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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电视操作系统
第 4 部分：硬件抽象接口
1 范围
GY/T 303的本部分规定了智能电视操作系统硬件抽象接口相关技术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智能电视操作系统和智能电视芯片的研发、生产、应用和测试，以及智能终端解决方案
的集成。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部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部分。
GY/T 303.1—2016 智能电视操作系统 第1部分：功能与架构
Khronos OpenMAX IL 1.1.2 规范（OpenMAX_IL_1_1_2_Specification)
Khronos OpenGL ES 2.0.25 规范（OpenGL ES 2.0.25 Specification）
3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部分。
AC3 音频编码3（Audio Coding3）
App 应用程序（Application）
ATV 模拟电视（Analog Television）
AV 音视频（Audio Video）
API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out 音频输出 （Audio Output）
AV 音视频 （Audio Video）
CM 有线调制解调器（Cable Modem）
CSS 样式级联表（Cascading Style Sheets）
CGMS 拷贝代次管理系统（Copy Generation Management System）
DCAS 可下载条件接收系统（Downloadable Conditional Access System）
DTS 设备树源（Device Tree Source）
DVB 数字视频广播（Digital Video Broadcasting）
DVB-C 数字有线电视广播 （Digital Video Broadcasting - Cable）
DVB-S 数字卫星广播 （Digital Video Broadcasting - Satellite）
DVB-T 地面数字电视广播 （Digital Video Broadcasting - Terrestrial）
Demux 解复用器（Demultiplexer）
DiSEqC 数字卫星设备控制（Digital Satellite Equipment Control）
ES 基本码流（Elementary Strea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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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 基础概要文件（Foundation Profile）
HAL 硬件抽象层（Hardware Abstract Layer）
HDCP 高带宽数字内容保护（High-bandwidth Digital Content Protection）
HTML 超文本标记语言（Hyper Text Markup Language）
HTTP 超文本传输协议（Hyper Text Transfer Protocol）
HDMI 高清晰度多媒体接口（High 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
IPTV IP电视（IP Television）
ID 唯一标识（Identification）
ISI 输入流标识（input stream identify）
LNB 低噪声下变频器，也叫高频头（Low Noise Block）
MPEG 动态图像专家组（Moving Picture Experts Group）
OSD 屏幕菜单式显示（On-Screen Display）
OpenMAX IL 开放多媒体加速集成层（Open Media Acceleration Integration Layer）
OpenGL ES 用于嵌入式系统的开放图形库（Open Graphics Library for Embedded Systems）
PID 包识别码（Packet Identifier）
PCR 节目时钟参考（Program）
PCM 脉冲编码调制（Pulse Code Modulation）
PN PN序列（Pseudo-noise Sequence）
SPDIF 数字音频接口(Sony/Philips Digital Interface)
System Module 系统模块（System Module）
TEE 可信执行环境（Trusted Execution Environment）
TS
传送流（Transport Stream）
TVOS 智能电视操作系统 （Television Operating System）
Vout 视频输出（Video Output）
VBI 场消隐期（Vertical Blanking Interval）
4 基本数据类型和运算符定义
4.1 数据类型定义
数据类型定义见表1。
表1 数据类型定义

2

数据类型名称

数据类型定义

U8

unsigned char

U16

unsigned short

U32

unsigned int

U64

unsigned long long

S8

signed char

S16

short

S32

int

S64

signed long long

CHAR

ch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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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数据类型名称

数据类型定义

FLOAT

float

DOUBLE

double

HANDLE

unsigned int

4.2 关系运算符定义
关系运算符定义见表2。
表2 关系运算符定义
关系运算符名称

关系运算符含义

＜

小于

＜=

小于等于

＞

大于

＞=

大于等于

==

等于

!=

不等于

4.3 算术运算符定义
算数运算符定义见表3。
表3 算数运算符
关系运算符名称

关系运算符含义

<<

左移一位

>>

右移一位

+

加

++

递增加 1

-

减

--

递减减 1

5 接口概述
TVOS 硬件抽象层（HAL）实现对 TVOS 硬件平台能力的抽象封装，对同一类型硬件设备采用统一的抽象
封装模型，为上层软件对硬件平台能力的访问和控制提供统一的调用接口。TVOS HAL 硬件抽象模块包括媒
体处理专用硬件抽象接口和通用硬件抽象接口等两大类，如图 1 所示。

3

GY/T 303.4—2018
硬件抽象层(HAL)

媒体处理专用硬件抽象接口
Frontend

Demux

通用硬件抽象接口

Vout


Aout

System

OpenGL ES

OMX IL



AV

图 1 硬件抽象接口
媒体处理专用硬件抽象接口是 TVOS 针对广电领域媒体业务所做的扩展定义，包括 Aout 模块、Demux
模块、Frontend 模块、System 模块、Vout 模块、AV 模块等 6 个子模块；通用硬件功能接口吸纳了业界成
熟的硬件抽象接口标准，包括 Open OMX IL 音视频编解码模块、OpenGL ES 图形模块等。各模块的功能定
义见表 4。
表4 硬件抽象接口模块
序号

分类

模块

描述

备注

定义了音频向音频设备输出的接口，比
如左右声道输出、SPDIF 输出、HDMI 输
1

音频输出（Aout）模块

出等输出模式。除此之外，还提供了对
音频属性的获取及对音频的操控等功

接口细节见附录 A

能，比如获取音频流的 PCR 属性，音频
的静音、暂停等属性

2

媒体
处理

定义了操控解复用器的接口，提供根据
解复用（Demux）模块

硬件

Frontend 模块

抽象
4

接口

接口细节见附录 B

滤等功能

专用
3

设置的相应条件进行解复用、解扰、过

system 模块

定义了对 Tuner 的操作接口，提供对
DVB-C\DVB-S\DVB-T 等多种标准的支持
定义了对系统进行设置的接口，如待
机、获取芯片 ID、重启、关机等功能

接口细节见附录 C

接口细节见附录 D

定义了视频向显示设备输出的接口，比
5

Vout 模块

如对视频 3D 输出、分辨率、帧率等进

接口细节见附录 E

行设置
定义了音视频处理的接口，提供音视频
6

音视频播放（AV）模块

的编码解码，TS 流、ES 流的解码播放

接口细节见附录 F

等功能
9

10

通用
硬件
抽象
接口

OpenMAX IL 模块

OpenGL ES 模块

定义了一系列媒体编码、解码接口，本
部分采用 OpenMAX IL 1.1.2 接口
定义了一系列的三维图形接口，本部分
采用 OpenGL ES 2.0.25 接口

接口遵循 OpenMAX IL 1.1.2 规范

接口遵循 OpenGL ES 2.0.25 规范

媒体通用硬件抽象接口所包含的各子模块有相似的框架，以 Aout 模块为例，框架如图 2 所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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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ut硬件抽象接口模块框架
Aout硬件模块句柄管理

Aout硬件设备管理

Aout硬件模块
初始化/去初始化

Aout硬件操控接口

图 2 Aout 模块框架
图 2 中 Aout 硬件模块句柄管理采用表 B.41 所定义的结构对硬件模块句柄进行描述，提供统一的接口
供上层应用获取到 Aout 模块句柄，Aout 硬件模块初始化/去初始化模块完成对音频输出硬件的初始化及去
初始化工作。Aout 硬件设备管理对 Aout 硬件操控接口进行了统一的管理。
6 调用机制
TVOS硬件抽象接口模块遵循GY/T 303.1—2016中第7章的要求，采用Stub硬件抽象模型实现。Stub硬
件抽象模型将一个硬件模块和若干硬件设备以及对它们的操作方法以Stub操作函数的形式，通过将硬件模
块ID对应相应的Stub操作函数指针的方式，为上层软件提供相关硬件能力的调用方法，实现对相关硬件能
力的操作和控制。
TVOS HAL层Stub硬件抽象模型原理如图3所示。
组件层
组
件
1

组
件
2

...

组
件
n

硬件抽象层（HAL）

Stub（1）

Stub（2）

Stub（n）

硬件抽象1（ID）

硬件抽象2（ID）

硬件抽象n（ID）

+操作函数1（）
+操作函数2（）
...
+操作函数m（）

+操作函数1（）
+操作函数2（）
...
+操作函数m（）

...

+操作函数1（）
+操作函数2（）
...
+操作函数m（）

硬件驱动（1）

硬件驱动（2）

...

硬件驱动（n）

Linux内核层

图 3 TVOS Stub 硬件抽象模型原理
TVOS 硬件抽象接口运行在用户空间，并对运行在内核空间的硬件驱动进行了抽象。Stub是一种代理
人的概念，在系统中以动态库的形式存在，对上提供了一系列的操作函数接口。上层软件只需要拥有访问
HAL Stub的函数指针，并不需要拥有整个HAL Stub，动态库文件只会被映射到一个进程中。上层软件通过
硬件抽象层提供的统一接口获取并操作HAL Stub，调用其中的操作函数完成对硬件的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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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硬件抽象接口说明
7.1 媒体处理专用硬件抽象接口
7.1.1 Aout 模块
本条定义了音频输出模块的硬件抽象接口，Aout模块接口简表见表5。
表5 Aout 模块接口
接口

说明

aout_close

关闭一个音频输出设备

aout_open

打开一个音频输出设备

*aout_init

初始化Aout实例

*aout_term

关闭Aout实例

*aout_get_capability

获取模块设备能力

*aout_open

打开一个音频输出实例

*aout_close

关闭一个音频输出实例

*aout_set_volume

设置输出设备音量

*aout_get_volume

获取输出设备音量

*aout_set_digital_mode

设置音频输出模式

*aout_get_digital_mode

获取音频输出模式

*aout_set_mute

设置输出静音

*aout_get_mute

获取输出静音设置

*aout_set_channel_mode

设 置 声 道 模 式 。 对 设 备 级 进 行 声 道 设 置 ， 设 备 类 型 见 表 A.3
AOUT_DEVICE_TYPE_E中的定义，如SPDIF、HDMI、扬声器输出等

*aout_get_channel_mode

设置声道模式

*track_get_default_attr

获取默认的track参数

*track_create

创建一个Track通道实例，创建后的Track出于去使能状态

*track_destroy

删除一个Track通道实例

*track_start

启动Track通道，Track音频数据可以从aout 输出

*track_stop

停止Track通道，通道缓存的音频数据被清空

*track_pause

暂停Track通道，Track音频数据停止从aout输出

*track_resume

恢复Track通道，通道缓存的音频数据继续输出

*track_flush

恢复Track通道，通道缓存的音频数据继续输出，与resume的区别是
flush会先清空缓存中的数据

*track_set_param

设置Track的属性。通道在停止状态后，才能设置属性

*track_get_params

获取Track的属性

*track_set_mix_params

设置Track混音参数

*track_get_mix_params

获取Track的混音参数

*track_set_mute

设置Track的静音

*track_get_mute

获取Track的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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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续）
接口

说明
针对一路Track设置声道模式，如立体声，左右声道混音等模式，与通

*track_set_channel_mode

道中的设置声道模式不冲突，是通道的声道模式中对某一路Track声道
模式的细化

*track_get_channel_mode

获取声道模式

*track_set_weight

设置声道权重，如是按线性音量还是分贝音量

*track_get_weight

获取声道权重，如是按线性音量还是分贝音量

*track_get_render_position

获取已经输出到硬件的音频帧数

*track_get_pts

获取Track当前播放的PTS

*track_adjust_speed

对Track的播放进行调速

*track_get_buf_avail

获取Track的缓存剩余空间

*track_get_latency

获取Track的缓存空间中可播放数据的时长
向Track的缓存写入待播放的音频数。本函数为阻塞操作，写入前必须

*track_write

通过track_get_buf_avail 确认是否有足够空间，否则将会立刻返回失
败

7.1.2 Demux 模块
本条定义了Demux模块的硬件抽象层接口，Demux模块接口简表见表6。
表6 Demux 模块接口
接口

说明

demux_open

打开一个Demux模块设备

demux_close

关闭一个Demux模块设备

*dmx_init

Demux模块初始化

*dmx_term

Demux模块终止

*dmx_set_source_params

设置Demux模块数据源

*dmx_get_source_params

获取Demux数据源参数

*dmx_disconnect

断开Demux与数据源（如解调器）的关联,开机默认是关联的

*dmx_reconnect

恢复Demux与当前设置的数据源（如解调器）的关联,开机默认是关联的

*dmx_get_capability

获取Demux的能力

*dmx_get_status

获取Demux的状态

*dmx_channel_open

开启一个通道

*dmx_channel_close

关闭一个通道，并释放相关资源

*dmx_channel_set_pid

设置通道PID

*dmx_channel_query

通过PID查询该PID所对应的通道

*dmx_channel_enable

开启通道接收数据

*dmx_channel_disable

停止通道接收数据

*dmx_channel_reset

复位通道

*dmx_channel_get_info

获取通道信息

*dmx_channel_set

设置通道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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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续）
接口

说明

*dmx_channel_get

获取通道的配置

*dmx_channel_get_buf

获取指定通道的数据

*dmx_channel_release_buf

释放数据包占用的缓冲空间

*dmx_channel_register_callback

配置对应通道的回调函数

*dmx_channel_add_filter

为通道分配过滤器，并设置过滤数据

*dmx_channel_set_filter

设置过滤器的过滤条件

*dmx_channel_get_filter

获取过滤器的过滤条件

*dmx_channel_destroy_filter

删除过滤器

*dmx_channel_destroy_all_filter

删除指定通道的所有过滤器

*dmx_channel_enable_filter

开启通道的指定过滤器开始接收数

*dmx_channel_disable_filter

禁止通道中的指定过滤器

*dmx_channel_query_filter_by_table_id

查询是否存在某个表ID和扩展ID的过滤器

*dmx_channel_query_filter_by_filter_data

通道的过滤器是否存在相同的过滤条件

*dmx_descrambler_open

分配一个解扰通道

*dmx_descrambler_open_ex

分配一个解扰通道扩展接口

*dmx_descrambler_enable

使能一个解扰器

*dmx_descrambler_disable

去使能一个解扰器

*dmx_descrambler_close

关闭一个解扰器

*dmx_descrambler_associate

关联解扰器和需要解扰的PID或者通道

*dmx_descrambler_get_associate_info

获取解扰器关联的解扰PID或者通道

*dmx_descrambler_set_even_key

设置解扰通道的偶密钥

*dmx_descrambler_set_even_iv

设置解扰通道的偶密钥对应数据的初始向量

*dmx_descrambler_set_odd_key

设置解扰通道的奇密钥

*dmx_descrambler_set_odd_iv

设置解扰通道的奇密钥对应数据的初始向量

*dmx_set_descrambler_attribute

设置解扰通道属性

*dmx_get_descrambler_attribute

获取解扰通道属性

*dmx_dcas_keyladder_config

设置DCAS层级密钥所对应的解扰器的参数

*dmx_dcas_get_nonce

获取DA（Nonce）

*dmx_avfilter_open

打开一个过滤器，用来过滤AV数据

*dmx_avfilter_enable

使能过滤器

*dmx_avfilter_get_esframe

获取帧数据

*dmx_avfilter_release_esframe

释放帧数据

*dmx_avfilter_disable

去使能用于过滤音视频的过滤器

*dmx_avfilter_close

关闭用于过滤音视频的过滤器

*dmx_pcr_open

打开一个PCR过滤通道

*dmx_pcr_close

关闭一个PCR过滤通道

*dmx_pcr_get

获取PCR

*dmx_tsbuffer_create

创建TS缓存用来接收网络或本地输入的TS数据

*dmx_tsbuffer_get

创建一个TS缓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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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续）
接口

说明

*dmx_tsbuffer_put

TS数据输入完毕，用来更新TS数据写指针

*dmx_tsbuffer_destroy

销毁创建的TS缓存空间

*dmx_get_streampath_param

获取在TEE侧设置keyladder所需要的streampath参数

7.1.3 Frontend 模块
本条定义了Frontend模块的硬件抽象层接口，Frontend模块接口简表见表7。
表7 Frontend 模块接口
接口

说明

frontend_open

打开一个Frontend模块设备

frontend_close

关闭一个Frontend模块设备

*frontend_init

Frontend初始化

*frontend_open

打开一个Frontend实例

*frontend_close

关闭一个Frontend实例

*frontend_term

去初始化一个Frontend实例

*frontend_get_scan_info

获取Frontend的当前扫描信息

*frontend_sat_config_lnb

设置LNB

*frontend_get_lnb_pwr_status)

获取LNB供电状态

*frontend_start_scan

锁频或者盲扫

*frontend_abort

终止锁频或盲扫

*frontend_register_callback

注册回调函数

*frontend_config_callback

配置回调函数

*frontend_lock

同步锁频

*frontend_get_bert

获取误码率

*frontend_get_signal_quality

获取信号质量

*frontend_get_signal_strength

获取信号强度

*frontend_get_atvsignalinfo

获取信号信息

*frontend_get_connect_status

获取信号锁频信息

*frontend_get_info

获取Frontend所有信息

*frontend_get_capability

获取Frontend能力

*frontend_get_channel_num

获取通道数量

*frontend_get_channel_info

获取通道信息

*frontend_config_channel

设置通道信息

*frontend_atv_get_lock_status

获取锁频状态

*frontend_atv_fineTune

微调Tuner的频率

7.1.4 System 模块
本条定义了系统模块的硬件抽象层接口，系统模块接口简表见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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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系统模块接口
接口

说明

system_open

打开一个系统模块设备

system_close

关闭一个系统模块设备

*system_init

系统初始化

*system_term

系统去初始化

*system_switch_standby

切换到待机模式接口

*system_get_chip_id

获取芯片ID信息

*system_sys_reboot

系统重启

*system_sys_halt

系统关机

7.1.5 Vout 模块
本条定义了视频输出模块的硬件抽象层接口，Vout模块接口简表见表9。
表9 Vout 模块接口
接口

说明

vout_open

打开一个视频输出模块设备

vout_close

关闭一个视频输出设备

*vout_init

视频输出模块初始化

*vout_term

终止视频输出模块

*vout_open_channel

打开一个视频输出实例

*vout_close_channel

关闭一个视频输出实例

*vout_get_capability

获取模块设备能力

*vout_evt_config

配置某一Vout事件的参数

*vout_get_evt_config

获取某一Vout事件的配置参数

*vout_outputchannel_mute

关闭显示通道显示功能

*vout_outputchannel_unmute

打开显示通道显示功能

*vout_display_set

设置显示参数

*vout_display_get

获取显示参数

*vout_vbi_cgms_start

CGMS启动

*vout_vbi_cgms_stop

CGMS停止

*vout_vbi_microvision_setup

配置维视图像

*vout_vbi_microvision_enable

打开/关闭维视图像

*vout_set_hdcp_params

设置HDCP参数

*vout_get_hdcp_status

获取HDCP校验状态

*vout_get_edid

获取EDID原始数据

*vout_set_bg_color

设置视频窗口的背景颜色

*vout_get_bg_color

获取视频窗口的背景颜色

*vout_set_3dmode

设置3D模式

*vout_get_3dmode

获取DISP的3D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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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续）
接口

说明

*vout_set_3d_lr_switch

设置3D输出右互换

*vout_autodetect3dformat

自动检测3D模式

*vout_window_create

创建一个显示窗口

*vout_window_destroy

删除一个显示窗口

*vout_window_set

设置窗口参数

*vout_window_get

获取窗口参数

*vout_window_set_input_rect

设置视频输入窗口的大小

*vout_window_get_input_rect

获取视频输入窗口的大小

*vout_window_set_output_rect

设置视频输出窗口的大小

*vout_window_get_output_rect

获取视频输出窗口的大小

*vout_window_set_video_rect

设置视频内容窗口的大小

*vout_window_get_video_rect

获取视频内容窗口的大小

*vout_window_get_status

获取视频窗口状态

*vout_window_freeze

暂停视频播放

*vout_window_unfreeze

恢复视频播放

*vout_window_mute

关闭窗口输出

*vout_window_unmute

打开窗口输出

*vout_window_set_mute_color

设置窗口输出关闭后的背景颜色

*vout_window_enable_filmmode

打开或关闭电影模式

*vout_window_set_colortemperature

设置窗口的色温

*vout_window_set_zorder

设置窗口的上下顺序

*vout_window_enable_panorama

设置全景模式

*vout_window_queue_frame

视频帧送显示

*vout_window_dequeue_frame

回收视频显示帧

*vout_window_reset

显示窗口复位

*vout_window_get_virtual_size

获取虚拟窗口宽高

*vout_window_get_playinfo

获取播放显示信息

*vout_window_attach_input

窗口绑定视频源

*vout_window_detach_input

窗口解绑定视频源

7.1.6 AV 模块
本条定义了AV模块的硬件抽象层接口，AV模块接口简表见表10。
表10 AV 模块接口
接口

说明

av_open

打开一个AV模块设备

av_close

关闭一个AV模块设备

*av_init

AV模块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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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续）
接口

说明

*av_create

创建一个播放器实例

*av_destroy

删除一个播放器实例

*av_term

终止一个播放器实例

*av_get_capability

获取AV播放器能力

*av_evt_config

配置一个AV事件的参数

*av_get_evt_config

获取一个AV事件的参数

*av_get_status

获取AV播放状态

*av_get_config

获取AV设置

*av_set_config

设置AV参数

*av_start

开始AV解码

*av_stop

停止AV解码

*av_pause

暂停音视频解码, 实时流不支持此操作

*av_resume

恢复音视频解码, 实时流不支持此操作

*av_reset

重置音视频缓冲到某个时间点

*av_start_video

开始视频解码

*av_pause_video

暂停视频解码

*av_freeze_video

视频解码继续，但不更新显示

*av_resume_video

恢复视频解码，显示

*av_stop_video

停止视频解码

*av_clear_video

清除视频显示缓存中的数据

*av_start_audio

开始音频解码

*av_pause_audio

暂停音频解码

*av_resume_audio

恢复音频解码

*av_stop_audio

停止音频解码

*av_decode_iframe

解码I帧

*av_release_iframe

释放解码一幅I帧的资源

*av_injecter_open

打开一个注入器实例

*av_injecter_close

关闭一个注入器实例

*av_injecter_attach

把一个注入器关联到解码器上去

*av_injecter_detach

取消注入器关联

*av_inject_data

注入需要解码的数据

*av_inject_get_freebuf

获取下次注入缓冲区中的空闲缓存地址指针和连续空闲缓存的大小

*av_inject_write_complete

调用av_inject_get_freebuf获取空闲缓存并且拷贝好数据后，调用该
函数送给解码器

*av_inject_get_buf_status

获取内存注入方式的缓存状态

*av_inject_get_setting

获取注入器设置参数

*av_inject_reset_buf

复位注入缓存

*av_inject_set_pcm_params

设置PCM参数

*av_inject_set_es_params

设置ES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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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续）
接口

说明

*av_inject_es_data

内存方式注入ES数据

*av_inject_abort

终止数据注入

7.2 通用硬件抽象接口
7.2.1 OpenGL ES 模块
接口细节见OpenGL ES 2.0.25规范。
7.2.2 OMX IL 模块
接口细节见OpenMAX IL 1.1.2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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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Aout 模块
本附录定义了音频输出模块的硬件抽象接口，其基本数据类型和运算符定义见第4章。
A.1 常量定义
常量定义见表 A.1。
表 A.1 常量定义
常量

说明

const AOUT_HARDWARE_MODULE_ID = "audio_output"

音频输出模块名称

const AOUT_HARDWARE_AOUT0 = "aout0"

音频输出设备名称

const AOUT_ID_NUM = "4"

设备 ID 个数

const AOUT_VOL_DB_MAX = “12”

音频设备分贝音量范围上限值

const AOUT_VOL_DB_ZERO = “0”

音频设备分贝音量范围零值

const AOUT_VOL_DB_MIN = “-80”

音频设备分贝音量范围下限值

const TRACK_VOL_MIN = “0”

Track 线性音量下限值

const TRACK_VOL_MAX = “100”

Track 线性音量上限值

const TRACK_VOL_DB_MAX = “0”

Track 线性音量上限值

const TRACK_VOL_DB_MIN = “-70”

Track 线性音量下限值

A.2 枚举定义
A.2.1 音频输出ID定义
音频输出ID枚举定义见表A.2。
表 A.2 音频输出 ID 枚举定义表(AOUT_ID_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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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AOUT_ID_0

1

音频输出 ID 0

AOUT_ID_1

1 << 1

音频输出 ID 1

AOUT_ID_2

1 << 2

音频输出 ID 2

AOUT_ID_3

1 << 3

音频输出 ID 3

AOUT_ID_4

1 << 4

音频输出 ID 4

AOUT_ID_5

1 << 5

音频输出 ID 5

AOUT_ID_6

1 << 6

音频输出 ID 6

AOUT_ID_7

1 << 7

音频输出 I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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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续）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AOUT_ID_8

1 << 8

音频输出 ID 8

AOUT_ID_9

1 << 9

音频输出 ID 9

A.2.2 音频输出设备类型定义
音频输出设备类型枚举定义见表A.3。
表 A.3 音频输出设备类型枚举定义表（AOUT_DEVICE_TYPE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AOUT_DEVICE_NONE

0

非有效值

AOUT_DEVICE_RCA

1

音频左右声道输出

AOUT_DEVICE_SPDIF

1 << 1

音频 SPDIF 输出

AOUT_DEVICE_HDMI

1 << 2

HDMI 音频输出

AOUT_DEVICE_SPEAKER

1 << 3

扬声器输出

AOUT_DEVICE_ARC

1 << 4

ARC 输出

AOUT_DEVICE_ALL

(U32) 0xffffffff

所有输出设备

A.2.3 音频输出模式
音频输出模式见表A.4。
表 A.4 音频输出模式（AOUT_DIGITAL_OUTPUT_MODE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AOUT_DIGITAL_OUTPUT_MODE_PCM

0

PCM 解码输出

AOUT_DIGITAL_OUTPUT_MODE_RAW

1

源码输出

AOUT_DIGITAL_OUTPUT_MODE_AUTO

2

自动输出,根据 HDMI

EDID 协商，优

先级 HBR(DD+/DTSHD) > LBR(DD/DTS) >
PCM

A.2.4 音频数据格式
音频数据格式见表A.5。
表 A.5 音频数据格式(AOUT_DATA_FORMAT_E)
类型名称
AOUT_DATA_FORMAT_LE_PCM_16_BIT

取值
0

说明
16bit 线性 PCM，采用小端模式的字节
顺序

AOUT_DATA_FORMAT_EXTENSIONS

(U32)0x10000000

预留，用于后续的扩展

AOUT_DATA_FORMAT_BUTT

(U32)0x7fffffff

音频数据格式枚举最大值

15

GY/T 303.4—2018
A.2.5 声道模式
声道模式见表A.6。
表 A.6 声道模式(AOUT_CHANNEL_MODE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TRACK_CHANNEL_MONO

0

混合声

TRACK_CHANNEL_RIGHT

1

右声道

TRACK_CHANNEL_LEFT

2

左声道

TRACK_CHANNEL_STER

3

立体声

A.2.6 音频声道模式枚举
音频声道模式枚举见表A.7。
表 A.7 音频声道模式枚举(TRACK_CHANNEL_MODE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TRACK_MODE_STEREO

0

立体声

TRACK_MODE_DOUBLE_MONO

1

左右声道混合后输出

TRACK_MODE_DOUBLE_LEFT

2

左右声道输出左声道数据

TRACK_MODE_DOUBLE_RIGHT

3

左右声道输出右声道数据

TRACK_MODE_EXCHANGE

4

左右声道数据交换输出

TRACK_MODE_ONLY_RIGHT

5

只输出右声道数据

TRACK_MODE_ONLY_LEFT

6

只输出左声道数据

TRACK_MODE_MUTED

7

静音

TRACK_MODE_BUTT

8

音频声道模式枚举最大值

A.3 数据结构定义
音频输出模块所涉及的数据结构包含
A.3.1 设置声道权重参数结构体
设置声道权重参数结构体见表 A.8。
表 A.8 设置声道权重参数结构体（TRACK_GAIN_ATTR_S）
属性名称

类型

bLinearMode

BOOL

音量模式，true 表示线性音量，false 表示分贝音量

s32Gain

S32

线性音量：0～100；分贝音量:-70～0

A.3.2 Aout Track 创建参数结构体
Aout Track 创建参数结构体见表 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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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9 Aout Track 创建参数结构体(AOUT_TRACK_PARAMS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enFormat

枚举值

bPtsSync

BOOL

是否支持 PTS 同步

u32SampleRate

U32

采样频率

u32Channels

U32

声道

u32BufferSize

U32

数据缓冲区大小

数据格式，见表 A.5 AOUT_DATA_FORMAT_E 定义

A.3.3 混音参数结构体
混音参数结构体见表 A.10。
表 A.10 混音参数结构体（AOUT_TRACK_MIX_PARAMS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s32IntGain

S32

s32DecGain

S32

混音音量值的小数部分，范围(0～7)，步长(0.125dB)

u32Dummy

U32

预留以后使用

混 音 音 量 值 的 整 数 部 分 ， 范 围 见 表 A.1 [AOUT_VOL_DB_MIN ,
AOUT_VOL_DB_MAX]，步长(1.0dB)

A.3.4 音频输出模块初始化参数结构体
音频输出模块初始化参数结构体见表 A.11。
表 A.11 音频输出模块初始化参数结构体（AOUT_INIT_PARAMS_S）
属性名称

类型

u32Dummy

U32

说明
预留以后使用

A.3.5 音频输出配置参数结构体
音频输出配置参数结构体见表 A.12。
表 A.12 音频输出配置参数结构体（AOUT_SETTINGS_S）
属性名称

类型

enOutputDevice

枚举值

u32Dummy

U32

说明
枚举定义见表 A.3 AOUT_DEVICE_TYPE_E
预留以后使用

A.3.6 音频输出模块的能力结构体
音频输出模块的能力结构体见表 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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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3 音频输出模块的能力结构体（AOUT_CAPABILITY_S）
属性名称

类型

u8SupportedIdNum

U8

enOutputDevice[AOUT_ID_NUM]

结构体

u8SupportedTrackNum[AOUT_ID_N

U8

UM]

说明
支持的最大音频设备个数
音频输出设备，见表 A.3 AOUT_DEVICE_TYPE_E 中的定义
Track 最大通道数

A.3.7 模块终止参数结构体
模块终止参数结构体见表A.14。
表 A.14 模块终止参数结构体（AOUT_TERM_PARAMS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u32Dummy

U32

预留以后使用

A.3.8 音频输出实例打开参数结构体
音频输出实例打开参数结构体见表A.15。
表 A.15 音频输出实例打开参数结构体（AOUT_OPEN_PARAMS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enId

枚举值

音频输出 ID，见表 A.2 AOUT_ID_E 常量定义

stSettings

结构体

音频输出设置，见表 A.12 AOUT_SETTINGS_S 结构体定义

A.3.9 音频输出实例关闭参数结构体
音频输出实例关闭参数结构体见表A.16。
表 A.16 音频输出实例关闭参数结构体（AOUT_CLOSE_PARAMS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u32Dummy

U32

预留以后使用

A.3.10 音频输出模块结构体
音频输出模块结构体见表A.17。
表 A.17 音频输出模块结构体（AOUT_MODULE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stCommon

结构体

见表 B.41 hw_module_t 结构体定义

A.4 回调函数定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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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调用方法
Aout模块的硬件抽象接口调用方法如图A.1所示。

hw_get_module

a)

aout_open

b)

初始化

设置Channel模式

c)

．．．．．．

aout_close

d)

图A.1 Aout模块硬件抽象接口调用方法
图A.1中：
a）调用hw_get_module()接口获取到Aout模块的HAL Stub：
hw_get_module(AOUT_HARDWARE_MODULE_ID, &g_aout_module)。
b）调用aout_open(g_aout_module,&pstDevice)获取到Aout模块的device设备句柄：
aout_open (g_aout_mod ule,&pstDevice)。
c）通过device句柄提供的一系列接口函数，对Aout硬件进行操控。
d）完成硬件操控后，调用aout_close ()接口关闭Aout设备，避免资源泄漏。
A.6 接口定义
A.6.1 关闭Aout设备接口
原型：static inline int aout_close(AOUT_DEVICE_S* pstDevice);
功能：关闭一个音频输出设备。
输入参数：pstDevice 音频输出设备的句柄。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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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2 打开Aout设备接口
原型：static inline int aout_open(const struct hw_module_t* pstModule, AOUT_DEVICE_S**
ppstDevice);
功能：打开一个音频输出设备。
输入参数：pstModule Aout 模块句柄。
输出参数：ppstDevice 音频输出设备句柄。
返回：0：正确；非 0: 错误。
A.6.3 初始化Aout设备接口
原 型 ： S32
pstInitParams);

(*aout_init)(struct

_AOUT_DEVICE_S*

pstDev,

const

AOUT_INIT_PARAMS_S*

功能：初始化 Aout 实例，在此函数调用之前, 本其他函数都不能正确运行。
输入参数：pstDev

Aout 设备句柄；

pstInitParams 初始化参数。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 错误。
A.6.4 终止Aout设备接口
原 型 ： S32
pstTermParams);

(*aout_term)(struct

_AOUT_DEVICE_S*

pstDev,

const

AOUT_TERM_PARAMS_S*

功能：关闭 Aout 实例。
输入参数：pstDev

Aout 设备句柄；

pstTermParams 终止模块参数。当前未使用此参数，以供后续扩展。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 错误。
A.6.5 获取Aout设备能力接口
原 型 ： S32 (*aout_get_capability)(struct _AOUT_DEVICE_S* pstDev, AOUT_CAPABILITY_S*
pstCapability);
功能：获取模块设备能力。
输入参数：pstDev

Aout 设备句柄。

输出参数：pstCapability 音频设备能力。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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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0：正确；非 0: 错误。
A.6.6 打开Aout设备实例接口
原 型 ： S32 (*aout_open)(struct
AOUT_OPEN_PARAMS_S* pstOpenParams);

_AOUT_DEVICE_S*

pstDev,

HANDLE*

phAout,

const

hAout,

const

功能：打开一个音频输出实例。
输入参数：pstDev

Aout 设备句柄；

pstOpenParams

打开音频实例时的参数。

输出参数：phAout 音频实例句柄。
返回：0：正确；非 0: 错误。
A.6.7 关闭Aout设备实例接口
原 型 ： S32 (*aout_close)(struct
AOUT_CLOSE_PARAMS_S* pstCloseParams);

_AOUT_DEVICE_S*

pstDev,

HANDLE

功能：关闭一个音频输出实例。
输入参数：pstDev

Aout 设备句柄；

hAout

音频实例句柄；

pstCloseParams 关闭音频实例句柄时的参数。当前未使用，以供后续扩展。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 错误。
A.6.8 设置Aout设备音量接口
原 型 ： S32 (*aout_set_volume)(struct _AOUT_DEVICE_S* pstDev,
AOUT_DEVICE_TYPE_E enOutputDevice, S32 s32IntGain, S32 s32DecGain);

HANDLE

hAout,

功能：设置输出设备音量。
输入参数：pstDev
hAout

Aout 设备句柄；
音频实例句柄；

enOutputDevice 音频输出设备类型，如左右声道等；
s32IntGain

音量值的整数部分，取值范围[AOUT_VOL_DB_MIN , AOUT_VOL_DB_MAX]，

步长 1db；
s32DecGain

音量值的小数部分，取值范围(0~7), 步长(0.125 dB )。

输出参数：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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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0：正确；非 0: 错误。
A.6.9 获取Aout设备音量接口
原 型 ： S32 (*aout_get_volume)(struct _AOUT_DEVICE_S* pstDev,
AOUT_DEVICE_TYPE_E enOutputDevice, S32* ps32IntGain, S32* ps32DecGain);

