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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直播服务概述 

视频直播服务是基于领先的内容接入与分发网络和大规模分布式实时转码技术

打造的音视频直播平台，提供便捷接入、高清流畅、低延迟、高并发的音视频

直播服务。 

视频直播服务提供 API 接口和软件开发工具包，您可以通过它们使用、管理视

频直播服务，也可以与您自己的应用和服务集成。 

所有服务按使用付费，服务能力自动伸缩，告别复杂的架构设计和编程开发，

维护成本几近于零，您可以专注于业务逻辑实现及最终用户体验的提升。 

2. 直播 API 使用流程 

2.1 开通服务 

2.1.1 登录华为云官网 

https://www.huaweicloud.com/ 

◼ 打开注册界面，填写信息进行注册操作； 

◼ 注册完成，进行账号登录。 

 

2.1.2 挑选服务 

点击云市场→通过产品服务名称“视频云直播 API”搜索； 

 

https://www.huaweiclou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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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开通服务 

进入视频云直播 API，点击立即开通按钮，即可开通服务； 

链接：https://market.huaweicloud.com/product/00301-123294-0--0 

 

2.1.4 获取 AppKey 和 AppSecret 

服务订购成功后，进入我的应用→已购买的应用，即可获取服务的 AppKey 和

AppSecret 

注：AppKey 及 AppSecret 在 API 网关认证使用。 

 

2.2 准备开发环境 

2.2.1 JAVA 开发环境 

1. 准备环境： 

• Eclipse：Eclipse 3.6.0 及以上版本，可至 Eclipse 官方网站下载。 

• JDK：Java Development Kit 1.8.111 及以上版本，可至 Oracle 官方下载

页面下载。 

2. 获取 SDK：（下载 SDK） 

https://market.huaweicloud.com/product/00301-123294-0--0
http://www.eclipse.org/downloads/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java/javase/downloads/index.html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java/javase/download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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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obs.cn-north-1.myhwclouds.com/apig-sdk/ApiGateway-java-

sdk.zip 

3. 导入工程并完成 

详见：JAVA 开发环境指导: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devg-

apig/apig-zh-dev-180307002.html 

2.2.2 Python 开发环境 

1. 准备环境 

• 获取并安装 IntelliJ IDEA，可至 IntelliJ IDEA 官方网站下载。 

• 获取并安装 Python 安装包（可使用 2.7 或 3.X），可至 Python 官方下载

页面下载。 

• 在 IDEA 中安装 Python 插件。 

2. 获取 SDK：（下载 SDK） 

https://obs.cn-north-1.myhwclouds.com/apig-sdk/ApiGateway-python-

sdk.zip 

3. 创建并完成工程 

详见：Python 开发环境指导: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devg-

apig/apig-zh-dev-180427045.html 

2.2.2 PHP 开发环境 

1. 准备环境 

• 获取并安装 IntelliJ IDEA，可至 IntelliJ IDEA 官方网站下载。 

• 获取并安装 PHP 安装包，可至 PHP 官方下载页面下载。 

• 将 PHP 安装目录中的“php.ini-production”文件复制到

“C:\windows”，改名为“php.ini”，并在文件中增加如下内容。 

 

https://obs.cn-north-1.myhwclouds.com/apig-sdk/ApiGateway-java-sdk.zip
https://obs.cn-north-1.myhwclouds.com/apig-sdk/ApiGateway-java-sdk.zip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devg-apig/apig-zh-dev-180307002.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devg-apig/apig-zh-dev-180307002.html
https://www.jetbrains.com/idea/
https://www.python.org/downloads/
https://www.python.org/downloads/
https://obs.cn-north-1.myhwclouds.com/apig-sdk/ApiGateway-python-sdk.zip
https://obs.cn-north-1.myhwclouds.com/apig-sdk/ApiGateway-python-sdk.zip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devg-apig/apig-zh-dev-180427045.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devg-apig/apig-zh-dev-180427045.html
https://www.jetbrains.com/idea/
https://windows.php.net/download/


ONAIR 视频云直播 API-产品操作手册    

 

