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FFmpeg 工具使用基础

FFmpeg 中常用的工具主要是 ffmpeg、ffprobe、ffplay，它们分别用作多媒体的编解码
工具、内容分析工具和播放器，本章将重点介绍这三个工具的常用命令。
本章主要介绍如下几个方面。
 2.1 节将重点介绍 ffmpeg 命令，介绍 ffmpeg 常用的参数用法并举例说明，例如如
何查看 ffmpeg 的帮助信息，如何通过 ffmpeg 的帮助信息快速了解转码参数并快速
上手使用。
 2.2 节将重点介绍 ffprobe 命令，介绍 ffprobe 进行音视频数据分析的常用参数，并
通过实例介绍如何分析视频文件的流信息、包信息、帧信息、导出数据等。
 2.3 节将重点介绍 ffplay 命令，介绍 ffplay 常用的参数使用及示例，例如，如何使
用 ffplay 定制化窗口播放视频、输出音频可视化数据、输出视频可视化数据等。

2.1

ffmpeg 常用命令
ffmpeg 在做音视频编解码时非常方便，所以在很多场景下转码使用的是 ffmpeg，通

过

ffmpeg --help

可以看到 ffmpeg 常见的命令大概分为 6 个部分，具体如下。

 ffmpeg 信息查询部分
 公共操作参数部分
 文件主要操作参数部分
 视频操作参数部分
 音频操作参数部分
 字幕操作参数部分
ffmpeg 信息查询部分的主要参数具体如下：
usage: ffmpeg [options] [[infile options] -i infile]... {[outfile options]
out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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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ting help:
-h
-- print basic options
-h long -- print more options
-h full -- print all options (including all format and codec specific
options, very long)
-h type=name -- print all options for the named decoder/encoder/demuxer/
muxer/filter
See man ffmpeg for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options.
Print help / information / capabilities:
-L
show license
-h topic
show help
-? topic
show help
-help topic
show help
--help topic
show help
-version
show version
-buildconf
show build configuration
-formats
show available formats
-muxers
show available muxers
-demuxers
show available demuxers
-devices
show available devices
-codecs
show available codecs
-decoders
show available decoders
-encoders
show available encoders
-bsfs
show available bit stream filters
-protocols
show available protocols
-filters
show available filters
-pix_fmts
show available pixel formats
-layouts
show standard channel layouts
-sample_fmts
show available audio sample formats
-colors
show available color names
-sources device
list sources of the input device
-sinks device
list sinks of the output device
-hwaccels
show available HW acceleration methods

通过 ffmpeg

--help

查看到的 help 信息是 ffmpeg 命令的基础信息，如果想获得高级

参数部分，那么可以通过使用 ffmpeg
信息，那么可以通过使用 ffmpeg

--help long

--help full

参数来查看，如果希望获得全部的帮助

参数来获得。

通 过 -L 参 数， 可 以 看 到 ffmpeg 目 前 所 支 持 的 license 协 议； 通 过 -version 可 以 查
看 ffmpeg 的 版 本， 包 括 子 模 块 的 详 细 版 本 信 息， 如 libavformat、libavcodec、libavutil、
libavfilter、libswscale、libswresample 的版本：
ffmpeg version n3.3.2 Copyright (c) 2000-2017 the FFmpeg developers
built with Apple LLVM version 8.1.0 (clang-802.0.42)
configuration: --enable-fontconfig --enable-gpl --enable-libass --enablelibbluray --enable-libfreetype --enable-libmp3lame --enable-libspeex --enablelibx264 --enable-libx265 --enable-libfdk-aac --enable-version3 --cc='ccache gcc'
--enable-nonfree --enable-videotoolbox --enable-audiotoolbox
libavutil
55. 58.100 / 55. 58.100
libavcodec
57. 89.100 / 57. 89.100
libavformat
57. 71.100 / 57. 71.100
libavdevice
57. 6.100 / 57. 6.100
libavfilter
6. 82.100 / 6. 8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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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swscale
libswresample
libpostproc

4.
2.
54.

6.100 / 4.
7.100 / 2.
5.100 / 54.

