":False, 

                        "CoverInterval":15, 

                        "ScreenshotCoverTime":30,           

                        "ScreenshotExamineOpen":False, 

                        "ExamineSubsectionTime":8, 

                        "ScreenshotExamineTime":30, 

                        "Examineinterval":15, 

                        "EdgePushBack":True,         

                        "RtmpPushBackHost":"www.yf.com", 

                        "LogoOpen":True, 

                        "LogoUrl":"http://www.test.com/123/1.jpg", 

                        "Xpos":5, 

                        "Ypos":10, 

                        "LogoWidth":100, 

                        "LogoHeight":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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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返回值： 

{ 

 "Errorcode": 0,  

 "Data": null,  

 "Errormessage": "",  

 "Ok": true 

} 

 查看自主化配置单路源流指定流信息 

 接口名： 

http://api.yfcloud.com/live/api/rtmp/get_rtmp_task_info?rtmp_url=XXX 

 接口说明：  

请求方式：Get 

输入字段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填 字段含义 

rtmp_url String 是 待查询的自主化配置单路流完整

url 

AccessToken String 请求头必带

（Header

） 

认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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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值： 

返回字段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含义 

Cycle Integer 生效周期，此处默认全填 1 

RtmpUrl Integer 自主化配置单路流完整 url 

HlsOpen Boolean 切片开关 

HlsDuration Integer Hls 切片时长 

HlsNum Integer Hls 切片数目 

HlsSaveTime Integer Hls 切片保存时长 

HlsRecordOpen Boolean Hls 同步录播开关 

HlsPlaySaveTime Integer Hls 录播文件保存时间 

FlvRecordOpen Boolean Flv 同步录播开关 

FlvPlaySaveTime Integer Flv 录播文件保存时间 

MP4RecordOpen Boolean Mp4 同步录播开关 

MP4PlaySaveTime Integer Mp4 录播文件保存时间 

ScreenshotCoverOpen Boolean 封面截图开关 

CoverInterval Integer 封面截图间隔 

ScreenshotCoverTime Integer 封面截图保存时间 

ScreenshotExamineOpe

n 

Boolean 缩略图开关 

ExamineSubsectionTim

e 

Integer 缩略图子图个数 

ScreenshotExamineTim

e 

Integer 缩略图保存时间 

Examineinterval Integer 缩略图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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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ePushBack Boolean 转推开关 

RtmpPushBackHost String 转推域名，多个域名用 | 分割 

 

TransCodes 包含字段说明： 

CodeSuffixName String 转码后缀 

VideoCodeStandard String 视频编码标准 

CodeLevel String 视频编码级别 

Width Integer 宽 

Height Integer 高 

VideoRate Integer 码率 

FrameRate Integer 帧率 

KeyFrameDist Integer 关键帧距离 

AudioCodeStandard String 音频编码标准 

AudioSampleRate String 音频采样率 

AudioRate Integer 音频码率 

AudioChannelNum Integer 声道数 

HlsOpen Boolean 切片开关 

HlsDuration Integer Hls 切片时长 

HlsNum Integer Hls 切片数目 

HlsSaveTime Integer Hls 切片保存时长 

HlsRecordOpen Boolean Hls 同步录播开关 

HlsPlaySaveTime Integer Hls 录播文件保存时间 

FlvRecordOpen Boolean Flv 同步录播开关 

FlvPlaySaveTime Integer Flv 录播文件保存时间 

MP4RecordOpen Boolean Mp4 同步录播开关 



          直播项目接口说明书 

70  

版权所有 ： 深圳市云帆加速科技有限公司                         让所有企业享用 CDN 

 
 

MP4PlaySaveTime Integer Mp4 录播文件保存时间 

ScreenshotCoverOpen Boolean 封面截图开关 

CoverInterval Integer 封面截图间隔 

ScreenshotCoverTime Integer 封面截图保存时间 

ScreenshotExamineOpe

n 

Boolean 缩略图开关 

ExamineSubsectionTim

e 

Integer 缩略图子图个数 

ScreenshotExamineTim

e 

Integer 缩略图保存时间 

Examineinterval Integer 缩略图间隔 

EdgePushBack Boolean 转推开关  

RtmpPushBackHost String 转推域名，多个域名用 | 分割 

LogoOpen Boolean 水印开关 

LogoUrl String 水印 url  

Xpos Integer 水印对应 x 坐标 

Ypos Integer 水印对应 y 坐标 

LogoWidth Integer 水印宽 

LogoHeight Integer 水印高 

 

外层标准返回：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含义 

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msg String 错误描述 

Ok String 错误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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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数据 