HANDLE

hAout,

功能：获取输出设备音量。
输入参数：pstDev
hAout

Aout 设备句柄；
音频实例句柄；

enOutputDevice 音频输出设备类型，如左右声道等。
输出参数：ps32IntGain
步长 1db；
ps32DecGain

音量值的整数部分，取值范围[AOUT_VOL_DB_MIN , AOUT_VOL_DB_MAX]，

音量值的小数部分，取值范围(0~7), 步长(0.125 dB )。

返回：0：正确；非 0: 错误。
A.6.10 设置Aout设备输出模式接口
原 型 ： S32 (*aout_set_digital_mode)(struct _AOUT_DEVICE_S* pstDev,
AOUT_DEVICE_TYPE_E enOutputDevice, AOUT_DIGITAL_OUTPUT_MODE_E enMode);

HANDLE

hAout,

功能：设置音频输出模式。
输入参数：pstDev
hAout

Aout 设备句柄；
音频实例句柄；

enOutputDevice 音频输出设备类型，如左右声道等；
enMode

音频输出模式，取值见表 A.4 AOUT_DIGITAL_OUTPUT_MODE_E 枚举定义。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A.6.11 获取Aout设备输出模式接口
原 型 ： S32 (*aout_get_digital_mode)(struct _AOUT_DEVICE_S* pstDev,
AOUT_DEVICE_TYPE_E enOutputDevice, AOUT_DIGITAL_OUTPUT_MODE_E* penMode);
功能：获取音频输出模式。
输入参数：pstDev
hAout

Aout 设备句柄；
音频实例句柄；

enOutputDevice 音频输出设备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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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参数：penMode

音频输出模式。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A.6.12 设置Aout设备静音接口
原型：S32 (*aout_set_mute)(struct _AOUT_DEVICE_S* pstDev, HANDLE hAout, AOUT_DEVICE_TYPE_E
enOutputDevice, BOOL bMute);
功能：设置输出静音。
输入参数：pstDev
hAout

Aout 设备句柄；
音频实例句柄；

enOutputDevice 音频输出设备类型，如左右声道等；
bMute

true，静音；false，不静音。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A.6.13 获取Aout静音属性接口
原型：S32 (*aout_get_mute)(struct _AOUT_DEVICE_S* pstDev, HANDLE hAout, AOUT_DEVICE_TYPE_E
enOutputDevice, BOOL* pbMute);
功能：获取输出静音设置。
输入参数：pstDev
hAout

Aout 设备句柄；
音频实例句柄；

enOutputDevice 音频输出设备类型，如左右声道等。
输出参数：pbMute

true，静音；false，不静音。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A.6.14 设置Aout声道模式接口
原 型 ： S32 (*aout_set_channel_mode)(struct _AOUT_DEVICE_S*
AOUT_DEVICE_TYPE_E enOutputDevice, AOUT_CHANNEL_MODE_E enMode);

pstDev,

HANDLE

hAout,

功能：设置声道模式。对设备级进行声道设置，设备类型见表 A.3 AOUT_DEVICE_TYPE_E 中的定义，
如 SPDIF、HDMI、扬声器输出等
输入参数：pstDev
hAout

Aout 设备句柄；
音频实例句柄；

enOutputDevice 音频输出设备类型，如左右声道等；
23

GY/T 303.4—2018
enMode

声道模式，如左声道，右声道，立体声等。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A.6.15 获取Aout声道模式接口
原 型 ： S32 (*aout_get_channel_mode)(struct _AOUT_DEVICE_S*
AOUT_DEVICE_TYPE_E enOutputDevice, AOUT_CHANNEL_MODE_E* penMode);

pstDev,

HANDLE

hAout,

功能：设置声道模式。
输入参数：pstDev
hAout

Aout 设备句柄；
音频实例句柄；

enOutputDevice 音频输出设备类型，如左右声道等。
输出参数：penMode

声道模式，如左声道，右声道，立体声等。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A.6.16 获取Aout Track默认属性接口
原型：S32 (*track_get_default_attr)(struct _AOUT_DEVICE_S* pstDev, AOUT_TRACK_PARAMS_S*
pstParams);
功能：获取默认的 Track 参数。
输入参数：pstDev

Aout 设备句柄。

输出参数：pstParams

Track 参数。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A.6.17 创建Track通道实例接口
原型：S32 (*track_create)(struct _AOUT_DEVICE_S* pstDev, HANDLE hAout, HANDLE* phTrack,
const AOUT_TRACK_PARAMS_S* pstParams);
功能：创建一个 Track 通道实例，创建后的 Track 出于 disable 状态。
a) 多个 Track 的音频混音后输出到同一个 aout 的 enOutputDevice(RCA/SPDIF/HDMI 等)
b) Source 和 Track 绑定场景(attach)，Source 可以动态设置 Track 的 AOUT_TRACK_PARAMS_S
c) playback 场景(非 attach)，必须正确设置 Track 的 AOUT_TRACK_PARAMS_S, 如果需要修改
参数，须先停止 Track
输入参数：pstDev
hAout
24

Aout 设备句柄；
音频实例句柄；

GY/T 303.4—2018
pstParams
输出参数：phTrack

Track 创建参数。
Track 句柄。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A.6.18 删除Track通道实例接口
原型：S32 (*track_destroy)(struct _AOUT_DEVICE_S* pstDev, HANDLE hTrack);
功能：删除一个 track 通道实例。
输入参数：pstDev
hTrack

Aout 设备句柄；
Track 句柄。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A.6.19 启动Track通道接口
原型：S32 (*track_start)(struct _AOUT_DEVICE_S* pstDev, HANDLE hTrack)；
功能：启动 Track 通道，Track 音频数据可以从 aout 输出。
输入参数：pstDev
hTrack

Aout 设备句柄；
Track 句柄。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A.6.20 停止Track通道接口
原型：S32 (*track_stop)(struct _AOUT_DEVICE_S* pstDev, HANDLE hTrack)；
功能：停止 track 通道，通道缓存的音频数据被清空。
输入参数：pstDev
hTrack

Aout 设备句柄；
Track 句柄。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A.6.21 暂停Track通道接口
原型：S32 (*track_pause)(struct _AOUT_DEVICE_S* pstDev, HANDLE hTrack)；
功能：暂停 Track 通道，Track 音频数据停止从 aout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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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pstDev

Aout 设备句柄；

hTrack

Track 句柄。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A.6.22 恢复Track通道接口
原型：S32 (*track_resume)(struct _AOUT_DEVICE_S* pstDev, HANDLE hTrack)；
功能：恢复 track 通道，通道缓存的音频数据继续输出。
输入参数：pstDev

Aout 设备句柄；
Track 句柄。

hTrack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A.6.23 Flush Track通道接口
原型：S32 (*track_flush)(struct _AOUT_DEVICE_S* pstDev, HANDLE hTrack)；
功能：恢复 Track 通道，通道缓存的音频数据继续输出，与 resume 的区别是 flush 会先清空缓存中
的数据。
输入参数：pstDev
hTrack

Aout 设备句柄；
Track 句柄。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A.6.24 设置Track属性接口
原 型 ： S32 (*track_set_params)(struct _AOUT_DEVICE_S* pstDev, HANDLE hTrack, const
AOUT_TRACK_PARAMS_S* pstParams)；
功能：设置 track 属性。通道在 stop 状态后，才能设置属性。
输入参数：pstDev
hTrack
pstParams

Aout 设备句柄；
Track 句柄；
Track 参数。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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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25 获取Track属性接口
原 型 ： S32 (*track_get_params)(struct
AOUT_TRACK_PARAMS_S* pstParams)；

_AOUT_DEVICE_S*

pstDev,

HANDLE

hTrack,

功能：获取 track 属性。
输入参数：pstDev
hTrack
输出参数：pstParams

Aout 设备句柄；
Track 句柄。
Track 参数。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A.6.26 设置混音参数接口
原 型 ： S32 (*track_set_mix_params)(struct _AOUT_DEVICE_S* pstDev, HANDLE hTrack, const
AOUT_TRACK_MIX_PARAMS_S* pstParams)；
功能：设置 Track 混音参数。
输入参数：pstDev
hTrack
pstParams

Aout 设备句柄；
Track 句柄；
混音参数。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A.6.27 获取Track混音参数接口
原 型 ： S32 (*track_get_mix_params)(struct
AOUT_TRACK_MIX_PARAMS_S* pstParams)；

_AOUT_DEVICE_S*

pstDev,

HANDLE

hTrack,

功能：获取 Track 混音参数。
输入参数：pstDev
hTrack
输出参数：pstParams

Aout 设备句柄；
Track 句柄。
混音参数。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A.6.28 设置Track静音接口
原型：S32 (*track_set_mute)(struct _AOUT_DEVICE_S* pstDev, HANDLE hTrack, BOOL bMute)；
功能：设置 Track 静音。
输入参数：pstDev

Aout 设备句柄；
27

GY/T 303.4—2018
hTrack
bMute

Track 句柄；
true，静音；false，不静音。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A.6.29 获取Track静音接口
原型：S32 (*track_get_mute)(struct _AOUT_DEVICE_S* pstDev, HANDLE hTrack, BOOL *pbMute)；
功能：获取 Track 静音。
输入参数：pstDev
hTrack
输出参数：pbMute

Aout 设备句柄；
Track 句柄。
true，静音；false，不静音。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A.6.30 设置声道模式接口
原 型 ： S32 (*track_set_channel_mode)(struct _AOUT_DEVICE_S* pstDev, HANDLE hTrack,
TRACK_CHANNEL_MODE_E enMode)；
功能：针对一路 Track 设置声道模式，如立体声，左右声道混音等模式，与 Channel 中的设置声道模
式不冲突，是 Channel 声道模式中对某一路 Track 声道模式的细化。
输入参数：pstDev

Aout 设备句柄；

hTrack

Track 句柄；

enMode

音频声道模式。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A.6.31 获取声道模式接口
原 型 ： S32 (*track_get_channel_mode)(struct _AOUT_DEVICE_S* pstDev, HANDLE hTrack,
TRACK_CHANNEL_MODE_E *penMode)；
功能：获取声道模式。
输入参数：pstDev
hTrack
输出参数：penMode

Aout 设备句柄；
Track 句柄。
音频声道模式。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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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32 设置声道权重接口
原 型 ： S32 (*track_set_weight)(struct _AOUT_DEVICE_S* pstDev, HANDLE hTrack, const
TRACK_GAIN_ATTR_S stTrackGainAttr)；
功能：设置声道权重，如是按线性音量还是分贝音量。
输入参数：pstDev
hTrack

Aout 设备句柄；
Track 句柄；

stTrackGainAttr

声道权重。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A.6.33 获取声道权重接口
原 型 ： S32 (*track_get_weight)(struct
TRACK_GAIN_ATTR_S* pstTrackGainAttr)；

_AOUT_DEVICE_S*

pstDev,

HANDLE

hTrack,

功能：获取声道权重，如是按线性音量还是分贝音量。
输入参数：pstDev
hTrack

Aout 设备句柄；
Track 句柄。

输出参数：pstTrackGainAttr 声道权重。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A.6.34 获取已经输出到硬件的音频帧数接口
原型：S32 (*track_get_render_position)(struct _AOUT_DEVICE_S* pstDev, HANDLE hTrack, U32*
pu32Frames)；
功能：获取已经输出到硬件的音频帧数。
输入参数：pstDev
hTrack
输出参数：pu32Frames

Aout 设备句柄；
Track 句柄。
已经输出到硬件的音频帧数。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A.6.35 获取Track当前播放的PTS接口
原型：S32 (*track_get_pts)(struct _AOUT_DEVICE_S* pstDev, HANDLE hTrack, S64* ps64Pts)；
功能：获取 Track 当前播放的 PTS。
输入参数：pstDev

Aout 设备句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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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rack
输出参数：ps64Pts

Track 句柄。
返回 PTS 大小。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A.6.36

对Track的播放进行调速接口

原型：S32 (*track_adjust_speed)(struct _AOUT_DEVICE_S* pstDev, HANDLE hTrack, S32 s32Speed)；
功能：对 track 的播放进行调速。
输入参数：pstDev

Aout 设备句柄；

hTrack
s32Speed

Track 句柄；
调速速度(-100~100)ms。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A.6.37

获取Track的缓存剩余空间接口

原 型 ： S32 (*track_get_buf_avail)(struct _AOUT_DEVICE_S* pstDev, HANDLE hTrack, U32*
pu32Bytes)；
功能：获取 Track 的缓存剩余空间。
输入参数：pstDev

Aout 设备句柄；

hTrack

Track 句柄。

输出参数：pu32Bytes

返回剩余字节数。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A.6.38

获取Track 缓存可播放数据的时长接口

原 型 ： S32 (*track_get_latency)(struct _AOUT_DEVICE_S* pstDev, HANDLE hTrack, U32*
pu32Latency)；
功能：获取 Track 缓存 可播放数据的时长。
输入参数：pstDev

Aout 设备句柄；

hTrack
输出参数：pu32Latency

Track 句柄。
返回播放时长。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A.6.39 向Track写入数据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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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S32 (*track_write)(struct _AOUT_DEVICE_S* pstDev, HANDLE hTrack, const void* pvBuffer,
U32 u32Bytes)；
功能：
向 Track 的缓存写入待播放的音频数。本函数为阻塞操作，
写入前必须通过 track_get_buf_avail
确认是否有足够空间，否则将会立刻返回失败。
输入参数：pstDev

Aout 设备句柄；

hTrack

Track 句柄；

pvBuffer

待写入的数据指针；

u32Bytes

待写入的数据长度。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0：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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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Demux 模块
本附录定义了Demux模块的硬件抽象层接口，其基本数据类型和运算符定义见第4章。
B.1 常量定义
常量定义见表 B.1。
表 B.1 常量定义
常量

说明

const DEMUX_HARDWARE_MODULE_ID = " dmx"

Demux 模块名称

const DEMUX_HARDWARE_DEMUX0 = " demux0"

Demux 设备名称

const DEMUX_HEADER_VERSION =

" 1"

Demux 版本号

const DMX_NUMBER_OF_DMX_ID =

" 24"

Demux 设备 ID 个数

const DMX_FILE_NAME_LENGTH =

"255"

文件名最大长度

const DMX_CHANNEL_CALLBACK_MAX = " 8"

每个通道注册的回调函数的最大个数

B.2 枚举定义
B.2.1 通道类型枚举定义
通道类型枚举定义见表 B.2。
表 B.2 通道类型枚举定义表(DMX_CHANNEL_TYPE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DMX_VIDEO_CHANNEL

0

Demux 视频通道，仅输出视频 ES 数据

DMX_AUDIO_CHANNEL

1

Demux 音频通道，仅输出音频 ES 数据

DMX_PES_CHANNEL

2

Demux PES 数据过滤通道

DMX_SECTION_CHANNEL

3

Demux Section 数据过滤通道

DMX_POST_CHANNEL

4

DMX_PCR_CHANNEL

5

DMX_CHANNEL_BUTT

6

B.2.2 解扰器类型枚举定义
解扰器类型枚举定义见表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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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ux 整包上送通道，用于接收某 PID
的完整 TS 包
Demux PCR 包上送通道，用于接收某
PID 的 PCR TS 包
Demux 通道类型枚举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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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 解扰器类型枚举定义表(DMX_DESCRAMBLER_TYPE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DMX_CA_NORMAL_DESCRAMBLER

0

普通 CA 解扰

DMX_CA_ADVANCE_DESCRAMBLER

1

高安 CA 解扰

DMX_CA_BUTT

2

解扰器类型枚举最大值

B.2.3 Demux设备ID枚举定义
Demux 设备 ID 枚举定义见表 B.4。
表 B.4 Demux 设备 ID 枚举定义表(DMX_ID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DMX_ID_0

0

Demux ID 0

DMX_ID_1

1

Demux ID 1

DMX_ID_2

2

Demux ID 2

DMX_ID_3

3

Demux ID 3

DMX_ID_4

4

Demux ID 4

DMX_ID_5

5

Demux ID 5

DMX_ID_6

6

Demux ID 6

DMX_ID_7

7

Demux ID 7

DMX_ID_8

8

Demux ID 8

DMX_ID_9

9

Demux ID 9

DMX_ID_10

10

Demux ID 10

DMX_ID_11

11

Demux ID 11

DMX_ID_12

12

Demux ID 12

DMX_ID_13

13

Demux ID 13

DMX_ID_14

14

Demux ID 14

DMX_ID_15

15

Demux ID 15

DMX_ID_16

16

Demux ID 16

DMX_ID_17

17

Demux ID 17

DMX_ID_18

18

Demux ID 18

DMX_ID_19

19

Demux ID 19

DMX_ID_20

20

Demux ID 20

DMX_ID_21

21

Demux ID 21

DMX_ID_22

22

Demux ID 22

DMX_ID_23

23

Demux ID 23

DMX_ID_BUTT

24

Demux 设备 ID 枚举最大值

B.2.4 Demux事件枚举定义
Demux 事件枚举定义见表 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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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5 Demux 事件枚举定义表(DMX_EVT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DMX_ALL_EVT

0

全部事件

DMX_EVT_DATA_AVAILABLE

1

可用数据事件

DMX_EVT_DATA_ERROR

2

数据错误事件

DMX_EVT_CRC_ERROR

4

CRC 校验失败事件

DMX_EVT_BUF_OVERFLOW

8

缓存溢出

DMX_EVT_SCRAMBLED_ERROR

16

加扰错误

DMX_EVT_CHANNEL_TIMEOUT

32

通道超时

DMX_EVT_BUTT

33

Demux 事件定义枚举最大值

B.2.5 通知函数调用的类型枚举定义
通知函数调用的类型枚举定义见表 B.6。
表 B.6 通知函数调用的类型枚举定义表(DMX_NOTIFY_TYPE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DMX_NOTIFY_DATA

0

通知函数将会附带数据

DMX_NOTIFY_NODATA

1

通知函数不会附带数据

DMX_NOTIFY_BUTT

2

通知函数调用的类型枚举最大值

B.2.6 通道状态枚举定义
通道状态枚举定义见表 B.7。
表 B.7 通道状态枚举定义表(DMX_CHANNEL_STATUS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DMX_CHANNEL_ENABLE

0

通道使能

DMX_CHANNEL_DISABLE

1

通道去使能

DMX_CHANNEL_RESET

2

通道重置

B.2.7 Demux回调函数操作类型枚举定义
Demux 回调函数操作类型枚举定义见表 B.8。
表 B.8 Demux 回调函数操作类型枚举定义表(DMX_CFG_CALLBACK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DMX_CALLBACK_ENABLE

0

开启回调函数

DMX_CALLBACK_DISABLE

1

关闭回调函数

DMX_CALLBACK_REMOVE

2

删除回调函数

B.2.8 Demux上报数据方式枚举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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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ux 上报数据方式枚举定义见表 B.9。
表 B.9 Demux 上报数据方式枚举定义表(DMX_FILTER_REPEAT_MODE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DMX_FILTER_REPEAT_MODE_REPEATED

0

重复上报数据

DMX_FILTER_REPEAT_MODE_ONE_SHOT

1

仅上报一次数据

DMX_FILTER_REPEAT_MODE_BUTT

2

Demux 上报数据方式枚举最大值

B.2.9 解扰器关联类型枚举定义
解扰器关联类型枚举定义见表 B.10。
表 B.10 解扰器关联类型枚举定义表(DMX_DESC_ASSOCIATE_MODE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DMX_DESCRAMBLER_ASSOCIATE_WITH_PIDS

0

与 PID 关联

DMX_DESCRAMBLER_ASSOCIATE_WITH_CHANNEL

1

与通道关联

DMX_DESCRAMBLER_ASSOCIATE_BUTT

2

解扰器关联类型枚举最大值

B.2.10 解扰加密类型枚举定义
解扰加密类型枚举定义见表 B.11。
表 B.11 解扰加密类型枚举定义表(DMX_DESC_TYPE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DMX_DESC_TYPE_CSA2

0

CAS2.0 加密算法

DMX_DESC_TYPE_CSA3

1

CAS3.0 加密算法

DMX_DESC_TYPE_DES_CI

2

DES CIPLUS 加密算法

DMX_DESC_TYPE_DES_CBC

3

DES CBC 加密算法

DMX_DESC_TYPE_DES_IPTV

4

DES IPTV 加密算法

DMX_DESC_TYPE_TDES_ECB

5

TDES ECB 加密算法

DMX_DESC_TYPE_TDES_CBC

6

TDES CBC 加密算法

DMX_DESC_TYPE_TDES_IPTV

7

TDES IPTV 加密算法

DMX_DESC_TYPE_AES_ECB

8

SPE AES ECB 加密算法

DMX_DESC_TYPE_AES_CBC

9

AES CBC 加密算法

DMX_DESC_TYPE_AES_IPTV

10

AES IPTV of SPE 加密算法

DMX_DESC_TYPE_AES_NS

11

AES NS-Mode 加密算法

DMX_DESC_TYPE_AES_CI

12

SPE AES CIPLUS 加密算法

DMX_DESC_TYPE_SMS4_ECB

13

SMS4 ECB 加密算法

DMX_DESC_TYPE_SMS4_CBC

14

SMS4 CBC 加密算法

DMX_DESC_TYPE_SMS4_IPTV

15

SMS4 IPTV 加密算法

DMX_DESC_TYPE_SMS4_NS

16

SMS4 NS-Mode 加密算法

DMX_DESC_TYPE_BUTT

17

解扰加密类型枚举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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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11 熵减少模式枚举定义
熵减少模式枚举定义见表 B.12。
表 B.12 熵减少模式枚举定义表(DMX_CA_ENTROPY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DMX_CA_ENTROPY_REDUCTION_CLOSE

0

熵减少关闭

DMX_CA_ENTROPY_REDUCTION_OPEN

1

熵减少打开

DMX_CA_ENTROPY_REDUCTION_BUTT

2

熵减少模式枚举最大值

B.2.12 解扰类型枚举定义
解扰类型枚举定义见表 B.13。
表 B.13 解扰类型枚举定义表(DMX_DESC_STYLE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DMX_DESC_STYLE_NONE

0

不支持解扰

DMX_DESC_STYLE_SOLE

1

同一个 PID,只能解扰一路

DMX_DESC_STYLE_SHARE

2

DMX_DESC_STYLE_BIUNIQUE

3

DMX_DESC_STYLE_BUTT

4

同一个 PID,一个解扰器同时解扰多
路,不能开多个解扰器
同一个 PID,多个解扰器同时解扰多
路,解扰器与通道一对一
解扰类型枚举最大值

B.2.13 数据来源类型枚举定义
数据来源类型枚举定义见表 B.14。
表 B.14 数据来源类型枚举定义表(DMX_SOURCE_TYPE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DMX_SOURCE_TUNER

0

来源于 Tuner

DMX_SOURCE_FILE

1

来源于文件

DMX_SOURCE_MEM

2

来源于内存

DMX_SOURCE_PVR

3

来源于 PVR

DMX_SOURCE_NONE

4

空闲的 Demux

DMX_SOURCE_BUTT

5

数据来源类型枚举最大值

B.2.14 CA加密算法枚举定义
CA 加密算法枚举定义见表 B.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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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5

CA 加密算法枚举定义表(DMX_KL_ALG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DMX_KL_ALG_TDES

0

3DES 算法

DMX_KL_ALG_AES

1

AES 算法

DMX_KL_ALG_BUTT

2

CA 加密算法枚举最大值

B.2.15 获取Demux通道数据包结构枚举定义
获取 Demux 通道数据包结构枚举定义见表 B.16。
表 B.16 获取 Demux 通道数据包结构枚举定义表(DMX_CHANNEL_DATA_TYPE_E)
类型名称

取值

DMX_DATA_TYPE_WHOLE

0

DMX_DATA_TYPE_HEAD

1

DMX_DATA_TYPE_BODY

2

DMX_DATA_TYPE_TAIL

3

DMX_DATA_TYPE_BUTT

4

说明
此段数据包含完整的数据包，对于
SECTION 每个包都是完整的
此段数据包含数据包的起始，但是不
一定是完整的包，只用于 PES 数据
此段数据包含数据包的内容，不包含
起始，可能有结，只用于 PES 数据
此段数据包含数据包的结尾，用于指
示可识别的包结束，只用于 PES 数据
获取 Demux 通道数据包结构枚举最大
值

B.2.16 视频流类型枚举定义
视频流类型枚举定义见表 B.17。
表 B.17 视频流类型枚举定义表(DMX_VID_STREAM_TYPE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DMX_VID_STREAM_TYPE_UNKNOWN

-1

未知格式

DMX_VID_STREAM_TYPE_MPEG2

0

MPEG2 格式

DMX_VID_STREAM_TYPE_MPEG4

1

MPEG4 DIVX4 DIVX5 格式

DMX_VID_STREAM_TYPE_AVS

2

AVS 格式

DMX_VID_STREAM_TYPE_AVSPLUS

3

AVS+格式

DMX_VID_STREAM_TYPE_H263

4

H263 格式

DMX_VID_STREAM_TYPE_H264

5

H264 格式

DMX_VID_STREAM_TYPE_REAL8

6

REAL8 格式

DMX_VID_STREAM_TYPE_REAL9

7

REAL9 格式

DMX_VID_STREAM_TYPE_VC1

8

VC1 格式

DMX_VID_STREAM_TYPE_VP6

9

VP6 格式

DMX_VID_STREAM_TYPE_VP6F

10

VP6F 格式

DMX_VID_STREAM_TYPE_VP6A

11

VP6A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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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7（续）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DMX_VID_STREAM_TYPE_MJPEG

12

MJPEG 格式

DMX_VID_STREAM_TYPE_SORENSON

13

SORENSON 格式

DMX_VID_STREAM_TYPE_DIVX3

14

DIVX3 格式

DMX_VID_STREAM_TYPE_RAW

15

RAW 格式

DMX_VID_STREAM_TYPE_JPEG

16

JPEG 格式

DMX_VID_STREAM_TYPE_VP8

17

VP8 格式

DMX_VID_STREAM_TYPE_VP9

18

VP9 格式

DMX_VID_STREAM_TYPE_MSMPEG4V1

19

MSMPEG4V1 格式

DMX_VID_STREAM_TYPE_MSMPEG4V2

20

MSMPEG4V2 格式

DMX_VID_STREAM_TYPE_MSVIDEO1

21

MSVIDEO1 格式

DMX_VID_STREAM_TYPE_WMV1

22

WMV1 格式

DMX_VID_STREAM_TYPE_WMV2

23

WMV2 格式

DMX_VID_STREAM_TYPE_RV10

24

RV10 格式

DMX_VID_STREAM_TYPE_RV20

25

RV20 格式

DMX_VID_STREAM_TYPE_SVQ1

26

SVQ1 格式

DMX_VID_STREAM_TYPE_SVQ3

27

SVQ3 格式

DMX_VID_STREAM_TYPE_H261

28

H261 格式

DMX_VID_STREAM_TYPE_VP3

29

VP3 格式

DMX_VID_STREAM_TYPE_VP5

30

VP5 格式

DMX_VID_STREAM_TYPE_CINEPAK

31

CINEPAK 格式

DMX_VID_STREAM_TYPE_INDEO2

32

INDEO2 格式

DMX_VID_STREAM_TYPE_INDEO3

33

INDEO3 格式

DMX_VID_STREAM_TYPE_INDEO4

34

INDEO4 格式

DMX_VID_STREAM_TYPE_INDEO5

35

INDEO5 格式

DMX_VID_STREAM_TYPE_MJPEGB

36

MJPEGB 格式

DMX_VID_STREAM_TYPE_MVC

37

MVC 格式

DMX_VID_STREAM_TYPE_HEVC

38

HEVC 格式

DMX_VID_STREAM_TYPE_DV

39

DV 格式

DMX_VID_STREAM_TYPE_BUTT

40

视频流类型枚举最大值

B.2.17 音频流类型枚举定义
音频流类型枚举定义见表 B.18。
表 B.18 音频流类型枚举定义表(DMX_AUD_STREAM_TYPE_E)

38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DMX_AUD_STREAM_TYPE_UNKNOWN

-1

未知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MP2

0

MP2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MP3

1

MP3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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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8（续）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DMX_AUD_STREAM_TYPE_AAC

2

AAC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AC3

3

AC3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DTS

4

DTS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VORBIS

5

VORBIS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DVAUDIO

6

DVAUDIO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WMAV1

7

WMAV1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WMAV2

8

WMAV2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MACE3

9

MACE3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MACE6

10

MACE6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VMDAUDIO

11

VMDAUDIO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SONIC

12

SONIC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SONIC_LS

13

SONIC LS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FLAC

14

FLAC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MP3ADU

15

MP3ADU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MP3ON4

16

MP3ON4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SHORTEN

17

SHORTEN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ALAC

18

ALAC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WESTWOOD_SND1

19

WESTWOOD_SND1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GSM

20

GSM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QDM2

21

QDM2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COOK

22

COOK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TRUESPEECH

23

TRUESPEECH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TTA

24

TTA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SMACKAUDIO

25

SMACKAUDIO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QCELP

26

QCELP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WAVPACK

27

WAVPACK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DSICINAUDIO

28

DSICINAUDIO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IMC

29

IMC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MUSEPACK7

30

MUSEPACK7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MLP

31

MLP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GSM_MS

32

GSM_MS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ATRAC3

33

ATRAC3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VOXWARE

34

VOXWARE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APE

35

APE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NELLYMOSER

36

NELLYMOSER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MUSEPACK8

37

MUSEPACK8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SPEEX

38

SPEEX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WMAVOICE

39

WMAVOICE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WMAPRO

40

WMAPRO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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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8（续）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DMX_AUD_STREAM_TYPE_WMALOSSLESS

41

WMALOSSLESS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ATRAC3P

42

ATRAC3P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EAC3

43

EAC3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SIPR

44

SIPR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MP1

45

MP1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TWINVQ

46

TWINVQ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TRUEHD

47

TRUEHD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MP4ALS

48

MP4ALS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ATRAC1

49

ATRAC1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BINKAUDIO_RDFT

50

BINKAUDIO_RDFT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BINKAUDIO_DCT

51

BINKAUDIO_DCT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DRA

52

DRA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PCM

53

PCM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PCM_BLURAY

54

PCM_BLURAY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ADPCM

55

ADPCM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AMR_NB

56

AMR_NB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AMR_WB

57

AMR_WB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AMR_AWB

58

AMR_AWB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RA_144

59

RA_144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RA_288

60

RA_288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DPCM

61

DPCM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G711

62

G711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G722

63

G722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G7231

64

G7231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G726

65

G726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G728

66

G728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G729AB

67

G729AB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MULTI

68

MULTI 格式

DMX_AUD_STREAM_TYPE_BUTT

69

音频流类型枚举最大值

B.3 数据结构定义
B.3.1 过滤器数据结构体
过滤器数据结构体见表 B.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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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9 过滤器数据结构体（DMX_FILTER_DATA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enFilterRepeatMode

枚举值

u32FilterSize

U32

过滤数据的有效长度

pu8Match

指针

过滤器匹配字节,按位比较，指针类型 U8

pu8Mask

指针

指向匹配掩码的指针，指针类型 U8

pu8Notmask

指针

指向非匹配掩码的指针,指针类型 U8

数据重复模式，枚举类型定义见表 B.9 DMX_FILTER_REPEAT_MODE_E 的
定义

B.3.2 数据来源结构体
数据来源结构体见表B.20。
表 B.20 数据来源结构体(DMX_SOURCE_PARAMS_S)
属性名称

类型

enSourceType

枚举值

说明
数据来源类型，枚举类型定义见表 B.14 DMX_SOURCE_TYPE_E 的定义
联合体，联合体定义如下：
union _DMX_SOURCE_U
{
HANDLE hSource;
//**<CNcomment: enSourceType == DMX_SOURCE_TUNER*/
CHAR u8FileName[DMX_FILE_NAME_LENGTH + 1];

DMX_SOURCE_U

联合体

//**<CNcomment: enSourceType == DMX_SOURCE_FILE*/
HANDLE hInjecter;

/**<CNcomment:

enSourceType == DMX_SOURCE_MEM*/
U32 u32PlaychnId;
//**<CNcomment: enSourceType == DMX_SOURCE_PVR*/
U32 u32Dummy;
//**<CNcomment: enSourceType == DMX_SOURCE_NONE*/
} DMX_SOURCE_U;

B.3.3 解扰器关联参数结构体
解扰器关联参数结构体见表B.21。
表 B.21 解扰器关联参数结构体(DMX_DESC_ASSOCIATE_PARAMS_S)
属性名称

类型

enMode

枚举值

说明
解扰器关联类型类型，枚举类型定义见表 B.10
DMX_DESC_ASSOCIATE_MODE_E 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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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21（续）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联合体，联合体定义如下：
union _DMX_ASSOCIATE_U
{
U32 u32ChannelId;

DMX_ASSOCIATE_U

联合体

/**< enMode

== DMX_DESCRAMBLER_ASSOCIATE_WITH_CHANNEL */
U16 u16Pid;

/**< enMode

== DMX_DESCRAMBLER_ASSOCIATE_WITH_PIDS */
} DMX_ASSOCIATE_U;

B.3.4 解扰器属性结构体
解扰器属性结构体见表B.22。
表 B.22 解扰器属性结构体(DMX_DESCRAMBLER_ATTR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enCaType

枚举值

enDescramblerType

枚举值

解扰器解扰协议类型，枚举类型定义见表 B.11 DMX_DESC_TYPE_E 的定义

enEntropyReduction

枚举值

熵减少模式，CAS2.0 有效

解 扰 器 是 否 使 用 高 安 全 CA ， 枚 举 类 型 定 义 见 表 B.3
DMX_DESCRAMBLER_TYPE_E 的定义

B.3.5 DCAS keyladder设置结构体
DCAS keyladder设置结构体见表B.23。
表 B.23

DCAS keyladder 设置结构体(DMX_DCAS_KEYLADDER_SETTING_S)

属性名称

类型

enKLAlg

枚举值

u32CAVid

U32

Verdor_SysID

pu8EK2

指针

EK3(K2) key,16 字节，指针类型 U8

pu8EK1

指针

EK2(K1) key,16 字节，指针类型 U8

pu8EvenKey

指针

EK1(CW) 偶数 key,16 字节，指针类型 U8

pu8OddKey

指针

EK1(CW) 奇数 key,16 字节，指针类型 U8

B.3.6 DCAS Nonce设置结构体
DCAS Nonce设置结构体见表B.24。

42

说明
Key ladder 算法，枚举定义见表 B.15 DMX_KL_ALG_E 的定义

GY/T 303.4—2018
表 B.24

DCAS Nonce 设置结构体(DMX_DCAS_NONCE_SETTING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enKLAlg

枚举值

u32CAVid

U32

Verdor_SysID

pu8EK2

指针

EK3(K2) key, 16 字节，指针类型 U8

pu8Nonce

指针

Nonce 值，16 字节，指针类型 U8

Key ladder 算法，枚举定义见表 B.15 DMX_KL_ALG_E 的定义

B.3.7 设置通道配置参数结构体
设置通道配置参数结构体见表B.25。
表 B.25 设置通道配置参数结构体(DMX_CHANNEL_SETTING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enNotifyType

枚举值

通知函数调用的类型，枚举类型定义见表 B.6 DMX_NOTIFY_TYPE_E 的定义

u32IsCRC

U32

u32AddData

U32

附加的数据。在一些 CA 里面会用

u32Tag

U32

标志位值，此参数可选

在接收数据时是否打开 CRC 校验,默认:1,0:关闭 CRC 校验.1:打开 CRC 校
验,如果 CRC 校验失败,或者没有 CRC,则对应的数据丢弃

B.3.8 通道信息结构体
通道信息结构体见表B.26。
表 B.26 通道信息结构体(DMX_CHANNEL_INFO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enDemuxId

枚举值

enType

枚举值

enStatus

枚举值

u32CallbackNum

U32

回调函数的个数

u32FilterNum

U32

过滤器的个数

u32PacketCount

U32

数据包个数，不需要精确的个数,主要用于查询有没有数据上来,用于查错

u16Pid

U16

要接收数据的 PID

u32Len

U32

最大接收的数据长度，Demux 分配多少内存来接收数据

标识属于哪个 Demux
接收数据的类型，PES 或者 SECTION，枚举类型定义见表 B.2
DMX_CHANNEL_TYPE_E 的定义
该通道当前的工作状态，枚举类型定义见表 B.7 DMX_CHANNEL_STATUS_E
的定义

