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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说明： 

版权所有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本文档包含的所有内容除特别声明之外，版权均属于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所有， 

乐视云计算可在不作任何申明的情况下对本文档内容进行修改。 

本文档中所使用的商标所有权属于该商标的所有者。 

 

 

 

更新说明： 

                                                              *A：增加  M：修改  D：删除 

日期 变更原因描述： 类型： 作者： 

2015.11.17 文档初稿 A 徐亚峰 

2015.12.01 文档第二版 M 赵盛迪 

2015.12.28 增加全景参数 M 赵盛迪 

2016.7.13 统一 falsh 和 h5 返回码流的接口 M 徐亚峰 

2016.8.4 增加 url 参数支持直接播放视频地址（移动直播可以使用此功能） M 徐亚峰 

 

 

 

 

 

 

联系方式：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7*24小时客服电话：400-055-6060 

咨询邮箱：yunkefu@letv.com 

报障邮箱：yunhelp@letv.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姚家园路105号观湖国际大厦15层 

邮编：100025 

乐视云计算官网：http://www.lecloud.com 

乐视云计算帮助支持：http://help.lecloud.com 

mailto:yunkefu@letv.com
yunhelp@letv.com
http://www.lecloud.com/
http://help.leclou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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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档背景： 

作为中国视频云平台第一品牌，乐视云首创 VaaS（Video-as-a-Service）模式，致力打造围绕内容汇聚、

内容发行、衍生服务的超级视频云平台，为全球企业客户及个人用户提供优质丰富的视频云服务，引领全

球下一代视频云服务的全新模式。 

乐视云拥有全球第一个全面支持 4K 和 H.265 新一代视频技术的企业级云视频开放平台，全球覆盖 

600 个 CDN 节点、储备 10Tbps 出口带宽，为用户打造清晰、流畅、极致的视频播放体验，为各行各业

提供视频服务平台和技术资源，引领变革传统商业模式。 

本文是视频播放器的使用指南，详细介绍了 PC 端浏览器与手机端浏览器使用 SDK 的 api 与 demo 介

绍，为用户进行二次开发提供了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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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升级内容简介： 

本公司对外提供了 SDK 的版本从 1.0 升级为近期的 4.0 版本，期间收集了很多的客户需求，做了无数

遍测试，加入了丰富的构造参数与接口。相对比 SDK3.0，主要有如下几点重大升级内容. 

2.1 PC+H5 合体 

 现在使用 sdk4.0，仅需引用一个 JS 文件，就可以实现在 PC 端与 H5 端的兼容，sdk 在 PC 上观看，默

认是使用 flash 播放器，在手机端观看，默认使用 html5 播放器。 

 2.2 对外接口丰富添加 

 之前的 H5 SDK 对外接口较少，仅支持少部分浏览器自带的功能，现在实现了点播与直播的接口统一

化，可以满足各种用户的接口需求。 

 2.3 手机端自定义皮肤 

 Sdk4.0 版本添加了手机端自定义皮肤，可以在 chrome 浏览器上观看效果。 

 2.4 播放码率控制 

 H5 Sdk4.0 版本添加了码率控制，可以在构造参数中添加相关码率，控制起播的视频码率，也可以通

过外部接口切换码率 

 2.5 更多的构造参数控制 

 H5 Sdk4.0 版本添加了更多的构造参数控制，开发者可以更加灵活的控制自己的播放器，如是否显示

封面、是否自动重播 

 2.6 单界面添加多视频 

 H5 Sdk4.0 版本实现了单界面添加多视频的功能，可以替代原来的使用 iframe 来嵌套多个视频的方法 

 2.7 单界面切换新视频 

 H5 Sdk4.0 版本实现了单界面切换新视频的功能，可以使客户简单的实现当前视频播放完成之后播放

下一集的功能 

 2.8 封面算法升级 

 H5 Sdk4.0 版本将原来的系统自带的封面方式，替换为 img 的封面方式，提高了渲染方式。 

 2.9 播放器回调 

 H5 Sdk4.0 版本丰富了播放器回调接口，除了 html video 自带的播放器监听方式，又添加了广告的监听，

播放报错的监听回调 

 2.10  错误提示 

 H5 Sdk4.0 版本添加了错误提示功能，可以明确的提示用户的使用错误以及系统自带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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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心类：  