 示例： 

http://api.yfcloud.com/live/api/rtmp/get_rtmp_task_info?rtmp_url=rtmp://yf.test.com/

live/test 

返回值： 

        { 

 "Errorcode": 0,  

 "Data": { 

  "MP4PlaySaveTime": 10,  

  "RtmpPushBackHost": "www.yf.com",  

  "ScreenshotExamineOpen": false,  

  "RtmpUrl": "rtmp://yf.test.com/live/test",  

  "CoverInterval": 15,  

  "HlsNum": 9,  

  "MP4RecordOpen": true,  

  "FlvPlaySaveTime": 9,  

  "EdgePushBack": true,  

  "FlvRecordOpen": true,  

  "Cycle": 1,  

  "HlsPlaySaveTime": 8,  

  "TransCodes": [ 

   { 

    "MP4PlaySaveTime": 10,  

    "RtmpPushBackHost": "www.yf.com",  

    "ScreenshotExamineOpen": false,  

http://api.yfcloud.com/live/api/rtmp/get_rtmp_task_info?rtmp_url=rtmp://yf.test.com/live/test
http://api.yfcloud.com/live/api/rtmp/get_rtmp_task_info?rtmp_url=rtmp://yf.test.com/live/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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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gePushBack": true,  

    "Width": 1280,  

    "AudioCodeStandard": "MP3",  

    "LogoUrl": "http://www.test.com/123/1.jpg",  

    "VideoRate": 1000,  

    "CoverInterval": 15,  

    "HlsNum": 9,  

    "LogoOpen": true,  

    "Xpos": 5,  

    "CodeSuffixName": "_728p",  

    "FlvPlaySaveTime": 9,  

    "FrameRate": 30,  

    "Ypos": 10,  

    "KeyFrameDist": 20,  

    "FlvRecordOpen": true,  

    "HlsPlaySaveTime": 8,  

    "LogoHeight": 200,  

    "MP4RecordOpen": true,  

    "Examineinterval": 15,  

    "AudioChannelNum": 2,  

    "ExamineSubsectionTime": 8,  

    "HlsRecordOpen": true,  

    "HlsSaveTime": 7,  

    "AudioSampleRate": "22050",  

    "HlsDuration": 6,  

    "ScreenshotCoverOpen":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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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720,  

    "AudioRate": 80,  

    "ScreenshotExamineTime": 30,  

    "CodeLevel": "Baseline",  

    "ScreenshotCoverTime": 30,  

    "VideoCodeStandard": "H.264",  

    "LogoWidth": 100,  

    "HlsOpen": true 

   } 

  ],  

  "ScreenshotCoverOpen": false,  

  "ScreenshotExamineTime": 30,  

  "Examineinterval": 15,  

  "ExamineSubsectionTime": 8,  

  "HlsRecordOpen": true,  

  "HlsSaveTime": 7,  

  "ScreenshotCoverTime": 30,  

  "HlsDuration": 6,  

  "HlsOpen": true 

 },  

 "Errormessage": "",  

 "Ok": 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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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自主化配置单路源流所有流信息 

 接口名： 

http://api.yfcloud.com/live/api/rtmp/get_rtmp_task_info_list?limit=XXX&page=X

XX 

 接口说明：  

请求方式：Get 

输入字段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填 字段含义 

limit String 是 返回条数 

page String 是 返回的页数，主要是限制条数的

情况下，可分页返回 

AccessToken String 请求头必带

（Header

） 

认证信息 

 返回值： 

返回字段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含义 

Cycle Integer 生效周期，此处默认全填 1 

RtmpUrl Integer 自主化配置单路流完整 url 

HlsOpen Boolean 切片开关 

HlsDuration Integer Hls 切片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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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sNum Integer Hls 切片数目 

HlsSaveTime Integer Hls 切片保存时长 

HlsRecordOpen Boolean Hls 同步录播开关 

HlsPlaySaveTime Integer Hls 录播文件保存时间 

FlvRecordOpen Boolean Flv 同步录播开关 

FlvPlaySaveTime Integer Flv 录播文件保存时间 

MP4RecordOpen Boolean Mp4 同步录播开关 

MP4PlaySaveTime Integer Mp4 录播文件保存时间 

ScreenshotCoverOpen Boolean 封面截图开关 

CoverInterval Integer 封面截图间隔 

ScreenshotCoverTime Integer 封面截图保存时间 

ScreenshotExamineOpe

n 

Boolean 缩略图开关 

ExamineSubsectionTim

e 

Integer 缩略图子图个数 

ScreenshotExamineTim

e 

Integer 缩略图保存时间 

Examineinterval Integer 缩略图间隔 

EdgePushBack Boolean 转推开关 

RtmpPushBackHost String 转推域名，多个域名用 | 分割 

 

TransCodes 包含字段说明： 

CodeSuffixName String 转码后缀 

VideoCodeStandard String 视频编码标准 

CodeLevel String 视频编码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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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dth Integer 宽 