6.100
7.100
5.100

使用 ffmpeg 转码，有时候可能会遇到无法解析的视频文件或者无法生成视频文件，
报错提示不支持生成对应的视频文件，这时候就需要查看当前使用的 ffmpeg 是否支持对
应的视频文件格式，需要使用 ffmpeg

–formats

参数来查看：

File formats:
D. = Demuxing supported
.E = Muxing supported
-D 3dostr
3DO STR
E 3g2
3GP2 (3GPP2 file format)
E 3gp
3GP (3GPP file format)
D 4xm
4X Technologies
E a64
a64 - video for Commodore 64
D aa
Audible AA format files
D aac
raw ADTS AAC (Advanced Audio Coding)
DE ac3
raw AC-3
D acm
Interplay ACM
…… 因篇幅太长省略
DE webvtt
WebVTT subtitle
D xa
Maxis XA
D xbin
eXtended BINary text (XBIN)
D xmv
Microsoft XMV
D xvag
Sony PS3 XVAG
D xwma
Microsoft xWMA
D yop
Psygnosis YOP
DE yuv4mpegpipe
YUV4MPEG pipe

根据上面输出的信息可以看到，输出的内容分为 3 个部分，具体如下。
 第一列是多媒体文件封装格式的 Demuxing 支持与 Muxing 支持
 第二列是多媒体文件格式
 第三列是文件格式的详细说明
使用 ffmpeg 命令时，可能会出现 ffmpeg 不支持某种编码格式或者某种解码格式的
错误提示信息，这种错误常见于并未将该编码器或者解码器集成到 ffmpeg 中，若想查看
ffmpeg 是否支持 H.264 编码或者解码，可以通过 ffmpeg
通过 ffmpeg

-encoders

查看全部信息，也可以

查看 ffmpeg 是否支持 H.264 编码器，或者通过 ffmpeg

查看 ffmpeg 是否支持 H.264 解码器。
ffmpeg -decoders 命令行执行后，输出如下：
Decoders:
V..... =
A..... =
S..... =
.F.... =
..S... =
...X.. =

-codecs

Video
Audio
Subtitle
Frame-level multithreading
Slice-level multithreading
Codec is experimental

-deco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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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Supports draw_horiz_band
.....D = Supports direct rendering method 1
-----V....D alias_pix
Alias/Wavefront PIX image
V....D amv
AMV Video
V....D anm
Deluxe Paint Animation
V....D ansi
ASCII/ANSI art
VF...D apng
APNG (Animated Portable Network Graphics) image
V....D avs
AVS (Audio Video Standard) video
…… 因篇幅太长省略
S..... subrip
SubRip subtitle
S..... subviewer
SubViewer subtitle
S..... subviewer1
SubViewer1 subtitle
S..... text
Raw text subtitle
S..... vplayer
VPlayer subtitle
S..... webvtt
WebVTT subtitle
S..... xsub
XSUB

输出信息中包含了三部分内容，具体如下。
 第一列包含 6 个字段，第一个字段用来表示此编码器为音频、视频还是字幕，第二
个字段表示帧级别的多线程支持，第三个字段表示分片级别的多线程，第四个字段
表示该编码为试验版本，第五个字段表示 draw horiz band 模式支持，第六个字段表
示直接渲染模式支持
 第二列是编码格式
 第三列是编码格式的详细说明
ffmpeg -encoders 命令执行后，输出如下：
Encoders:
V..... = Video
A..... = Audio
S..... = Subtitle
.F.... = Frame-level multithreading
..S... = Slice-level multithreading
...X.. = Codec is experimental
....B. = Supports draw_horiz_band
.....D = Supports direct rendering method 1
-----V..... apng
APNG (Animated Portable Network Graphics) image
V..... asv1
ASUS V1
V..... cljr
Cirrus Logic AccuPak
…… 因篇幅过长省略
V..... flv
FLV / Sorenson Spark / Sorenson H.263 (Flash
Video) (codec flv1)
V..... gif
GIF (Graphics Interchange Format)
V..... h261
H.261
V..... h263
H.263 / H.263-1996
V.S... h263p
H.263+ / H.263-1998 / H.263 version 2
V..... libx264
libx264 H.264 / AVC / MPEG-4 AVC / MPEG-4 part
10 (codec h264)
V..... h264_videotoolbox
VideoToolbox H.264 Encoder (codec h264)
V..... libx265
libx265 H.265 / HEVC (codec hevc)

34

第一部分 FFmpeg 的命令行使用篇

输出信息中同样包含了三部分内容，具体如下。
 第一列包含 6 个字段，第一个字段用来表示此编码器为音频、视频还是字幕，第二
个字段表示帧级别的多线程支持，第三个字段表示分片级别的多线程，第四个字段
表示该编码为试验版本，第五个字段表示 draw horiz band 模式支持，第六个字段表
示直接渲染模式支持
 第二列是编码格式
 第三列是编码格式的详细说明
除 了 查 看 ffmpeg 支 持 的 封 装（Muxer） 格 式 与 解 封 装（Demuxer） 格 式、 编 码
（Encoder）类型与解码（Decoder）类型，还可以通过 ffmpeg