B.3.9 Section数据结构体
Section数据结构体见表B.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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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7

Section 数据结构体(DMX_SECTION_DATA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u32Length

U32

数据长度

pData

指针

数据指针，指针类型 U8

B.3.10 回调函数参数结构体
回调函数参数结构体见表B.28。
表 B.28 回调函数参数结构体(DMX_CALLBACK_DATA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pstSectionData

指针

u32ChannelId

U32

enEvt

枚举值

当前的通道的事件，枚举类型定义见表 B.5 DMX_EVT_E 的定义

enDemuxId

枚举值

当前的通道的 Demux ID，枚举类型定义见表 B.4 DMX_ID_E 的定义

u32FilterId

U32

section 数据,如为空表示回调函数不附带数据，指针类型
DMX_SECTION_DATA_S
当前的通道号

当前的通道的过滤器 ID, 如果不支持,返回 0xFFFFFFF

B.3.11 Demux注册回调函数结构体
Demux注册回调函数结构体见表B.29。
表 B.29

Demux 注册回调函数结构体(DMX_REG_CALLBACK_PARAMS_S)

属性名称

类型

pfnCallback

回调函数指针

u32IsDisable

U32

enEvt

枚举值

说明
需要注册的回调函数
是否使能该回调：0 使能；1 去使能
Demux 事件,标识这个回调对哪些事件有效

B.3.12 Demux初始化参数结构体
Demux初始化参数结构体见表B.30。
表 B.30

Demux 初始化参数结构体(DMX_INIT_PARAMS_S)

属性名称

类型

u32TaskPriority

U32

说明
任务优先级，由平台集成者统一管理

B.3.13 Demux通道终止参数结构体
Demux通道终止参数结构体见表B.31。
表 B.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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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说明

u8Dummy

U8

预留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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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14 Demux通道打开参数结构体
Demux通道打开参数结构体见表B.32。
表 B.32

Demux 通道打开参数结构体(DMX_CHANNEL_OPEN_PARAM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u32Pid

U32

要接收数据的 PID

u32Len

U32

enType

枚举值

u32FirstIndex

U32

stChannelSettings

结构体

最大接收的数据长度，用来告诉 Demux 应该分配多少内存来接收数据, 如
果应用传进来的缓存长度太小,必须保证不死机
接收数据的类型，枚举类型定义见表 B.2 DMX_CHANNEL_TYPE_E 的定义
确定从指定 Demux 上哪个实际的物理通道开始查找可以打开的 Channel，
即可以预留前面几个通道出来
当前的 Channel 设置，结构体定义见表 B.25 DMX_CHANNEL_SETTING_S 的
定义

B.3.15 Demux通道关闭参数结构体
Demux通道关闭参数结构体见表B.33。
表 B.33

Demux 通道关闭参数结构体(DMX_CHANNEL_CLOSE_PARAMS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u8Dummy

U8

预留参数

B.3.16 Demux能力结构体
Demux能力结构体见表B.34。
表 B.34

Demux 能力结构体(DMX_CAPABILITY_S)

属性名称

类型

u32DMXNum

U32

Demux 的个数

u32DMXNum

U32

Demux 的个数

U32

每个 Demux 对应支持的通道个数

U32

每个 Demux 对应支持的过滤器个数

U32

每个 Demux 对应支持的解扰器个数

u32ChannelNumArr[DMX_I
D_BUTT]
u32FilterNumArr[DMX_ID
_BUTT]
u32DescramblerNumArr[D
MX_ID_BUTT]

说明

enDescStyle

枚举值

解扰器风格，枚举类型定义见表 B.13 DMX_DESC_STYLE_E 的定义

enAdvDescStyle

枚举值

高安解扰器风格，枚举类型定义见表 B.13 DMX_DESC_STYLE_E 的定义

B.3.17 Demux状态结构体
Demux状态结构体见表B.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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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5

Demux 状态结构体(DMX_STATUS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u32FreeChannelNum

U32

空闲通道数量

u32FreeFilterNum

U32

空闲过滤器数量

u32FreeDescramblerNum

U32

空闲解扰器数量

u32TsPacketCount

U32

TS 包数量

u32IsConnect

U32

是否连接

B.3.18 获取Demux通道数据包结构体
获取Demux通道数据包结构体见表B.36。
表 B.36 获取 Demux 通道数据包结构体(DMX_CHANNEL_DATA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pu8Data

指针

数据指针，指针类型 U8

u32Size

U32

数据长度

enDataType

枚举值

数据包的类型，枚举类型定义见表 B.16 DMX_CHANNEL_DATA_TYPE_E 的定
义

B.3.19 Demux模块过滤数据打开参数结构体
Demux模块过滤数据打开参数结构体见表B.37。
表 B.37

Demux 模块过滤数据打开参数结构体(DMX_PARSER_FILTER_OPEN_PARAM_S)

属性名称

类型

u32Pid

U32

enType

枚举值

说明
接收数据的通道 PID
接收数据的类型, 枚举类型定义见表 B.2 DMX_CHANNEL_TYPE_E 的定义
union _DMX_AV_STREAM_TYPE_U
{

DMX_AV_STREAM_TYPE_U

联合体

DMX_VID_STREAM_TYPE_E enVIDEsTpye;视频流类型
DMX_AUD_STREAM_TYPE_E enAUDEsType;音频流类型
} DMX_AV_STREAM_TYPE_U;

B.3.20 Demux ES帧信息结构体
Demux ES帧信息结构体见表B.38。
表 B.38

Demux ES 帧信息结构体(DMX_ESFRAME_INFO_S)

类型

说明

u64BufferAddr

U64

数据地址

u32Lenght

U32

帧长度

u64Timestamp

U64

时间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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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21 流数据结构体
流数据结构体见表B.39。
表 B.39 流数据结构体(DMX_STREAM_DATA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u32Length

U32

数据长度

pu8Data

指针

数据指针

B.3.22 Demux模块结构体
Demux模块结构体见表B.40。
表 B.40
属性名称

类型

stCommon

结构体

Demux 模块结构体(DMX_MODULE_S)
说明
结构体定义见表 B.41 hw_module_t 的定义

B.3.23 硬件模块结构体
硬件模块结构体见表B.41。
表 B.41 硬件模块结构体(hw_module_t)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tag

U32

数据长度

module_api_version

U16

模块接口的版本号

hal_api_version

U16

HAL 接口的版本号

id

指针

模块 ID 标识

name

指针

模块名称

author

指针

模块作者

methods

结构体指针

硬件模块方法结构体

B.4 回调函数定义
B.4.1 Demux通道回调函数
原型：typedef S32 (*DMX_CALLBACK_PFN)(const DMX_CALLBACK_DATA_S* const pstData)；
功能：通道回调函数。
输入参数 pstData

回调函数参数。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0：错误。
B.5 调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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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ux 模块的硬件抽象接口调用方法如图 B.1 所示。

hw_get_module

a)

demux_open

b)

初始化

Demux配置

c)

．．．．．．

demux_close

d)

图 B.1 Demux 模块硬件抽象接口调用方法
图 B.1 中：
a) 调用 hw_get_module()接口获取到 Demux 模块的 HAL Stub：
hw_get_module(DEMUX_HARDWARE_MODULE_ID, &g_dmx_module)。
b) 调用 Demux_open(g_dmx_module,&pstDevice)获取到 Demux 模块的 device 设备句柄：
demux_open(g_dmx_module,&pstDevice)。
c) 通过 device 句柄提供的一系列接口函数，对 Demux 硬件进行操控。
d) 完成硬件操控后，调用 demux_close()接口关闭 Demux 设备，避免资源泄漏。
B.6 接口定义
B.6.1 打开Demux模块设备接口
原型：static inline int demux_open(const struct hw_module_t* pstModule, DEMUX_DEVICE_S**
pstDevice)；
功能：打开一个 Demux 模块设备。
输入参数 pstModule Demux 模块句柄。
输出参数 pstDevice Demux 设备句柄。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2 关闭Demux模块设备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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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static inline int demux_close(DEMUX_DEVICE_S* pstDevice)；
功能：关闭一个 Demux 模块设备。
输入参数 pstDevice

Demux 设备句柄。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3 Demux模块初始化接口
原 型 ： S32 (*dmx_init)(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DMX_INIT_PARAMS_S * const
pstInitParams )；
功能：Demux 模块初始化。
输入参数 pstDev Demux 设备句柄；
pstInitParams 初始化参数。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4 Demux模块终止接口
原 型 ： S32 (*dmx_term)(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DMX_TERM_PARAM_S * const
pstTermParams )；
功能：Demux 模块终止。
输入参数 pstDev Demux 设备句柄；
pstTermParams 模块终止参数。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5 设置Demux模块数据源接口
原 型 ： S32 (*dmx_set_source_params)(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DMX_ID_E
enDemuxId, const DMX_SOURCE_PARAMS_S * pstSourceParams)；
功能：设置 Demux 模块数据源。
输入参数 pstDev Demux 设备句柄；
enDemuxId

Demux ID；

pstSourceParams source 参数。
输出参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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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6 获取Demux数据源参数接口
原 型 ： S32 (*dmx_get_source_params)(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DMX_ID_E
enDemuxId, DMX_SOURCE_PARAMS_S * const pstSourceParams)；
功能：获取 Demux 数据源参数。
输入参数 pstDev

Demux 设备句柄；

enDemuxId Demux ID。
输出参数 pstSourceParams

数据源参数。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7 断开Demux与数据源的关联接口
原型：S32 (*dmx_disconnect)(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DMX_ID_E enDemuxId)；
功能：断开 dmx 与数据源（如 demod）的关联,开机默认是关联的。
输入参数 pstDev

Demux 设备句柄；

enDemuxId

DemuxID。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8 恢复Demux与数据源的关联接口
原型：S32 (*dmx_reconnect)(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DMX_ID_E enDemuxId)；
功能：恢复 dmx 与当前设置的数据源（如 demod）的关联,开机默认是关联的。
输入参数 pstDev

Demux 设备句柄；

enDemuxId

DemuxID。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9 获取Demux的能力接口
原型：S32 (*dmx_get_capability)(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DMX_CAPABILITY_S * const
pstCapability)；
功能：获取 Demux 的能力。
输入参数 pstD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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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参数 pstCapability

Demux 能力参数。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10 获取Demux的状态接口
原 型 ： S32 (*dmx_get_status)(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DMX_ID_E enDemuxId,
DMX_STATUS_S * const pstStatus)；
功能：获取 Demux 的状态。
输入参数 pstDev
enDemuxId

Demux 设备句柄；
DemuxID。

输出参数 pstStatus

Demux 的状态。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11 开启数据通道接口
原型：S32 (*dmx_channel_open)(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DMX_ID_E enDemuxId, U32
* const pu32ChannelId, const DMX_CHANNEL_OPEN_PARAM_S * const pstOpenParams)；
功能：开启一个数据通道。open 后 Channel 处于 disable 状态。open 的时候可以传入非法的 pid,以
后在通过 dmx_channel_set_pid()来设置。
输入参数 pstDev

Demux 设备句柄；

enDemuxId

DemuxID；

pstOpenParams 打开参数。
输出参数 pu32ChannelId

Channel ID。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12 关闭数据通道接口
原 型： S32 (*dmx_channel_close)(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U32 u32ChannelId,
const DMX_CHANNEL_CLOSE_PARAMS_S * pstCloseParams )；
功能：关闭一个数据通道，并释放相关资源。
输入参数 pstDev

Demux 设备句柄；

u32ChannelId

Channel ID；

pstCloseParams 关闭参数。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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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13 设置数据通道PID接口
原型：S32 (*dmx_channel_set_pid)(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U32 u32ChannelId,
const U16 u16Pid)
功能：设置数据通道 PID。
输入参数 pstDev

Demux 设备句柄；

u32ChannelId

Channeled；

u16Pid

数据通道 PID；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14 通过PID查询通道号接口
原型：S32 (*dmx_channel_query)(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DMX_ID_E enDemuxId,
U32 * const pu32ChannelId, const U16 u16Pid)；
功能：通过 PID 查询该 PID 所对应的通道
输入参数 pstDev

Demux 设备句柄；

enDemuxId

DemuxID；

u16Pid

通道 PID。

输出参数 pu32ChannelId

该 PID 所对应的通道。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15 开启数据通道接收数据接口
原型：S32 (*dmx_channel_enable)(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U32 u32ChannelId )；
功能：开启数据通道接收数据。
输入参数 pstDev

Demux 设备句柄；

u32ChannelId

Channel ID。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16 停止数据通道接收数据接口
原型：S32 (*dmx_channel_disable)(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U32 u32ChannelId)；
功能：停止数据通道接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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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 pstDev

Demux 设备句柄；

u32ChannelId

Channel ID。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17 复位数据通道接口
原型：S32 (*dmx_channel_reset)(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U32 u32ChannelId )；
功能：复位数据通道。
输入参数 pstDev

Demux 设备句柄；

u32ChannelId

Channel ID。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18 获取数据通道信息接口
原型：S32 (*dmx_channel_get_info)(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U32 u32ChannelId,
DMX_CHANNEL_INFO_S * const pstInfo)；
功能：获取数据通道信息。
输入参数 pstDev

Demux 设备句柄；

u32ChannelId
输出参数 pstInfo

数据通道 ID
数据通道信息。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19 设置通道参数接口
原型：S32 (*dmx_channel_set)(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U32 u32ChannelId, const
DMX_CHANNEL_SETTING_S * const pstSettings)；
功能：设置通道参数，修改 Channel 参数时，建议请先 get 出来，然后修改需要修改的成员再 set 回
去，set 函数里面对于没有改变的成员不做修改。
输入参数 pstDev

Demux 设备句柄；

u32ChannelId
输出参数 pstSettings

数据通道 ID。
配置参数。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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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20 获取通道的配置接口
原 型 ： S32 (*dmx_channel_get)(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U32 u32ChannelId,
DMX_CHANNEL_SETTING_S * const pstSettings)；
功能：获取通道的配置。
输入参数 pstDev

Demux 设备句柄；

u32ChannelId

数据通道 ID

输出参数 pstSettings

通道配置信息。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21 获取指定数据通道的数据接口
原型：S32 (*dmx_channel_get_buf)(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U32 u32ChannelId,
U32 u32AcquirePackageNum, U32 * pu32AcquiredNum, DMX_CHANNEL_DATA_S * pstChannelData, const
U32 u32TimeoutMs )；
功能：获取指定数据通道的数据，此函数为同步函数，等待直到得到数据或者超时返回。对于
section 通道和 ECM/EMM 通道，每个数据包包含一个完整的 section；对于 PES 通道，每个数据包尽
量包含完整的 PES，但是如果 PES 太大，可能要分多个 PES 包输出，输出的数据是否完整通过数据包
结构的 enDataType 字段指定；对于注入数据方式的通道，每个数据包包含一个或多个完整的 TS 包，
TS 包长 188 字节；对于音视频通道是不能通过此接口获取数据的，音视频数据会通过内部接口直接送
给解码器进行解码；不允许重复调用此接口，可以一次请求多次释放，但是释放必须按顺序，而且
释放的地址和长度必须和请求的一致；并且只有释放完所有的数据包才能再次请求，否则返回重复
请求错误码.
输入参数 pstDev

Demux 设备句柄；

u32ChannelId

数据通道 ID；

u32AcquirePackageNum
u32TimeoutMs
输出参数 pu32AcquiredNum

期望获取数据的总包数；
超时时长，单位毫秒。
实际获取到的数据总包数；

pstChannelData

数据指针。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22 释放数据包占用的缓冲空间接口
原 型 ： S32 (*dmx_channel_release_buf)(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u32ChannelId, U32 u32ReleaseNum, DMX_CHANNEL_DATA_S * pstChannelData)；
功能：释放数据包占用的缓冲空间。
输入参数 pstD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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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32ChannelId

数据通道 ID；

u32ReleaseNum 释放数据包个数；
pstChannelData

待释放的数据包指针。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23 给通道注册回调函数接口
原 型 ： S32 (*dmx_channel_register_callback)(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U32
u32ChannelId, const DMX_REG_CALLBACK_PARAMS_S * const pstReg)；
功能：给通道注册回调函数，一个通道最多可以注册 DMX_CHANNEL_CALLBACK_MAX 个回调函数。
输入参数 pstDev

Demux 设备句柄；

u32ChannelId

数据通道 ID；

pstReg

回调函数指针。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24 配置对应数据通道的回调函数接口
原 型 ： S32 (*dmx_channel_config_callback)(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U32
u32ChannelId, const DMX_CALLBACK_PFN pfnCallback, const DMX_CFG_CALLBACK_E enCfg)；
功能：配置对应数据通道的回调函数。
输入参数 pstDev

Demux 设备句柄；

u32ChannelId
pfnCallback
enCfg

数据通道 ID；
回调函数指针；
配置参数。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25 为数据通道分配过滤器接口
原型：S32 (*dmx_channel_add_filter)(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U32 u32ChannelId,
U32 * const pu32FilterId, const DMX_FILTER_DATA_S * const pstFilterData)；
功能：为数据通道分配过滤器，并设置过滤数据。
输入参数 pstDev

Demux 设备句柄；
55

GY/T 303.4—2018
u32ChannelId
输出参数 pu32FilterId

数据通道 ID。
过滤器 ID；

pstFilterData

过滤器数据指针。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26 设置过滤器的过滤条件接口
原型：S32 (*dmx_channel_set_filter)(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U32 u32ChannelId,
const U32 u32FilterId, const DMX_FILTER_DATA_S * const pstFilterData)；
功能：设置过滤器的过滤条件。
输入参数 pstDev

Demux 设备句柄；

u32ChannelId

Channel ID；

u32FilterId

过滤器 ID；

pstFilterData

过滤器数据。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27 获取过滤器的过滤条件接口
原型：S32 (*dmx_channel_get_filter)(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U32 u32ChannelId,
const U32 u32FilterId, DMX_FILTER_DATA_S * const pstFilterData)；
功能：获取过滤器的过滤条件。
输入参数 pstDev

Demux 设备句柄；

u32ChannelId

数据通道 ID；

u32FilterId

过滤器 ID。

输出参数 pstFilterData

过滤器数据。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28 删除过滤器接口
原 型 ： S32 (*dmx_channel_destroy_filter)(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U32
u32ChannelId, const U32 u32FilterId)；
功能：删除过滤器。
输入参数 pstDev

Demux 设备句柄；

u32Channe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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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32FilterId

过滤器 ID。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29 删除指定数据通道的所有过滤器接口
原 型 ： S32 (*dmx_channel_destroy_all_filter)(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U32
u32ChannelId )；
功能：删除指定数据通道的所有过滤器。
输入参数 pstDev

Demux 设备句柄；

u32ChannelId

数据通道 ID。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30 开启数据通道的指定过滤器开始接收数据接口
原 型 ： S32 (*dmx_channel_enable_filter)(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U32
u32ChannelId, const U32 u32FilterId )；
功能：开启数据通道的指定过滤器开始接收数据。
输入参数 pstDev

Demux 设备句柄；

u32ChannelId

数据通道 ID；

u32FilterId

过滤器 ID。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31 禁止数据通道中的指定过滤器接口
原 型 ： S32 (*dmx_channel_disable_filter)(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U32
u32ChannelId, const U32 u32FilterId)；
功能：禁止数据通道中的指定过滤器。
输入参数 pstDev

Demux 设备句柄；

u32ChannelId

数据通道 ID；

u32FilterId

过滤器 ID。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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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32 基于表ID或扩展表ID查询过滤器接口
原型：S32 (*dmx_channel_query_filter_by_table_id)(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U32 u32ChannelId, U32 * const pu32FilterId, const U8 u8TableId, const U16 u16ExtId)；
功能：查询是否存在某个表 ID 和扩展表 ID 的过滤器。
输入参数 pstDev

Demux 设备句柄；

u32ChannelId

数据通道 ID；

u8TableId

表 ID；

u16ExtId

扩展表 ID。

输出参数 pu32FilterId

过滤器 ID。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33 基于数据查询过滤条件接口
原 型 ： S32 (*dmx_channel_query_filter_by_filter_data)(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U32 u32ChannelId, U32 * const pu32FilterId, const DMX_FILTER_DATA_S * const
pstFilterData)；
功能：Channel 的 filter 是否存在相同的过滤条件。
输入参数 pstDev

Demux 设备句柄；

u32ChannelId

数据通道 ID；

pstFilterData

过滤器数据。

输出参数 pu32FilterId

过滤器 ID。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34 分配解扰通道接口
原型：S32 (*dmx_descrambler_open)(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U32 enDemuxId, U32
* const pu32DescId, const DMX_DESC_ASSOCIATE_MODE_E enMode)；
功能：分配一个解扰通道。
输入参数 pstDev
enDemuxId
enMode
输出参数 pu32DescId

Demux 设备句柄；
DemuxID；
解扰器关联类型。
解扰器 ID。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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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35 分配解扰通道扩展接口
原型：S32 (*dmx_descrambler_open_ex)(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U32 enDemuxId,
U32 * const pu32DescId, const DMX_DESCRAMBLER_ATTR_S *pstDesramblerAttr)；
功能：分配一个解扰通道扩展接口。
输入参数 pstDev
enDemuxId

Demux 设备句柄；
DemuxID；

pstDesramblerAttr
输出参数 pu32DescId

解扰器参数。

解扰器 ID。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36 使能解扰器接口
原型：S32 (*dmx_descrambler_enable)(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U32 u32DescId )；
功能：使能一个解扰器。
输入参数 pstDev

Demux 设备句柄；

u32DescId

解扰器 ID。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37 去使能解扰器接口
原 型 ： S32 (*dmx_descrambler_disable)(struct
u32DescId )；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U32

功能：去使能一个解扰器。
输入参数 pstDev

Demux 设备句柄；

u32DescId

解扰器 ID。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38 关闭解扰器接口
原型：S32 (*dmx_descrambler_close)(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U32 u32DescId )；
功能：关闭一个解扰器。
输入参数 pstDev

Demux 设备句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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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32DescId

解扰器 ID。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39 关联解扰器接口
原型：S32 (*dmx_descrambler_associate)(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U32 u32DescId,
const DMX_DESC_ASSOCIATE_PARAMS_S * const pstParams )；
功能：关联解扰器和需要解扰的 PID 或者通道。
输入参数 pstDev

Demux 设备句柄；

u32DescId

解扰器 ID；

pstParams

关联参数。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40 获取解扰器关联的信息接口
原型：S32 (*dmx_descrambler_get_associate_info)(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U32
u32DescId, DMX_DESC_ASSOCIATE_PARAMS_S * const pstParams)；
功能：获取解扰器关联的解扰 PID 或者通道。
输入参数 pstDev

Demux 设备句柄；

u32DescId

解扰器 ID。

输出参数 pstParams

关联参数。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41 设置解扰通道的偶密钥接口
原 型 ： S32 (*dmx_descrambler_set_even_key)(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U32
u32DescId, const U8 * const pu8Key, const U32 u32Len, const U32 u32Option )；
功能：设置解扰通道的偶密钥。
输入参数 pstD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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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42 设置解扰器偶密钥对应的初始向量接口
原 型 ： S32 (*dmx_descrambler_set_even_iv)(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U32
u32DescId, const U8 * const pu8IV, const U32 u32Len)；
功能：设置解扰通道的偶密钥对应数据的初始向量。
输入参数 pstDev
u32DescId

Demux 设备句柄；
解扰器 ID；

pu8IV

IV 向量；

u32Len

IV 向量长度。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43 设置解扰器的奇密钥接口
原 型 ： S32 (*dmx_descrambler_set_odd_key)(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U32
u32DescId, const U8 * const pu8Key, const U32 u32Len, const U32 u32Option )；
功能：设置解扰通道的奇密钥。
输入参数 pstDev

Demux 设备句柄；

u32DescId

解扰器 ID；

pu8Key

奇秘钥；

u32Len

密钥长度；

u32Option

预留参数。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44 设置解扰器奇密钥对应的初始向量接口
原 型 ： S32 (*dmx_descrambler_set_odd_iv)(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U32
u32DescId, const U8 * const pu8IV, const U32 u32Len)；
功能：设置解扰通道的奇密钥对应数据的初始向量。
输入参数 pstDev
u32DescId

Demux 设备句柄；
解扰器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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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8IV

IV 向量；

u32Len

IV 向量长度。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45 设置解扰器属性接口
原 型 ： S32 (*dmx_set_descrambler_attribute)(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U32
u32DescId, DMX_DESCRAMBLER_ATTR_S *pstAttr )；
功能：设置解扰通道属性。
输入参数 pstDev

Demux 设备句柄；

u32DescId

解扰器 ID；

pstAttr

解扰通道属性。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46 获取解扰器属性接口
原 型 ： S32 (*dmx_get_descrambler_attribute)(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U32
u32DescId, DMX_DESCRAMBLER_ATTR_S *pstAttr )；
功能：获取解扰通道属性。
输入参数 pstDev
u32DescId
输出参数 pstAttr

Demux 设备句柄；
解扰器 ID。
解扰通道属性。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47 设置DCAS keyladder TS解扰器参数接口
原型：S32 (*dmx_dcas_keyladder_config)(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U32 u32DescId,
const DMX_DCAS_KEYLADDER_SETTING_S *pstDcasKLConfig)；
功能：设置 DCAS keyladder TS 解扰器参数。
输入参数 pstDev
u32DescId
pstDcasKLConfig
输出参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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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48 获取DA（nonce）接口
原型：S32 (*dmx_dcas_get_nonce)(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U32 u32DescId, const
DMX_DCAS_NONCE_SETTING_S *pstDcasNonceConfig, U8 *pu8DANonce)；
功能：获取 DA（nonce）。
输入参数 pstDev
u32DescId

Demux 设备句柄；
解扰器 ID；

pstDcasNonceConfig
输出参数 pu8DANonce

Nonce 配置参数。
DA 值。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49 打开过滤器接口
原型：S32 (*dmx_avfilter_open)(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DMX_ID_E enDemuxId,
U32
*
const
pu32AVFilterId,
const
DMX_PARSER_FILTER_OPEN_PARAM_S
*
const
pstFilterOpenPara)；
功能：打开一个过滤器，用来过滤 AV 数据。
输入参数 pstDev
enDemuxId
pstFilterOpenPara
输出参数 pu32AVFilterId

Demux 设备句柄；
Demux ID;
过滤器配置参数。
过滤器 ID。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50 使能过滤器接口
原型：S32 (*dmx_avfilter_enable)(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U32 u32AVFilterId)
功能：使能过滤器。
输入参数 pstDev
u32AVFilterId

Demux 设备句柄；
过滤器 ID。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51 获取帧数据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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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型 ： S32 (*dmx_avfilter_get_esframe)(struct _DEMUX_DEVICE_S
u32AVFilterId, DMX_ESFRAME_INFO_S *pstFrameInfo)；

*pstDev,

const

U32

功能：获取帧数据。
输入参数 pstDev
u32AVFilterId
输出参数 pstFrameInfo

Demux 设备句柄；
过滤器 ID。
获取到的帧数据。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52 释放帧数据接口
原 型 ： S32 (*dmx_avfilter_release_esframe)(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U32
u32AVFilterId, DMX_ESFRAME_INFO_S *pstFrameInfo)；
功能：释放帧数据。
输入参数 pstDev

Demux 设备句柄；

u32AVFilterId

过滤器 ID；

pstFrameInfo

要释放的帧数据。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53 去使能用于过滤音视频的过滤器接口
原 型 ： S32 (*dmx_avfilter_disable)(struct
u32AVFilterId)；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U32

功能：去使能用于过滤音视频的过滤器接口。
输入参数 pstDev
u32AVFilterId

Demux 设备句柄；
过滤器 ID。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54 关闭过滤器接口
原型：S32 (*dmx_avfilter_close)(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U32 u32AVFilterId)；
功能：关闭过滤器。
输入参数 pstDev
u32AVFilte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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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55 打开PCR通道接口
原型：S32 (*dmx_pcr_open)(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DMX_ID_E enDemuxId, U32 *
const pu32PcrId, const U32 u32Pid)；
功能：打开一个 PCR 过滤通道。
输入参数 pstDev
enDemuxId
u32Pid
输出参数 pu32PcrId

Demux 设备句柄；
DemuxID；
PCR 通道 Pid。
PCRID。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56 关闭PCR通道接口
原型：S32 (*dmx_pcr_close)(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U32 u32PcrId)；
功能：关闭一个 PCR 通道。
输入参数 pstDev
u32PcrId

Demux 设备句柄；
PCRID。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57 获取PCR接口
原 型 ： S32 (*dmx_pcr_get) (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U32 u32PcrId, U64*
pu64StcTime)；
功能：获取 PCR。
输入参数 pstDev
u32PcrId
输出参数 pu64StcTime

Demux 设备句柄；
PCRID。
Stc 时间。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58

创建TS缓存接口

原型：S32 (*dmx_tsbuffer_create)(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const DMX_ID_E enDemux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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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32 * const pu32TsBufferId)；
功能：创建 TS 缓存用来接收网络或本地输入的 TS 数据。
输入参数 pstDev
enDemuxId
输出参数 pu32TsBufferId

Demux 设备句柄；
DemuxID。
TS 缓存句柄。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59 获取TS缓存接口
原 型 ： S32 (*dmx_tsbuffer_get)(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U32 u32TsBufferId, U32
u32Size, U32 u32TimeoutMs, DMX_STREAM_DATA_S *pstStreamData)；
功能：创建一个 TS 缓存空间
输入参数 pstDev

Demux 设备句柄；

u32TsBufferId

TS 缓存句柄；

u32Size

待输入数据的长度；

u32TimeoutMs

等待超时时间。

输出参数 pstStreamData

数据缓存结构。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60 向TS缓存写数据接口
原 型 ： S32 (*dmx_tsbuffer_put)(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U32 u32TsBufferId, U32
u32ValidDataLen)；
功能：TS 数据输入完毕，用来更新 TS 数据写指针。
输入参数 pstDev

Demux 设备句柄；

u32TsBufferId

TS 缓存句柄；

u32ValidDataLen

有效的数据长度。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61 删除TS缓存接口
原型：S32 (*dmx_tsbuffer_destroy)(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U32 u32TsBufferId)；
功能：销毁创建的 TS 缓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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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 pstDev
u32TsBufferId

Demux 设备句柄；
TS 的缓存 ID。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B.6.62 获取streampath数据接口
原型：S32 (*dmx_get_streampath_param)(struct _DEMUX_DEVICE_S *pstDev, DMX_ID_E enDemuxId,
TEE_KLAD_BYTE *streamPath, int *streamPathLength)；
功能：获取在 TEE 侧设置 keyladder 所需要的 streampath 参数。
输入参数 pstDev
enDemuxId
输出参数 streamPath
streamPathLength

Demux 设备句柄；
Demux ID。
streamPath 参数指针，依赖于各厂家的实现，可输出 demuxID；
streamPath 的长度。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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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Frontend 模块
本附录定义了Frontend模块的硬件抽象层接口，其基本数据类型和运算符定义见第4章。
C.1 常量定义
常量定义见表C.1。
表 C.1 常量定义
常量

说明
业务类型

const FRONTEND_HARDWARE_MODULE_ID = " frontend"

前端模块名称

const FRONTEND_HARDWARE_FRONTEND0 = " frontend0"

前端设备名称

const FRONTEND_DEVICENAME_LENGTH = ＂32＂

Tuner 名称最大长度

const FRONTEND_CALLBACK_MAX = ＂8＂

每个 Frontend 注册的回调函数的最大个数

const FRONTEND_FE_NUM_MAX = ＂8＂

最多有多少 Tuner

C.2 枚举定义
C.2.1 前端状态枚举定义
前端状态枚举定义见表C.2。
表 C.2 前端状态枚举定义(FRONTEND_FE_STATUS_E)
类型名称

取值

FRONTEND_STATUS_UNKNOW

0

FRONTEND_STATUS_UNLOCKED

1

说明
未知状态，设备初始化后但是没有任何实例
时，处于未知状态
未锁定，尝试多次不能锁定后才返回该状
态. 底层仍然在尝试
正在扫描，尝试多次如果不能锁定后改成

FRONTEND_STATUS_SCANNING

2

TUNER_STATUS_UNLOCKED(扫描结束后确定
是否为锁定状态)

FRONTEND_STATUS_LOCKED

3

锁定

FRONTEND_STATUS_NOSIGNAL

4

没有信号，可以同 TUNER_STATUS_UNLOCKED

FRONTEND_STATUS_DISCONNECTED

5

已断开 TS 流数据

FRONTEND_STATUS_IDLE

6

FRONTEND_STATUS_BLINDSCANING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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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状态。该状态下不会主动锁频(类似空
闲状态)
解调器处于盲扫状态, 应用需要等待盲扫
完成, 或者发送锁频消息强制退出盲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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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续）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FRONTEND_STATUS_BLINDSCAN_COMPLETE

8

解调器盲扫完成

FRONTEND_STATUS_BLINDSCAN_QUIT

9

用户退出

FRONTEND_STATUS_BLINDSCAN_FAIL

10

扫描失败

FRONTEND_STATUS_MOTOR_MOVING

11

马达移动

FRONTEND_STATUS_MOTOR_STOP

12

马达停止

FRONTEND_STATUS_BUTT

13

前端状态枚举最大值

C.2.2 前端类型枚举定义
前端类型枚举定义见表C.3。
表 C.3 前端类型枚举定义（FRONTEND_FE_TYPE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FRONTEND_FE_SATELLITE1

1

卫星 1

FRONTEND_FE_SATELLITE2

2

卫星 2

FRONTEND_FE_CABLE1

4

Cable1

FRONTEND_FE_CABLE2

8

Cable2

FRONTEND_FE_TERRESTRIAL1

16

TERRESTRIAL1

FRONTEND_FE_TERRESTRIAL2

32

TERRESTRIAL2

FRONTEND_FE_ATV1

64

ATV1

FRONTEND_FE_DTMB1

128

DTMB1

FRONTEND_FE_ISDBT1

256

ISDB-T

FRONTEND_FE_ATSCT

512

ATSC-T

FRONTEND_FE_J83B

1024

J83B

FRONTEND_FE_BUTT

1025

前端类型枚举最大值

C.2.3 卫星频点搜索方式枚举定义
卫星频点搜索方式枚举定义见表C.4。
表 C.4 卫星频点搜索方式枚举定义（FRONTEND_SEARCH_MODE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FRONTEND_SEARCH_MOD_NORMAL

0

默认方式

FRONTEND_SEARCH_MOD_BLIND

1

频点步长和搜索方式都未知

FRONTEND_SEARCH_MOD_COLD_START

2

已知搜索方式

FRONTEND_SEARCH_MOD_WARM_START

3

已知频点步长和搜索方式
设置频点起始，极化和高低本振。查看表

FRONTEND_SEARCH_MOD_SAT_BLIND_MANUAL

4

C.71 FRONTEND_SAT_BLINDSCAN_PARA_S
的定义

FRONTEND_SEARCH_MOD_BUTT

5

卫星频点搜索方式枚举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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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4 FRONTEND_IQ_IVT_E枚举定义
FRONTEND_IQ_IVT_E枚举定义见表C.5。
表 C.5 FRONTEND_IQ_IVT_E 枚举定义（FRONTEND_IQ_IVT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FRONTEND_IQ_AUTO

0

自动模式

FRONTEND_IQ_AUTO_NORMAL_FIRST

1

Normal 优先

FRONTEND_IQ_FORCE_NORMAL

2

强制 Normal

FRONTEND_IQ_FORCE_SWAPPED

3

强制切换

FRONTEND_IQ_BUTT

4

枚举定义最大值

C.2.5 LNB类型枚举定义
LNB类型枚举定义见表C.6。
表 C.6 LNB 类型枚举定义（FRONTEND_LNB_TYPE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FRONTEND_LNB_SINGLE_FREQUENCY