Height Integer 高 

VideoRate Integer 码率 

FrameRate Integer 帧率 

KeyFrameDist Integer 关键帧距离 

AudioCodeStandard String 音频编码标准 

AudioSampleRate String 音频采样率 

AudioRate Integer 音频码率 

AudioChannelNum Integer 声道数 

HlsOpen Boolean 切片开关 

HlsDuration Integer Hls 切片时长 

HlsNum Integer Hls 切片数目 

HlsSaveTime Integer Hls 切片保存时长 

HlsRecordOpen Boolean Hls 同步录播开关 

HlsPlaySaveTime Integer Hls 录播文件保存时间 

FlvRecordOpen Boolean Flv 同步录播开关 

FlvPlaySaveTime Integer Flv 录播文件保存时间 

MP4RecordOpen Boolean Mp4 同步录播开关 

MP4PlaySaveTime Integer Mp4 录播文件保存时间 

ScreenshotCoverOpen Boolean 封面截图开关 

CoverInterval Integer 封面截图间隔 

ScreenshotCoverTime Integer 封面截图保存时间 

ScreenshotExamineOpe

n 

Boolean 缩略图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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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eSubsectionTim

e 

Integer 缩略图子图个数 

ScreenshotExamineTim

e 

Integer 缩略图保存时间 

Examineinterval Integer 缩略图间隔 

EdgePushBack Boolean 转推开关  

RtmpPushBackHost String 转推域名，多个域名用 | 分割 

LogoOpen Boolean 水印开关 

LogoUrl String 水印 url  

Xpos Integer 水印对应 x 坐标 

Ypos Integer 水印对应 y 坐标 

LogoWidth Integer 水印宽 

LogoHeight Integer 水印高 

 

外层标准返回：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含义 

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msg String 错误描述 

Ok String 错误标识 

Data  数据 

 示例： 

http://api.yfcloud.com/live/api/rtmp/get_rtmp_task_info_list?limit=2&page=1 

返回值： 

{ 

http://api.yfcloud.com/live/api/rtmp/get_rtmp_task_info_list?limit=2&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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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rorcode": 0,  

 "Count": 2,  

 "Errormessage": "",  

 "Ok": true,  

 "Data": [ 

  { 

   "MP4PlaySaveTime": 0,  

   "RtmpPushBackHost": "",  

   "ScreenshotExamineOpen": false,  

   "RtmpUrl": "rtmp://yf.test.com/live/test",  

   "CoverInterval": 0,  

   "HlsNum": 3,  

   "MP4RecordOpen": false,  

   "FlvPlaySaveTime": 0,  

   "EdgePushBack": false,  

   "FlvRecordOpen": false,  

   "Cycle": 1,  

   "HlsPlaySaveTime": 0,  

   "TransCodes": [ 

    { 

     "MP4PlaySaveTime": 0,  

     "RtmpPushBackHost": "",  

     "ScreenshotExamineOpen": false,  

     "EdgePushBack": false,  

     "Width": 1280,  

     "AudioCodeStanda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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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oUrl": "",  

     "VideoRate": 3000,  

     "CoverInterval": 0,  

     "HlsNum": 0,  

     "LogoOpen": false,  

     "Xpos": 0,  

     "CodeSuffixName": "_1080p",  

     "FlvPlaySaveTime": 0,  

     "FrameRate": 60,  

     "Ypos": 0,  

     "KeyFrameDist": 1,  

     "FlvRecordOpen": false,  

     "HlsPlaySaveTime": 0,  

     "LogoHeight": 0,  

     "MP4RecordOpen": false,  

     "Examineinterval": 0,  

     "AudioChannelNum": 0,  

     "ExamineSubsectionTime": 0,  

     "HlsRecordOpen": false,  

     "HlsSaveTime": 0,  

     "AudioSampleRate": "",  

     "HlsDuration": 0,  

     "ScreenshotCoverOpen": false,  

     "Height": 720,  

     "AudioRate": 80,  

     "ScreenshotExamineTime":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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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deLevel": "high",  

     "ScreenshotCoverTime": 0,  

     "VideoCodeStandard": "",  

     "LogoWidth": 0,  

     "HlsOpen": false 

    },  

    { 

     "MP4PlaySaveTime": 0,  

     "RtmpPushBackHost": "",  

     "ScreenshotExamineOpen": false,  

     "EdgePushBack": false,  

     "Width": 1280,  

     "AudioCodeStandard": "",  

     "LogoUrl": "",  

     "VideoRate": 2000,  

     "CoverInterval": 0,  

     "HlsNum": 0,  

     "LogoOpen": false,  

     "Xpos": 0,  

     "CodeSuffixName": "_720p",  

     "FlvPlaySaveTime": 0,  

     "FrameRate": 30,  

     "Ypos": 0,  

     "KeyFrameDist": 1,  

     "FlvRecordOpen": false,  

     "HlsPlaySaveTime":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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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oHeight": 0,  