4 

2. 获取 SDK：（下载 SDK） 

https://obs.cn-north-1.myhwclouds.com/apig-sdk/ApiGateway-php-

sdk.zip 

3. 创建完成工程 

详见：PHP 开发环境指导: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devg-

apig/apig-zh-dev-180521057.html 

2.3API 调用 

2.3.1 JAVA 调用： 

调用指导：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devg-apig/apig-zh-dev-

180307014.html 

1. 在 Main.java 中加入以下引用 

 

2. 创建 request，过程中需要用到如下参数： 

• AppKey：根据 APP 认证获取。根据实际情况填写，示例代码使用

“4f5f626b-073f-402f-a1e0-e52171c6100c”作为样例。 

• AppSecrect：根据 APP 认证获取。根据实际情况填写，示例代码使用

“e3a59c0f-d2a7-4363-8fbf-af653690d123”作为样例。 

https://obs.cn-north-1.myhwclouds.com/apig-sdk/ApiGateway-php-sdk.zip
https://obs.cn-north-1.myhwclouds.com/apig-sdk/ApiGateway-php-sdk.zip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devg-apig/apig-zh-dev-180521057.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devg-apig/apig-zh-dev-180521057.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devg-apig/apig-zh-dev-180307014.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devg-apig/apig-zh-dev-180307014.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devg-apig/apig-zh-dev-18030701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devg-apig/apig-zh-dev-1803070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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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hod：请求的方法名。根据 API 实际情况填写，示例代码使用“POS

T”作为样例。 

• url：请求的 url，不包含 QueryString 及 fragment 部分。域名部分请使

用 API 所在的分组绑定的您自己的独立域名或上架云市场时申请云市场颁发的

域名。示例代码使用“http://c967a237-cd6c-470e-906f-a8655461897e.ap

igw.cn-north-1.huaweicloud.com/java-sdk”作为样例。 

• queryString: url 携带参数的部分，根据 API 实际情况填写。支持的字符

集为[0-9a-zA-Z./;[]\-=~#%^&_+: "]。示例代码使用“name=value”作为

样例。 

• header：请求的头域。根据 API 实际情况填写，不支持中文。示例代码使

用“Content-Type:text/plain”作为样例。如果 API 发布到非 RELEASE 环境

时，需要增加自定义的环境名称，示例代码使用“x-stage:publish_env_nam

e”作为样例。 

• body：请求的正文。根据 API 实际情况填写，示例代码使用“demo”作

为样例。 

  

3. 对请求进行签名、访问 API 并打印结果： 

4. 右键单击“Main.java”，选择“Run As > Java Application”。 

运行工程测试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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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Console”页签，查看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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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Python 调用： 

调用地址：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devg-apig/apig-zh-dev-

180307016.html  

1. 在命令行中，使用 pip 安装“requests”库。 

 

2. 在工程中引入 apig_sdk。 

 

3. 生成一个新的 Signer，填入“APP key”和“APP secret”。 

 

4. 生成一个新的 Request，指定域名、方法名、请求 uri 和 body 

 

5. 将请求的查询参数填入到一个 dict 中。例如，若查询字符串

为?a=1&b=2，则代码为： 

 

6. 给请求添加 x-stage 头，内容为环境名。如有需要，添加需要签名的其他

头域。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devg-apig/apig-zh-dev-180307016.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devg-apig/apig-zh-dev-1803070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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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进行签名，执行此函数会在请求参数中添加用于签名的 X-Sdk-Date 头和

Authorization 头。 

 

8. 访问 API，查看访问结果。 

 

2.3.3 PHP 调用： 

调用地址：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devg-apig/apig-zh-dev-

180521058.html  

1. 在代码中引入 sdk。 

 

2. 生成一个新的 Signer， 填入“APP key”和“APP secret”。 

 

3. 生成一个新的 Request，指定域名、方法名、请求 uri 和 body。 

 

4. 将请求的查询参数填入到一个 array 中。例如，查询字符串为

“?a=1&b=2”，则代码为：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devg-apig/apig-zh-dev-180521058.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devg-apig/apig-zh-dev-1805210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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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给请求添加 x-stage 头，内容为环境名。如果有需要，添加需要签名的其

他头域。 

 

6. 进行签名，执行此函数会生成一个$curl 上下文变量。 

 

7. 访问 API，查看访问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