0

单本振

FRONTEND_LNB_DUAL_FREQUENCY

1

双本振

FRONTEND_LNB_UNICABLE

2

单 Cable 高频头

FRONTEND_LNB_TYPE_BUTT

3

LNB 类型枚举最大值

C.2.6 卫星信号频段枚举定义
卫星信号频段枚举定义见表C.7。
表 C.7 卫星信号频段枚举定义（FRONTEND_LNB_BAND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FRONTEND_LNB_BAND_C

0

C 波段

FRONTEND_LNB_BAND_KU

1

Ku 波段

FRONTEND_LNB_BAND_BUTT

2

卫星信号频段枚举最大值

C.2.7 LNB供电开关(卫星,地面)枚举定义
LNB供电开关(卫星,地面)枚举定义见表C.8。
表 C.8 LNB 供电开关(卫星,地面)枚举定义（FRONTEND_LNB_POWER_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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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FRONTEND_LNB_POWER_OFF

0

供电关闭

FRONTEND_LNB_POWER_ON

1

供电打开，默认 13V/18V 供电

FRONTEND_LNB_POWER_ENHANCED

2

加强供电

FRONTEND_LNB_POWER_AUTO

3

自动模式

FRONTEND_LNB_POWER_BUTT

4

LNB 供电开关(卫星,地面)枚举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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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8 滚降系数(卫星)枚举定义
滚降系数(卫星)枚举定义见表C.9。
表 C.9 滚降系数(卫星)枚举定义（FRONTEND_ROLLOFF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FRONTEND_ROLLOFF_35

0

ROLLOFF_35

FRONTEND_ROLLOFF_25

1

ROLLOFF_25

FRONTEND_ROLLOFF_20

2

ROLLOFF_20

FRONTEND_ROLLOFF_BUTT

3

滚降系数(卫星)枚举最大值

C.2.9 极化方式(卫星)枚举定义
极化方式(卫星)枚举定义见表C.10。
表 C.10 极化方式(卫星)枚举定义（FRONTEND_POLARIZATION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FRONTEND_PLR_HORIZONTAL

0

水平极化

FRONTEND_PLR_VERTICAL

1

垂直极化

FRONTEND_PLR_LEFT

2

左极化

FRONTEND_PLR_RIGHT

3

右极化

FRONTEND_PLR_AUTO

4

自动极化方式

FRONTEND_PLR_BUTT

5

极化方式(卫星)枚举最大值

C.2.10 12V控制(卫星)枚举定义
12V控制(卫星)枚举定义见表C.11。
表 C.11

12V 控制(卫星)枚举定义表（FRONTEND_LNB_12V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FRONTEND_LNB_12V_OFF

0

关闭

FRONTEND_LNB_12V_ON

1

打开

FRONTEND_LNB_12V_AUTO

2

自动模式

FRONTEND_LNB_12V_BUTT

3

12V 控制(卫星)枚举最大值

C.2.11 0/12V开关枚举定义
0/12V开关枚举定义见表C.12。
表 C.12

0/12V 开关枚举定义表（FRONTEND_SWITCH_0_12V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FRONTEND_SWITCH_0_12V_NONE

0

不接开关状态

FRONTEND_SWITCH_0_12V_0

1

0V 状态

FRONTEND_SWITCH_0_12V_12

2

12V 状态

FRONTEND_SWITCH_0_12V_BUTT

3

0/12V 开关枚举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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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2 22kHz输出控制(卫星)枚举定义
22kHz输出控制(卫星)枚举定义见表C.13。
表 C.13

22kHz 输出控制(卫星)枚举定义表（FRONTEND_LNB_22K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FRONTEND_LNB_22K_OFF

0

22kHz 关闭

FRONTEND_LNB_22K_ON

1

22kHz 打开

FRONTEND_LNB_22K_AUTO

2

22kHz 自动模式

FRONTEND_LNB_22K_BUTT

3

22kHz 输出控制(卫星)枚举最大值

C.2.13 22K开关控制枚举定义
22K开关控制枚举定义见表C.14。
表 C.14 22kHz 开关控制枚举定义表（FRONTEND_SWITCH_22K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FRONTEND_SWITCH_22K_NONE

0

不接开关状态

FRONTEND_SWITCH_22K_OFF

1

0kHz 端口

FRONTEND_SWITCH_22K_ON

2

22kHz 端口

FRONTEND_SWITCH_22K_BUTT

3

22K 开关控制枚举最大值

C.2.14 Tone burst开关枚举定义
Tone burst开关枚举定义见表C.15。
表 C.15

Tone burst 开关枚举定义表（FRONTEND_SWITCH_TONEBURST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FRONTEND_SWITCH_TONEBURST_NONE

0

不接开关状态

FRONTEND_SWITCH_TONEBURST_0

1

0 port

FRONTEND_SWITCH_TONEBURST_1

2

1 port

FRONTEND_SWITCH_TONEBURST_BUTT

3

Tone burst 开关枚举最大值

C.2.15 DiSEqC开关端口枚举定义
DiSEqC开关端口枚举定义见表C.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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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6

DiSEqC 开关端口枚举定义表（FRONTEND_DISEQC_SWITCH_PORT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FRONTEND_DISEQC_SWITCH_NONE

0

不接开关

FRONTEND_DISEQC_SWITCH_PORT_1

1

端口 1

FRONTEND_DISEQC_SWITCH_PORT_2

2

端口 2

FRONTEND_DISEQC_SWITCH_PORT_3

3

端口 3

FRONTEND_DISEQC_SWITCH_PORT_4

4

端口 4

FRONTEND_DISEQC_SWITCH_PORT_5

5

端口 5

FRONTEND_DISEQC_SWITCH_PORT_6

6

端口 6

FRONTEND_DISEQC_SWITCH_PORT_7

7

端口 7

FRONTEND_DISEQC_SWITCH_PORT_8

8

端口 8

FRONTEND_DISEQC_SWITCH_PORT_9

9

端口 9

FRONTEND_DISEQC_SWITCH_PORT_10

10

端口 10

FRONTEND_DISEQC_SWITCH_PORT_11

11

端口 11

FRONTEND_DISEQC_SWITCH_PORT_12

12

端口 12

FRONTEND_DISEQC_SWITCH_PORT_13

13

端口 13

FRONTEND_DISEQC_SWITCH_PORT_14

14

端口 14

FRONTEND_DISEQC_SWITCH_PORT_15

15

端口 15

FRONTEND_DISEQC_SWITCH_PORT_16

16

端口 16

FRONTEND_DISEQC_SWITCH_PORT_BUTT

17

DiSEqC 开关端口枚举最大值

C.2.16 Diseqc协议(卫星)枚举定义
Diseqc协议(卫星)枚举定义见表C.17。
表 C.17

Diseqc 协议(卫星)枚举定义表（FRONTEND_LNB_DISEQC_CMD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FRONTEND_DISEQC_COMMAND

0

DiSEqC (1.2/2)命令

FRONTEND_DISEQC_TONE_BURST_UNMODULATED

5

TONE_BURST_UNMODULATED

FRONTEND_DISEQC_TONE_BURST_MODULATED

6

TONE_BURST_MODULATED

FRONTEND_DISEQC_TONE_BURST_SEND_0_UNMODULATED

5

TONE_BURST_UNMODULATED

FRONTEND_DISEQC_TONE_BURST_SEND_0_MODULATED

6

TONE_BURST_MODULATED

FRONTEND_DISEQC_BUTT

7

Diseqc 协议(卫星)枚举最大值

C.2.17 Diseqc版本(卫星)枚举定义
Diseqc版本(卫星)枚举定义见表C.18。
表 C.18

Diseqc 版本(卫星)枚举定义表（FRONTEND_DISEQC_VER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FRONTEND_DISEQC_VER_NONE

0

不支持

FRONTEND_DISEQC_VER_1_0

1

DiSEqC V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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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8（续）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FRONTEND_DISEQC_VER_1_1

2

DiSEqC V1.1

FRONTEND_DISEQC_VER_1_2

3

DiSEqC V1.2

FRONTEND_DISEQC_VER_1_X

4

DiSEqC V1.x all V1

FRONTEND_DISEQC_VER_2_0

5

DiSEqC V2.0

FRONTEND_DISEQC_VER_2_1

6

DiSEqC V2.1

FRONTEND_DISEQC_VER_2_2

7

DiSEqC V2.2

FRONTEND_DISEQC_VER_2_X

8

DiSEqC V2.x all V2

FRONTEND_DISEQC_VER_BUTT

9

Diseqc 版本(卫星)枚举最大值

C.2.18 LNB控制命令类型(卫星)枚举定义
LNB控制命令类型(卫星)枚举定义见表C.19。
表 C.19

LNB 控制命令类型(卫星)枚举定义表（FRONTEND_LNB_CMD_TYPE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FRONTEND_LNB_CMD_SET_PWR

1

设置 LNB 电源开关

FRONTEND_LNB_CMD_SET_POL

2

设置极化方式

FRONTEND_LNB_CMD_SET_22K

4

设置 22kHz 开关

FRONTEND_LNB_CMD_SET_12V

8

设置 12V 开关

FRONTEND_LNB_CMD_SET_DISQ

16

设置数字卫星设备控制

FRONTEND_LNB_CMD_BUTT

17

LNB 控制命令类型(卫星)枚举最大值

C.2.19 天线单独设置类型枚举定义
天线单独设置类型枚举定义见表C.20。
表 C.20 天线单独设置类型枚举定义表（FRONTEND_ANTENNA_CMD_TYPE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见表 C.63

FRONTEND_EXTRA_ANTENNA_CONFIG_ALL

0

FRONTEND_SAT_EXTRA_ANTENNA_CONFIG_S
的定义

FRONTEND_SET_LNB_POWER

1

设置 LNB 电源

FRONTEND_SET_SWITCH_22K

2

22kHz

FRONTEND_DISEQC_SWITCH_4PORT

3

FRONTEND_DISEQC_SWITCH_16PORT

4

FRONTEND_MOTOR_SET_COORDINATE

5

FRONTEND_MOTOR_STORE_POSITIO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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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C.54
FRONTEND_DISEQC_SWITCH4PORT_S 的定义
见表 C.55
FRONTEND_DISEQC_SWITCH16PORT_S 的定义
见表 C.56 FRONTEND_COORDINATE_S 的定义
见表 C.57 FRONTEND_MOTOR_POSITION_S 的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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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0（续）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FRONTEND_MOTOR_GOTO_POSITION

7

FRONTEND_MOTOR_LIMIT

8

FRONTEND_MOTOR_MOVE

9

见表 C.59 FRONTEND_MOTOR_MOVE_S 的定义

FRONTEND_MOTOR_STOP

10

见表 C.18 FRONTEND_DISEQC_VER_E

FRONTEND_MOTOR_CALC_ANGULAR

11

FRONTEND_MOTOR_GOTO_ANGULAR

12

FRONTEND_MOTOR_SET_MANUAL

13

手动设置

FRONTEND_UNICABLE_SCAN_USERBANDS

14

扫描 950-2150 找出用户频带

FRONTEND_UNICABLE_EXIT_SCANUSERBANDS

15

停止扫描用户频段

FRONTEND_UNICABLE_GET_USERBANDSINFO

16

获取扫描结果，获取用户频带信息

FRONTEND_ANTENNA_CMD_BUTT

17

天线单独设置类型枚举最大值

见表 C.57 FRONTEND_MOTOR_POSITION_S 的
定义
请见表 C.58 FRONTEND_MOTOR_LIMIT_S 的
定义

见表 C.60
FRONTEND_MOTOR_CALC_ANGULAR_S 的定义
见表 C.61
FRONTEND_MOTOR_USALS_ANGULAR_S 的定义

C.2.20 马达协议枚举定义
马达协议枚举定义见表C.21。
表 C.21 马达协议枚举定义表（FRONTEND_MOTORTYPE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FRONTEND_MOTOR_NONE

0

不使用马达

FRONTEND_MOTOR_DISEQC12

1

DiSEqC1.2 协议

FRONTEND_MOTOR_USLAS

2

DiSEqC1.3 或 USLAS 协议

FRONTEND_MOTOR_BUTT

3

马达协议枚举最大值

C.2.21 DiSEqC马达极限设置枚举定义
DiSEqC马达极限设置枚举定义见表C.22。
表 C.22

DiSEqC 马达极限设置枚举定义表（FRONTEND_MOTOR_LIMIT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FRONTEND_MOTOR_LIMIT_OFF

0

无限制

FRONTEND_MOTOR_LIMIT_EAST

1

东向限制

FRONTEND_MOTOR_LIMIT_WEST

2

西向限制

FRONTEND_MOTOR_LIMIT_BUTT

3

DiSEqC 马达极限设置枚举最大值

C.2.22 DiSEqC马达移动方向枚举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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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EqC马达移动方向枚举定义见表C.23。
表 C.23

DiSEqC 马达移动方向枚举定义表（FRONTEND_MOTOR_MOVE_DIR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FRONTEND_MOTOR_MOVE_DIR_EAST

0

向东移动

FRONTEND_MOTOR_MOVE_DIR_WEST

1

向西移动

FRONTEND_MOTOR_MOVE_DIR_BUTT

2

DiSEqC 马达移动方向枚举最大值

C.2.23 Unicable开关端口枚举定义
Unicable开关端口枚举定义见表C.24。
表 C.24

Unicable 开关端口枚举定义表（FRONTEND_UNICABLE_SATPOSITION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FRONTEND_UNICABLE_SATPOSN_A

0

端口 A

FRONTEND_UNICABLE_SATPOSN_B

1

端口 B

FRONTEND_UNICABLE_SATPOSN_BUT

2

开关端口枚举最大值

C.2.24 前向纠错率枚举定义
前向纠错率枚举定义见表C.25。
表 C.25 前向纠错率枚举定义表（FRONTEND_FEC_RATE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FRONTEND_FEC_AUTO

0

自动纠错

FRONTEND_FEC_1_2

1

1/2 纠错

FRONTEND_FEC_2_3

2

2/3 纠错

FRONTEND_FEC_3_4

3

3/4 纠错

FRONTEND_FEC_3_5

4

3/5 纠错

FRONTEND_FEC_4_5

5

4/5 纠错

FRONTEND_FEC_5_6

6

5/6 纠错

FRONTEND_FEC_6_7

7

6/7 纠错

FRONTEND_FEC_7_8

8

7/8 纠错

FRONTEND_FEC_8_9

9

8/9 纠错

FRONTEND_FEC_9_10

10

9/10 纠错

FRONTEND_FEC_ANNEX_B

11

ANNEX_B 纠错

FRONTEND_FEC_1_3

12

1/3 纠错

FRONTEND_FEC_1_4

13

1/4 纠错

FRONTEND_FEC_2_5

14

2/5 纠错

FRONTEND_FEC_BUTT

15

前向纠错率枚举最大值

C.2.25 调制方式枚举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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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制方式枚举定义见表C.26。
表 C.26 调制方式枚举定义表（FRONTEND_MODULATION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FRONTEND_MOD_AUTO

0

自动方式

FRONTEND_MOD_QAM16

1

QAM16 调制方式

FRONTEND_MOD_QAM32

2

QAM32 调制方式

FRONTEND_MOD_QAM64

3

QAM64 调制方式

FRONTEND_MOD_QAM128

4

QAM128 调制方式

FRONTEND_MOD_QAM256

5

QAM256 调制方式

FRONTEND_MOD_QPSK

6

QPSK 调制方式

FRONTEND_MOD_8PSK

7

8PSK 调制方式

FRONTEND_MOD_BPSK

8

BPSK 调制方式

FRONTEND_MOD_DVBT

9

DVBT 调制方式

FRONTEND_MOD_DVBT2

10

DVBT2 调制方式

FRONTEND_MOD_ISDBT

11

ISDBT 调制方式

FRONTEND_MOD_QAM1024

12

QAM1024 调制方式

FRONTEND_MOD_QAM4096

13

QAM4096 调制方式

FRONTEND_MOD_16APSK

14

16APSK 调制方式

FRONTEND_MOD_32APSK

15

32APSK 调制方式

FRONTEND_MOD_8VSB

16

8VSB 调制方式

FRONTEND_MOD_16VSB

17

16VSB 调制方式

FRONTEND_MOD_BUTT

18

调制方式枚举最大值

C.2.26 频谱反转控制(有线,地面)枚举定义
频谱反转控制(有线,地面)枚举定义见表C.27。
表 C.27 频谱反转控制(有线,地面)枚举定义表（FRONTEND_SPECTRUM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FRONTEND_SPECTRUM_INVERSION_OFF

0

关闭频谱反转控制

FRONTEND_SPECTRUM_INVERSION

1

打开频谱反转控制

FRONTEND_SPECTRUM_INVERSION_AUTO

2

自动方式

FRONTEND_SPECTRUM_INVERSION_UNK

3

UNK 方式

FRONTEND_SPECTRUM_INVERSION_BUTT

4

频谱反转控制(有线,地面)枚举最大值

C.2.27 传输带宽(地面、有线)枚举定义
传输带宽(地面、有线)枚举定义见表C.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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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8 传输带宽(地面、有线)枚举定义表（FRONTEND_BAND_WIDTH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FRONTEND_BANDWIDTH_8_MHZ

0

8MHZ

FRONTEND_BANDWIDTH_7_MHZ

1

7MHZ

FRONTEND_BANDWIDTH_6_MHZ

2

6MHZ

FRONTEND_BANDWIDTH_BUTT

3

传输带宽(地面、有线)枚举最大值

C.2.28 传输模式(地面)枚举定义
传输模式(地面)枚举定义见表C.29。
表 C.29 传输模式(地面)枚举定义表（FRONTEND_TRANSMIT_MOD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FRONTEND_TRANS_MOD_1K

0

1k 模式

FRONTEND_TRANS_MOD_2K

1

2k 模式

FRONTEND_TRANS_MOD_4K

2

4k 模式

FRONTEND_TRANS_MOD_8K

3

8k 模式

FRONTEND_TRANS_MOD_16K

4

16k 模式

FRONTEND_TRANS_MOD_32K

5

32k 模式

FRONTEND_TRANS_MOD_AUTO

6

自动模式

FRONTEND_TRANS_MOD_BUTT

7

传输模式(地面)枚举最大值

C.2.29 保护间隔(地面,C2)枚举定义
保护间隔(地面,C2)枚举定义见表C.30。
表 C.30 保护间隔(地面,C2)枚举定义表（FRONTEND_GUARD_INTERVAL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FRONTEND_GUARDINTERVAL_1_128

0

保护间隔是字符长度的 1/128

FRONTEND_GUARDINTERVAL_1_64

1

保护间隔是字符长度的 1/64

FRONTEND_GUARDINTERVAL_1_32

2

保护间隔是字符长度的 1/32

FRONTEND_GUARDINTERVAL_1_16

3

保护间隔是字符长度的 1/16

FRONTEND_GUARDINTERVAL_19_256

4

保护间隔是字符长度的 19/256

FRONTEND_GUARDINTERVAL_1_8

5

保护间隔是字符长度的 1/8

FRONTEND_GUARDINTERVAL_19_128

6

保护间隔是字符长度的 19/128

FRONTEND_GUARDINTERVAL_1_4

7

保护间隔是字符长度的 1/4

FRONTEND_GUARDINTERVAL_AUTO

8

自适应模式

FRONTEND_GUARDINTERVAL_BUTT

9

保护间隔(地面,C2)枚举最大值

C.2.30 TS优先级枚举定义
TS优先级枚举定义见表C.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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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31

TS 优先级枚举定义表（FRONTEND_TER_TS_PRIORITY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FRONTEND_TER_TS_PRIORITY_NONE

0

无优先级模式

FRONTEND_TER_TS_PRIORITY_HP

1

高优先级模式

FRONTEND_TER_TS_PRIORITY_LP

2

低优先级模式

FRONTEND_TER_TS_PRIORITY_BUTT

3

TS 优先级枚举最大值

C.2.31 通道模式枚举定义
TS通道模式枚举定义见表C.32。
表 C.32

TS 通道模式枚举定义表（FRONTEND_TER2_MODE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FRONTEND_TER2_MODE_BASE

0

通道中仅支持 base 信号

FRONTEND_TER2_MODE_LITE

1

通道中需要支持 lite 信号

FRONTEND_TER2_MODE_BUTT

2

TS 通道模式枚举最大值

C.2.32 T2下物理层管道类型枚举定义
T2下物理层管道类型枚举定义见表C.33。
表 C.33

T2 下物理层管道类型枚举定义表（FRONTEND_TER2_PLP_TYPE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FRONTEND_TER2_PLP_TYPE_COM

0

普通类型

FRONTEND_TER2_PLP_TYPE_DAT1

1

数据 1 类型

FRONTEND_TER2_PLP_TYPE_DAT2

2

数据 2 类型

FRONTEND_TER2_PLP_TYPE_BUTT

3

T2 下物理层管道类型枚举最大值

C.2.33 配置回调函数状态枚举定义
配置回调函数状态枚举定义见表C.34。
表 C.34 配置回调函数状态枚举定义表（FRONTEND_CFG_CALLBACK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FRONTEND_CALLBACK_ENABLE

0

启用

FRONTEND_CALLBACK_DISABLE

1

关闭

FRONTEND_CALLBACK_REMOVE

2

移除

C.2.34 LNB供电状态枚举定义
LNB供电状态枚举定义见表C.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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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35

LNB 供电状态枚举定义表（FRONTEND_LNB_PWR_STATUS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FRONTEND_LNB_PWR_STATUS_ON

0

打开的正常状态

FRONTEND_LNB_PWR_STATUS_OFF

1

关闭的正常状态

FRONTEND_LNB_PWR_STATUS_SHORT_CIRCUIT

2

LNB 输出电路被短路

FRONTEND_LNB_PWR_STATUS_OVER_TEMPERATURE

3

LNB 输出模块温度太高

FRONTEND_LNB_PWR_STATUS_LOW_VOLTAGE

4

LNB 输出电压太低

FRONTEND_LNB_PWR_STATUS_OVER_VOLTAGE

5

LNB 输出电压太高

FRONTEND_LNB_PWR_STATUS_BUTT

6

LNB 供电状态枚举最大值

C.2.35 控制输出码流的命令枚举定义
控制输出码流的命令枚举定义见表C.36。
表 C.36 控制输出码流的命令枚举定义表（FRONTEND_TSOUT_CMD_TYPE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FRONTEND_TSOUT_TER2_GET_PLPNUM

0

得到 PLP 的数目

FRONTEND_TSOUT_TER2_GET_PLP_TYPE

1

得到 PLP 的类型

FRONTEND_TSOUT_TER2_GET_PLP_GROUPID

2

得到 PLP group ID,类型 U8

FRONTEND_TSOUT_TER2_SET_PLP_MODE

3

设置物理层管道读写模式

FRONTEND_TSOUT_TER2_SET_PLPID

4

传入 PLPID,类型 U8

FRONTEND_TSOUT_TER2_SET_COMMON_PLPID

5

设置共享物理层管道 ID。类型 U8

FRONTEND_TSOUT_TER2_SET_COMPLP_COMB

6

FRONTEND_TSOUT_SAT2_GET_ISINUM

7

得到 PLP 的数目,类型 U8

FRONTEND_TSOUT_SAT2_GET_ISIID

8

得到 ISI ID

FRONTEND_TSOUT_SAT2_SET_ISIID

9

设置 ISI ID

FRONTEND_TSOUT_ISDBT_GET_TMCC_INFO

10

获取 ISDB-T 信号的 TMCC 信息

FRONTEND_TSOUT_CMD_END

11

控制输出码流的命令枚举最大值

设置共享物理层管道和数据物理层管
道是否需要组合标志

C.2.36 Tuner盲扫事件枚举定义
Tuner盲扫事件枚举定义见表C.37。
表 C.37

Tuner 盲扫事件枚举定义表（FRONTEND_SAT_BLINDSCAN_EVT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FRONTEND_SAT_BLINDSCAN_EVT_STATUS

0

状态变化

FRONTEND_SAT_BLINDSCAN_EVT_PROGRESS

1

进度变化

FRONTEND_SAT_BLINDSCAN_EVT_NEWRESULT

2

新频点

FRONTEND_SAT_BLINDSCAN_EVT_BUTT

3

Tuner 盲扫事件枚举最大值

C.2.37 ATV制式信息枚举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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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V制式信息枚举定义见表C.38。
表 C.38

ATV 制式信息枚举定义表（FRONTEND_ATV_SYSTEM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FRONTEND_ATV_SYSTEM_PAL_BG

0

PAL BG 电视制式

FRONTEND_ATV_SYSTEM_PAL_DK

1

PAL DK 电视制式

FRONTEND_ATV_SYSTEM_PAL_I

2

PAL I 电视制式

FRONTEND_ATV_SYSTEM_PAL_M

3

PAL M 电视制式

FRONTEND_ATV_SYSTEM_PAL_N

4

PAL N 电视制式

FRONTEND_ATV_SYSTEM_SECAM_BG

5

SECAM BG 电视制式

FRONTEND_ATV_SYSTEM_SECAM_DK

6

SECAM DK 电视制式

FRONTEND_ATV_SYSTEM_SECAM_L_PRIME

7

SECAM L PRIME 电视制式

FRONTEND_ATV_SYSTEM_SECAM_LL

8

SECAM LL 电视制式

FRONTEND_ATV_SYSTEM_NTSC_M

9

NTSC M 电视制式

FRONTEND_ATV_SYSTEM_BUTT

10

ATV 制式信息枚举最大值

C.2.38 ATV搜索模式枚举定义
ATV搜索模式枚举定义见表C.39。
表 C.39

ATV 搜索模式枚举定义表（FRONTEND_ATV_SIF_BW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FRONTEND_ATV_SIF_BW_WIDE

0

自动搜索模式

FRONTEND_ATV_SIF_BW_NORMAL

1

正常的播放模式

FRONTEND_ATV_SIF_BW_NARROW

2

Narrow 模式

FRONTEND_ATV_SIF_BW_BUTT

3

ATV 搜索模式枚举最大值

C.2.39 ATV工作模式枚举定义
ATV工作模式枚举定义见表C.40。
表 C.40

ATV 工作模式枚举定义表（FRONTEND_ATV_CONNECT_WORK_MODE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FRONTEND_CONNECT_WORK_MODE_NORMAL

0

正常工作模式

FRONTEND_CONNECT_WORK_MODE_CHAN_SCAN

1

RF 搜台模式

FRONTEND_CONNECT_WORK_MODE_BUTT

2

ATV 工作模式枚举最大值

C.2.40 ATV前端lock状态枚举定义
ATV前端lock状态枚举定义见表C.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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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41

ATV 前端 lock 状态枚举定义表（FRONTEND_ATV_LOCK_STATUS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FRONTEND_ATV_UNLOCK

0

Unlock 状态

FRONTEND_ATV_LOCK

1

Lock 状态

FRONTEND_ATV_BUTT

2

ATV 前端 lock 状态枚举最大值

C.2.41 DTMB 载波类型枚举定义
DTMB 载波类型枚举定义见表C.42。
表 C.42

DTMB 载波类型枚举定义表（FRONTEND_DTMB_CARRIER_MODE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FRONTEND_DTMB_CARRIER_UNKNOWN

0

未知类型

FRONTEND_DTMB_CARRIER_SINGLE

1

单载波

FRONTEND_DTMB_CARRIER_MULTI

2

多载波

FRONTEND_DTMB_CARRIER_BUTT

3

DTMB 载波类型枚举最大值

C.2.42 DTMB 码率类型枚举定义
DTMB 码率类型枚举定义见表C.43。
表 C.43

DTMB 码率类型枚举定义表（FRONTEND_DTMB_CODE_RATE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FRONTEND_DTMB_CODE_RATE_UNKNOWN

0

未知类型

FRONTEND_DTMB_CODE_RATE_0_DOT_4

1

0.4 码率

FRONTEND_DTMB_CODE_RATE_0_DOT_6

2

0.6 码率

FRONTEND_DTMB_CODE_RATE_0_DOT_8

3

0.8 码率

FRONTEND_DTMB_CODE_RATE_BUTT

4

DTMB 码率类型枚举最大值

C.2.43 DTMB时域交织类型枚举定义
DTMB时域交织类型枚举定义见表C.44。
表 C.44

DTMB 时域交织类型枚举定义表（FRONTEND_DTMB_TIME_INTERLEAVE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FRONTEND_DTMB_TIME_INTERLEAVER_UNKNOWN

0

未知类型

FRONTEND_DTMB_TIME_INTERLEAVER_240

1

240 类型

FRONTEND_DTMB_TIME_INTERLEAVER_720

2

720 类型

FRONTEND_DTMB_TIME_INTERLEAVER_BUTT

3

DTMB 时域交织类型枚举最大值

C.2.44 DTMB保护间隔类型枚举定义
DTMB保护间隔类型枚举定义见表C.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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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45

DTMB 保护间隔类型枚举定义表（FRONTEND_DTMB_GUARD_INTERVAL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FRONTEND_DTMB_GI_UNKNOWN

0

未知类型

FRONTEND_DTMB_GI_420

1

保护间隔插入长度为 420 的 PN 序列做为帧头

FRONTEND_DTMB_GI_595

2

保护间隔插入长度为 595 的 PN 序列做为帧头

FRONTEND_DTMB_GI_945

3

保护间隔插入长度为 945 的 PN 序列做为帧头

FRONTEND_DTMB_GI_BUTT

4

DTMB 保护间隔类型枚举最大值

C.2.45 Unicable搜索事件枚举定义
Unicable搜索事件枚举定义见表C.46。
表 C.46

Unicable 搜索事件枚举定义表（FRONTEND_UNICABLE_SCAN_EVT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FRONTEND_UNICABLE_SCAN_EVT_STATUS

0

状态变化

FRONTEND_UNICABLE_SCAN_EVT_PROGRESS

1

进度变化

FRONTEND_UNICABLE_SCAN_EVT_BUTT

2

搜索事件枚举最大值

C.2.46 Unicable搜索状态枚举定义
Unicable搜索状态枚举定义见表C.47。
表 C.47

Unicable 搜索状态枚举定义表（FRONTEND_UNICABLE_SCAN_EVT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FRONTEND_UNICABLE_SCAN_STATUS_IDLE

0

空闲

FRONTEND_UNICABLE_SCAN_STATUS_SCANNING

1

扫描中

FRONTEND_UNICABLE_SCAN_STATUS_FINISH

2

成功完成

FRONTEND_UNICABLE_SCAN_STATUS_QUIT

3

用户退出

FRONTEND_UNICABLE_SCAN_STATUS_FAIL

4

扫描失败

FRONTEND_UNICABLE_SCAN_STATUS_BUTT

5

搜索状态枚举最大值

C.2.47 回调函数类型枚举定义
回调函数类型枚举定义见表C.48。
表 C.48 回调函数类型枚举定义表（FRONTEND_REG_CALLBACK_TYPE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FRONTEND_REG_LOCKSTATUS_CALLBACK

0

设置为 LOCKSTATUS 回调函数，回调函数定义见 C1.4

FRONTEND_REG_GETSTATUS_CALLBACK

1

设置为 GETSTATUS 回调函数回调函数定义见 C1.4

FRONTEND_REG_BLINDSCAN_CALLBACK

2

设置为 BLINDSCAN 回调函数回调函数定义见 C1.4

FRONTEND_REG_LNB_PWR_STATUS_CALLBACK

3

设置为 LNB_PWR_STATUS 回调函数回调函数定义见 C1.4

FRONTEND_REG_UNICABLE_SCAN_CALLBACK

4

设置为 UNICABLE_SCAN 回调函数回调函数定义见 C1.4

FRONTEND_REG_CALLBACK_TYPE_BUTT

5

回调函数类型枚举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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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48 第二代前端枚举定义
第二代前端枚举定义见表C.49。
表 C.49 第二代前端枚举定义表（FRONTEND_G2_STREAM_TYPE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FRONTEND_G2_STREAM_TYPE_UNKNOWN

0

未知

FRONTEND_G2_STREAM_TYPE_TS

1

MPEG-TS 流

FRONTEND_G2_STREAM_TYPE_GSE

2

FRONTEND_G2_STREAM_TYPE_GCS

4

GSE 流, GSE 指通用流封装（Generic
Stream Encapsulation）
GCS 流, GCE 指通用连续流（ Generic
Continuous Stream）
GFPS 流，GFPS 指通用固定长度基于包

FRONTEND_G2_STREAM_TYPE_GFPS

8

的流 Generic Fixed-length
Packetized Stream

FRONTEND_G2_STREAM_TYPE_BUTT

9

第二代前端枚举最大值

C.3 数据结构定义
C.3.1 Frontend初始化参数结构体
Frontend 初始化参数结构体见表 C.50。
表 C.50

Frontend 初始化参数结构体(FRONTEND_INIT_PARAMS_S)

属性名称

类型

u32Dummy

U32

说明
预留参数

C.3.2 Frontend去初始化参数结构体
Frontend 去初始化参数结构体见表 C.51。
表 C.51

Frontend 去初始化参数结构体(FRONTEND_TERM_PARAMS_S)

属性名称

类型

u32Dummy

U32

说明
预留参数

C.3.3 设备启动参数结构体
设备启动参数结构体见表C.52。
表 C.52 设备启动参数参数结构体（FRONTEND_OPEN_PARAMS_S）
属性名称

类型

u32FrontendIndex

U32

enFeType

枚举值

初始化 Tuner 为此类型，枚举类型见表 C.3 FRONTEND_FE_TYPE_E 的定义

enFecRate

枚举值

纠错率，枚举类型见表 C.25 FRONTEND_FEC_RATE_E 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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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4 TMCC 信息(ISDB-T模式)结构体
TMCC 信息(ISDB-T模式)结构体见表C.53。
表 C.53

MCC 信息(ISDB-T 模式)结构体（FRONTEND_ISDBT_TMCC_INFO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u8EmergencyFlag

U8

紧急报警播报开始标志

u8PartialFlag

U8

部分接收标志

u8PhaseShiftCorr

U8

相位偏移值

u8IsdbtSystemId

U8

系统标识

C.3.5 DiSEqC 1.0/2.0 开关参数结构体
DiSEqC 1.0/2.0 开关参数结构体见表C.54。
表 C.54

iSEqC 1.0/2.0 开关参数结构体（FRONTEND_DISEQC_SWITCH4PORT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enLevel

枚举值

器件版本，枚举值见表 C.18 FRONTEND_DISEQC_VER_E 的定义

enPort

枚举值

选通端口号，枚举定义见表 C.16 FRONTEND_DISEQC_SWITCH_PORT_E

enPolar

枚举值

极化方式，枚举定义参考表 C.10 FRONTEND_POLARIZATION_E 的定义

enLNB22K

枚举值

22kHz 状态，枚举定义见表 C.13 FRONTEND_LNB_22K_E 的定义

C.3.6 DiSEqC 1.1/2.1 开关参数结构体
DiSEqC 1.1/2.1 开关参数结构体见表C.55。
表 C.55

iSEqC 1.1/2.1 开关参数结构体（FRONTEND_DISEQC_SWITCH16PORT_S）

属性名称

类型

enLevel

枚举值

enPort

枚举值

说明
器件版本，枚举值见表 C.18 FRONTEND_DISEQC_VER_E 的定义
选通端口号，枚举定义见表 C.16 FRONTEND_DISEQC_SWITCH_PORT_E 的定
义

C.3.7 本地经纬度参数结构体
本地经纬度参数结构体见表C.56。
表 C.56 本地经纬度参数结构体（FRONTEND_COORDINATE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u16MyLongitude

U16

经度

u16MyLatitude

U16

纬度

C.3.8 天线存储位置参数结构体
天线存储位置参数结构体见表C.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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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57 天线存储位置参数结构体(FRONTEND_MOTOR_POSITION_S)
属性名称

类型

enLevel

枚举值

u32Pos

U32

说明
器件版本，枚举值见表 C.18 FRONTEND_DISEQC_VER_E 的定义
位置序号

C.3.9 天线Limit设置参数结构体
天线Limit设置参数结构体见表C.58。
表 C.58 天线 Limit 设置参数(FRONTEND_MOTOR_LIMIT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enLevel