-filters

查看 ffmpeg 支持哪

些滤镜：
Filters:
T.. = Timeline support
.S. = Slice threading
..C = Command support
A = Audio input/output
V = Video input/output
N = Dynamic number and/or type of input/output
| = Source or sink filter
... abench
A->A
Benchmark part of a filtergraph.
... acompressor
A->A
Audio compressor.
... acrossfade
AA->A
Cross fade two input audio streams.
... acrusher
A->A
Reduce audio bit resolution.
T.. adelay
A->A
Delay one or more audio channels.
... aecho
A->A
Add echoing to the audio.
…… 因篇幅过长省略
... showwaves
A->V
Convert input audio to a video output.
... showwavespic
A->V
Convert input audio to a video output single
picture.
... spectrumsynth
VV->A
Convert input spectrum videos to audio output.
..C amovie
|->N
Read audio from a movie source.
..C movie
|->N
Read from a movie source.
... abuffer
|->A
Buffer audio frames, and make them accessible
to the filterchain.
... buffer
|->V
Buffer video frames, and make them accessible
to the filterchain.
... afifo
A->A
Buffer input frames and send them when they are
requested.
... fifo
V->V
Buffer input images and send them when they are
requested.

输出信息的内容分为四列，具体如下。
 第一列总共有 3 个字段，第一个字段是时间轴支持，第二个字段是分片线程处理支
持，第三个字段是命令支持
 第二列是滤镜名
 第三列是转换方式，如音频转音频，视频转视频，创建音频，创建视频等操作
 第四列是滤镜作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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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可以查看 ffmpeg 支持的所有封装（demuxer、muxer）

格式，编解码器（encoders、decoders）和滤镜处理器（filters）。如果要了解 ffmpeg 支持
的具体某一种 demuxer、muxer 类型，可以通过 ffmpeg

-h

查看该类型的详细参数，包括

encoder、decoder 所支持的操作参数，filter 所支持的参数，下面就列举几个对应的例子。
1）查看 FLV 封装器的参数支持（ffmpeg -h muxer=flv）：
Muxer flv [FLV (Flash Video)]:
Common extensions: flv.
Mime type: video/x-flv.
Default video codec: flv1.
Default audio codec: mp3.
flv muxer AVOptions:
-flvflags
<flags>
E……. FLV muxer flags (default 0)
aac_seq_header_detect
E……. Put AAC sequence header based on stream
data
no_sequence_end
no_metadata
no_duration_filesize
metadata for FLV
add_keyframe_index

E……. disable sequence end for FLV
E……. disable metadata for FLV
E……. disable duration and filesize zero value
E……. Add keyframe index metadata

从输出的帮助信息中可以看到，FLV 的 muxer 的信息包含两大部分，具体如下。
 第一部分为 FLV 封装的默认配置描述，如扩展名、MIME 类型、默认的视频编码
格式、默认的音频编码格式
 第二部分为 FLV 封装时可以支持的配置参数及相关说明
2）查看 flv 解封装器的参数支持（ffmpeg -h demuxer=flv）：
Demuxer flv [FLV (Flash Video)]:
Common extensions: flv.
flvdec AVOptions:
-flv_metadata
<boolean>
the onMetaData array (default false)
-missing_streams
<int>

.D.V.... Allocate streams according to
.D.V..XR

(from 0 to 255) (default 0)

从帮助信息中可以看到，FLV 的 demuxer 的信息包含两大部分，具体如下。
 第一部分为 FLV 解封装默认的扩展文件名
 第二部分为 FLV 解封装设置的参数及相关说明
3）查看 H.264（AVC）的编码参数支持（ffmpeg -h encoder=h264）：
Encoder libx264 [libx264 H.264 / AVC / MPEG-4 AVC / MPEG-4 part 10]:
General capabilities: delay threads
Threading capabilities: auto
Supported pixel formats: yuv420p yuvj420p yuv422p yuvj422p yuv444p
yuvj444p nv12 nv16 nv21
libx264 AVOptions:
-preset
<string>
E..V.... Set the encoding preset (cf. x264
--fullhelp) (default "medium")
-tune
<string>
E..V.... Tune the encoding params (cf. x264
--full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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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ile
<string>
E..V.... Set profile restrictions (cf. x264
--fullhelp)
-fastfirstpass
<boolean>
E..V.... Use fast settings when encoding first
pass (default true)
-level
<string>
E..V.... Specify level (as defined by Annex A)
-passlogfile
<string>
E..V.... Filename for 2 pass stats
-wpredp
<string>
E..V.... Weighted prediction for P-frames
-a53cc
<boolean>
E..V.... Use A53 Closed Captions (if
available) (default true)
-x264opts
<string>
E..V.... x264 options
-crf
<float>
E..V.... Select the quality for constant
quality mode (from -1 to FLT_MAX) (default -1)