直播使用说明： 

   Js 使用方式 

1 页面头部引入点播 js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charset="utf-8" src=" 

http://yuntv.letv.com/player/live/blive.js"></script> 

2 使用时新建 CloudLivePlayer 对象，调用 init 方法并传入播放器初始化参数，和外层容器 id 

var player = new CloudLivePlayer (); 

player.init(playerConf,”playerid”); 

demo 地址：http://sdk.letvcloud.com/demo/Live.html 

 

http://sdk.letvcloud.com/demo/Liv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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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构造参数：  

在核心类 playerConf 是一个 object 对象，具体参数说明如下 

参数名 参数说明 默认值 备注 

activityId 直播活动 id，直播活动唯一标识 无 直播需要 

auto_play 是否自动播放(0：不自动播放，1：自动播放) H5：0 

Falsh：1 

 

skinnable 是否启动乐视云皮肤(0：不显示，1：显示) 1  

posterType 封面设置（0:无封面，1 有封面，等比例放置，2 有封面，

保持原来比例满屏显示 3. 有封面，满屏显示） 

1 Flash 播放器无效 

autoReplay 是否重播（0：不自动重播，1：自动重播） 0  

controls 是否启动默认播放控件（0：不显示播放控件，1：显示播

放控件） 

0 Flash 播放器无效 

dfull 是否使用默认全屏方法（0：不使用全屏方法，1：使用全

屏方法）  此参数是指在播放器调用全屏时候是否调用系

统的全屏方法 

1 Flash 播放器无效 

rate 默认播放码流(350 800 1300 yuanhua) 350  

definition 是否显示码流按钮（0：不显示，1：显示） 1  

fullscreen 是否显示全屏按钮（0：不显示，1：显示） 1  

start 默认播放的开始时间，单位：秒 无  

pic 封面地址 无  

callbackJs 回调的 js 函数名 无  

playsinline Ios 设备 Web view 下默认不全屏播放（1：启动，0：不

启动） 

1 Flash 无效 

不支持普通浏览

器 

pa 是否是全景视频（1：是 0：否） 0  

autoSize 自动设置播放去宽高(0:默认使用传来的宽高，1：以宽为

基准，等比例设置高度，2：以高位基准，等比例设置宽

度) 

0 H5 有效 

changeParent 在 autoSize 不为 0 时。是否修改外层 div 宽或者高。（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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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修改，1：修改） 

loadingurl 展示的 loading 地址（0：表示不使用，其他：即 loading

的地址）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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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外接口： 

sdk的接口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播放器提供的接口，另一部分是播放器回调外边的接口 

播放器提供的接口 

使用方法： 

var player = new CloudLivePlayer (); 

player.init(playerConf,”playerid”);//创建播放器的实例 

player.sdk.pauseVideo();//实例调用方法 

 

接口名 接口说明 接口参数 返回值 

playNewId 

切换新视频 po object 类型，传入要切换

视频的 playerConf。 

如：playNewId（{uu：

xxx，vu：xxx}） 

无 

getVideoSetting 获得视频信息  object 

getVideoTime 
获得视频当前播放时

间 

 number 

pauseVideo 暂停视频  无 

resumeVideo 恢复视频  无 

seekTo 
Seek 到某一时间点播

放 

t:要 seek 的时间， 

如 seek(10) 

无 

replayVideo 重新播放  无 

closeVideo 无皮肤时候关闭视频  无 

setVolume 

设置音量 v:number,(0-1)设置的音量

值 

如：setVolume（0.5） 

无 

shutDown 结束视频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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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Up 
非自动播放时候，启动

视频 

 无 

setDefinition 
设置码流 d 要切换的码流值， 

如 setDefinition (“350”) 