枚举值

器件版本，枚举值见表 C.18 FRONTEND_DISEQC_VER_E 的定义

enLimit

枚举值

限制设定，枚举值见表 C.22 FRONTEND_MOTOR_LIMIT_E 的定义

C.3.10 iSEqC马达移动参数结构体
iSEqC马达移动参数结构体见表C.59。
表 C.59

iSEqC 马达移动参数结构体(FRONTEND_MOTOR_MOVE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enLevel

枚举值

器件版本，枚举值见表 C.18 FRONTEND_DISEQC_VER_E 的定义

enDir

枚举值

移动方向，枚举值见表 C.23 FRONTEND_MOTOR_MOVE_DIR_E 的定义

u32RunningSteps

U32

0 表示持续转动；1～128 之间表示每次转动步数

C.3.11 计算角度结构体
计算角度结构体见表C.60。
表 C.60 计算角度结构体(FRONTEND_MOTOR_CALC_ANGULAR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u16SatLongitude

U16

卫星所在经度

u16Angular

U16

计算后得到的角度

C.3.12 USALS角度参数结构体
USALS角度参数结构体见表C.61。
表 C.61

USALS 角度参数结构体(FRONTEND_MOTOR_USALS_ANGULAR_S)

属性名称

类型

enLevel

枚举值

u32Angular

U32

C.3.13 LNB配置参数结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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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B配置参数结构体见表C.62。
表 C.62

LNB 配置参数结构体(FRONTEND_SAT_LNB_CONFIG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enLNBType

枚举值

u32LowLO

U32

LNB 低本振频率，单位为兆赫（MHz）

u32HighLO

U32

LNB 高本振频率，单位为兆赫（MHz）

enLNBBand

枚举值

u32UNIC_SCRNO

U32

SCR 序号，取值为 0～7

u32UNICIFFreqMHz

U32

SCR 中频频率， 单位为兆赫（MHz）

enSatPosn

枚举值

LNB 类型，枚举值见表 C.6 FRONTEND_LNB_TYPE_E 的定义

LNB 波段：C 或 Ku，枚举值见表 C.7 FRONTEND_LNB_BAND_E 的定义

开关端口号，枚举值见表 C.24 FRONTEND_UNICABLE_SATPOSITION_E 的定
义

C.3.14 卫星天线参数结构体
卫星天线参数结构体见表C.63。
表 C.63 卫星天线参数结构体(FRONTEND_SAT_EXTRA_ANTENNA_CONFIG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enSwitch22K

枚举值

22kHz 开关，枚举值见表 C.14 FRONTEND_SWITCH_22K_E 的定义

enToneburst

枚举值

Tone burst 开关，枚举值见 C1.5 FRONTEND_SWITCH_TONEBURST_E 的定义

enSwitch12V

枚举值

12V 开关，枚举值定义见表 C.12 FRONTEND_SWITCH_0_12V_E 的定义

enDiSEqCLevel

枚举值

器件版本，枚举值见表 C.18 FRONTEND_DISEQC_VER_E 的定义

enPort4

枚举值

enPort16

枚举值

enMotorType

枚举值

u32Longitude

U32

卫星所在经度

u32MotoPos

U32

马达位置编号,最多存 256 个马达位置，受限于马达硬件存储容量

四切一开关，枚举值定义见表 C.16 FRONTEND_DISEQC_SWITCH_PORT_E 的
定义
十六切一开关，枚举值定义见表 C.16 FRONTEND_DISEQC_SWITCH_PORT_E
的定义
马达协议，枚举值见表 C.21 FRONTEND_MOTORTYPE_E 的定义

C.3.15 Unicable SCR用户频段信息结构体
Unicable SCR用户频段信息结构体见表C.64。
表 C.64

Unicable SCR 用户频段信息结构体(FRONTEND_UNICABLE_SCR_UB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u32SCRNo

U32

用户频段号

s32CenterFreq

S32

用户频段中心频率

C.3.16 Unicable LNB 扫描信息获取用数据结构体
Unicable LNB 扫描信息获取用数据结构体见表C.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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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65

Unicable LNB 扫描信息获取用数据结构体(FRONTEND_UNICABLE_USERBANDS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ppUserBandsinfo

指针

用户频段存储数组的指针

pu32Num

指针

该数组的大小，指针类型 U32

C.3.17 获取ISIID 参数结构体
获取ISIID 参数结构体见表C.66。
表 C.66 获取 ISIID 参数结构体（FRONTEND_SAT2_ISIID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u8StreamNum

U8

流的数量

u8IsiID

U8

ISI 的 ID

C.3.18 LNB控制参数结构体
LNB控制参数结构体见表C.67。
表 C.67

LNB 控制参数结构体 FRONTEND_SAT_LNB_INFO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enCmdType

枚举值

命令类型，枚举值见表 C.19 FRONTEND_LNB_CMD_TYPE_E 的定义

enLnbPower

枚举值

lnb 的供电状态，枚举值见表 C.8 FRONTEND_LNB_POWER_E 的定义

enPolarization

枚举值

极化，枚举值见表 C.10 FRONTEND_POLARIZATION_E 的定义

enLnb12vState

枚举值

12V 控制状态，枚举值见表 C.11 FRONTEND_LNB_12V_E 的定义

enLnb22kState

枚举值

22kHz 状态，枚举值见表 C.13 FRONTEND_LNB_22K_E 的定义

enDiseqcCmd

枚举值

DiSEqC 状态，枚举值见表 C.17 FRONTEND_LNB_DISEQC_CMD_E 的定义

bDiseqcNeedResponse

BOOL

是否需要 DiSEqC 回应(DiSEqC2.x).TRUE:响应;FALSE:不响应

u32DiseqcDataLen

U32

DiSEqC 控制数据长度 Bytes

pDiseqcData

指针

DiSEqC 控制数据，指针类型 U8

C.3.19 卫星盲扫TP信息结构体
卫星盲扫TP信息结构体见表C.68。
表 C.68 卫星盲扫 TP 信息结构体（FRONTEND_SAT_BLINDSCAN_TP_INFO_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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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u32Freq

U32

频率，TP 频点，单位千赫（kHz）

u32Sym

U32

符号率,单位千比特每秒（kbps）

enModulation

枚举值

enPolar

枚举值

极化方式，枚举类型定义见表 C.10 FRONTEND_POLARIZATION_E 的定义

enIQInt

枚举值

IQ 模式，枚举类型定义见表 C.5 FRONTEND_IQ_IVT_E 的定义

调制模式，8PSK,QPSK 等，对应 DVB-S1,S2，枚举类型定义见表 C.26
FRONTEND_MODULATION_E 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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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0 卫星盲扫结果结构体
卫星盲扫结果结构体见表C.69。
表 C.69 卫星盲扫结果结构体（FRONTEND_SAT_BLINDSCAN_DATA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u32CenterFreq

U32

当前盲扫的中心频率(MHz)，用于 App 计算盲扫进度

u32TpCnt

U32

当前频段搜索到的 TP 个数

pTpInfo

指针

指向 TP 发射机应答器的信息数组，指针类型见表 C.68
FRONTEND_SAT_BLINDSCAN_TP_INFO_S 的定义

C.3.21 Tuner盲扫通知信息结构体
Tuner盲扫通知信息结构体见表C.70。
表 C.70

Tuner 盲扫通知信息结构体（FRONTEND_SAT_BLINDSCAN_NOTIFY_U）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penStatus

指针

盲扫状态，指针类型见表 C.2 FRONTEND_FE_STATUS_E 的定义

pu16ProgressPercent

指针

盲扫进度，指针类型 U16

pstResult

指针

盲扫结果，指针类型见表 C.68 FRONTEND_SAT_BLINDSCAN_TP_INFO_S 的定
义

C.3.22 卫星Tuner盲扫参数结构体
卫星Tuner盲扫参数结构体见表C.71。
表 C.71 卫星 Tuner 盲扫参数结构体（FRONTEND_SAT_BLINDSCAN_PARA_S）
属性名称

类型

enPolar

枚举值

enLNB22K

枚举值

说明
LNB 极 化 方 式 ， 自 动 扫 描 模 式 设 置 无 效 ， 枚 举 值 定 义 见 表 C.10
FRONTEND_POLARIZATION_E 的定义
LNB 22kHz 状态，对于 Ku 波段双本振 LNB，ON 选择高本振，OFF 选择低本
振，自动扫描模式设置无效，枚举值定义见表 C.13 FRONTEND_LNB_22K_E
的定义

u32StartFreq

U32

盲扫起始频率(中频)，单位：kHz，自动扫描模式设置无效

u32StopFreq

U32

盲扫结束频率(中频)，单位：kHz，自动扫描模式设置无效
回调函数定义如下：

pfnDISEQCSet

回调函数指针

VOID

(*pfnDISEQCSet)(const

HANDLE

hFrontend,

const

FRONTEND_POLARIZATION_E enPolar,
const FRONTEND_LNB_22K_E enLNB22K)
回调函数定义如下：
VOID

pfnEVTNotify

回调函数指针

(*pfnEVTNotify)(const

HANDLE

hFrontend,

const

FRONTEND_SAT_BLINDSCAN_EVT_E enEVT,
const FRONTEND_SAT_BLINDSCAN_NOTIFY_U*
punNot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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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3 卫星信号搜索(锁频或者盲扫)参数结构体
卫星信号搜索(锁频或者盲扫)参数结构体见表C.72。
表 C.72 卫星信号搜索(锁频或者盲扫)参数结构体（FRONTEND_SAT_SCAN_INFO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u32Freq

U32

下行频率,单位千赫（kHz）

u32Sym

U32

符号率,单位千符号每秒（kSyms/s）

enPolar

枚举值

极化方式，枚举类型定义见表 C.10 FRONTEND_POLARIZATION_E 的定义
物理层扰码初始值，范围 0～262141，该值为非 0 时属于特殊信号，该值

u32ScrambleValue

U32

只能由信号发送方告知；当频点不是特殊信号时，该值必须配置为默认值
0
调制模式,8PSK,QPSK 等，对应 DVB-S1,S2，枚举类型见表 C.26

enModulation

枚举值

u32StopFreq

U32

enRolloff

枚举值

滚降因子选项，枚举类型见表 C.9 FRONTEND_ROLLOFF_E 的定义

enIQInt

枚举值

IQ 模式，枚举类型见表 C.5 FRONTEND_IQ_IVT_E 的定义

enFecRate

枚举值

枚举类型定义见表 C.25 FRONTEND_FEC_RATE_E 的定义

FRONTEND_MODULATION_E 的定义
扫频截止频率,仅盲扫模式有效(MHz)

Channel 索引是 ISI 的索引[1,max],刚开始搜索时,使用 0,后面可以从接
u8ChannelIndex

U8

口获取。S2 只有一个 PLP(physical layer pipe),可能多个 ISI(input
stream identifier)

u32SymOffset

U32

符号率偏移

u32FreqOffset

U32

下行频率偏移

enSearchMod

枚举值

pstBindScanParam

指针

pstExAntenna

指针

搜索模式，如盲扫，枚举类型见表 C.4 FRONTEND_SEARCH_MODE_E 的定义
指针类型见表 C.71 FRONTEND_SAT_BLINDSCAN_PARA_S 的定义
如果设置了天线参数，则先设置天线参数，再锁频，指针类型见表 C.63
FRONTEND_SAT_EXTRA_ANTENNA_CONFIG_S 的定义

C.3.24 有线信号搜索(锁频)参数结构体
有线信号搜索(锁频)参数结构体见表C.73。
表 C.73 有线信号搜索(锁频)参数结构体（FRONTEND_CAB_SCAN_INFO_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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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u32Freq

U32

搜索频率(kHz)

u32Sym

U32

符号率(Syms/s)

enModulation

枚举值

调制方式，枚举类型定义见表 C.26 FRONTEND_MODULATION_E 的定义

enSpectrum

枚举值

频谱极性，枚举类型定义见表 C.27 FRONTEND_SPECTRUM_E 的定义

enBandWidth

枚举值

带宽，枚举类型定义见表 C.28 FRONTEND_BAND_WIDTH_E 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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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73（续）
属性名称

类型

enGuardInterval

枚举值

说明
guard_interval，枚举类型定义见表 C.30 FRONTEND_GUARD_INTERVAL_E
的定义
DVB-C2 的 Channel 索引是 ISI 的索引[1,max],刚开始搜索时,使用 0,后面

u8ChannelIndex

U8

可以从接口获取. C2 可能有多个 PLP(physical layer pipe),每个 PLP 只
有一个 ISI(input stream identifier)

C.3.25 地面信号搜索(锁频)参数结构体
地面信号搜索(锁频)参数结构体见表C.74。
表 C.74 地面信号搜索(锁频)参数结构体（FRONTEND_TER_SCAN_INFO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u32Freq

U32

enBandWidth

枚举值

带宽，枚举类型定义见表 C.28 FRONTEND_BAND_WIDTH_E 的定义

enModulation

枚举值

模式，枚举类型定义见表 C.26 FRONTEND_MODULATION_E 的定义

enSpectrum

枚举值

频谱极性，枚举类型定义见表 C.27 FRONTEND_SPECTRUM_E 的定义

enCoderate

枚举值

Coderate，枚举类型定义见表 C.25 FRONTEND_FEC_RATE_E 的定义

enGuardInterval

枚举值

间隔，枚举类型定义见表 C.30 FRONTEND_GUARD_INTERVAL_E 的定义

enTransmitMod

枚举值

枚举类型定义见表 C.29 FRONTEND_TRANSMIT_MOD_E 的定义

enTer2ChannelMode

枚举值

枚举类型定义见表 C.32 FRONTEND_TER2_MODE_E 的定义

enTerTsPriority

枚举值

u8ChannelIndex

U8

搜索频率(kHz)

TS 的优先级模式，枚举类型定义见表 C.31 FRONTEND_TER_TS_PRIORITY_E
的定义
DVB-T2 的通道索引是 PLP 的索引[1,max]

C.3.26 ATV搜索参数结构体
ATV搜索参数结构体见表C.75。
表 C.75

ATV 搜索参数结构体(FRONTEND_ATV_SCAN_INFO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u32Freq

U32

enSystem

枚举值

ATV 制式，枚举类型定义见表 C.38 FRONTEND_ATV_SYSTEM_E 的定义

enSifBw

枚举值

ATV 搜索带宽，枚举类型定义见表 C.39 FRONTEND_ATV_SIF_BW_E 的定义

enConnectWorkMode

枚举值

搜索频率(kHz)

ATV 工作模式，枚举类型定义见表 C.40
FRONTEND_ATV_CONNECT_WORK_MODE_E 的定义

C.3.27 ATV信号信息结构体
ATV信号信息结构体见表C.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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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76

ATV 信号信息结构体(FRONTEND_ATV_SIGNALINFO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bVifLock

BOOL

中频是否锁定

bAfcWin

BOOL

是否在 AFC 窗口里面

bCarrDet

BOOL

调频伴音载波检测

s32AfcFreq

S32

AFC 频率值，单位千赫（kHz）

C.3.28 DTMB搜索参数结构体
DTMB搜索参数结构体见表C.77。
表 C.77

DTMB 搜索参数结构体(FRONTEND_DTMB_SCAN_INFO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u32Freq

U32

enBandWidth

枚举值

带宽，枚举类型定义见表 C.28 FRONTEND_BAND_WIDTH_E 的定义

enModulation

枚举值

模式，枚举类型定义见表 C.26 FRONTEND_MODULATION_E 的定义

enSpectrum

枚举值

频谱极性，枚举类型定义见表 C.27 FRONTEND_SPECTRUM_E 的定义

enCarrierMode

枚举值

enCoderate

枚举值

enTimeInterleave

枚举值

enGuardInterval

枚举值

u8ChannelIndex

U8

搜索频率(kHz)

载波类型，枚举类型定义见表 C.42 FRONTEND_DTMB_CARRIER_MODE_E
的定义
码率类型，枚举类型定义见表 C.43 FRONTEND_DTMB_CODE_RATE_E 的定
义
时域交织类型，枚举类型定义见表 C.44
FRONTEND_DTMB_TIME_INTERLEAVE_E 的定义
保护时间类型，枚举类型定义见表 C.45
FRONTEND_DTMB_GUARD_INTERVAL_E 的定义
通道索引

C.3.29 信号搜索参数结构体
信号搜索参数结构体见表C.78。
表 C.78 信号搜索参数结构体(FRONTEND_SIGNAL_SCAN_INFO_U)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stSatInfo

结构体

卫星锁频信息，结构体定义见表 C.72 FRONTEND_SAT_SCAN_INFO_S 的定义

stCabInfo

结构体

有线锁频信息，结构体定义见表 C.73 FRONTEND_CAB_SCAN_INFO_S 的定义

stTerInfo

结构体

Ter 锁频信息，结构体定义见表 C.74 FRONTEND_TER_SCAN_INFO_S 的定义

stAtvInfo

结构体

模拟锁频信息，结构体定义见表 C.75 FRONTEND_ATV_SCAN_INFO_S 的定义

stDtmbInfo

结构体

C.3.30 频点信息结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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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点信息结构体见表C.79。
表 C.79 频点信息结构体(FRONTEND_SCAN_INFO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u16TsIndex

U16

TS 流通道

enFrontendType

枚举值

锁频类型，枚举定义见表 C.3 FRONTEND_FE_TYPE_E 的定义

unScanInfo

结构体

锁频参数，结构体定义见表 C.78 FRONTEND_SIGNAL_SCAN_INFO_U 的定义

C.3.31 频点相关信息结构体
频点相关信息结构体见表C.80。
表 C.80 频点相关信息结构体(FRONTEND_FRONTEND_STATUS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u32Strength

U32

信号强度

u32Quality

U32

信号质量

fBert

float

误码率

C.3.32 Unicable盲扫数据通知结构体
Unicable盲扫数据通知结构体见表C.81。
表 C.81

Unicable 盲扫数据通知结构体(FRONTEND_UNICABLE_SCAN_NOTIFYDATA_U)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penStatus

指针

盲扫状态

pu16ProgressPercent

指针

盲扫进度

C.3.33 回调函数注册参数结构体
回调函数注册参数结构体见表C.82。
表 C.82 回调函数注册参数结构体(FRONTEND_REG_CALLBACK_PARAMS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enCallbackType

枚举类型

回调函数类型, 决定下面的回调原型

pCallBack

指针

回调函数指针

u32UserData

U32

用户想要回传的数据

bDisable

BOOL

是否使能该回调

C.3.34 前端信息结构体
前端信息结构体见表C.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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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83 前端信息结构体(FRONTEND_INFO_S)
属性名称

类型

aszDevName

结构体

u32CallbackNum

U32

回调函数的个数

u32SourceId

U32

输入源 ID

enDiseqcVer

枚举值

u32Generation

U32

enDemuxSetArr[DMX_NUMB

枚举值

ER_OF_DMX_ID]

说明
前端模块名称

支持的 DISEQC 版本
支持哪代前端
被此前端支持的 Demux 数量，枚举值定义见表 B.4 DMX_ID_E 的定义

C.3.35 Frontend 能力(多模Tuner)结构体
Frontend 能力(多模Tuner)结构体见表C.84。
表 C.84

Frontend 能力(多模 Tuner)结构体(FRONTEND_CAPABILITY_S)

属性名称

类型

u32TunerNum

U32

Tuner 的个数

U32

Frontend 当前类型

U32

Frontend 类型

au32FeCurType[FRONTEND
_FE_NUM_MAX]
au32FeType[FRONTEND_FE
_NUM_MAX]

说明

C.3.36 第二代前端结构体
第二代前端结构体见表C.85。
表 C.85 第二代前端结构体(FRONTEND_G2_MODFEC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enFecRate

枚举值

前向纠错码率，枚举定义见表 C.25 FRONTEND_FEC_RATE_E 的定义

enModulation

枚举值

调制方式，枚举定义见表 C.26 FRONTEND_MODULATION_E 的定义

C.3.37 第二代前端通道信息结构体
第二代前端通道信息结构体见表C.86。
表 C.86 第二代前端通道信息结构体(FRONTEND_G2_CHANNEL_INFO_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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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u8Isi

U8

enStreamType

枚举值

bCcm

BOOL

布尔值

bIssActive

BOOL

布尔值

输入流 ID
DVB-C2,DVB-T2,DVB-S2 输入流的格式，枚举值定义见表 C.49
FRONTEND_G2_STREAM_TYPE_E 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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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86（续）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bNpdActive

BOOL

enRollOff

枚举值

枚举定义见表 C.9 FRONTEND_ROLLOFF_E 的定义

stModFec

结构体

结构体定义见表 C.85 FRONTEND_G2_MODFEC_S 的蒂尼

bShortFrame

BOOL

布尔值

布尔值

C.3.38 信道配置参数结构体
信道配置参数结构体见表C.87。
表 C.87 信道配置参数结构体(FRONTEND_G2_REQ_PARAMS_S)
属性名称

类型

stModFec

结构体

bPilots

BOOL

说明
结构体定义见表 C.85 FRONTEND_G2_MODFEC_S 的定义
TRUE:pilots, FALSE:no pilots

C.3.39 信道配置回应参数结构体
信道配置回应参数结构体见表C.88。
表 C.88 信道配置回应参数结构体(FRONTEND_G2_RPN_PARAMS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u8ModFecAck

U8

信道配置参数

C.3.40 前端模块结构体
前端模块结构体见表C.89。
表 C.89 前端模块结构体(FRONTEND_MODULE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common

结构体

结构体定义见表 B.41 hw_module_t 的定义

C.4 回调函数定义
C.4.1 盲扫状态/数据回调函数回调函数
原型：typedef void (*FRONTEND_SAT_BLINDSCAN_STATUS_PFN)(const HANDLE
const FRONTEND_FE_STATUS_E

hFrontend,

enBlindscanStatus,

const FRONTEND_SAT_BLINDSCAN_DATA_S*

const pstBlindscanData,

const U32 u32UserData )；
功能：盲扫状态/数据回调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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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

hFrontend

Frontend 句柄；

enBlindscanStatus

盲扫状态；

pstBlindscanData

盲扫数据；

u32UserData
输出参数

用户私有数据。

无。

返回：0：正确；非 0: 错误。
C.4.2 锁定状态通知回调函数
原型：typedef void (*FRONTEND_NOTIFY_STATUS_PFN)(const HANDLE hFrontend,
const FRONTEND_FE_STATUS_E enOldStatus,
const FRONTEND_FE_STATUS_E enNewStatus,
const U32 u32UserData)；
功能：锁定状态通知回调函数,锁定状态改变的时候回调。
输入参数 hFrontend Frontend 句柄；
enOldStatus

旧状态；

enNewStatus

新状态；

u32UserData

用户私有数据。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 错误。
C.4.3 获取前端状态回调函数
原型：typedef void (*FRONTEND_GET_STATUS_PFN)(const HANDLE hFrontend,
const FRONTEND_FRONTEND_STATUS_S* const pFrontendStatus,
const U32 u32UserData )；
功能：获取前端状态回调函数。
输入参数 hFrontend Frontend 句柄；
pFrontendStatus
u32UserData

前端状态；
用户私有数据。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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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4 通知LNB\PWR状态回调函数
原型：typedef void (*FRONTEND_NOTIFY_LNB_PWR_STATUS_PFN)(const HANDLE hFrontend,
const FRONTEND_LNB_PWR_STATUS_E enOldStatus,
const FRONTEND_LNB_PWR_STATUS_E enNewStatus,
const U32 u32UserData)；
功能：通知 LNB\PWR 状态回调函数。
输入参数 hFrontend Frontend 句柄；
enOldStatus

旧的状态；

enNewStatus
u32UserData

新的状态；
用户私有数据。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 错误。
C.4.5 Frontend搜索回调函数
原型：
typedef void (*FRONTEND_UNICABLE_SCAN_PFN)
(const HANDLE hFrontend,
FRONTEND_UNICABLE_SCAN_EVT_E enEVT,
FRONTEND_UNICABLE_SCAN_NOTIFYDATA_U* pData)；
功能：FrontEnd Unicable 搜索回调函数。
输入参数 hFrontend Frontend 句柄；
enEVT

返回的数据类型；

pData

返回的数据，联合数据类型。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0: 错误。
C.5 调用方法
Frontend模块的硬件抽象接口调用方法如图C.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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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_get_module

a)

frontend_open

b)

初始化

前端设备配置

c)

．．．．．．

frontend_close

d)

图C.1 Frontend模块硬件抽象接口调用方法
图C.1中：
a）调用hw_get_module()接口获取到Frontend模块的HAL Stub：
hw_get_module(FRONTEND_HARDWARE_MODULE_ID, &g_frontend_module)。
b）调用frontend_open (g_frontend_module,&pstDevice)获取到Frontend模块的device设备句柄：
frontend_open (g_frontend_module,&pstDevice)。
c）通过device句柄提供的一系列接口函数，对Frontend硬件进行操控。
d）完成硬件操控后，应调用frontend_close()接口关闭Frontend设备，避免资源泄漏。
C.6 接口定义
C.6.1 打开Frontend设备接口
原 型 ： static inline int frontend_open(const
FRONTEND_DEVICE_S** pstDevice)；

struct

hw_module_t*

功能：打开一个 Frontend 模块设备。
输入参数 pstModule Frontend 模块句柄。
输出参数 pstDevice Frontend 设备句柄。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C.6.2 关闭Frontend设备接口
原型：static inline int frontend_close(FRONTEND_DEVICE_S* pstDevice)；
功能：关闭一个 Frontend 模块设备。
输入参数 pst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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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C.6.3 初始化Frontend设备接口
原型：S32 (*frontend_init)(struct _FRONTEND_DEVICE_S *pstDev, const FRONTEND_INIT_PARAMS_S
*const pstInitParams)；
功能：Frontend 初始化。
输入参数 pstDev

Frontend 设备句柄；

pstInitParams 初始化参数。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C.6.4 打开Frontend实例接口
原型：S32 (*frontend_open) (struct _FRONTEND_DEVICE_S *pstDev, HANDLE *const phFrontend,
const FRONTEND_OPEN_PARAMS_S *const pOpenParams)；
功能：打开一个 Frontend 实例。
输入参数 pstDev

Frontend 设备句柄；

phFrontend Frontend 实例句柄；
pOpenParams

打开参数。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C.6.5 关闭Frontend实例接口
原 型 ： S32 (*frontend_close)(struct
frontend_handle)；

_FRONTEND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功能：关闭一个 Frontend 实例。
输入参数 pstDev
frontend_handle

Frontend 设备句柄；
Frontend 实例句柄。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C.6.6 去初始化Frontend实例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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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S32 (*frontend_term)(struct _FRONTEND_DEVICE_S *pstDev, const FRONTEND_TERM_PARAMS_S
*const pstTermParams)；
功能：去初始化一个 Frontend 实例。
输入参数 pstDev
pstTermParams

Frontend 设备句柄；
去初始化参数。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C.6.7 获取Frontend的当前扫描状态接口
原 型 ： S32 (*frontend_get_scan_info)(struct _FRONTEND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hFrontend, FRONTEND_SCAN_INFO_S *const pstScanInfo)；
功能：获取 Frontend 的当前 scan 状态。
输入参数 pstDev
hFrontend
输出参数 pstScanInfo

Frontend 设备句柄；
Frontend 实例句柄。
扫描信息。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C.6.8 设置LNB接口
原 型 ： S32 (*frontend_sat_config_lnb)(struct _FRONTEND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hFrontend, const FRONTEND_SAT_LNB_INFO_S * const pstLnbInfo)；
功能：设置 LNB。
输入参数 pstDev
hFrontend
pstLnbInfo

Frontend 设备句柄；
Frontend 实例句柄；
LNB 信息。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C.6.9 获取LNB供电状态接口
原型：S32 (*frontend_get_lnb_pwr_status)(struct _FRONTEND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hFrontend, FRONTEND_LNB_PWR_STATUS_E *const penLnbPwrStatus)；
功能：获取 LNB 供电状态。
输入参数 pstD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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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rontend
输出参数 penLnbPwrStatus

Frontend 实例句柄。
LNB 供电状态。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C.6.10 开始扫描接口
原型：S32 (*frontend_start_scan)(struct _FRONTEND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hFrontend,
const FRONTEND_SCAN_INFO_S
* const
pstScanParams, const BOOL bSynch, const U32
u32Timeout)；
功能：锁频或者盲扫。
输入参数 pstDev

Frontend 设备句柄；

hFrontend

Frontend 实例句柄；

pstScanParams

锁频参数，盲扫参数；

bSynch

是否同步锁频，盲扫无效；

u32Timeout

超时时间。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C.6.11 停止扫描接口
原 型 ： S32
hFrontend)；

(*frontend_abort)(struct

_FRONTEND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功能：终止锁频或盲扫。
输入参数 pstDev
hFrontend

Frontend 设备句柄；
Frontend 实例句柄。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C.6.12 向Frontend注册回调函数接口
原型：S32 (*frontend_register_callback)(struct _FRONTEND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hFrontend, const FRONTEND_REG_CALLBACK_PARAMS_S* const pstRegParams)；
功能：注册回调函数。
输入参数 pstDev
hFrontend

Frontend 设备句柄；
Frontend 实例句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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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egParams

回调函数参数。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C.6.13 配置回调函数接口
原 型 ： S32 (*frontend_config_callback)(struct _FRONTEND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hFrontend, const void * const pCallback, const FRONTEND_CFG_CALLBACK_E enCallbackCfg)；
功能：配置回调函数。
输入参数 pstDev
hFrontend

Frontend 设备句柄；
Frontend 实例句柄；

pCallback

回调函数指针；

enCallbackCfg

回调函数工作与否的参数。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C.6.14 锁频接口
原型：S32 (*frontend_lock)(struct _FRONTEND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hFrontend)；
功能：同步锁频。
输入参数 pstDev
hFrontend

Frontend 设备句柄；
Frontend 实例句柄。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C.6.15 获取误码率接口
原型：S32 (*frontend_get_bert)(struct _FRONTEND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hFrontend,
float *const pfBert)；
功能：获取误码率。
输入参数 pstDev
hFrontend
输出参数 pfBert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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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16 获取信号质量接口
原型：S32 (*frontend_get_signal_quality)(struct _FRONTEND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hFrontend, U32 *const pu32Quality)；
功能：获取信号质量。
输入参数 pstDev
hFrontend
输出参数 pu32Quality

Frontend 设备句柄；
Frontend 实例句柄。
信号质量。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C.6.17 获取信号强度接口
原型：S32 (*frontend_get_signal_strength)(struct _FRONTEND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hFrontend, U32 *const pu32Strength)；
功能：获取信号强度。
输入参数 pstDev
hFrontend
输出参数 pu32Strength

Frontend 设备句柄；
Frontend 实例句柄。
信号强度。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C.6.18 获取信号信息接口
原型：S32 (*frontend_get_atvsignalinfo)(struct _FRONTEND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hFrontend, FRONTEND_ATV_SIGNALINFO_S* const pstSignalInfo)；
功能：获取信号信息。
输入参数 pstDev
hFrontend
输出参数 pstSignalInfo

Frontend 设备句柄；
Frontend 实例句柄。
信号信息。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C.6.19 获取信号锁频信息接口
原型：S32 (*frontend_get_connect_status)(struct _FRONTEND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hFrontend, FRONTEND_FE_STATUS_E * const penStatus)；
功能：获取信号锁频信息。
输入参数 pstDev

Frontend 设备句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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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rontend
输出参数 penStatus

Frontend 实例句柄。
信号锁频信息。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C.6.20 获取Frontend信息接口
原型：S32 (*frontend_get_info)(struct _FRONTEND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hFrontend,
FRONTEND_INFO_S * const pstInfo)；
功能：获取 frontend 所有信息。
输入参数 pstDev
hFrontend
输出参数 pstInfo

Frontend 设备句柄；
Frontend 实例句柄。
Frontend 所有信息。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C.6.21 获取Frontend能力接口
原 型 ： S32
(*frontend_get_capability)(struct
FRONTEND_CAPABILITY_S * const pstCapability)；

_FRONTEND_DEVICE_S

*pstDev,

功能：获取 frontend 能力。
输入参数 pstDev
输出参数 pstCapability

Frontend 设备句柄。
Frontend 能力。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C.6.22 获取通道数量接口
原 型： S32 (*frontend_get_channel_num)(struct _FRONTEND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hFrontend, U8 * const pu8ChannelNum)；
功能：获取通道数量。
输入参数 pstDev
hFrontend
输出参数 pu8ChannelNum

Frontend 设备句柄；
Frontend 实例句柄。
数据通道数量。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C.6.23 获取通道信息接口
原 型 ： S32 (*frontend_get_channel_info)(struct _FRONTEND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hFrontend, const U8 u8ChannelIndex, FRONTEND_G2_CHANNEL_INFO_S * const pstChannel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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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 U32 u32Timeout)；
功能：获取通道信息。
输入参数 pstDev

Frontend 设备句柄；

hFrontend

Frontend 实例句柄；

u8ChannelIndex

通道索引；

u32Timeout

超时时长。

输出参数 pstChannelInfo

通道信息。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C.6.24 设置通道信息接口
原 型 ： S32 (*frontend_config_channel)(struct _FRONTEND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hFrontend, const U8 u8ChannelIndex, const FRONTEND_G2_REQ_PARAMS_S * const pstReqParams,
FRONTEND_G2_RPN_PARAMS_S * const pstRpnParams, const U32 u32Timeout)；
功能：设置通道信息。
输入参数 pstDev

Frontend 设备句柄；

hFrontend

Frontend 实例句柄；

u8ChannelIndex

通道索引；

pstReqParams

通道设置参数；

u32Timeout

超时时间。

输出参数 pstRpnParams

反馈信息。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C.6.25 获取锁频状态接口
原 型 ： S32 (*frontend_atv_get_lock_status)(struct _FRONTEND_DEVICE_S *pstDev, HANDLE
hFrontend,FRONTEND_ATV_LOCK_STATUS_E* penLockStatus)；
功能：获取锁频状态。
输入参数 pstDev
hFrontend
输出参数 penLockStatus

Frontend 设备句柄；
Frontend 实例句柄。
锁频状态。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C.6.26 微调tunner的频率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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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S32 (*frontend_atv_fineTune)(struct _FRONTEND_DEVICE_S *pstDev, HANDLE hFrontend,
S32 s32Steps)；
功能：微调 tunner 的频率。
输入参数 pstDev
hFrontend

Frontend 实例句柄；

s32Steps

微调频率的偏移量。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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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System 模块
本附录定义了系统模块的硬件抽象层接口，其基本数据类型和运算符定义见第4章。
D.1 常量定义
常量定义见表D.1。
表 D.1 常量定义
常量

说明

const SYSTEM_HARDWARE_MODULE_ID = "audio_output"

system 模块名称

const SYSTEM_HARDWARE_SYSTEM0 = "system0"

system 设备名称

const SYSTEM_CHIP_ID_LENGTH = “256”
const SYSTEM_STANDBY_WKUP_KEY_MAXNUM = “8”

芯片 ID 长度
可配置的待机唤醒键最大个数

D.2 枚举定义
D.2.1 系统工作模式枚举定义
系统工作模式枚举定义见表D.2。
表 D.2 系统工作模式枚举定义表(SYSTEN_SYSTEM_MODE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SYSTEM_SYSTEM_MODE_NORMAL

0

正常工作模式

SYSTEM_SYSTEM_MODE_SLOW

1

低功耗工作模式

SYSTEM_SYSTEM_MODE_STANDBY

2

真待机工作模式

SYSTEM_SYSTEM_MODE_BUTT

3

系统工作模式枚举最大值

D.2.2 按键类型枚举定义
按键类型枚举定义见表D.3。
表 D.3 按键类型枚举定义表（SYSTEM_KEY_TYPE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KEY_TYPE_IR