从帮助信息可以看到，H.264（AVC）的编码参数包含两大部分，具体如下。
 第一部分为 H.264 所支持的基本编码方式、支持的多线程编码方式（例如帧级别多
线程编码或 Slice 级别多线程编码）、编码器所支持的像素的色彩格式
 第二部分为编码的具体配置参数及相关说明
4）查看 H.264（AVC）的解码参数支持（ffmpeg -h decoder=h264）：
Decoder h264 [H.264 / AVC / MPEG-4 AVC / MPEG-4 part 10]:
General capabilities: dr1 delay threads
Threading capabilities: frame and slice
H264 Decoder AVOptions:
-enable_er
<boolean>
.D.V.... Enable error resilience on damaged
frames (unsafe) (default auto)

从帮助信息可以看到，H.264（AVC）的解码参数查看包含两大部分，具体如下。
 第一部分为解码 H.264 时可以采用的常规支持、多线程方式支持（帧级别多线程解
码或 Slice 级别多线程解码）
 第二部分为解码 H.264 时可以采用的解码参数及相关说明
5）查看 colorkey 滤镜的参数支持（ffmpeg

-h filter=colorkey）
，输出内容如下：

Filter colorkey
Turns a certain color into transparency. Operates on RGB colors.
slice threading supported
Inputs:
#0: default (video)
Outputs:
#0: default (video)
colorkey AVOptions:
color
<color> ..FV.... set the colorkey key color (default "black")
similarity <float> ..FV.... set the colorkey similarity value (from 0.01 to 1)
(default 0.01)
blend
<float> ..FV.... set the colorkey key blend value (from 0 to 1)
(default 0)
This filter has support for timeline through the 'enable' option.

从帮助信息中可以看到，colorkey 滤镜参数查看信息包含两大部分，具体如下。
 colorkey 所支持的色彩格式信息，colorkey 所支持的多线程处理方式，输入或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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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colorkey 所支持的参数及说明
关于 ffmpeg 的帮助信息查询部分已介绍完毕，下面详细介绍 ffmpeg 的封装转换。

2.1.1

ffmpeg 的封装转换

ffmpeg 的 封 装 转 换（转 封 装） 功 能 包 含 在 AVFormat 模 块 中， 通 过 libavformat 库 进
行 Mux 和 Demux 操作；多媒体文件的格式有很多种，这些格式中的很多参数在 Mux 与
Demux 的操作参数中是公用的，下面就来详细介绍一下这些公用的参数。
通过查看 ffmpeg

--help full

信息，找到 AVFormatContext 参数部分，该参数下的所

有参数均为封装转换可使用的参数。表 2-1 列出了 ffmpeg AVFormatContext 的主要参数及
说明。
表 2-1
参数
avioflags
probesize

ffmpeg AVFormatContext 主要参数帮助

类型

说明

标记

format 的缓冲设置，默认为 0，就是有缓冲

direct

无缓冲状态

整数

在进行媒体数据处理前获得文件内容的大小，可用在预读取文件头时提
高速度，也可以设置足够大的值来读取到足够多的音视频数据信息

标记

fflags

seek2any
analyzeduration

flush_packets

立即将 packets 数据刷新写入文件中

genpts

输出时按照正常规则产生 pts

nofillin

不填写可以精确计算缺失的值

igndts

忽略 dts

discardcorrupt

丢弃损坏的帧

sortdts

尝试以 dts 的顺序为准输出

keepside

不合并数据

fastseek

快速 seek（定位）操作，但是不够精确

latm

设置 RTP MP4_LATM 生效

nobuffer

直接读取或写出，不存入 buffer，用于在直播采集时降低延迟

bitexact

不写入随机或者不稳定的数据

整数
整数

支持随意位置 seek，这个 seek 不以 keyframe 为参考
指定解析媒体所需要花销的时间，这里设置的值越高，解析越准确，如
果在直播中为了降低延迟，这个值可以设置得低一些

codec_whitelist

列表

设置可以解析的 codec 的白名单

format_whitelist

列表

设置可以解析的 format 的白名单

output_ts_offset

整数

设置输出文件的起始时间

这些都是通用的封装、解封装操作时使用的参数，后续章节中介绍转封装操作、解封
装操作、封装操作时，上述参数可以与对应的命令行参数搭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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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mpeg 的转码参数