     "MP4RecordOpen": false,  

     "Examineinterval": 0,  

     "AudioChannelNum": 0,  

     "ExamineSubsectionTime": 0,  

     "HlsRecordOpen": false,  

     "HlsSaveTime": 0,  

     "AudioSampleRate": "",  

     "HlsDuration": 0,  

     "ScreenshotCoverOpen": false,  

     "Height": 720,  

     "AudioRate": 80,  

     "ScreenshotExamineTime": 0,  

     "CodeLevel": "high",  

     "ScreenshotCoverTime": 0,  

     "VideoCodeStandard": "",  

     "LogoWidth": 0,  

     "HlsOpen": false 

    } 

   ],  

   "ScreenshotCoverOpen": false,  

   "ScreenshotExamineTime": 0,  

   "Examineinterval": 0,  

   "ExamineSubsectionTime": 0,  

   "HlsRecordOpen": false,  

   "HlsSaveTime":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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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reenshotCoverTime": 0,  

   "HlsDuration": 3,  

   "HlsOpen": true 

  },  

  { 

   "MP4PlaySaveTime": 10,  

   "RtmpPushBackHost": "www.yf.com",  

   "ScreenshotExamineOpen": false,  

   "RtmpUrl": "rtmp://yf.test.com/live/test2",  

   "CoverInterval": 15,  

   "HlsNum": 9,  

   "MP4RecordOpen": true,  

   "FlvPlaySaveTime": 9,  

   "EdgePushBack": true,  

   "FlvRecordOpen": true,  

   "Cycle": 1,  

   "HlsPlaySaveTime": 8,  

   "TransCodes": [ 

    { 

     "MP4PlaySaveTime": 10,  

     "RtmpPushBackHost": "www.yf.com",  

     "ScreenshotExamineOpen": false,  

     "EdgePushBack": true,  

     "Width": 1280,  

     "AudioCodeStandard": "MP3",  

     "LogoUrl": "http://www.test.com/123/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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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deoRate": 1000,  

     "CoverInterval": 15,  

     "HlsNum": 9,  

     "LogoOpen": true,  

     "Xpos": 5,  

     "CodeSuffixName": "_728p",  

     "FlvPlaySaveTime": 9,  

     "FrameRate": 30,  

     "Ypos": 10,  

     "KeyFrameDist": 20,  

     "FlvRecordOpen": true,  

     "HlsPlaySaveTime": 8,  

     "LogoHeight": 200,  

     "MP4RecordOpen": true,  

     "Examineinterval": 15,  

     "AudioChannelNum": 2,  

     "ExamineSubsectionTime": 8,  

     "HlsRecordOpen": true,  

     "HlsSaveTime": 7,  

     "AudioSampleRate": "22050",  

     "HlsDuration": 6,  

     "ScreenshotCoverOpen": false,  

     "Height": 720,  

     "AudioRate": 80,  

     "ScreenshotExamineTime": 30,  

     "CodeLevel": "Bas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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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reenshotCoverTime": 30,  

     "VideoCodeStandard": "H.264",  

     "LogoWidth": 100,  

     "HlsOpen": true 

    } 

   ],  

   "ScreenshotCoverOpen": false,  

   "ScreenshotExamineTime": 30,  

   "Examineinterval": 15,  

   "ExamineSubsectionTime": 8,  

   "HlsRecordOpen": true,  

   "HlsSaveTime": 7,  

   "ScreenshotCoverTime": 30,  

   "HlsDuration": 6,  

   "HlsOpen": true 

  } 

 ] 

} 

 

 删除自主化配置单路源流任务接口 

 接口名： 

http://api.yfcloud.com/live/api/rtmp/delete_rtmp_task_info?rtmp_url=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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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口说明：  

请求方式：Get 

输入字段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填 字段含义 

rtmp_url String 是 待查询的自主化配置单路流完整

url 

AccessToken String 请求头必带

（Header

） 

认证信息 

 返回值： 

外层标准返回：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含义 

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msg String 错误描述 

Ok String 错误标识 

Data  数据 

 示例： 

http://api.yfcloud.com/live/api/rtmp/delete_rtmp_task_info?rtmp_url=rtmp://yf.test.co

m/live/test 

返回值： 

{ 

 "Errorcode": 0,  

 "Data": null,  

http://api.yfcloud.com/live/api/rtmp/delete_rtmp_task_info?rtmp_url=rtmp://yf.test.com/live/test
http://api.yfcloud.com/live/api/rtmp/delete_rtmp_task_info?rtmp_url=rtmp://yf.test.com/live/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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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rormessage": "",  