0

红外遥控按键

KEY_TYPE_PANEL

1

前面板按键

KEY_TYPE_BUTT

2

按键类型枚举最大值

D.3 数据结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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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1 系统初始化参数结构体
系统初始化参数结构体见表D.4。
表 D.4 系统初始化参数结构体（SYSTEM_INIT_PARAMS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u32MemSize

U32

系统总共内存大小(Byte)

u32SysMemSize

U32

操作系统和设备驱动内存大小 (Byte)

u32DmxMemSize

U32

Demux 驱动内存大小(Byte)

u32AvMemSize

U32

AV 内存大小(Byte)

u32UsrShareMemSize

U32

用户共享内存大小（Byte）

D.3.2 系统去初始化参数结构体
系统去初始化参数结构体见表D.5。
表 D.5 系统去初始化参数结构体（SYSTEM_TERM_PARAMS_S）
属性名称

类型

u32Dummy

U32

说明
预留参数

D.3.3 按键值结构体
按键值结构体见表D.6。
表 D.6 按键值结构体（SYSTEM_KEY_CODE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u32KeyLowerValue

U32

按键值低位

u32KeyUpperValue

U32

按键值高位

D.3.4 按键信息结构体
按键信息结构体见表D.7。
表 D.7 按键信息结构体（SYSTEM_KDB_KEY_DATA_S）
属性名称

类型

bExist

BOOL

enType

枚举值

按键类型，遥控器或面板按键

stCode

结构体

接收到的按键键值

D.3.5 时间信息结构体
时间信息结构体见表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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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8 时间信息结构体（SYSTEM_TIME_S）
属性名称

类型

u64TimeSec

U64

说明
时间值，用世界统一时间表达

D.3.6 系统唤醒参数结构体
系统唤醒参数结构体见表D.9。
表 D.9 系统唤醒参数结构体（SYSTEM_WAKEUPINFO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stWakeupKey

结构体

唤醒按键信息，结构体定义见表 D.7 SYSTEM_KDB_KEY_DATA_S 的定义

stStandbyPeriodTime

结构体

待机事件，结构体定义见表 D.8 SYSTEM_TIME_S 的定义

D.3.7 系统待机配置参数结构体
系统待机配置参数结构体见表D.10。
表 D.10 系统待机配置参数结构体（SYSTEM_STANDBY_PARA_S）
属性名称

类型

enSystemMode

枚举值

系统工作模式

结构体

待机唤醒键配置

astStandbyKey[SYSTEM_STA
NDBY_WKUP_KEY_MAXNUM]

说明

bAutoWakeup

BOOL

是否自动唤醒

bDispTimeEnable

BOOL

待机时前面板是否显示时间

stCurrTime

结构体

系统当前时间

stAlarmTime

结构体

系统自动唤醒时间

bWifiPowerOn

BOOL

待机时 wifi 是否供电

bCmPowerOn

BOOL

待机时有线调制解调器是否供电

u32Dummy

U32

预留参数

D.3.8 芯片描述信息结构体
芯片描述信息结构体见表D.11。
表 D.11 芯片描述信息结构体（SYSTEM_CHIP_ID_S）
属性名称

类型

u32ActLen

U32

芯片 ID 实际长度

U8

芯片 ID 缓存

au8ChipIdBuf[SYSTEM_CH
IP_ID_LENGTH]

说明

D.3.9 System模块结构体
System模块结构体见表D.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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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2
属性名称

类型

stCommon

结构体

System 模块结构体（SYSTEM_MODULE_S）
说明
结构体定义见表 B.41 hw_module_t 的定义

D.4 回调函数定义
无。
D.5 调用方法
system模块的硬件抽象接口调用方法如图D.1所示。

hw_get_module

a)

system_open

b)

初始化

基础操作

c)

．．．．．．
system_close

d)

图D.1 system模块硬件抽象接口调用方法
图D.1中：
a）调用hw_get_module()接口获取到system模块的HAL Stub：
hw_get_module(SYSTEM_HARDWARE_MODULE_ID, &g_system_module)。
b）调用system_open (g_system_module,&pstDevice)获取到system模块的device设备句柄：
system_open (g_system_module,&pstDevice)。
c）通过device句柄提供的一系列接口函数，对system硬件进行操控。
d）完成硬件操控后，调用system_close()接口关闭system设备，避免资源泄漏。
D.6 接口定义
D.6.1 打开系统模块设备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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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static inline int system_open(const struct hw_module_t* pstModule, SYSTEM_DEVICE_S**
pstDevice)；
功能：打开一个系统模块设备。
输入参数 pstModule 系统模块句柄。
输出参数 pstDevice 系统设备句柄。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D.6.2 关闭系统模块设备接口
原型：static inline int system_close(SYSTEM_DEVICE_S* pstDevice)；
功能：关闭一个系统模块设备。
输入参数 pstDevice 系统设备句柄。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D.6.3 初始化系统设备接口
原 型： S32 (*system_init)(struct _SYSTEM_DEVICE_S* pstDev, const SYSTEM_INIT_PARAMS_S *
const pstInitParams);
功能：系统初始化，板级开发包初始化及分配必要的资源，其它模块功能需要在本模块初始化后才
能使用。
输入参数：pstDev

system 设备句柄；

pstInitParams 初始化参数。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D.6.4 系统去初始化接口
原 型： S32 (*system_term)(struct _SYSTEM_DEVICE_S* pstDev, const SYSTEM_TERM_PARAMS_S *
const pstTermParams);
功能：系统去初始化，板级开发包去初始化及释放占用的资源, 应该在其他模块去初始化后调用。
输入参数：pstDev

system 设备句柄；

pstTermParams 终止模块参数。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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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5 切换到待机模式接口接口
原 型 ： S32
(*system_switch_standby)(struct
_SYSTEM_DEVICE_S*
pstDev,
SYSTEM_STANDBY_PARA_S* const pstPara, SYSTEM_WAKEUPINFO_S* pstWakeupInfo);

const

功能：切换到待机模式接口。
输入参数：pstDev

system 设备句柄；

pstPara

待机参数。

输出参数：pstWakeupInfo 待机唤醒参数。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D.6.6 获取芯片ID信息接口
原型：S32 (*system_get_chip_id)(struct _SYSTEM_DEVICE_S* pstDev, SYSTEM_CHIP_ID_S * const
pstChipId);
功能：获取芯片 ID 信息。
输入参数：pstDev
输出参数：pstChipId

system 设备句柄。
芯片 ID 信息。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D.6.7 系统重启接口
原型：S32 (*system_sys_reboot)(struct _SYSTEM_DEVICE_S* pstDev, const U32 u32TimeMs);
功能：系统重启。
输入参数：pstDev
u32TimeMs

system 设备句柄；
系统重启时间。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D.6.8 系统关机接口
原型：S32 (*system_sys_halt)(struct _SYSTEM_DEVICE_S* pstDev, const U32 u32TimeMs);
功能：系统关机。
输入参数：pstDev
u32TimeMs
输出参数：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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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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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附录）
Vout 模块
本附录定义了视频输出模块的硬件抽象层接口，其基本数据类型和运算符定义见第4章。
E.1 常量定义
常量定义见表E.1。
表 E.1 常量定义
常量

说明
业务类型

const VOUT_HARDWARE_MODULE_ID = "video_output"

视频输出模块名称

const VOUT_HARDWARE_VOUT0 = "vout0"

视频输出设备名称

const VOUT_ALPHA_MAX = "100"

透明度上限值

const VOUT_ALPHA_MIN = "0"

透明度下限值

const VOUT_BRIGHTNESS_MAX = "100"

亮度范围上限值

const VOUT_BRIGHTNESS_MIN = "0"

亮度范围下限值

const VOUT_CONTRAST_MAX = "100"

对比度范围上限值

const VOUT_CONTRAST_MIN = "0"

对比度范围下限值

const VOUT_SATURATION_MAX = "100"

饱和度范围上限值

const VOUT_SATURATION_MIN = "0"

饱和度范围下限值

const VOUT_HUE_MAX = "100"

色调范围上限值

const VOUT_HUE_MIN = "0"

色调范围下限值

const VOUT_DOF_MAX = "100"

景深范围上限值

const VOUT_DOF_MIN = "0"

景深范围下限值

E.2 枚举定义
E.2.1 显示通道枚举定义
显示通道枚举定义见表E.2。
表 E.2 显示通道枚举定义表(VOUT_DISPLAY_CHANNEL_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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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VOUT_DISPLAY_HD0

0

HD0

VOUT_DISPLAY_HD1

1

HD1

VOUT_DISPLAY_HD2

2

HD2

VOUT_DISPLAY_SD0

4

SD0

VOUT_DISPLAY_SD1

8

SD1

VOUT_DISPLAY_SD2

16

SD2

VOUT_DISPLAY_MAX

32

显示通道枚举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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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2 视频输出事件枚举定义
视频输出事件枚举定义见表E.3。
表 E.3 视频输出事件枚举定义表（VOUT_EVT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VOUT_EVT_BASE

0

视频输出事件基准值

VOUT_HDMI_EVT_BASE

0

HDMI 输出事件基准值

VOUT_HDMI_EVT_PLUGIN

0

HDMI 插入

VOUT_HDMI_EVT_UNPLUG

1

HDMI 拔出

VOUT_HDMI_EVT_EDID_FAIL

2

获取 EDID 失败

VOUT_HDMI_EVT_HDCP_FAIL

3

设置 HDCP 失败

VOUT_HDMI_EVT_HDCP_SUCCESS

4

设置 HDCP 成功

VOUT_EVT_BUTT

5

视频输出事件枚举最大值

E.2.3 视频输出帧率类型枚举定义
视频输出帧率类型枚举定义见表E.4。
表 E.4 视频输出帧率类型枚举定义表（VOUT_VID_FRAME_RATE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VOUT_VID_FRAME_RATE_UNKNOWN

0

不可知帧率

VOUT_VID_FRAME_RATE_AUTO

1

自动设置模式

VOUT_VID_FRAME_RATE_23_976

2

23.976 帧

VOUT_VID_FRAME_RATE_24

4

24 帧

VOUT_VID_FRAME_RATE_25

8

25 帧

VOUT_VID_FRAME_RATE_29_97

16

29.97 帧

VOUT_VID_FRAME_RATE_30

32

30 帧

VOUT_VID_FRAME_RATE_50

64

50 帧

VOUT_VID_FRAME_RATE_59_94

128

59.94 帧

VOUT_VID_FRAME_RATE_60

256

60 帧

E.2.4 视频输出分辨率设置枚举定义
视频输出分辨率设置枚举定义见表E.5。
表 E.5 视频输出分辨率设置枚举定义表（VOUT_FORMAT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VOUT_FORMAT_AUTO

0

自动模式

VOUT_FORMAT_PAL

1

PALD 分辨率

VOUT_FORMAT_NTSC

2

NTSC 分辨率

VOUT_FORMAT_PALN

3

PALN 分辨率

VOUT_FORMAT_PALM

4

PALM 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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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5（续）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VOUT_FORMAT_SECAM

5

SECAM 分辨率

VOUT_FORMAT_480P

6

480p

VOUT_FORMAT_576P

7

576p

VOUT_FORMAT_HD_720P

8

720p

VOUT_FORMAT_HD_1080I

9

1080i

VOUT_FORMAT_HD_1080P

10

1080p

VOUT_FORMAT_HD_3840X2160

11

3840x2160

VOUT_FORMAT_HD_4096X2160

12

4096x2160

VOUT_FORMAT_SHV_8192X4096

13

8192x4096

VOUT_FORMAT_480I

14

480i

VOUT_FORMAT_576I

15

576i

VOUT_FORMAT_UNKNOWN

16

未知分辨率

VOUT_FORMAT_BUTT

17

视频输出分辨率设置枚举最大值

E.2.5 视频宽高比枚举定义
视频宽高比枚举定义见表E.6。
表 E.6 视频宽高比枚举定义表（VOUT_ASPECT_RATIO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VOUT_ASPECT_RATIO_AUTO

0

自动选择

VOUT_ASPECT_RATIO_16TO9

1

16:9

VOUT_ASPECT_RATIO_4TO3

2

4:3

VOUT_ASPECT_RATIO_UNKNOWN

3

VOUT_NB_OF_ASPECT_RATIO

4

未知宽高比，用于获取流状态得到未
知宽高比的情况
视频宽高比枚举最大值

E.2.6 视频输出类型枚举定义
视频输出类型枚举定义见表E.7。
表 E.7 视频输出类型枚举定义表（VOUT_OUTPUT_TYPE_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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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VOUT_OUTPUT_TYPE_NONE

0

标清模拟复合 输出

VOUT_OUTPUT_TYPE_COMPOSITE

1

标清模拟分量 输出

VOUT_OUTPUT_TYPE_YPBPR

2

标清输出

VOUT_OUTPUT_TYPE_SVIDEO

4

DVI

VOUT_OUTPUT_TYPE_DVI

8

D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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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7（续）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VOUT_OUTPUT_TYPE_HDMI

VOUT_OUTPUT_TYPE_DVI

HDMI

VOUT_OUTPUT_TYPE_SCART

0x10

SCART

VOUT_OUTPUT_TYPE_VGA

0x20

VGA

VOUT_OUTPUT_TYPE_RF

0x40

RF

VOUT_OUTPUT_TYPE_YCBCR

0x80

YCBCR

VOUT_OUTPUT_TYPE_HD_YUV

0x100

YUV

VOUT_OUTPUT_TYPE_HDMI_RGB888

0x200

RGB888

VOUT_OUTPUT_TYPE_HDMI_YCBCR444

0x400

YCBCR444

VOUT_OUTPUT_TYPE_HDMI_YCBCR422

0x800

YCBCR422

VOUT_OUTPUT_TYPE_RGB

0x1000

RGB

VOUT_OUTPUT_TYPE_HD_RGB

0x2000

RGB

VOUT_OUTPUT_TYPE_PANNEL

0x4000

PANNEL

VOUT_OUTPUT_TYPE_ALL

(S32)0xffffffff

视频输出类型枚举最大值

E.2.7 VBI CGMS类型枚举定义
VBI CGMS类型枚举定义见表E.8。
表 E.8 VBI CGMS 类型枚举定义表（VOUT_VBI_CGMS_TYPE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VOUT_VBI_CGMS_A

0

CGMS_A 许可类型

VOUT_VBI_CGMS_B

1

CGMS_B 许可类型

VOUT_VBI_CGMS_BUTT

2

VBI CGMS 类型枚举最大值

E.2.8 CGMS-A 许可类型枚举定义
CGMS-A 许可类型枚举定义见表E.9。
表 E.9 CGMS-A 许可类型枚举定义表（VOUT_VBI_CGMS_A_COPY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VOUT_VBI_CGMS_A_COPY_PERMITTED

0

无限制拷贝

VOUT_VBI_CGMS_A_COPY_ONE_TIME_BEEN_MADE

1

已经拷贝一次

VOUT_VBI_CGMS_A_COPY_ONE_TIME

2

只能拷贝一次

VOUT_VBI_CGMS_A_COPY_FORBIDDEN

3

禁止拷贝

VOUT_VBI_CGMS_A_BUTT

4

CGMS-A 许可类型枚举最大值

E.2.9 3D 显示模式枚举定义
3D示模式枚举定义见表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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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10

3D 显示模式枚举定义表（VOUT_3D_FORMAT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VOUT_3D_FORMAT_2D

0

2D 模式

VOUT_3D_FORMAT_FP

1

帧封装

VOUT_3D_FORMAT_SBS

2

并排式，左右半边

VOUT_3D_FORMAT_TAB

3

上下模式

VOUT_3D_FORMAT_FA

4

场交错

VOUT_3D_FORMAT_LA

5

行交错

VOUT_3D_FORMAT_SBS_FULL

6

并排式，左右全场

VOUT_3D_FORMAT_L_DEPTH

7

L+DEPTH

VOUT_3D_FORMAT_LBL_LR

8

行交错,左眼优先

VOUT_3D_FORMAT_LBL_RL

9

行交错,右眼优先

VOUT_3D_FORMAT_L_DEPTH_GRAPHISC_DEPTH

10

L+depth+Graphics+Graphics-depth

VOUT_3D_FORMAT_BUTT

11

3D 显示模式枚举最大值

E.2.10 3D视频播放模式枚举定义
3D视频播放模式枚举定义见表E.11。
表 E.11

3D 视频播放模式枚举定义表（VOUT_3D_MODE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VOUT_3D_MODE_2D

0

2D 模式播放

VOUT_3D_MODE_2DTO3D

1

2D 转 3D 模式播放

VOUT_3D_MODE_3D

2

3D 模式播放

VOUT_3D_MODE_BUTT

3

3D 视频播放模式枚举最大值

E.2.11 视频通路延时枚举定义
视频通路延时枚举定义见表E.12。
表 E.12 视频通路延时枚举定义表（VOUT_WINDOW_CHANNEL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VOUT_WINDOW_HIGHQUALITY

0

高质量通路

VOUT_WINDOW_LOWQUALITY

1

低质量通路

VOUT_WINDOW_MAX

2

视频通路延时枚举最大值

E.2.12 停止模式枚举定义
停止模式枚举定义见表E.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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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13 停止模式枚举定义表（VOUT_WINDOW_STOP_MODE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VOUT_WINDOW_STOP_MODE_BLACK

0

黑屏

VOUT_WINDOW_STOP_MODE_FREEZE

1

静帧

E.2.13 视频格式枚举定义
视频格式枚举定义见表E.14。
表 E.14 视频格式枚举定义表（VOUT_VIDEO_FORMAT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VOUT_FORMAT_YUV_SEMIPLANAR_422

0

YUV422

VOUT_FORMAT_YUV_SEMIPLANAR_420

1

YUV420

VOUT_FORMAT_YUV_SEMIPLANAR_400

2

YUV400

VOUT_FORMAT_YUV_SEMIPLANAR_411

3

YUV411

VOUT_FORMAT_YUV_SEMIPLANAR_422_1X2

4

YUV422_1

VOUT_FORMAT_YUV_SEMIPLANAR_444

5

YUV444

VOUT_FORMAT_YUV_SEMIPLANAR_420_UV

6

YUV420，U 优先

VOUT_FORMAT_YUV_PACKAGE_UYVY

7

UYVY

VOUT_FORMAT_YUV_PACKAGE_YUYV

8

YUYV

VOUT_FORMAT_YUV_PACKAGE_YVYU

9

YVYU

VOUT_FORMAT_YUV_PLANAR_400

10

YUV400，PLANAR 格式

VOUT_FORMAT_YUV_PLANAR_411

11

YUV411，PLANAR 格式

VOUT_FORMAT_YUV_PLANAR_420

12

YUV420，PLANAR 格式

VOUT_FORMAT_YUV_PLANAR_422_1X2

13

YUV422，1X2 格式

VOUT_FORMAT_YUV_PLANAR_422_2X1

14

YUV422，2X1 格式

VOUT_FORMAT_YUV_PLANAR_444

15

YUV444，PLANAR 格式

VOUT_FORMAT_YUV_PLANAR_410

16

YUV410，PLANAR 格式

VOUT_FORMAT_YUV_BUTT

17

YUV 枚举最大值

VOUT_FORMAT_RGB_SEMIPLANAR_444

18

RGB

VOUT_FORMAT_RGB_BUTT

19

视频格式枚举最大值

E.2.14 视频帧场模式枚举定义
视频帧场模式枚举定义见表E.15。
表 E.15 视频帧场模式枚举定义表（VOUT_VIDEO_FIELD_MODE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VOUT_VIDEO_FIELD_ALL

0

帧模式

VOUT_VIDEO_FIELD_TOP

1

顶场模式

VOUT_VIDEO_FIELD_BOTTOM

2

底场模式

VOUT_VIDEO_FIELD_BUTT

3

视频帧场模式枚举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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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15 3D帧类型枚举定义
3D帧类型枚举定义见表E.16。
表 E.16

3D 帧类型枚举定义表（VOUT_VIDEO_FRAME_PACKING_TYPE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VOUT_FRAME_PACKING_TYPE_NONE

0

非 3D 格式

VOUT_FRAME_PACKING_TYPE_SIDE_BY_SIDE

1

左右模式

VOUT_FRAME_PACKING_TYPE_TOP_AND_BOTTOM

2

上下模式

VOUT_FRAME_PACKING_TYPE_TIME_INTERLACED

3

VOUT_FRAME_PACKING_TYPE_FRAME_PACKING

4

帧模式

VOUT_FRAME_PACKING_TYPE_3D_TILE

5

Tile 模式

VOUT_FRAME_PACKING_TYPE_BUTT

6

3D 帧类型枚举最大值

基于时间的交叉模式 Time，一帧左眼，
一帧右眼

E.2.16 窗口切换模式枚举定义
窗口切换模式枚举定义见表E.17。
表 E.17 窗口切换模式枚举定义表（VOUT_WINDOW_SWITCH_MODE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VOUT_WINDOW_SWITCH_MODE_FREEZE

0

静帧

VOUT_WINDOW_SWITCH_MODE_BLACK

1

黑屏

VOUT_WINDOW_SWITCH_MODE_BUTT

2

窗口切换模式枚举值

E.3 数据结构定义
E.3.1 默认显示设置参数结构体
默认显示设置参数结构见表E.18。
表 E.18 默认显示设置参数结构体（VOUT_DEFAULT_DISPSETTING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enDispFmt

枚举值

输出分辨率设置枚举值，枚举值定义见表 E.5 VOUT_FORMAT_E 的定义

enFrameRate

枚举值

输出帧率设置，枚举定义见表 E.4 VOUT_VID_FRAME_RATE_E 的定义

enAspectRatio

枚举值

视频宽高比设置，枚举定义见表 E.6 VOUT_ASPECT_RATIO_E 的定义

E.3.2 设置输出坐标结构体
默认设置输出坐标结构体见表E.19。

120

GY/T 303.4—2018
表 E.19 设置输出坐标结构体（VOUT_RECT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s32XOffset

S32

顶点 X 坐标

s32YOffset

S32

顶点 Y 坐标

u32Width

U32

宽

u32Height

U32

高

E.3.3 OSD显示区域结构体
OSD显示区域结构体见表E.20。
表 E.20

OSD 显示区域结构体 （VOUT_REGION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u32Left

U32

左边距

u32Top

U32

上边距

u32Right

U32

右边距

u32Bottom

U32

下边距

E.3.4 默认显示设置结构体
默认显示设置结构体见表E.21。
表 E.21 默认显示设置结构体（VOUT_DISPSETTING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enDispFmt

枚举值

默认输出分辨率设置，枚举定义见表 E.5 的定义 VOUT_FORMAT_E

enFrameRate

枚举值

输出帧率设置，枚举定义见表 E.4 VOUT_VID_FRAME_RATE_E 的定义

enAutoDispFmt

枚举值

自适应分辨率设置，枚举定义见表 E.5 VOUT_FORMAT_E 的定义

enAutoFrameRate

枚举值

自适应帧率设置，枚举定义见表 E.4 VOUT_VID_FRAME_RATE_E 的定义

enAspectRatio

枚举值

视频宽高比设置，枚举定义见表 E.6 VOUT_ASPECT_RATIO_E 的定义

enAspectRatioConv

枚举值

视频宽高比自适应设置

enOutputType

枚举值

显示绑定的输出设备，枚举定义见表 E.7 VOUT_OUTPUT_TYPE_E 的定义

bOutputEnable

BOOL

u8Hue

U8

色调，范围[0,100]

u8Brightness

U8

亮度

u8Contrast

U8

对比度

u8Saturation

U8

饱和度

u83dDof

U8

景深值

en3dFmt

枚举值

3d 格式，枚举值定义见表 E.10 VOUT_3D_FORMAT_E 的定义

stOSDVirtualRect

结构体

OSD 虚拟分辨率，结构体定义见表 E.19 VOUT_RECT_S 的定义

stDispOutRegion

结构体

OSD 显示区域，结构体定义见表 E.20 VOUT_REGION_S 的定义

bClearLogo

BOOL

是否有输出,只对当前通道有效, 默认为 true

清空开机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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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5 视频模块初始化参数结构体
视频模块初始化参数结构体见表E.22。
表 E.22 视频模块初始化参数结构体（VOUT_INIT_PARAMS_S）
属性名称

类型

bDispEnable

BOOL

astDispSettings[VOUT_D
ISPLAY_MAX]
u32Dummy

结构体
U32

说明
初始化时同时使能屏幕输出
赋初值,以后可以动态修改，结构体定义见表 E.21 VOUT_DISPSETTING_S
的定义
以后扩展用

E.3.6 显示颜色的结构体
显示颜色的结构体见表E.23。
表 E.23 显示颜色的结构体（VOUT_BG_COLOR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u8Red

U8

红色分量

u8Green

U8

绿色分量

u8Blue

U8

蓝色分量

E.3.7 打开实例化句柄参数的结构体
打开实例化句柄参数的结构体见表E.24。
表 E.24 打开实例化句柄参数的结构体（VOUT_OPEN_PARAMS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enDispChan

枚举值

需要打开的显示通道

enOutputType

枚举值

视频输出类型

u32Dummy

U32

预留参数

E.3.8 关闭实例化句柄参数的结构体
关闭实例化句柄参数的结构体见表E.25。
表 E.25 关闭实例化句柄参数的结构体（VOUT_CLOSE_PARAMS_S）
属性名称

类型

u32Dummy

U32

E.3.9 AV模块终止参数的结构体
AV模块终止参数的结构体见表E.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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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26

AV 模块终止参数的结构体（VOUT_TERM_PARAM_S）

属性名称

类型

u32Dummy

U32

说明
预留参数

E.3.10 视频输出能力的结构体
视频输出能力的结构体见表E.27。
表 E.27 视频输出能力的结构体（VOUT_DISP_CAPABILITY_S）
属性名称

类型

enVoutType

枚举值

au32VidFormat[VOUT_FOR
MAT_BUTT]
u32WindowNum

说明
视频输出类型，枚举值定义见 VOUT_OUTPUT_TYPE_E

U32

视频分辨率

U32

支持的窗口个数

E.3.11 视频通道能力的结构体
视频通道能力的结构见表E.28。
表 E.28 视频通道能力的结构体（VOUT_CAPABILITY_S）
属性名称

类型

enDisplayChannel

枚举值

astDispCapabilityAttr[
VOUT_DISPLAY_MAX]

结构体

说明
视频输出通道，枚举值定义见表 E.2 VOUT_DISPLAY_CHANNEL_E 的定义
视频输出通道能力，枚举值定义见表 E.27 VOUT_DISP_CAPABILITY_S 的定
义

E.3.12 视频输出回调函数的配置参数的结构体
视频输出回调函数的配置参数的结构体见表E.29。
表 E.29 视频输出回调函数的配置参数的结构体（VOUT_EVT_CONFIG_PARAMS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enEvt

枚举值

pfnCallback

回调函数指针

bEnable

BOOL

表示是否使能该事件回调

u32NotificationsToSkip

U32

表示在调用注册的回调函数之前,需要跳过几次发生的该事件

AV 事件,表示此配置对哪个事件有效，枚举值定义见表 E.3 VOUT_EVT_E
的定义
回调函数定义见 E.4.1 VOUT_CALLBACK_PFN 的定义

E.3.13 视频通路延时结构体
视频通路延时结构体见表E.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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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30 视频通路延时结构体（VOUT_DELAY_S）
属性名称

类型

u32PanelMemcDelay

U32

说明
延迟时间

E.3.14 创建窗口参数结构体
创建窗口参数结构体见表E.31。
表 E.31 创建窗口参数结构体（VOUT_WINDOW_CREATE_PARAMS_S）
属性名称

类型

enWindowChan

枚举值

bVirtual

BOOL

说明
窗口创建延迟参数
预留参数

E.3.15 删除窗口参数结构体
删除窗口参数结构体见表E.32。
表 E.32 删除窗口参数结构体（VOUT_WINDOW_DESTROY_PARAM_S）
属性名称

类型

u32Dummy

U32

说明
预留参数

E.3.16 RGB参数结构体
RGB参数结构体见表E.33。
表 E.33

RGB 参数结构体（VOUT_RGB_COLOR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u32Red

U32

红

u32Green

U32

绿

u32Blue

U32

蓝

E.3.17 色温参数结构体
色温参数结构体见表E.34。
表 E.34 色温参数结构体（VOUT_WINDOW_COLOR_TEMPERATURE_S）
属性名称

类型

u32RedGain

U32

红色增益

u32GreenGain

U32

绿色增益

u32BlueGain

U32

蓝色增益

u32RedOffset

U32

红色偏移

u32GreenOffset

U32

绿色偏移

u32BlueOffset

U32

蓝色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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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18 窗口状态参数结构体
窗口状态参数结构体见表E.35。
表 E.35 窗口状态参数结构体（VOUT_WINDOW_STATUS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u8WinEnableStatus

U8

该窗口使能

u8WindowConnected

U8

联接该窗口

bWindowEnableMute

BOOL

Mute 该窗口

u32ZOrderIndex

U32

窗口的 Z 序

stMuteRGBColor

结构体

Mute color

stColorTemperature

结构体

窗口的色温

E.3.19 窗口停止参数结构体
窗口停止参数结构体见表E.36。
表 E.36 窗口停止参数结构体（VOUT_WINDOW_STOP_ATTR_S）
属性名称

类型

enStopMode

枚举值

说明
停止模式，枚举定义见 VOUT_WINDOW_STOP_MODE_E

E.3.20 窗口属性设置参数结构体
窗口属性设置参数结构体见表E.37。
表 E.37 窗口属性设置参数结构体（VOUT_WINDOW_USER_DEF_ASPECT_S）
属性名称

类型

bUserDefAspectRatio

BOOL

u32UserAspectWidth

U32

u32UserAspectHeight

U32

说明
是否使用用户设定的宽高比
用户期望显示的视频宽度设置值范围在 0~3840 之间 0 代表使用视频源分
辨率
用户期望显示的视频高度设置值范围需要在 0~3840 的范围内 0 代表使用
视频源分辨率

E.3.21 窗口设置参数结构体
窗口设置参数结构体见表E.38。
表 E.38 窗口设置参数结构体（VOUT_WINDOW_SETTINGS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stWindowUserDefAspect

结构体

enAspectRatio

枚举值

视频宽高比设置，枚举定义见表 E.6 VOUT_ASPECT_RATIO_E 的定义

enAspectRatioConv

枚举值

视频宽高比自适应设置

窗 口 宽 、 高 属 性 设 置 ， 结 构 体 定 义 见

E.37

VOUT_WINDOW_USER_DEF_ASPECT_S 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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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38（续）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u8Alpha

U8

透明度设置

u8Brightness

U8

亮度

u8Contrast

U8

对比度

u8Saturation

U8

饱和度

bVirtual

BOOL

是否为虚拟窗口

E.3.22 帧地址结构体
帧地址结构体见表E.39。
表 E.39 帧地址结构体（VOUT_FRAME_ADDR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u32YAddr

U32

当前帧 Y 分量数据的地址

u32CAddr

U32

当前帧 Cb 分量数据的地址

u32CrAddr

U32

当前帧 Cr 分量数据的地址

u32YStride

U32

Y 分量数据的跨幅

u32CStride

U32

Cb 分量数据的跨幅

u32CrStride

U32

Cr 分量数据的跨幅

E.3.23 视频码流帧率结构体
视频码流帧率结构体见表E.40。
表 E.40 视频码流帧率结构体（VOUT_VCODEC_FRMRATE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u32fpsInteger

U32

码流的帧率的整数部分

u32fpsDecimal

U32

码流的帧率的小数部分（保留 3 位）

E.3.24 帧信息结构体
帧信息结构体见表E.41。
表 E.41 帧信息结构体（VOUT_FRAME_INFO_S）
属性名称

类型

u32FrameIndex

U32

stVideoFrameAddr[2]

结构体

u32Width

U32

原始图像宽

u32Height

U32

原始图像高

s64SrcPts

S64

视频帧的原始时间戳

s64Pts

S64

视频帧的时间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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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41（续）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u32AspectWidth

U32

比例宽度

u32AspectHeight

U32

比例高度

stFrameRate

结构体

帧率，结构体定义见表 E.40 VOUT_VCODEC_FRMRATE_S 的定义

enVideoFormat

枚举值

视频 YUV 格式

bProgressive

BOOL

enFieldMode

枚举值

bTopFieldFirst

BOOL

enFramePackingType

枚举值

u32Circumrotate

U32

旋转标志

bVerticalMirror

BOOL

垂直镜像标志

bHorizontalMirror

BOOL

水平镜像标志

u32DisplayWidth

U32

显示图像宽

u32DisplayHeight

U32

显示图像高

u32DisplayCenterX

U32

显示中心 x 坐标，原始图像左上角为坐标原点

u32DisplayCenterY

U32

显示中心 y 坐标，原始图像左上角为坐标原点

u32ErrorLevel

U32

一幅解码图像中的错误比例，取值为 0～100

bSecurityFrame

BOOL

安全帧标志

u32Private[32]

U32

私有数据

扫描方式
帧或场编码模式，枚举定义见表 E.15 VOUT_VIDEO_FIELD_MODE_E 的定义
顶场优先标志
3D 封包类型，枚举定义见表 E.16 VOUT_VIDEO_FRAME_PACKING_TYPE_E 的
定义

E.3.25 视频输出模块结构体
视频输出模块结构体见表E.42。
表 E.42 视频输出模块结构体（VOUT_MODULE_S）
属性名称

类型

stCommon

结构体

说明
结构体定义见表 B.41 hw_module_t 的定义

E.4 回调函数定义
E.4.1 视频输出事件回调函数接口
原型：typedef VOID (* VOUT_CALLBACK_PFN)( const HANDLE hVout, const VOUT_EVT_E enEvt, const
VOID* const pData);
功能：视频输出事件回调函数。
输入参数 hVout

系统模块句柄；

enEvt

事件类型；

pData

事件返回的数据，数据类型见表 E.3 中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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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0: 错误。
E.5 调用方法
Vout 模块的硬件抽象接口调用方法如图 E.1 所示。

hw_get_module

a)

vout_open

b)

初始化

创建Vout实例

c)

．．．．．．

vout_close

d)

图E.1 Vout模块硬件抽象接口调用方法
图E.1中：
a）调用hw_get_module()接口获取到Vout模块的HAL Stub：
hw_get_module(VOUT_HARDWARE_MODULE_ID, &g_vout_module)。
b）调用vout_open (g_vout_module,&pstDevice)获取到Vout模块的device设备句柄：
vout_open (g_vout_module,&pstDevice)。
c）可以通过device句柄提供的一系列接口函数，对Vout硬件进行操控。
d）完成硬件操控后，调用vout_close()接口关闭Vout设备，避免资源泄漏。
E.6 接口定义
E.6.1 打开视频输出模块设备接口
原型：static inline int vout_open(const struct hw_module_t* pstModule, VOUT_DEVICE_S**
pstDevice)；
功能：打开一个视频输出模块设备。
输入参数 pstModule 系统模块句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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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参数 pstDevice 系统设备句柄。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6.2 关闭视频输出模块设备接口
原型：static inline int vout_close(VOUT_DEVICE_S* pstDevice)；
功能：关闭一个视频输出设备。
输入参数 pstDevice 视频输出句柄。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6.3 视频输出模块初始化接口
原型：S32 (*vout_init)(struct _VOUT_DEVICE_S* pstVoutDev, const VOUT_INIT_PARAMS_S * const
pstInitParams);
功能：视频输出模块初始化，具体业务功能需要在模块初始化后才能正常使用。
输入参数：pstVoutDev

Vout 设备句柄；

pstInitParams 初始化参数。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6.4 终止视频输出模块接口
原型：S32 (*vout_term)(struct _VOUT_DEVICE_S* pstVoutDev, const VOUT_TERM_PARAM_S *const
pstTermParams);
功能：终止视频输出模块。
输入参数：pstVoutDev

Vout 设备句柄；

pstTermParams 终止模块参数。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6.5 打开一个视频输出实例接口
原型：S32 (*vout_open_channel)(struct _VOUT_DEVICE_S* pstVoutDev, HANDLE * const phVout,
const VOUT_OPEN_PARAMS_S * const pstOpenParams);
功能：打开一个视频输出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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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pstVoutDev