无 

getDefinition 获得码流  string 

getDefaultDefinition 获得默认码流  string 

getDefList 
获得码流列表 （videoAuthValid 事件后调

用有效） 

数组 

getVersion 获得播放器版本号  string 

setAutoReplay 

设置是否自动播放 flag： 布尔类型，设置是否

自动播放 

如：setAutoReplay

（true） 

无 

getLoadPercent 获得下载进度  0-1 

feedback 反馈   

getLog 获得播放器日志  string 

播放器回调函数 

 在 player.init 是 playerConf 会传入 callbackJs。此时对应的 js 函数会收到播放器的回调。回调是会传入

2 个参数，type 表示播放器当前回调类型；data：表示回调的值。 

 如 player.init（{callbackJs：”call”,uu:”xxx”,vu:”xxx”}） 

window. call =function(type,data){} 

 

回调类型 说明  

playerInit 播放器初始化完毕  

videoAuthValid 播放器所需播放数据初始化完毕  

adHeadPlayStart 播放器前贴片广告开始播放  

adHeadLoadComplete 播放器前贴片广告全部加载完毕  

adHeadPlayComplete 播放器前贴片广告全部播放结束  

adHeadPlayNone 播放器前贴片广告播放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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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StartReady 播放器视频准备就绪(处于可播放

状态) 
 

videoStart 播放器开始播放视频  

videoPause 播放器视频暂停  

videoResume 播放器视频恢复  

videoEmpty 播放器播放视频缓冲区空  

videoFull 播放器播放视频缓冲区满  

videoStop 视频播放完毕  

errorInConfig 由于配置文件导致的播放错误  

errorInLoadPlugins 由于加载插件导致的播放错误  

errorInKernel 由于内核插件导致的播放错误  

videoLiveStop 播放中直播者结束  

videoLiveInterupt 播放中直播中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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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iFrame 调用方式 

Sdk 提供了 iFrame 的调用方式，并且提供了 iFrame 调用的地址，用户只需嵌入调用地址，传入自己

的 uu、vu 等参数，即可实现嵌套播放。 

使用乐视皮肤的情况 

支持全屏的浏览器可以全屏，不支持的无法全屏 

 

<iframe allowfullscreen mozallowfullscreen webkitallowfullscreen vspace="0" hspace="0" 

frameborder="0" marginwidth="0" marginheight="0" allowtransparency="true" scrolling="no"  

src="http://yuntv.letv.com/player/live/blive.html?activityId=A2016010500713&auto_play=0&width=10

0%&height=300" width="100%" height="300px"></iframe> 

 

iframe 使用方式 不使用乐视皮肤的情况 

使用浏览器默认播放器，功能取决于浏览器本身。地址后边加上 skinnable=0&controls=1 即可 

 

<iframe allowfullscreen mozallowfullscreen webkitallowfullscreen vspace="0" hspace="0" 

frameborder="0" marginwidth="0" marginheight="0" allowtransparency="true" scrolling="no"  

src="http://yuntv.letv.com/player/live/blive.html?activityId=A2016010500713&auto_play=0&width=10

0%&height=300&skinnable=0&controls=1" width="100%" height="300px"></iframe> 

 

iframe 使用方式 注意事项 

  需要在 iframe 标签上书写各种允许全屏的标签，提高 iframe 全屏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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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Sdk demo 地址： 

直播（接口全面）：http://sdk.letvcloud.com/demo/testLive.html 

直播（最简单调用）: http://sdk.letvcloud.com/demo/Live.html 

iFrame 调用方式：http://sdk.letvcloud.com/demo/Iframe.html 

 

100%铺满全屏 demo：http://sdk.letvcloud.com/demo/fullScreen.html 

 

 

http://sdk.letvcloud.com/demo/testLive.html
http://sdk.letvcloud.com/demo/Live.html
http://sdk.letvcloud.com/demo/Iframe.html
http://sdk.letvcloud.com/demo/fullScreen.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