 "Ok": true 

} 

 直播流转码、切片、截图地址查询 

 接口名： 

http://api.yfcloud.com/live/api/get_rtmp_url_all?rtmp_url=XXX 

 接口说明：  

请求方式：Get 

输入字段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填 字段含义 

rtmp_url String 是 直播流单路流完整源流 url 

AccessToken String 请求头必带

（Header

） 

认证信息 

 返回值： 

返回字段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含义 

RtmpLiveUrl String RTMP 直播 url 

RtmpLiveFlvUrl String FLV 直播 url 

RtmpLiveHlsUrl String HLS 直播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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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eenshotCoverUrl String 封面截图 url 

ScreenshotExamineUrl String 缩略图截图 url 

RtmpLiveP2pUrl String HLS p2p 直播 url 

 

TransCodes 包含字段说明： 

RtmpLiveUrl String RTMP 直播 url 

RtmpLiveFlvUrl String FLV 直播 url 

RtmpLiveHlsUrl String HLS 直播 url 

ScreenshotCoverUrl String 封面截图 url 

ScreenshotExamineUrl String 缩略图截图 url 

RtmpLiveP2pUrl String HLS p2p 直播 url 

 

外层标准返回：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含义 

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msg String 错误描述 

Ok String 错误标识 

Data  数据 

 示例： 

http://api.yfcloud.com/live/api/get_rtmp_url_all?rtmp_url=rtmp://yf.test.com/live/test 

返回值： 

 { 

 "Errorcode": 0,  

 "Data": { 

http://api.yfcloud.com/live/api/get_rtmp_url_all?rtmp_url=rtmp://yf.test.com/live/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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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reenshotExamineUrl": "http://hlsyf.test.com/live/test/thumbnail.jpg",  

  "RtmpLiveFlvUrl": "http://flvyf.test.com/live/test.flv",  

  "RtmpPlayHlsUrl": "http://hlsyf.test.com/live/test/playlist.m3u8",  

  "RtmpLiveP2pUrl": "",  

  "TransCodes": [ 

   { 

    "ScreenshotExamineUrl": "http://hlsyf.test.com/live/test_728p/thumbnail.jpg",  

    "RtmpLiveFlvUrl": "http://flvyf.test.com/live/test_728p.flv",  

    "RtmpPlayHlsUrl": "http://hlsyf.test.com/live/test_728p/playlist.m3u8",  

    "RtmpLiveP2pUrl": "",  

    "RtmpLiveHlsUrl": "http://hlsyf.test.com/live/test_728p/online.m3u8",  

    "ScreenshotCoverUrl": "http://hlsyf.test.com/live/test_728p/show.jpg",  

    "RtmpLiveUrl": "rtmp://rtmpyf.test.com/live/test_728p" 

   } 

  ],  

  "RtmpLiveHlsUrl": "http://hlsyf.test.com/live/test/online.m3u8",  

  "ScreenshotCoverUrl": "http://hlsyf.test.com/live/test/show.jpg",  

  "RtmpLiveUrl": "rtmp://rtmpyf.test.com/live/test" 

 },  

 "Errormessage": "",  

 "Ok": 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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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禁止直播流播放接口 

 接口名： 

http://api.yfcloud.com/live/api/ban_rtmp_url/set 

 接口说明：  

请求方式：Post 

输入字段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填 字段含义 

RtmpUrl String 是 直播流单路流完整源流 url 

StartBanSec Integer 否 禁止播放开始时间，非必填，不

填默认立即生效，unix 时间戳 

EndBanSec Integer 否 禁止播放结束时间，非必填，不

填默认永久生效，unix 时间戳 

AccessToken String 请求头必带

（Header

） 

认证信息 

 返回值： 

外层标准返回：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含义 

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msg String 错误描述 

Ok String 错误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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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数据 

 示例： 

http://api.yfcloud.com/live/api/ban_rtmp_url/set 

body = { 

            "RtmpUrl": "rtmp://yf.test.com/live/test", 

            "StartBanSec": “1489460400”, 

            "EndBanSec": “1489460700” 

            } 

返回值： 

{ 

 "Errorcode": 0,  

 "Data": null,  

 "Errormessage": "",  

 "Ok": true 

} 

 查询禁止直播流播放流名接口 

 接口名： 

http://api.yfcloud.com/live/api/ban_rtmp_url/get?host=XXX 

 接口说明：  

请求方式：Get 

输入字段说明： 

http://api.yfcloud.com/live/api/ban_rtmp_url/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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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填 字段含义 

host String 是 对应直播流源流域名 

AccessToken String 请求头必带

（Header

） 

认证信息 

 返回值： 

返回字段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含义 

RtmpUrl String 直播流单路流完整源流 url 

StartBanSec Integer 禁止播放开始时间 

EndBanSec Integer 禁止播放结束时间 

 