Vout 设备句柄；

pstOpenParams 实例打开参数。
输出参数：phVout

Vout 视频输出实例句柄。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6.6 关闭一个视频输出实例接口
原 型： S32 (*vout_close_channel)(struct _VOUT_DEVICE_S* pstVoutDev, const HANDLE hVout,
const VOUT_CLOSE_PARAMS_S * const pstCloseParams);
功能：关闭一个视频输出实例。
输入参数：pstVoutDev
hVout

Vout 设备句柄；
Vout 视频输出实例句柄；

pstCloseParams 实例关闭参数。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6.7 获取模块设备能力接口
原型：S32 (*vout_get_capability)(struct _VOUT_DEVICE_S* pstVoutDev, VOUT_CAPABILITY_S *
const pstCapability);
功能：获取模块设备能力。
输入参数：pstVoutDev
输出参数：pstCapability

Vout 设备句柄。
Vout 设备能力参数。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6.8 配置某一Vout事件的参数接口
原型：S32 (*vout_evt_config)(struct _VOUT_DEVICE_S* pstVoutDev, const HANDLE hVout, const
VOUT_EVT_CONFIG_PARAMS_S * const pstCfg);
功能：配置某一 Vout 事件的参数。通过本函数可以执行的操作有 regist/remove/disable/enable。
1. 每个事件都可以独立注册和配置自己的回调函数。
2. 回调函数和 handle 绑定。
3. 同一个 handle, 一个事件只能注册一个回调函数,即:后面注册的回调函数会覆盖原有的回调
函数。
输入参数：pstVoutD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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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Vout
pstCfg

Vout 视频输出实例句柄；
事件配置参数。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6.9 获取某一Vout事件的配置参数接口
原型：S32 (*vout_get_evt_config)(struct _VOUT_DEVICE_S* pstVoutDev, const HANDLE hVout,
const VOUT_EVT_E enEvt, VOUT_EVT_CONFIG_PARAMS_S * const pstCfg);
功能：获取某一 Vout 事件的配置参数。
输入参数：pstVoutDev

Vout 设备句柄；

hVout

Vout 视频输出实例句柄；

enEvt

事件类型。

输出参数：pstCfg

事件配置参数。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6.10 关闭显示通道显示功能接口
原型：S32 (*vout_outputchannel_mute)(struct _VOUT_DEVICE_S* pstVoutDev, const HANDLE hVout,
const VOUT_OUTPUT_TYPE_E enOutChannel);
功能：关闭显示通道显示功能。
输入参数：pstVoutDev
hVout

Vout 设备句柄；
Vout 视频输出实例句柄；

enOutChannel 需要关闭输出的通道。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6.11 打开显示通道显示功能接口
原 型 ： S32 (*vout_outputchannel_unmute)(struct _VOUT_DEVICE_S* pstVoutDev, const HANDLE
hVout, const VOUT_OUTPUT_TYPE_E enOutChannel);
功能：打开显示通道显示功能。
输入参数：pstVoutDev
hVout

Vout 设备句柄；
Vout 视频输出实例句柄；

enOutChannel 需要打开输出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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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6.12 设置显示参数接口
原型：S32 (*vout_display_set)(struct _VOUT_DEVICE_S* pstVoutDev, const HANDLE hVout, const
VOUT_DISPSETTING_S * const pstSettings);
功能：设置显示参数。
输入参数：pstVoutDev
hVout
pstSettings

Vout 设备句柄；
Vout 视频输出实例句柄；
显示参数。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6.13 获取显示参数接口
原 型 ： S32 (*vout_display_get)(struct _VOUT_DEVICE_S* pstVoutDev, const HANDLE hVout,
VOUT_DISPSETTING_S * const pstSettings);
功能：获取显示参数。
输入参数：pstVoutDev
hVout
输出参数：pstSettings

Vout 设备句柄；
Vout 视频输出实例句柄。
显示参数。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6.14 CGMS启动接口
原 型 ： S32 (*vout_vbi_cgms_start)(struct _VOUT_DEVICE_S* pstVoutDev, HANDLE hVout,
VOUT_VBI_CGMS_TYPE_E enCgmsType, VOUT_VBI_CGMS_A_COPY_E enCopyRight);
功能：CGMS 启动。
输入参数：pstVoutDev

Vout 设备句柄；

hVout

Vout 视频输出实例句柄；

enCgmsType

CGMS 类型；

enCopyRight

拷贝许可。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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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15 CGMS停止接口
原型：S32 (*vout_vbi_cgms_stop)(struct _VOUT_DEVICE_S* pstVoutDev, HANDLE hVout);
功能：CGMS 停止。
输入参数：pstVoutDev
hVout

Vout 设备句柄；
Vout 视频输出实例句柄。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6.16 配置维视图像接口
原型：S32 (*vout_vbi_microvision_setup)(struct _VOUT_DEVICE_S* pstVoutDev, HANDLE hVout,
U8 *pu8MvData);
功能：配置维视图像。
输入参数：pstVoutDev

Vout 设备句柄；

hVout

Vout 视频输出实例句柄；

pu8MvData

配置数据。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6.17 打开/关闭维视图像接口
原型：S32 (*vout_vbi_microvision_enable)(struct _VOUT_DEVICE_S* pstVoutDev, HANDLE hVout,
BOOL bEnable);
功能：打开/关闭维视图像。
输入参数：pstVoutDev

Vout 设备句柄；

hVout

Vout 视频输出实例句柄；

bEnable

开关控制，True 表示打开。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6.18 设置HDCP 参数接口
原型：S32 (*vout_set_hdcp_params)(struct _VOUT_DEVICE_S* pstVoutDev, HANDLE hVout, void *
const pvData, const U32 u32Length);
功能：设置 HDCP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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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pstVoutDev

Vout 设备句柄；

hVout

Vout 视频输出实例句柄；

pvData

参数数据；

u32Length

参数数据长度。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6.19 获取HDCP校验状态接口
原 型： S32 (*vout_get_hdcp_status)(struct _VOUT_DEVICE_S* pstVoutDev, HANDLE hVout, U32
*pu32Success);
功能：获取 HDCP 校验状态。
输入参数：pstVoutDev
hVout
输出参数：pu32Success

Vout 设备句柄；
Vout 视频输出实例句柄。
HDCP 校验状态。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6.20 获取EDID原始数据接口
原型：S32 (*vout_get_edid)( struct _VOUT_DEVICE_S* pstVoutDev, const HANDLE hVout, U8 *
const pu8EdidBuf, U32 * const pu32EdidLen);
功能：获取 EDID 原始数据。
输入参数：pstVoutDev
hVout
输出参数：pu8EdidBuf
pu32EdidLen

Vout 设备句柄；
Vout 视频输出实例句柄。
Edid 数据缓存；
返回原始 EDID 数据长度。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6.21 设置视频窗口的背景颜色接口
原 型 ： S32 (*vout_set_bg_color)(struct
VOUT_BG_COLOR_S *pstVoutBgColor);

_VOUT_DEVICE_S*

功能：设置视频窗口的背景颜色。
输入参数：pstVoutDev
hV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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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VoutBgColor 背景颜色信息。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6.22 获取视频窗口的背景颜色接口
原 型 ： S32 (*vout_get_bg_color)(struct
VOUT_BG_COLOR_S *pstVoutBgColor);

_VOUT_DEVICE_S*

pstVoutDev,

HANDLE

hVout,

pstVoutDev,

HANDLE

hVout,

pstVoutDev,

HANDLE

hVout,

功能：获取视频窗口的背景颜色。
输入参数：pstVoutDev
hVout

Vout 设备句柄；
Vout 视频输出实例句柄。

输出参数：pstVoutBgColor 背景颜色信息。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6.23 设置3D模式接口
原 型 ： S32 (*vout_set_3dmode)(struct
VOUT_3D_MODE_E en3dMode);

_VOUT_DEVICE_S*

功能：设置 3D 模式。
输入参数：pstVoutDev
hVout
en3dMode

Vout 设备句柄；
Vout 视频输出实例句柄；
3D 模式。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6.24 获取DISP的3D制式接口
原 型 ： S32 (*vout_get_3dmode)(struct
VOUT_3D_MODE_E *pen3dMode);

_VOUT_DEVICE_S*

功能：获取 DISP 的 3D 制式。
输入参数：pstVoutDev
hVout
输出参数：pen3dMode

Vout 设备句柄；
Vout 视频输出实例句柄。
3D 模式。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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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25 设置3D输出右互换接口
原型：S32 (*vout_set_3d_lr_switch)(struct _VOUT_DEVICE_S* pstVoutDev, HANDLE hVout, U32
u32Switch);
功能：设置 3D 输出右互换。
输入参数：pstVoutDev

Vout 设备句柄；

hVout

Vout 视频输出实例句柄；

u32Switch

右眼优先设置。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6.26 自动检测3D 模式接口
原 型 ： S32 (*vout_autodetect3dformat)(struct _VOUT_DEVICE_S* pstVoutDev, const HANDLE
hVoutWindow, VOUT_3D_FORMAT_E *pen3dFormat);
功能：自动检测 3D 模式。
输入参数：pstVoutDev

Vout 设备句柄；

hVoutWindow Vout 窗口句柄。
输出参数：pen3dFormat

返回 3D 模式。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6.27 创建显示窗口接口
原 型： S32 (*vout_window_create)(struct _VOUT_DEVICE_S* pstVoutDev, const HANDLE hVout,
HANDLE * const phVoutWindow, const VOUT_WINDOW_CREATE_PARAMS_S * const pstCreateParams);
功能：创建一个显示窗口。
输入参数：pstVoutDev
hVout

Vout 设备句柄；
Vout 视频输出实例句柄；

pstCreateParams 创建参数。
输出参数：phVoutWindow 返回窗口句柄。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6.28 删除显示窗口接口
原型：S32 (*vout_window_destroy)(struct _VOUT_DEVICE_S* pstVoutDev, const HANDLE hVout,
const HANDLE hVoutWindow, const VOUT_WINDOW_DESTROY_PARAM_S * const pstDestroyPa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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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删除一个显示窗口
输入参数：pstVoutDev
hVout
hVoutWindow

Vout 设备句柄；
Vout 视频输出实例句柄；
窗口句柄；

pstDestroyParams 删除窗口所带的参数。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6.29 设置窗口参数接口
原型：S32 (*vout_window_set)(struct _VOUT_DEVICE_S* pstVoutDev, const HANDLE hVoutWindow,
const VOUT_WINDOW_SETTINGS_S * const pstSettings);
功能：设置窗口参数。
输入参数：pstVoutDev
hVoutWindow

Vout 设备句柄；
窗口句柄；

pstSettings

设置参数。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6.30 获取窗口参数接口
原型：S32 (*vout_window_get)(struct _VOUT_DEVICE_S* pstVoutDev, const HANDLE hVoutWindow,
VOUT_WINDOW_SETTINGS_S * const pstSettings);
功能：获取窗口参数。
输入参数：pstVoutDev
hVoutWindow

Vout 设备句柄；
窗口句柄。

输出参数：pstSettings

设置参数。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6.31 设置视频输入窗口的大小接口
原型：S32 (*vout_window_set_input_rect)(struct _VOUT_DEVICE_S* pstVoutDev, const HANDLE
hVoutWindow, AV_COORD_T u32Left, AV_COORD_T u32Top, U32 u32Width, U32 u32Height);
功能：设置视频输入窗口的大小。
输入参数：pstVoutDev

Vout 设备句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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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VoutWindow

窗口句柄；

u32Left

输入窗口 left 坐标；

u32Top

输入窗口 top 坐标；

u32Width

输入窗口宽度；

u32Height

输入窗口高度。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6.32 获取视频输入窗口的大小接口
原型：S32 (*vout_window_get_input_rect)(struct _VOUT_DEVICE_S* pstVoutDev, const HANDLE
hVoutWindow, AV_COORD_T * const pu32Left, AV_COORD_T * const pu32Top, U32 * const pu32Width,
U32 * const pu32Height);
功能：获取视频输入窗口的大小。
输入参数：pstVoutDev
hVoutWindow

Vout 设备句柄；
窗口句柄。

输出参数：pu32Left

输入窗口 left 坐标；

pu32Top

输入窗口 top 坐标；

pu32Width

输入窗口宽度；

pu32Height

输入窗口高度。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6.33 设置视频输出窗口的大小接口
原型：S32 (*vout_window_set_output_rect)(struct _VOUT_DEVICE_S* pstVoutDev, const HANDLE
hVoutWindow, AV_COORD_T u32Left, AV_COORD_T u32Top, U32 u32Width, U32 u32Height);
功能：设置视频输出窗口的大小。
输入参数：pstVoutDev
hVoutWindow
u32Left

窗口句柄；
输出窗口 left 坐标；

u32Top

输出窗口 top 坐标；

u32Width

输出窗口宽度；

u32H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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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6.34 获取视频输出窗口的大小接口
原型：S32 (*vout_window_get_output_rect)(struct _VOUT_DEVICE_S* pstVoutDev, const HANDLE
hVoutWindow, AV_COORD_T *const pu32Left, AV_COORD_T *const pu32Top, U32 *const pu32Width,
U32 *const pu32Height);
功能：获取视频输出窗口的大小。
输入参数：pstVoutDev
hVoutWindow

Vout 设备句柄；
窗口句柄。

输出参数：pu32Left

输出窗口 left 坐标；

pu32Top

输出窗口 top 坐标；

pu32Width

输出窗口宽度；

pu32Height

输出窗口高度。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6.35 设置视频内容窗口的大小接口
原型：S32 (*vout_window_set_video_rect)(struct _VOUT_DEVICE_S* pstVoutDev, const HANDLE
hVoutWindow, AV_COORD_T s32Left, AV_COORD_T s32Top, U32 u32Width, U32 u32Height);
功能：设置视频内容窗口的大小，视频内容窗口指在视频输出窗口内除去黑边外的显示视频有效内
容的区域。
输入参数：pstVoutDev
hVoutWindow

Vout 设备句柄；
窗口句柄；

s32Left

窗口左上角 X 坐标；

s32Top

窗口左上角 Y 坐标；

u32Width

窗口宽度；

u32Height

窗口高度。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6.36 设置视频内容窗口的大小接口
原 型 ： S32(*vout_window_get_video_rect)(struct _VOUT_DEVICE_S* pstVoutDev, const HAN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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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VoutWindow, AV_COORD_T* const ps32Left, AV_COORD_T* const ps32Top, U32* const pu32Width,
U32* const pu32Height);
功能：设置视频内容窗口的大小，视频内容窗口指在视频输出窗口内除去黑边外的显示视频有效内
容的区域。
输入参数：pstVoutDev
hVoutWindow

Vout 设备句柄；
窗口句柄。

输出参数：ps32Left

窗口左上角 X 坐标；

ps32Top

窗口左上角 Y 坐标；

pu32Width

窗口宽度；

pu32Height

窗口高度。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6.37 获取视频窗口状态接口
原 型 ： S32 (*vout_window_get_status)(struct _VOUT_DEVICE_S* pstVoutDev, const HANDLE
hVoutWindow, VOUT_WINDOW_STATUS_S * const pstStatus);
功能：获取视频窗口状态。
输入参数：pstVoutDev
hVoutWindow

Vout 设备句柄；
窗口句柄。

输出参数：pstStatus

返回窗口状态。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6.38 暂停视频播放接口
原 型 ： S32 (*vout_window_freeze)(struct
hVoutWindow);

_VOUT_DEVICE_S*

pstVoutDev,

const

HANDLE

功能：暂停视频播放。
输入参数：pstVoutDev
hVoutWindow

Vout 设备句柄；
窗口句柄。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6.39 恢复视频播放接口
原 型 ： S32 (*vout_window_unfreeze)(struct _VOUT_DEVICE_S* pstVoutDev, const HAN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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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VoutWindow);
功能：恢复视频播放。
输入参数：pstVoutDev
hVoutWindow

Vout 设备句柄；
窗口句柄。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6.40 关闭窗口输出接口
原 型 ： S32
hVoutWindow);

(*vout_window_mute)(struct

_VOUT_DEVICE_S*

pstVoutDev,

const

HANDLE

pstVoutDev,

const

HANDLE

功能：关闭窗口输出。
输入参数：pstVoutDev
hVoutWindow

Vout 设备句柄；
窗口句柄。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6.41 打开窗口输出接口
原 型 ： S32 (*vout_window_unmute)(struct
hVoutWindow);

_VOUT_DEVICE_S*

功能：打开窗口输出。
输入参数：pstVoutDev
hVoutWindow

Vout 设备句柄；
窗口句柄。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6.42 设置窗口输出关闭后的背景颜色接口
原型：S32 (*vout_window_set_mute_color)(struct _VOUT_DEVICE_S* pstVoutDev, const HANDLE
hVoutWindow, VOUT_RGB_COLOR_S *pstRGBColor);
功能：设置窗口输出关闭后的背景颜色。
输入参数：pstVoutDev
hVoutWindow
pstRGBColor

Vout 设备句柄；
窗口句柄；
窗口输出关闭后的背景颜色。
141

GY/T 303.4—2018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6.43 打开或关闭电影模式接口
原型：S32 (*vout_window_enable_filmmode)(struct _VOUT_DEVICE_S* pstVoutDev, const HANDLE
hVoutWindow, BOOL bEnable);
功能：打开或关闭电影模式。
输入参数：pstVoutDev
hVoutWindow
bEnable

Vout 设备句柄；
窗口句柄；
TRUE: 打开电影模式；FALSE, 关闭电影模式。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6.44 设置窗口的色温接口
原 型 ： S32 (*vout_window_set_colortemperature)(struct _VOUT_DEVICE_S* pstVoutDev, const
HANDLE hVoutWindow, VOUT_WINDOW_COLOR_TEMPERATURE_S *pstColorTemperature);
功能：设置窗口的色温。
输入参数：pstVoutDev
hVoutWindow

Vout 设备句柄；
窗口句柄；

pstColorTemperature 色温数据。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6.45 设置窗口的上下顺序接口
原 型 ： S32 (*vout_window_set_zorder)(struct _VOUT_DEVICE_S* pstVoutDev, const HANDLE
hVoutWindow, U32 u32ZOrderIndex);
功能：设置窗口的上下顺序。
输入参数：pstVoutDev
hVoutWindow
u32ZOrderIndex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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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46 设置全景模式接口
原型：S32 (*vout_window_enable_panorama)(struct _VOUT_DEVICE_S* pstVoutDev, const HANDLE
hVoutWindow, BOOL bEnable);
功能：设置全景模式。
输入参数：pstVoutDev
hVoutWindow
bEnable

Vout 设备句柄；
窗口句柄；
true，使能；false，去使能。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6.47 视频帧送显示接口
原 型 ： S32 (*vout_window_queue_frame)(struct _VOUT_DEVICE_S* pstVoutDev, const HANDLE
hVoutWindow, VOUT_FRAME_INFO_S *pstFrameInfo);
功能：视频帧送显示。
输入参数：pstVoutDev
hVoutWindow
pstFrameInfo

Vout 设备句柄；
窗口句柄；
帧信息。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6.48 回收视频显示帧接口
原 型 ： S32 (*vout_window_dequeue_frame)(struct _VOUT_DEVICE_S* pstVoutDev, const HANDLE
hVoutWindow, VOUT_FRAME_INFO_S *pstFrameInfo, U32 u32TimeOut);
功能：回收视频显示帧。
输入参数：pstVoutDev
hVoutWindow
pstFrameInfo
u32TimeOut

Vout 设备句柄；
窗口句柄；
帧信息；
超时值，在超时范围内等待可回收的显示帧。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6.49 显示窗口复位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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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S32 (*vout_window_reset)(struct _VOUT_DEVICE_S* pstVoutDev, const HANDLE hVoutWindow,
VOUT_WINDOW_SWITCH_MODE_E enWindowSwitchMode);
功能：显示窗口复位。
输入参数：pstVoutDev
hVoutWindow

Vout 设备句柄；
窗口句柄；

enWindowSwitchMode 窗口切换模式。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6.50 获取虚拟窗口宽高接口
原型：S32 (*vout_window_get_virtual_size)(struct _VOUT_DEVICE_S* pstVoutDev, const HANDLE
hVoutWindow, U32 *const uVirtualScreenW, U32 *const uVirtualScreenH);
功能：获取虚拟窗口宽高。
输入参数：pstVoutDev
hVoutWindow
输出参数：uVirtualScreenW
uVirtualScreenH

Vout 设备句柄；
窗口句柄。
窗口宽；
窗口高。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6.51 获取播放显示信息接口
原 型 ： S32 (*vout_window_get_playinfo)(struct _VOUT_DEVICE_S* pstVoutDev, const HANDLE
hVoutWindow, U32 *const u32DelayTime, U32 *const u32DispRate, U32 *const
u32FrameNumInBufQn);
功能：获取播放显示信息。
输入参数：pstVoutDev
hVoutWindow
输出参数：u32DelayTime
u32DispRate

Vout 设备句柄；
窗口句柄。
当前最新一帧还有多久会显示；
显示帧率；

u32FrameNumInBufQn 窗口队列里有几帧。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6.52 窗口绑定视频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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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型 ： S32 (*vout_window_attach_input)(struct _VOUT_DEVICE_S* pstVoutDev, const HANDLE
hVoutWindow, const HANDLE hSource);
功能：窗口绑定视频源。
输入参数：pstVoutDev
hVoutWindow
hSource

Vout 设备句柄；
窗口句柄
视频源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6.53 窗口解绑定视频源
原 型 ： S32 (*vout_window_detach_input)(struct _VOUT_DEVICE_S* pstVoutDev, const HANDLE
hVoutWindow, const HANDLE hSource);
功能：窗口解绑定视频源。
输入参数：pstVoutDev
hVoutWindow
hSource

Vout 设备句柄；
窗口句柄
视频源

输出参数：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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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规范性附录）
AV 模块
本附录定义了AV模块的硬件抽象层接口，其基本数据类型和运算符定义见第4章。
F.1 常量定义
常量定义见表 F.1。
表 F.1 常量定义
常量

说明

const AV_HARDWARE_MODULE_ID = "audio_video"

定义 AV 模块名称

const AV_HARDWARE_AV0 = "av0"

定义 AV 设备名称

F.2 枚举定义
F.2.1 AV解码状态枚举定义
AV 解码状态枚举定义见表 F.2。
表 F.2

AV 解码状态枚举定义(AV_DECODER_STATE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AV_DECODER_STATE_RUNNING

0

正在解码

AV_DECODER_STATE_PAUSING

1

暂停解码,实时流不能暂停

AV_DECODER_STATE_FREEZING

2

AV_DECODER_STATE_STOPPED

3

停止解码

AV_DECODER_STATE_UNKNOWN

4

非法值

AV_DECODER_STATE_BUTT

5

AV 解码状态枚举最大值

解码,不显示,对于实时流可以使用这
个代替暂停

F.2.2 视频解码错误恢复模式枚举定义
视频解码错误恢复模式枚举定义见表 F.3。
表 F.3 视频解码错误恢复模式枚举定义表（AV_ERROR_RECOVERY_MODE_E）
类型名称

取值

AV_ERROR_RECOVERY_MODE_NONE

0

无纠错，常用于调试

AV_ERROR_RECOVERY_MODE_PARTIAL

1

部分纠错

AV_ERROR_RECOVERY_MODE_HIGH

2

高纠错

AV_ERROR_RECOVERY_MODE_FULL

3

全纠错，有错误即丢弃，常用于调试

AV_ERROR_RECOVERY_MODE_BUTT

4

视频解码错误恢复模式枚举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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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3 音频流类型枚举定义
音频流类型枚举定义见表 F.4。
表 F.4 音频流类型枚举定义表（AV_AUD_STREAM_TYPE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AV_AUD_STREAM_TYPE_MP2

0

MP2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MP3

1

MP3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AAC

2

AAC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AC3

3

AC3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DTS

4

DTS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DTS_EXPRESS

5

DTS EXPRESS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VORBIS

6

VORBIS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DVAUDIO

7

DVAUDIO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WMAV1

8

WMAV1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WMAV2

9

WMAV2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MACE3

10

MACE3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MACE6

11

MACE6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VMDAUDIO

12

VMDAUDIO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SONIC

13

SONIC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SONIC_LS

14

SONIC LS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FLAC

15

FLAC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MP3ADU

16

MP3ADU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MP3ON4

17

MP3ON4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SHORTEN

18

SHORTEN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ALAC

19

ALAC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WESTWOOD_SND1

20

WESTWOOD_SND1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GSM

21

GSM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QDM2

22

QDM2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COOK

23

COOK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TRUESPEECH

24

TRUESPEECH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TTA

25

TTA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SMACKAUDIO

26

SMACKAUDIO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QCELP

27

QCELP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WAVPACK

28

WAVPACK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DSICINAUDIO

29

DSICINAUDIO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IMC

30

IMC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MUSEPACK7

31

MUSEPACK7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MLP

32

MLP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GSM_MS

33

GSM_MS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ATRAC3

34

ATRAC3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VOXWARE

35

VOXWARE 格式

147

GY/T 303.4—2018
表 F.4（续）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AV_AUD_STREAM_TYPE_APE

36

APE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NELLYMOSER

37

NELLYMOSER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MUSEPACK8

38

MUSEPACK8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SPEEX

39

SPEEX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WMAVOICE

40

WMAVOICE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WMAPRO

41

WMAPRO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WMALOSSLESS

42

WMALOSSLESS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ATRAC3P

43

ATRAC3P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EAC3

44

EAC3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SIPR

45

SIPR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MP1

46

MP1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TWINVQ

47

TWINVQ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TRUEHD

48

TRUEHD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MP4ALS

49

MP4ALS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ATRAC1

50

ATRAC1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BINKAUDIO_RDFT

51

BINKAUDIO_RDFT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BINKAUDIO_DCT

52

BINKAUDIO_DCT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DRA

53

DRA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PCM

54

PCM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PCM_BLURAY

55

PCM_BLURAY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ADPCM

56

ADPCM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AMR_NB

57

AMR_NB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AMR_WB

58

AMR_WB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AMR_AWB

59

AMR_AWB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RA_144

60

RA_144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RA_288

61

RA_288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DPCM

62

DPCM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G711

63

G711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G722

64

G722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G7231

65

G7231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G726

66

G726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G728

67

G728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G729AB

68

G729AB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MULTI

69

MULTI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MS12_DDP

70

MS12_DDP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MS12_AAC

71

MS12_AAC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MS12_AC4

72

MS12_AC4 格式

AV_AUD_STREAM_TYPE_BUTT

73

音频流类型枚举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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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4 视频流类型枚举定义
视频流类型枚举定义见表 F.5。
表 F.5 视频流类型枚举定义表（AV_VID_STREAM_TYPE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AV_VID_STREAM_TYPE_MPEG2

0

MPEG2 格式

AV_VID_STREAM_TYPE_MPEG4

1

MPEG4 格式

AV_VID_STREAM_TYPE_AVS

2

AVS 格式

AV_VID_STREAM_TYPE_AVSPLUS

3

AVS+格式

AV_VID_STREAM_TYPE_H263

4

H263 格式

AV_VID_STREAM_TYPE_H264

5

H264 格式

AV_VID_STREAM_TYPE_REAL8

6

REAL8 格式

AV_VID_STREAM_TYPE_REAL9

7

REAL9 格式

AV_VID_STREAM_TYPE_VC1

8

VC1 格式

AV_VID_STREAM_TYPE_VP6

9

VP6 格式

AV_VID_STREAM_TYPE_VP6F

10

VP6F 格式

AV_VID_STREAM_TYPE_VP6A

11

VP6A 格式

AV_VID_STREAM_TYPE_MJPEG

12

MJPEG 格式

AV_VID_STREAM_TYPE_SORENSON

13

SORENSON 格式

AV_VID_STREAM_TYPE_DIVX3

14

DIVX3 格式

AV_VID_STREAM_TYPE_RAW

15

RAW 格式

AV_VID_STREAM_TYPE_JPEG

16

JPEG 格式

AV_VID_STREAM_TYPE_VP8

17

VP8 格式

AV_VID_STREAM_TYPE_VP9

18

VP9 格式

AV_VID_STREAM_TYPE_MSMPEG4V1

19

MSMPEG4V1 格式

AV_VID_STREAM_TYPE_MSMPEG4V2

20

MSMPEG4V2 格式

AV_VID_STREAM_TYPE_MSVIDEO1

21

MSVIDEO1 格式

AV_VID_STREAM_TYPE_WMV1

22

WMV1 格式

AV_VID_STREAM_TYPE_WMV2

23

WMV2 格式

AV_VID_STREAM_TYPE_RV10

24

RV10 格式

AV_VID_STREAM_TYPE_RV20

25

RV20 格式

AV_VID_STREAM_TYPE_SVQ1

26

SVQ1 格式

AV_VID_STREAM_TYPE_SVQ3

27

SVQ3 格式

AV_VID_STREAM_TYPE_H261

28

H261 格式

AV_VID_STREAM_TYPE_VP3

29

VP3 格式

AV_VID_STREAM_TYPE_VP5

30

VP5 格式

AV_VID_STREAM_TYPE_CINEPAK

31

CINEPAK 格式

AV_VID_STREAM_TYPE_INDEO2

32

INDEO2 格式

AV_VID_STREAM_TYPE_INDEO3

33

INDEO3 格式

AV_VID_STREAM_TYPE_INDEO4

34

INDEO4 格式

AV_VID_STREAM_TYPE_INDEO5

35

INDEO5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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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5（续）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AV_VID_STREAM_TYPE_MJPEGB

36

MJPEGB 格式

AV_VID_STREAM_TYPE_MVC

37

MVC 格式

AV_VID_STREAM_TYPE_HEVC

38

HEVC 格式

AV_VID_STREAM_TYPE_DV

39

DV 格式

AV_VID_STREAM_TYPE_WMV3

40

WMV3 格式

AV_VID_STREAM_TYPE_HUFFYUV

41

HUFFYUV 格式

AV_VID_STREAM_TYPE_REALMAGICMPEG4

42

REALMAGIC MPEG4 格式

AV_VID_STREAM_TYPE_DIVX

43

DIVX 格式

AV_VID_STREAM_TYPE_BUTT

44

视频流类型枚举最大值

F.2.5 AV事件枚举定义
AV事件枚举定义见表F.6。
表 F.6 AV 事件枚举定义表（AV_EVT_E）
类型名称

取值

AV_EVT_BASE

0

音视频事件基线值

AV_VID_EVT_BASE

0

视频事件基线值

AV_VID_EVT_DECODE_START

0

AV_VID_EVT_DECODE_STOPPED

1

AV_VID_EVT_NEW_PICTURE_DECODED

2

AV_VID_EVT_DISCARD_FRAME

3

丢掉一帧视频帧

AV_VID_EVT_PTS_ERROR

4

视频 PTS 出错

AV_VID_EVT_UNDERFLOW

5

视频数据下溢

AV_VID_EVT_ASPECT_RATIO_CHANGE

6

AV_VID_EVT_STREAM_FORMAT_CHANGE

7

AV_VID_EVT_OUT_OF_SYNC

8

AV_VID_EVT_BACK_TO_SYNC

9

AV_VID_EVT_DATA_OVERFLOW

10

AV_VID_EVT_DATA_UNDERFLOW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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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视频解码开始，返回数据是表 F.25
AV_VID_STATUS_S 的定义
视频解码停止，返回数据是表 F.25
AV_VID_STATUS_S 的定义
新画面解码完成，返回数据是
AV_VID_FRAMEINFO_S

视频宽高比发生了变化，返回数据是
表 F.25 AV_VID_STATUS_S 的定义
视频流制式发生了变化，返回数据是
表 F.25 AV_VID_STATUS_S 的定义
同步丢失，返回数据是表 F.25
AV_VID_STATUS_S 的定义
同步恢复，返回数据是表 F.25
AV_VID_STATUS_S 的定义
视频数据溢出，返回数据是表 F.25
AV_VID_STATUS_S 的定义
视频数据欠载， 返回数据是表 F.25
AV_VID_STATUS_S 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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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6（续）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AV_VID_EVT_PICTURE_DECODING_ERROR

12

AV_VID_EVT_CODEC_UNSUPPORT

13

不支持该格式解码

AV_VID_EVT_BUTT

14

视频事件枚举最大值

AV_AUD_EVT_BASE

14

音频事件基础值

AV_AUD_EVT_DECODE_START

14

AV_AUD_EVT_DECODE_STOPPED

15

AV_AUD_EVT_NEW_FRAME

16

AV_AUD_EVT_DISCARD_FRAME

17

丢掉一帧音频帧

AV_AUD_EVT_PTS_ERROR

18

音频 PTS 出错

AV_AUD_EVT_UNDERFLOW

19

音频数据下溢

AV_AUD_EVT_DECODING_ERROR

20

音频解码失败

AV_AUD_EVT_PCM_UNDERFLOW

21

AV_AUD_EVT_FIFO_OVERFLOW

22

AV_AUD_EVT_LOW_DATA_LEVEL

23

AV_AUD_EVT_OUT_OF_SYNC

24

AV_AUD_EVT_BACK_TO_SYNC

25

AV_AUD_EVT_CODEC_UNSUPPORT

26

解码格式不支持

AV_AUD_EVT_BUTT

27

音频事件枚举最大值

AV_INJECT_EVT_BASE

27

注入事件基线值

AV_INJECT_EVT_DATA_UNDERFLOW

27

AV_INJECT_EVT_DATA_OVERFLOW

28

AV_INJECT_EVT_IMPOSSIBLE_WITH_MEM_PROFILE

29

AV_STREAM_PLAY_EOS

30

播放结束事件

AV_EVT_BUTT

31

音视频事件枚举定义最大值

图像解码失败， 返回数据是表 F.25
AV_VID_STATUS_S 的定义

音频解码开始，返回数据是表 F.24
AV_AUD_STATUS_S 的定义
音频解码停止，返回数据是表 F.24
AV_AUD_STATUS_S 的定义
新音频帧解码完成，返回数据是表
F.24 AV_AUD_FRAMEINFO_S 的定义

PCM 数据欠载，返回数据是表 F.24
AV_AUD_STATUS_S 的定义
音频数据溢出，返回数据是表 F.24
AV_AUD_STATUS_S 的定义
返回数据是表 F.24 AV_AUD_STATUS_S
的定义
同步丢失，返回数据是表 F.24
AV_AUD_STATUS_S 的定义
同步恢复，返回数据是表 F.24
AV_AUD_STATUS_S 的定义

注入数据欠载，返回数据是表 F.20
AV_INJECT_STATUS_S 的定义
注入数据溢出，返回数据是 F.20
AV_INJECT_STATUS_S 的定义
当前内存配置不支持，返回数据是
F.20 AV_INJECT_STATUS_S 的定义

F.2.6 视频停止模式枚举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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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停止模式枚举定义见表F.7。
表 F.7 视频停止模式枚举定义表（AV_VID_STOP_MODE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AV_VID_STOP_MODE_FREEZE

0

静帧

AV_VID_STOP_MODE_BLACK

1

黑屏

AV_VID_STOP_MODE_BUTT

2

视频停止模式枚举最大值

F.2.7 节目数据来源类型枚举定义
节目数据来源类型枚举定义见表F.8。
表 F.8 节目数据来源类型枚举定义表（AV_SOURCE_TYPE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AV_SOURCE_TUNER

0

数据来源于 Tuner

AV_SOURCE_MEM

1

数据来源于内存

F.2.8 内存注入数据类型枚举定义
内存注入数据类型枚举定义见表F.9。
表 F.9 内存注入数据类型枚举定义表（AV_DATA_TYPE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AV_DATA_TYPE_NONE

0

无效值

AV_DATA_TYPE_TS

1

TS 格式数据,通过 Demux 注入

AV_DATA_TYPE_PES

2

PES 格式数据

AV_DATA_TYPE_ES

4

ES 格式数据

AV_DATA_TYPE_PCM

8

PCM 格式数据

AV_DATA_TYPE_IFRAME

16

I 帧格式数据

F.2.9 音视频同步模式枚举定义
音视频同步模式枚举定义见表F.10。
表 F.10 音视频同步模式枚举定义表（AV_SYNC_MODE_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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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AV_SYNC_MODE_DISABLE

0

关闭同步

AV_SYNC_MODE_AUTO

1

自己处理同步模式和同步参数

AV_SYNC_MODE_PCR

2

以 PCR 为基准

AV_SYNC_MODE_VID

3

视频 PTS 为时钟基准的同步模式

AV_SYNC_MODE_AUD

4

音频 PTS 为时钟基准的同步模式

AV_SYNC_MODE_SCR

5

系统时钟基准的同步模式

AV_SYNC_MODE_BUTT

6

音视频同步枚举最大值

GY/T 303.4—2018
F.2.10 内存注入数据内容的类型枚举定义
内存注入数据内容的类型枚举定义见表F.11。
表 F.11 内存注入数据内容的类型枚举定义表（AV_CONTENT_TYPE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AV_CONTENT_DEFAULT

0

缺省类型，如 TS

AV_CONTENT_AUDIO

1

音频数据

AV_CONTENT_VIDEO

2

视频数据

AV_CONTENT_BUTT

3

内存注入数据内容的类型枚举最大值

F.2.11 3D 码流源格式枚举定义
3D码流源格式枚举定义见表F.12。
表 F.12

3D 码流源格式枚举定义表（AV_3D_FORMAT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AV_3D_FORMAT_OFF

0

AV_3D_FORMAT_SIDE_BY_SIDE

1

并排式 左右半边

AV_3D_FORMAT_TOP_AND_BOTTOM

2

上下模式

AV_3D_FORMAT_SIDE_BY_SIDE_FULL

3

并排式 左右全场

AV_3D_FORMAT_FRAME_PACKING

4

帧封装

AV_3D_FORMAT_FIELD_ALTERNATIVE

5

场交错

AV_3D_FORMAT_LINE_ALTERNATIVE

6

行交错

AV_3D_FORMAT_AUTO

7

AV_3D_FORMAT_BUTT

8

自动模式，此模式需要驱动和流同时
支持
3D 码流源格式枚举值

F.2.12 视频旋转角度枚举定义
视频旋转角度枚举定义见表F.13。
表 F.13 视频旋转角度枚举定义表（AV_VID_ROTATION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AV_VID_ROTATION_0

0

不旋转

AV_VID_ROTATION_90

1

90 度旋转

AV_VID_ROTATION_180

2

180 度旋转

AV_VID_ROTATION_270

3

270 度旋转

AV_VID_ROTATION_BUTT

4

视频旋转角度枚举最大值

F.2.13 数据输入流接口类型枚举定义
数据输入流接口类型枚举定义见表F.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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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14 数据输入流接口类型枚举定义表（AV_STREAM_TYPE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AV_STREAM_TYPE_TS

0

TS 码流

AV_STREAM_TYPE_ES

1

ES 码流

AV_STREAM_TYPE_BUTT

2

数据输入流接口类型枚举最大值

F.2.14 解码器解码能力(分辨率)枚举定义
解码器解码能力(分辨率)枚举定义见表F.15。
表 F.15 解码器解码能力(分辨率)枚举定义表（VDEC_RESO_LEVEL_E）
类型名称

取值

说明

VDEC_RESO_LEVEL_QCIF

0

QCIF 解码

VDEC_RESO_LEVEL_CIF

1

CIF 解码

VDEC_RESO_LEVEL_D1

2

D1 解码

VDEC_RESO_LEVEL_720P

3

720p 分辨率

VDEC_RESO_LEVEL_FULLHD

4

FULL HD 分辨率

VDEC_RESO_LEVEL_1280x800

5

1280x800 分辨率

VDEC_RESO_LEVEL_800x1280

6

800x1280 分辨率

VDEC_RESO_LEVEL_1488x1280

7

1488x1280 分辨率

VDEC_RESO_LEVEL_1280x1488

8

1280x1488 分辨率

VDEC_RESO_LEVEL_2160x1280

9

2160x1280 分辨率

VDEC_RESO_LEVEL_1280x2160

10

1280x2160 分辨率

VDEC_RESO_LEVEL_2160x2160

11

2160x2160 分辨率

VDEC_RESO_LEVEL_3840x2160

12

3840x2160 分辨率

VDEC_RESO_LEVEL_4096x2160

13

4096x2160 分辨率

VDEC_RESO_LEVEL_2160x4096

14

2160x4096 分辨率

VDEC_RESO_LEVEL_4096x4096

15

4096x4096 分辨率

VDEC_RESO_LEVEL_8192x4096

16

8192x4096 分辨率

VDEC_RESO_LEVEL_4096x8192

17

4096x8192 分辨率

VDEC_RESO_LEVEL_8192x8192

18

8192x8192 分辨率

VDEC_RESO_LEVEL_BUTT

19

解码器解码能力(分辨率)枚举最大值

F.3 数据结构定义
F.3.1 同步区域参数设定
同步区域参数设定结构体见表F.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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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16 同步区域参数设定结构体（AV_SYNC_REGION_PARAMS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s32VidPlusTime

S32

视频超前同步基准的时间

s32VidNegativeTime

S32

视频落后同步基准的时间

s32AudPlusTime

S32

音频超前同步基准的时间

s32AudNegativeTime

S32

音频落后同步基准的时间

bSmoothPlay

BOOL

TRUE:慢慢同步,隔几帧重复或者丢弃一帧,效果上可能看到慢动
作,FALSE:快速同步,效果上可能看到卡顿

F.3.2 AV同步参数设定
AV同步参数设定见表F.17。
表 F.17 AV 同步参数设定（AV_SYNC_PARAM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stSyncStartRegion

结构体

见表 F.16 AV_SYNC_REGION_PARAMS_S 的定义，表示开始同步调整区域

stSyncNovelRegion

结构体

见表 F.16 AV_SYNC_REGION_PARAMS_S 的定义，表示开始同步异常调整区域

u32PreSyncTimeoutMs

U32

启动播放的时候,预同步超时时间,如果为 0,表示不做预同步

bPreSyncSmoothPlay

BOOL

启动播放的时候,达到同步之前或者预同步超时时间之内的同步方式

bQuickOutput

BOOL

启动播放的时候是否快速输出第一帧

F.3.3 数据注入设置参数结构体
数据注入设置参数结构体见表F.18。
表 F.18 数据注入设置参数结构体（AV_INJECT_SETTINGS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enDataType

枚举类型

注入的数据类型，见表 F.9 AV_DATA_TYPE_E 的定义

enInjectContent

枚举类型

注入的数据格式，见表 F.11 AV_CONTENT_TYPE_E 的定义

u32BufSize

U32

缓冲区大小，取值为零时，表示由 HAL 层自行决定

u32InjectMinLen

U32

注入数据的最小长度，取值为 0 时，表示由 HAL 层自行决定

F.3.4 内存状态信息结构体
内存状态信息结构体见表F.19。
表 F.19 内存状态信息结构体（AV_BUF_STATUS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enDataType

枚举类型

u32Size

U32

缓存大小

u32Free

U32

空闲缓存大小

注入的数据类型，见表 F.9 AV_DATA_TYPE_E 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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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19（续）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u32Used

U32

已使用缓存大小

u32InjectMinLen

U32

每次注入数据的最小长度

F.3.5 注入状态结构体
注入状态结构体见表F.20。
表 F.20 注入状态结构体（AV_INJECT_STATUS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hInjecter

HANDLE

注入器句柄

hAv

HANDLE

播放器句柄

stBufStatus

结构体

内存状态，取值见表 F.19 AV_BUF_STATUS_S 结构体定义

enSourceId

U32

TS 注入时,对应的 TS 流通道

F.3.6 注入器打开参数
注入器打开参数见表F.21。
表 F.21 注入器打开参数（AV_INJECTER_OPEN_PARAMS_S）
属性名称

类型

stSettings

结构体

说明
注入器设置参数，取值见表 F.18 AV_INJECT_SETTINGS_S 的定义

F.3.7 注入器关闭参数
注入器关闭参数见表F.22。
表 F.22 注入器关闭参数（AV_INJECTER_CLOSE_PARAMS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u32Dummy

U32

预留以后扩展

F.3.8 节目来源参数
节目来源参数见表F.23。
表 F.23 节目来源参数（AV_SOURCE_PARAMS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enDemuxId

枚举值

DemuxID，取值见表 B.4 DMX_ID_E 的定义

F.3.9 音频、当前流、解码器、DAC的状态结构体
音频、当前流、解码器、DAC的状态结构体见表F.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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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24 音频、当前流、解码器、DAC 的状态结构体（AV_AUD_STATUS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u32PacketCount

U32

通过检查是否有音频包过来确认有没有音频

u32FrameCount

U32

通过检查音频帧的数目来确定有没有音频

enDecodeState

枚举值

enStreamType

枚举值

u32SampleRate

U32

音频采样率（32000,44100,48000）

u32BitWidth

U32

音频每个采样点所占的比特数，如 8bit,16bit

enSourceType

枚举值

u32PesBufferSize

U32

PES 缓存大小

u32PesBufferFreeSize

U32

空闲 PES 缓存大小

u32EsBufferSize

U32

ES 缓存大小

u32EsBufferFreeSize

U32

空闲 ES 缓存大小

s64Pts

S64

当前音解码器使用的 PTC

s64FirstPts

S64

解码器得到的第一个 PTS

u32Stc

U32

当前音频解码器使用的 STC

u16Pid

U32

音频 PID

u16ADPid

U32

音频 PID

u32FrameBufTime

U32

帧缓冲时间

音频解码状态，取值见表 F.2 AV_DECODER_STATE_E 定义
从流里面获取到的流类型，取值见表 F.4 AV_AUD_STREAM_TYPE_E 定
义

数据来源，取值见表 F.8 AV_SOURCE_TYPE_E 的定义

F.3.10 视频、当前流、解码器、DAC的状态结构体
视频、当前流、解码器、DAC的状态结构体见表F.25。
表 F.25 视频、当前流、解码器、DAC 的状态结构体（AV_VID_STATUS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u32DispPicCount

U32

enDecodeState

枚举值

视频解码器状态，取值见表 F.2 AV_DECODER_STATE_E 的定义

enStreamType

枚举值

视频类型，取值见表 F.5 AV_VID_STREAM_TYPE_E 的定义

u16FpsInteger

U16

帧率的整数部分

u16FpsDecimal

U16

帧率的小数部分

enSourceType

枚举值

数据来源，取值见表 F.8 AV_SOURCE_TYPE_E 的定义

en3dFormat

枚举值

3D TV 节目源信息，取值见表 F.12 AV_3D_FORMAT_E 的定义

u32PesBufferSize

U32

PES 缓存大小

u32PesBufferFreeSize

U32

空闲 PES 缓存大小

u32EsBufferSize

U32

ES 缓存大小

u32EsBufferFreeSize

U32

空闲 ES 缓存大小

s64Pts

S64

当前视频解码器使用的 PTC

s64FirstPts

S64

解码器得到的第一个 PTS

通过检查显示视频帧的数目来确定有没有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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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25（续）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u32Stc

U32

当前视频解码器使用的 STC

bInterlaced

BOOL

逐行还是隔行

u32SourceWidth

U32

视频源宽度

u32SouceHeight

U32

视频源高度

u32DisplayWidth

U32

视频显示宽度

u32DisplayHeight

U32

视频显示高度

bByPass

BOOL

True 表示透传

u16Pid

U16

视频 PID

F.3.11 播放状态结构体
播放状态结构体见表F.26。
表 F.26 播放状态结构体（AV_STATUS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stAudStatus

结构体

音频播放状态，取值见表 F.24 AV_AUD_STATUS_S 的定义

stVidStatus

结构体

视频播放状态，取值见表 F.25 AV_VID_STATUS_S 定义

u32TsBufferSize

U32

TS 缓存大小

u32TsBufferFreeSize

U32

空闲 TS 缓存大小

u32TsPacketSize

U32

TS 包大小

ahInjecter[AV_CONTENT_BUTT]

HANDLE

s64LocalTime

S64

本地同步参考时间，-1 为无效值

u16PcrPid

U16

PCR PID

s32AVDiffTime

S32

音视频同步时间差，单位为毫秒

播放器绑定的注入器，以::AV_CONTENT_E 为下标索引,0 为非法句
柄

F.3.12 音频解码器参数结构体
音频解码器参数结构体见表F.27。
表 F.27 音频解码器参数结构体（AV_ADEC_PARAM_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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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u32Version

U32

音频编码版本，仅对 wma 编码，0x160(WMAV1), 0x161 (WMAV2)

u32SampleRate

U32

音频采样率 (32000,44100,48000 ),0 表示不关注

u32BitWidth

U32

音频每个采样点所占的比特数, 如:8bit,16bit,0 表示不关注

u32Channels

U32

声道数：0,1,2,4,6,8,10... ,0 表示不关注

u32BlockAlign

U32

包大小,0 表示不关注

u32Bps

U32

音频码率（bit/s）,0 表示不关注

bBigEndian

BOOL

大小端，仅 PCM 格式有效

u32ExtradataSize

U32

扩展数据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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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27（续）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pu8Extradata

指针

扩展数据的地址，指针类型 U8

pCodecContext

指针

音频解码上下文，指针类型 VOID

F.3.13 视频解码器参数结构体
视频解码器参数结构体见表F.28。
表 F.28 视频解码器参数结构体（AV_VDEC_PARAM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u32Fps

U32

帧率(x1000) ,实际帧率乘 1000, 0 表示不关注

u32Bps

U32

视频码率（bit/s）,0 表示不关注

u16Width

U16

宽度,单位像素 ,0 表示不关注

u16Height

U16

高度,单位像素 ,0 表示不关注

u32Profile

U32

Profile 级别

u32Version

U32

解码器版本

bFlip

BOOL

图像需要倒转时置 1，否则置 0

pCodecContext

指针

视频解码上下文，指针类型 void

F.3.14 AV设置参数结构体
AV设置参数结构体见表F.29。
表 F.29

av 设置参数结构体（AV_SETTINGS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stAdecParams

结构体

音频解码参数，取值见表 F.27 AV_ADEC_PARAM_S 的定义

stVdecParams

结构体

视频解码参数，取值见表 F.27 AV_ADEC_PARAM_S 的定义

stSourceParams

结构体

数据来源，取值见表 F.23 AV_SOURCE_PARAMS_S 的定义

enAvSyncMode

枚举值

同步模式，取值见表 F.10 AV_SYNC_MODE_E 的定义

stSyncParams

结构体

同步参数，取值见表 F.17 AV_SYNC_PARAM_SDd 的定义

enErrRecoveryMode

枚举值

错误恢复模式，取值见 F.3 AV_ERROR_RECOVERY_MODE_E 的定义

enVidStopMode

枚举值

视频停止模式，取值见表 F.7 AV_VID_STOP_MODE_E 的定义

enVidStreamType

枚举值

视频流类型，取值见表 F.5 AV_VID_STREAM_TYPE_E 的定义

enAudStreamType

枚举值

音频流类型，取值见表 F.4 AV_AUD_STREAM_TYPE_E 的定义

en3dFormat

枚举值

3D TV 设置，取值见表 F.12 AV_3D_FORMAT_E 的定义

bVidDecodeOnce

BOOL

s32Speed

S32

u16PcrPid

U16

PCR 对应的 PID

u16AudPid

U16

音频对应的 PID

FALSE：正常设置,解码所有输入数据；TRUE ：只解第一副图片,通
常用于预览
100：正常播放，200：两倍速，-200：快退 2 倍速，50：二分之一
倍速慢进，0 为自由播放等。主要用于标识快进快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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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29（续）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u16AudADPid

U16

音频 AD 对应的 PID

u16VidPid

U16

视频对应的 PID

s32AudSyncOffseMs

S32

设置音频相对于同步基准的时间偏移

s32VidSyncOffseMs

S32

设置视频相对于同步基准的时间偏移

bEos

BOOL

结束标志

enVideoRotation

枚举值

视频旋转角度

F.3.15 I帧参数结构体
I帧参数结构体见表F.30。
表 F.30

I 帧参数结构体（AV_IFRAME_PARAMS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u32DataLength

U32

数据长度

pvIframeData

指针

数据地址，指针类型 void

F.3.16 I帧解码参数结构体
I帧解码参数结构体见表F.31。
表 F.31

I 帧解码参数结构体（AV_IFRAME_DECODE_PARAMS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stIframeParams

结构体

I 帧数据信息，结构体定义见表 F.30 AV_IFRAME_PARAMS_S 的定义

F.3.17 播放事件配置参数结构体
播放事件配置参数结构体见表F.32。
表 F.32 播放事件配置参数结构体（AV_EVT_CONFIG_PARAMS_S）
属性名称

类型

enEvt

枚举值

pfnCallback

回调函数指针

bEnableCallback

BOOL

表示是否使能该回调

u32NotificationToSkip

U32

表示在调用注册的回调函数之前,需要跳过几次发生的该事件

F.3.18 AV模块初始化参数结构体
AV模块初始化参数结构体见表F.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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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AV 事件，取值可见表 F.6 AV_EVT_E 的定义
当此参数为空时,表示取消之前注册的回调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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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33

AV 模块初始化参数结构体（AV_INIT_PARAMS_S）

属性名称

类型

u32Dummy

U32

说明
预留参数

F.3.19 AV播放器实例创建参数结构体
AV播放器实例创建参数结构体见表F.34。
表 F.34

AV 播放器实例创建参数结构体（AV_INIT_PARAMS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stSourceParams

结构体

输入源参数，结构体定义可见表 F.23 AV_SOURCE_PARAMS_S 的定义

enStreamType

枚举值

Stream 类型，枚举值定义可见表 F.14 AV_STREAM_TYPE_E 的定义

F.3.20 关闭播放器实例参数结构体
关闭播放器实例参数结构体见表F.35。
表 F.35 关闭播放器实例参数结构体（AV_DESTROY_PARAMS_S）
属性名称

类型

u32Dummy

U32

说明
预留参数

F.3.21 AV模块终止参数结构体
AV模块终止参数结构体见表F.36。
表 F.36

AV 模块终止参数结构体（AV_TERM_PARAMS_S）

属性名称

类型

u32Dummy

U32

说明
预留参数

F.3.22 AV模块终止参数结构体
AV模块终止参数结构体见表F.37。
表 F.37 描述 PCM 数据参数的结构体（AV_PCM_PARAMS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u32SampleRate

U32

音频采样率 (32000,44100,48000 ),0 表示不关注

u32BitWidth

U32

音频每个采样点所占的比特数,如 8bit、16bit,0 表示不关注

u32AudChannel

U32

声道数：0,1,2,4,6,8,10... ,0 表示不关注

bBigEndian

BOOL

TRUE：大端； FALSE：小端

F.3.23 解码器能力的结构体
解码器能力的结构体见表F.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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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38 解码器能力的结构体（AV_VDEC_CAPABILITY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bSupportedDecType

BOOL

enDecCapLevel

枚举值

u32Number

U32

最大视频解码个数

u32Fps

U32

帧率(x1000),实际帧率乘 1000

u32Dummy

U32

预留参数

是否支持 enDecCapLevel

的类型

解码能力，枚举值定义见表 F.15 VDEC_RESO_LEVEL_E 的定义

F.3.24 播放器解码器能力的结构体
播放器解码器能力的结构体见表F.39。
表 F.39 播放器解码器能力的结构体（AV_DECODER_CAPABILITY_S）
属性名称

类型

enInjectDataType

枚举值

au32AudDecode[AV_AUD_STREAM_
TYPE_BUTT]
au32AudBypass[AV_AUD_STREAM_
TYPE_BUTT]
stVidDecoder[AV_VID_STREAM_T
YPE_BUTT]

说明
注入的数据类型，枚举值定义见表 F.9 AV_DATA_TYPE_E 的定义

U32

非零表示支持,0 表示不支持

U32

非零表示支持,0 表示不支持

结构体

视频解码能力

F.3.25 播放器能力的结构体
播放器能力的结构体见表F.40。
表 F.40 播放器能力的结构体（AV_CAPABILITY_S）
属性名称

类型

stDecoderCapability

结构体

说明
播放器解码能力

F.3.26 ES 数据参数的结构体
ES数据参数的结构体见表F.41。
表 F.41

ES 数据参数的结构体（AV_ES_PARAMS_S）

属性名称

类型

u32SampleRate

U32

F.3.27 AV ES 数据参数的结构体
AV ES 数据参数的结构体见表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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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42 AV ES 数据参数的结构体（AV_ES_DATA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s64TimeStamp

S64

时间戳

pvHeader

指针

ES 数据头，如果没有数据头，可设置为 NULL，指针类型为 VOID

u32HeaderLen

U32

ES 数据头长度，如果没有设置为 0

pvEsBuf

指针

数据缓冲区地址，指针类型为 VOID

u32EsLen

U32

缓冲区长度

pvPrivate

指针

私有数据缓冲区地址，指针类型为 VOID

u32PrivateLen

U32

私有数据缓冲区长度

F.3.28 AV模块结构体
AV模块结构体见表F.43。
表 F.43

AV 模块结构体（AV_MODULE_S）

属性名称

类型

说明

stCommon

结构体

见表 B.41 hw_module_t 结构体定义

F.4 回调函数定义
F.4.1 AV事件回调函数
原型：typedef S32 (* AV_CALLBACK_PFN_T)(const HANDLE hAvHandle, const AV_EVT_E enEvt, const
VOID* pvData)；
功能：av 事件回调函数类型声明。
输入参数 hAvHandle

AV 模块句柄；

enEvt

AV 事件类型；

pvData

AV 数据，可见表 F.6 AV_EVT_E 的说明。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0: 错误。
F.5 调用方法
AV模块的硬件抽象接口调用方法如图F.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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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_get_module

a)

av_open

b)

初始化

av配置

c)

．．．．．．

av_close

d)

图F.1 AV模块硬件抽象接口调用方法
图F.1中：
a）调用hw_get_module()接口获取到AV模块的HAL Stub：
hw_get_module(AV_HARDWARE_MODULE_ID, &g_av_module)。
b）调用av_open (g_av_module,&pstDevice)获取到AV模块的device设备句柄：
av_open (g_av_module,&pstDevice)。
c）通过device句柄提供的一系列接口函数，对AV硬件进行操控。
d）完成硬件操控后，调用av_close ()接口关闭AV设备，避免资源泄漏。
F.6 接口定义
F.6.1 打开AV设备接口
原 型 ： static inline S32 av_open(const struct hw_module_t* pstModule, AV_DEVICE_S**
ppstDevice)；
功能：打开一个 AV 模块设备。
输入参数 pstModule AV 模块句柄。
输出参数 ppstDevice AV 设备句柄。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F.6.2 关闭AV设备接口
原型：static inline S32 av_close(AV_DEVICE_S* pstDevice)；
功能：关闭一个 AV 模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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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 pstDevice

AV 设备句柄。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F.6.3 AV初始化接口
原 型 ： S32 (*av_init)(struct _AV_DEVICE_S *pstDev, const AV_INIT_PARAMS_S * const
pstInitParams)；
功能：AV 模块初始化。
输入参数 pstDev AV 设备句柄；
pstInitParams

初始化模块参数。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F.6.4 创建AV播放实例接口
原 型 ： S32 (*av_create)(struct _AV_DEVICE_S *pstDev, HANDLE * const phAv, const
AV_CREATE_PARAMS_S * const pstCreateParams)；
功能：创建一个播放器实例。
输入参数 pstDev AV 设备句柄；
pstCreateParams
输出参数 phAv

创建播放器的参数。

AV 播放器句柄。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F.6.5 删除AV播放实例接口
原 型 ： S32 (*av_destroy)(struct _AV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hAvHandle, const
AV_DESTROY_PARAMS_S * const pstDestroyParams)；
功能：删除一个播放器实例。
输入参数 pstDev AV 设备句柄；
hAvHandle AV 播放器句柄；
pstDestroyParams

删除播放实例的参数，当前预留。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F.6.6 终止AV播放实例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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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型 ： S32 (*av_term)(struct _AV_DEVICE_S *pstDev, const AV_TERM_PARAMS_S * const
pstTermParams)；
功能：终止一个播放器实例。
输入参数 pstDev AV 设备句柄；
pstTermParams

终止参数，当前预留。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F.6.7 获取AV播放能力接口
原 型 ： S32 (*av_get_capability)(struct
*pstCapability)；

_AV_DEVICE_S

*pstDev,

AV_CAPABILITY_S

功能：获取 AV 播放器能力。
输入参数 pstDev AV 设备句柄。
输出参数 pstCapability

播放器能力句柄。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F.6.8 配置AV播放事件接口
原 型 ： S32 (*av_evt_config)(struct _AV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hAvHandle, const
AV_EVT_CONFIG_PARAMS_S * const pstCfg)；
功能：配置一个 AV 事件的参数。
输入参数 pstDev AV 设备句柄；
hAvHandle AV 播放器实例句柄；
pstCfg

事件配置参数。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F.6.9 获取AV播放事件接口
原型：S32 (*av_get_evt_config)(struct _AV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hAvHandle, const
AV_EVT_E enEvt, AV_EVT_CONFIG_PARAMS_S * const pstCfg)；
功能：获取一个 AV 事件的参数。
输入参数 pstDev AV 设备句柄；
hAvHandle AV 播放器实例句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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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Cfg
输出参数 enEvt

事件配置参数。
AV 事件参数。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F.6.10 获取AV播放状态接口
原型：S32 (*av_get_status)(struct _AV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hAvHandle, AV_STATUS_S
* pstStatus)；
功能：获取 AV 播放状态。
输入参数 pstDev AV 设备句柄；
hAvHandle AV 播放器实例句柄。
输出参数 pstStatus

AV 播放状态。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F.6.11 获取AV设置接口
原 型 ： S32 (*av_get_config)(struct _AV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hAvHandle,
AV_SETTINGS_S * pstSettings)；
功能：获取 AV 设置。
输入参数 pstDev AV 设备句柄；
hAvHandle AV 播放器实例句柄。
输出参数 pstSettings AV 设置参数。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F.6.12 设置AV参数接口
原 型 ： S32 (*av_set_config)(struct _AV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hAvHandle,
AV_SETTINGS_S * const pstSettings)；
功能：设置 AV 参数。
输入参数 pstDev AV 设备句柄；
hAvHandle AV 播放器实例句柄；
pstSettings

AV 设置参数。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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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6.13 开始AV播放接口
原型：S32 (*av_start)(struct _AV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hAvHandle)；
功能：开始 AV 解码。
输入参数 pstDev AV 设备句柄；
hAvHandle AV 播放器实例句柄。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F.6.14 停止AV播放接口
原型：S32 (*av_stop)(struct _AV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hAvHandle)；
功能：停止 AV 解码。
输入参数 pstDev AV 设备句柄；
hAvHandle AV 播放器实例句柄。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F.6.15 暂停AV播放接口
原型：S32 (*av_pause)(struct _AV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hAvHandle)；
功能：暂停音视频解码, 实时流不支持此操作。
输入参数 pstDev AV 设备句柄；
hAvHandle AV 播放器实例句柄。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F.6.16 恢复AV播放接口
原型：S32 (*av_resume)(struct _AV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hAvHandle)；
功能：恢复音视频解码, 实时流不支持此操作。
输入参数 pstDev AV 设备句柄；
hAvHandle AV 播放器实例句柄。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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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6.17 重置AV播放接口
原型：S32 (*av_reset)(struct _AV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hAvHandle , S64 s64TimeMs)；
功能：重置音视频缓冲到某个时间点。
输入参数 pstDev AV 设备句柄；
hAvHandle AV 播放器实例句柄；
s64TimeMs 重置时间点,单位毫秒。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F.6.18 开始视频解码接口
原型：S32 (*av_start_video)(struct _AV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hAvHandle)；
功能：开始视频解码。
输入参数 pstDev AV 设备句柄；
hAvHandle AV 播放器实例句柄。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F.6.19 暂停视频解码接口
原型：S32 (*av_pause_video)(struct _AV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hAvHandle)；
功能：暂停视频解码。
输入参数 pstDev AV 设备句柄；
hAvHandle AV 播放器实例句柄。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F.6.20 冻结视频解码接口
原型：S32 (*av_freeze_video)(struct _AV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hAvHandle, BOOL
bFreeze)；
功能：视频解码继续，但不更新显示。
输入参数 pstDev AV 设备句柄；
hAvHandle AV 播放器实例句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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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reeze

TRUE:视频冻结; FALSE: 视频解冻。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F.6.21 恢复视频解码接口
原型：S32 (*av_resume_video)(struct _AV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hAvHandle)；
功能：恢复视频解码，显示。
输入参数 pstDev AV 设备句柄；
hAvHandle AV 播放器实例句柄。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F.6.22 停止视频解码接口
原型：S32 (*av_stop_video)(struct _AV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hAvHandle)；
功能：停止视频解码。
输入参数 pstDev AV 设备句柄；
hAvHandle AV 播放器实例句柄。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F.6.23 清除缓存的视频接口
原型：S32 (*av_clear_video)(struct _AV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hAvHandle)；
功能：清除视频显示缓存中的数据，同时会清除屏幕上的显示。
输入参数 pstDev AV 设备句柄；
hAvHandle AV 播放器实例句柄。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F.6.24 开始音频解码接口
原型：S32 (*av_start_audio)(struct _AV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hAvHandle)；
功能：开始音频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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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 pstDev AV 设备句柄；
hAvHandle AV 播放器实例句柄。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F.6.25 暂停音频解码接口
原型：S32 (*av_pause_audio)(struct _AV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hAvHandle)；
功能：暂停音频解码。
输入参数 pstDev AV 设备句柄；
hAvHandle AV 播放器实例句柄。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F.6.26 恢复音频解码接口
原型：S32 (*av_resume_audio)(struct _AV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hAvHandle)；
功能：恢复音频解码。
输入参数 pstDev AV 设备句柄；
hAvHandle AV 播放器实例句柄。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F.6.27 停止音频解码接口
原型：S32 (*av_stop_audio)(struct _AV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hAvHandle)；
功能：停止音频解码。
输入参数 pstDev AV 设备句柄；
hAvHandle AV 播放器实例句柄。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F.6.28 解码I帧接口
原型：S32 (*av_decode_iframe)(struct _AV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hAvHandle, const
AV_IFRAME_DECODE_PARAMS_S* const pstIframeDacodePa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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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解码一幅 I 帧, 是否更新视频显示取决于当前视频显示设置，video 层的 I 帧可调用
av_enable_video 函数显示;av_disable_video 隐藏。
输入参数 pstDev AV 设备句柄；
hAvHandle AV 播放器实例句柄；
pstIframeDacodeParams

待解码的 I 帧数据。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F.6.29 释放I帧资源接口
原型：S32 (*av_release_iframe)(struct _AV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hAvHandle)；
功能：释放解码一幅 I 帧的资源。
输入参数 pstDev AV 设备句柄；
hAvHandle AV 播放器实例句柄。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F.6.30 打开AV注入器接口
原型：S32 (*av_injecter_open)(struct _AV_DEVICE_S *pstDev, HANDLE * const
AV_INJECTER_OPEN_PARAMS_S * const pstOpenParams);

phInjecter,

功能：打开一个注入器实例。
输入参数 pstDev AV 设备句柄；
pstOpenParams

打开注入器时的参数。

输出参数 phInjecter

AV 注入器句柄。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F.6.31 关闭AV注入器接口
原 型 ： S32 (*av_injecter_close)(struct _AV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hInjecter,
AV_INJECTER_CLOSE_PARAMS_S * const pstCloseParams);
功能：关闭一个注入器实例。
输入参数 pstDev AV 设备句柄；
phInjecter
pstClosePa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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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F.6.32 关联注入器与解码器接口
原型：S32 (*av_injecter_attach)(struct _AV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hInjecter, const
HANDLE hAvHandle);
功能：把一个注入器关联到 decoder 上去。
输入参数 pstDev AV 设备句柄；
hInjecter 注入器句柄句柄；
hAvHandle

AV 播放器句柄。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F.6.33 取消注入器与解码器关联接口
原型：S32 (*av_injecter_detach)(struct _AV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hInjecter);
功能：取消注入器关联。
输入参数 pstDev AV 设备句柄；
hInjecter 注入器句柄句柄。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F.6.34 注入数据接口
原型：S32 (*av_inject_data)(struct _AV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hInjecter, VOID *
const pvData, const U32 u32Length, U32 u32TimeoutMs);
功能：注入需要解码的数据。
输入参数 pstDev AV 设备句柄；
hInjecter 注入器句柄句柄；
pvData

需要解码的数据；

u32Length 数据长度；
u32TimeoutMs

超时时间。

输出参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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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F.6.35

获取注入器空闲内存个数接口

原型：S32 (*av_inject_get_freebuf)(struct _AV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hInjecter, U32
u32ReqLen, VOID** ppvBufFree, U32* pu32FreeSize);
功 能：获取 下次注入 缓冲 区中的空 闲 缓存地 址指 针和连续 空闲缓存 的大 小，填充 数据后通过
av_inject_write_complete 函数将数据推送到解码器。
输入参数 pstDev AV 设备句柄；
hInjecter 注入器句柄句柄；
u32ReqLen 期望取的数据长度。
输出参数 ppvBufFree 返回空闲空间的地址指针；
pu32FreeSize 返回空间空间长度。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F.6.36 完成数据注入接口
原型：S32 (*av_inject_write_complete)(struct _AV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hInjecter,
U32 u32WriteSize, S64 s64Pts);
功能：调用 av_inject_get_freebuf 获取空闲缓存并且拷贝好数据后，调用该函数送给解码器。
输入参数 pstDev AV 设备句柄；
hInjecter 注入器句柄句柄；
u32WriteSize 待写入数据的长度；
s64Pts

数据的 PTS。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F.6.37 获取内存注入方式的缓存状态接口
原型：S32 (*av_inject_get_buf_status)(struct _AV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hInjecter,
AV_BUF_STATUS_S * const pstBufStatus);
功能：获取内存注入方式的缓存状态。
输入参数 pstD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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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F.6.38 获取注入器设置参数接口
原型：S32 (*av_inject_get_setting)(struct _AV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hInjecter,
AV_INJECT_SETTINGS_S * const pstSettings);
功能：获取注入器设置参数。
输入参数 pstDev AV 设备句柄；
hInjecter 注入器句柄句柄。
输出参数 pstSettings 注入器的参数。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F.6.39 复位注入器缓存接口
原型：S32 (*av_inject_reset_buf)(struct _AV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hInjecter);
功能：复位注入缓存。
输入参数 pstDev AV 设备句柄；
hInjecter 注入器句柄句柄。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F.6.40 设置PCM 参数接口
原型：S32 (*av_inject_set_pcm_params)(struct _AV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hInjecter,
AV_PCM_PARAMS_S* const pstParams);
功能：设置 PCM 参数。
输入参数 pstDev AV 设备句柄；
hInjecter 注入器句柄句柄；
pstParams PCM 参数。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F.6.41 设置ES参数接口
原型：S32 (*av_inject_set_es_params)(struct _AV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hInjecter,
AV_ES_PARAMS_S * const pstParams);
功能：设置 ES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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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 pstDev AV 设备句柄；
hInjecter 注入器句柄句柄；
pstParams 参数。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F.6.42 内存方式注入ES数据接口
原 型 ： S32 (*av_inject_es_data)(struct _AV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hInjecter,
AV_ES_DATA_S * const pstPesData, U32 u32TimeoutMs);
功能：内存方式注入 ES 数据。
输入参数 pstDev AV 设备句柄；
hInjecter 注入器句柄句柄；
pstPesData ES 数据指针；
u32TimeoutMs 超时时间，单位为毫秒。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F.6.43 终止数据注入接口
原型：S32 (*av_inject_abort)(struct _AV_DEVICE_S *pstDev, const HANDLE hInjecter);
功能：终止数据注入。
输入参数 pstDev AV 设备句柄；
hInjecter 注入器句柄句柄。
输出参数 无。
返回：0：正确；非 0：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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