外层标准返回：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含义 

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msg String 错误描述 

Ok String 错误标识 

Data  数据 

 示例： 

http://api.yfcloud.com/live/api/ban_rtmp_url/get?host=yf.test.com  

返回值： 

 { 

 "Errorcode": 0,  

http://api.yfcloud.com/live/api/ban_rtmp_url/get?host=yf.test.com%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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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 [ 

  { 

            "RtmpUrl": "rtmp://yf.test.com/live/test", 

            "StartBanSec": “1489460400”, 

            "EndBanSec": “1489460700” 

  } 

 ],  

 "Errormessage": "",  

 "Ok": true 

} 

 删除已禁止播放直播流接口 

 接口名： 

http://api.yfcloud.com/live/api/ban_rtmp_url/delete?rtmp_url=XXX 

 接口说明：  

请求方式：Get 

输入字段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填 字段含义 

rtmp_url String 是 直播流单路流完整源流 url，此处

对应待删除 url 

AccessToken String 请求头必带

（Header

） 

认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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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值： 

外层标准返回：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含义 

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msg String 错误描述 

Ok String 错误标识 

Data  数据 

 示例： 

http://api.yfcloud.com/live/api/ban_rtmp_url/delete?rtmp_url=rtmp://yf.test.com/live/t

est  

返回值： 

{ 

 "Errorcode": 0,  

 "Data": null,  

   "Errormessage": "",  

 "Ok": true 

} 

 设置禁止推流 IP 接口 

 接口名： 

http://api.yfcloud.com/live/api/ban_ip_rtmp_url/set 

http://api.yfcloud.com/live/api/ban_rtmp_url/delete?rtmp_url=rtmp://yf.test.com/live/test%20
http://api.yfcloud.com/live/api/ban_rtmp_url/delete?rtmp_url=rtmp://yf.test.com/live/test%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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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口说明：  

请求方式：Post 

输入字段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填 字段含义 

Host String 是 禁止推流 ip 对应的源流域名 

IP String 是 禁止推流的客户端 IP，相当于主

播 IP 

AccessToken String 请求头必带

（Header

） 

认证信息 

 返回值： 

外层标准返回：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含义 

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msg String 错误描述 

Ok String 错误标识 

Data  数据 

 示例： 

http://api.yfcloud.com/live/api/ban_ip_rtmp_url/set 

body = { 

            "Host":" yf.test.com", 

            "IP":"21.17.1.1" 

http://api.yfcloud.com/live/api/ban_ip_rtmp_url/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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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返回值： 

{ 

 "Errorcode": 0,  

 "Data": null,  

   "Errormessage": "",  

 "Ok": true 

} 

 查询禁止推流 IP 接口 

 接口名： 

http://api.yfcloud.com/live/api/ban_ip_rtmp_url/get?host=XXX 

 接口说明：  

请求方式：Get 

输入字段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填 字段含义 

host String 是 待查询的源流域名 

AccessToken String 请求头必带

（Header

） 

认证信息 

 返回值： 

返回字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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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含义 

IP String 禁止推流的客户端 IP，相当于主播 IP 

 

外层标准返回：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含义 

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msg String 错误描述 

Ok String 错误标识 

Data  数据 

 示例： 

http://api.yfcloud.com/live/api/ban_ip_rtmp_url/get?host=yf.test.com 

返回值： 

"Errorcode": 0,  

 "Data": [ 

  { 

            "IP":"21.17.1.1" 

  } 

], 

 "Errormessage": "",  

 "Ok": true 

} 

http://api.yfcloud.com/live/api/ban_ip_rtmp_url/get?host=yf.te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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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禁止推流 IP 接口 

 接口名： 

http://api.yfcloud.com/live/api/ban_ip_rtmp_url/delete?host=XXX&ip=XXX 

 接口说明：  

请求方式：Get 

输入字段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填 字段含义 

host String 是 待查询的源流域名 

ip String 是 禁止推流的客户端 IP，相当于主

播 IP 

AccessToken String 请求头必带

（Header

） 

认证信息 

 返回值： 

外层标准返回：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含义 

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msg String 错误描述 

Ok String 错误标识 

Data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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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 

http://api.yfcloud.com/live/api/ban_ip_rtmp_url/delete?host= 

yf.test.com&ip=21.17.1.1 

返回值： 

{ 

 "Errorcode": 0,  

 "Data": null,  

 "Errormessage": "",  

 "Ok": true 

} 

 基于域名查询实时人数接口 

 接口名：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live_visitor?domain=***starttime=***&endti

me=*** 

 接口说明：  

请求方式：Get 

输入字段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填 字段含义 

domain String 是 域名 

starttime String 是 开始时间，格式 20161207-

1400 

http://api.yfcloud.com/live/api/ban_ip_rtmp_url/delete?host=%20yf.test.com&ip=21.17.1.1
http://api.yfcloud.com/live/api/ban_ip_rtmp_url/delete?host=%20yf.test.com&ip=21.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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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time String 否 结束时间，格式 20161207-

1410 

AccessToken String 请求头必带

（Header

） 

认证信息 

 返回值： 

具体返回数据字段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含义 

2016-12-07 14:10 String 时间点 

ip Int 独立 ip 数 

new_uv Int 新增用户数 

uv Int 在线用户数 

 

外层标准返回：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含义 

provider String CDN 厂商 

curtime String 服务器响应时间点 

ok  String 状态结果,true:正常 false:异常 异常具体可参

考错误信息 

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ID String 错误标识 

errorMsg String 错误描述 

data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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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live_visitor?domain=play.yf.com&starttime=20161

207-1400&endtime=20161207-1410 

 

{ 

 "ok": true,  

 "errorMsg": "",  

 "errorCode": 0,  

 "curtime": "2016-12-07 14:33:19",  

 "provider": "YunFanCDN",  

 "data": [ 

  { 

   "domain": " play.yf.com ",  

   "data": { 

    "2016-12-07 14:10": { 

     "ip": 5555,  

     "new_uv":5555,  

     "uv": 11 

    },  

    "2016-12-07 14:05": { 

     "ip": 5555,  

     "new_uv": 5555,  

     "uv": 11 

    },  

    "2016-12-07 14:00": {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live_visitor?domain=play.yf.com&starttime=20161207-1400&endtime=20161207-1410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live_visitor?domain=play.yf.com&starttime=20161207-1400&endtime=20161207-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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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 5555,  

     "new_uv": 5555,  

     "uv": 11 

    } 

 ],  

 "errorID": "" 

} 

 基于流查询实时人数接口 

 接口名：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access?domain=***&starttime=***&endtime

=**** 

 接口说明：  

请求方式：Get 

输入字段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填 字段含义 

domain String 是 域名 

starttime String 是 开始时间 

endtime String 否 结束时间 

AccessToken String 请求头必带

（Header

） 

认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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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值： 

具体返回数据字段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含义 

2016-12-07 14:10 String 时间点 

stream String 流名 

ip Int 独立 ip 数 

new_uv Int 新增用户数 

uv Int 在线用户数 

 

外层标准返回：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含义 

provider String CDN 厂商 

curtime String 服务器响应时间点 

ok  String 状态结果,true:正常 false:异常 异常具体可参

考错误信息 

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ID String 错误标识 

errorMsg String 错误描述 

data  数据 

 

 示例：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access?domain=play.yf.com&starttime=20161229

-2010&endtime=20161229-2020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access?domain=play.yf.com&starttime=20161229-2010&endtime=20161229-2020%20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access?domain=play.yf.com&starttime=20161229-2010&endtime=20161229-2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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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true,  

 "errorMsg": "",  

 "errorCode": 0,  

 "curtime": "2016-12-07 14:33:19",  

 "provider": "YunFanCDN",  

   "data": { 

    "2016-12-29 20:15": { 

     "aaaa": { 

      "ip": 7,  

      "new_uv": 0,  

      "uv": 7 

     },  

     "bbbb": { 

      "ip": 3,  

      "new_uv": 6,  

      "uv": 3 

     } 

    } 

} 

"errorI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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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行流实时流状态查询接口 

 接口名：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realtime?domain=XXX 

 接口说明：  

请求方式：Get 

输入字段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填 字段含义 

domain String 是 域名 

AccessToken String 请求头必带

（Header

） 

认证信息 

 返回值： 

具体返回数据字段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含义 

stream String 流名 

bandwidth_ref String 参考码率  

bandwidth String 实际码率 

start_time String 开播时间 

remote_ip String 主播 ip 

remote_port String 主播推流端口 

remote_province String 主播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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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te_city String 主播城市 

remote_isp String 主播运营商 

local_ip String 节点 ip 

local_port String 节点端口 

local_province String 节点省份 

local_city String 节点城市 

local_isp String 节点运营商 

fps String 帧率 

lfr String 丢帧率 

minute Int 统计时间戳 

resolution String 分辨率 

外层标准返回：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含义 

provider String CDN 厂商 

curtime String 服务器响应时间点 

ok  String 状态结果,true:正常 false:异常 异常具体可参

考错误信息 

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ID String 错误标识 

errorMsg String 错误描述 

data  数据 

 

 示例：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realtime?domain=send.a.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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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true,  

 "errorMsg": "",  

 "errorCode": 0,  

 "curtime": "2017-01-18 10:44:39",  

 "provider": "YunFanCDN",  

 "data": [ 

  { 

   "local_province": "\u5929\u6d25",  

   "local_city": "\u5929\u6d25",  

   "remote_isp": "\u8054\u901a",  

   "stream": "cefa0ce109c44034bb68cf91",  

   "remote_port": "39705",  

   "start_time": 1484695318,  

   "remote_city": "\u5317\u4eac",  

   "bandwidth_ref": 600,  

   "local_ip": "125.39.58.7",  

   "local_isp": "\u8054\u901a",  

   "local_port": "1935",  

   "bandwidth": 687.92,  

   "fps": 121,  

   "lfr": 0.6667,  

   "remote_province": "\u5317\u4eac",  

   "minute": 1484707479,  

   "remote_ip": "124.65.163.15"， 

   "resolution": "352x6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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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rrorID": "" 

} 

 基于域名查询带宽数据接口 

 接口名：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live_flow?domain=XXX 

 接口说明：  

请求方式：Get 

输入字段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填 字段含义 

domain String 是 域名 

starttime String 是 开始时间，20170120-1010 

endtime String 否 结束时间 

AccessToken String 请求头必带

（Header

） 

认证信息 

 返回值： 

具体返回数据字段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含义 

backsource String 用户推流流或者回源量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live_flow?domain=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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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w String 用户播放量 

 

外层标准返回：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含义 

provider String CDN 厂商 

curtime String 服务器响应时间点 

ok  String 状态结果,true:正常 false:异常 异常具体可参

考错误信息 

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ID String 错误标识 

errorMsg String 错误描述 

data  数据 

 

 示例：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live_flow?domain=play.a.com&starttime=2017012

0-1010&endtime=20170120-1015 

{ 

 "ok": true,  

 "errorMsg": "",  

 "errorCode": 0,  

 "curtime": "2017-01-23 10:27:09",  

 "provider": "YunFanCDN",  

 "data": [ 

  { 

   "domain": "yfrtmp.zhqi.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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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 { 

    "2017-01-20 10:10": { 

     "backsource": 2898,  

     "flow": 6564000 

    },  

    "2017-01-20 10:15": { 

     "backsource": 29592,  

     "flow": 6136000 

    } 

   } 

  } 

 ],  

 "errorID": "" 

} 

 基于挂载点查询人数接口 

 接口名：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appname/visitor?domain=***starttime=***&

endtime=*** 

 接口说明：  

请求方式：Get 

输入字段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填 字段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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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ain String 是 域名 

starttime String 是 开始时间，格式 20161207-

1400 

endtime String 是 结束时间，格式 20161207-

1410 

appname String 否 挂载点 

stream String 否 流名 

AccessToken String 请求头必带

（Header

） 

认证信息 

 返回值： 

具体返回数据字段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含义 

2016-12-07 14:10 String 时间点 

appname String 挂载点，如 live 等 

ip Int 独立 ip 数 

new_uv Int 新增用户数 

uv Int 在线用户数 

stream String 流名 

外层标准返回：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含义 

provider String CDN 厂商 

curtime String 服务器响应时间点 

ok  String 状态结果,true:正常 false:异常 异常具体可

参考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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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ID String 错误标识 

errorMsg String 错误描述 

data  数据 

 

 示例：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appname/visitor?domain=play.a.com&starttime=

20170310-1300&endtime=20170310-1310&stream=test1  

{ 

 "ok": true,  

 "errorMsg": "",  

 "errorCode": 0,  

 "curtime": "2017-03-10 14:22:04",  

 "provider": "YunFanCDN",  

 "data": [ 

  { 

   "domain": "play.a.com",  

   "data": { 

    "2017-03-10 13:00": { 

     "live": [ 

      { 

       "ip": 777,  

       "new_uv": 310,  

       "uv": 777,  

       "stream": "test1"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appname/visitor?domain=play.a.com&starttime=20170310-1300&endtime=20170310-1310&stream=test1%20
http://api.yfcloud.com/web/api/live/appname/visitor?domain=play.a.com&starttime=20170310-1300&endtime=20170310-1310&stream=test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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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017-03-10 13:05": { 

     "live": [ 

      { 

       "ip": 784,  

       "new_uv": 336,  

       "uv": 784,  

       "stream": "test1" 

      } 

     ] 

    }  

    "2017-03-10 13:10": { 

     "live": [ 

      { 

       "ip": 831,  

       "new_uv": 318,  

       "uv": 831,  

       "stream": "test1"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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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rorID": "" 

} 

 接口附加说明： 

#### 全局错误码 

|错误码 |错误信息 

|-1|服务器内部错误 

|10001|鉴权不通过 

|10002|参数错误 

|10003|域名无操作权限 

|10004|未找到 

|10010|主域名不存在 

|10011|播放域名主域名非法 

|10012|源流域名已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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