ffmpeg 编解码部分的功能主要是通过模块 AVCodec 来完成的，通过 libavcodec 库进
行 Encode 与 Decode 操作。多媒体编码格式的种类有很多，但是还是有很多通用的基本操
作参数设置，下面就来详细介绍一下这些公用的参数。
通过命令 ffmpeg --help full 可以看到 AVCodecContext 参数列表信息，具体见表 2-2，
该选项下面的所有参数均为编解码可以使用的参数。
表 2-2
参数

ffmpeg AVCodecContext 主要参数帮助

类型

说明

b

整数

设置音频与视频码率，可以认为是音视频加起来的码率，默认为 200kbit/s
使用这个参数可以根据 b:v 设置视频码率，b:a 设置音频码率

ab

整数

设置音频的码率，默认是 128kbit/s

g

整数

设置视频 GOP（可以理解为关键帧间隔）大小，默认是 12 帧一个 GOP

ar

整数

设置音频采样率，默认为 0

ac

整数

设置音频通道数，默认为 0

bf

整数

设置连续编码为 B 帧的个数，默认为 0

maxrate

整数

最大码率设置，与 bufsize 一同使用即可，默认为 0
最 小 码 率 设 置， 配 合 maxrate 与 bufsize 可 以 设 置 为 CBR 模 式， 平 时 很 少 使
用，默认为 0

minrate

整数

bufsize

整数

设置控制码率的 buffer 的大小，默认为 0

keyint_min

整数

设置关键帧最小间隔，默认为 25

sc_threshold

整数

设置场景切换支持，默认为 0

me_threshold

整数

设置运动估计阈值，默认为 0

mb_threshold

整数

设置宏块阈值，默认为 0

profile

整数

设置音视频的 profile，默认为 -99

level

整数

设置音视频的 level，默认为 -99

timecode_frame_start

整数

设置 GOP 帧的开始时间，需要在 non-drop-frame 默认情况下使用

channel_layout

整数

设置音频通道的布局格式

threads

整数

设置编解码工作的线程数

ffmpeg 还有一些更细化的参数，本节中并未详细提及，可以根据本节中提到的查看
方法查看 ffmpeg 的帮助文件以查看更多的内容，本节中介绍的是重点及常用的通用参数，
后续章节中介绍编码操作时，上述参数可以配合对应的例子使用。

2.1.3

ffmpeg 的基本转码原理

ffmpeg 工具的主要用途为编码、解码、转码以及媒体格式转换，ffmpeg 常用于进行转
码操作，使用 ffmpeg 转码的主要原理如图 1-4 所示。
通过前两节介绍的参数，可以设置转码的相关参数，如果转码操作涉及封装的改变，
则可以通过设置 AVCodec 与 AVFormat 的操作参数进行封装与编码的改变，下面列举一个

第 2 章 FFmpeg 工具使用基础

39

例子：
./ffmpeg -i ~/Movies/input1.rmvb -vcodec mpeg4 -b:v 200k -r 15 -an output.mp4

命令行执行后输出的基本信息如下：
ffmpeg version n3.3.2 Copyright (c) 2000-2017 the FFmpeg developers
built with Apple LLVM version 8.1.0 (clang-802.0.42)
configuration: —enable-fontconfig —enable-gpl —enable-libass —enablelibbluray —enable-libfreetype —enable-libmp3lame —enable-libspeex —enablelibx264 —enable-libx265 —enable-libfdk-aac —enable-version3 —cc='ccache gcc' —
enable-nonfree —enable-videotoolbox —enable-audiotoolbox
libavutil
55. 58.100 / 55. 58.100
libavcodec
57. 89.100 / 57. 89.100
libavformat
57. 71.100 / 57. 71.100
libavdevice
57. 6.100 / 57. 6.100
libavfilter
6. 82.100 / 6. 82.100
libswscale
4. 6.100 / 4. 6.100
libswresample
2. 7.100 / 2. 7.100
libpostproc
54. 5.100 / 54. 5.100
Input #0, rm, from '/Users/liuqi/Movies/input1.rmvb':
Metadata:
Modification Date: 5/3/2008 11:15:56
Duration: 01:40:53.44, start: 0.000000, bitrate: 408 kb/s
Stream #0:0: Audio: cook (cook / 0x6B6F6F63), 22050 Hz, stereo, fltp,
20 kb/s
Stream #0:1: Video: rv40 (RV40 / 0x30345652), yuv420p, 608x320, 377 kb/s,
23.98 fps, 23.98 tbr, 1k tbn, 1k tbc
Stream mapping:
Stream #0:1 -> #0:0 (rv40 (native) -> mpeg4 (native))
Press [q] to stop, [?] for help
Output #0, mp4, to 'output.mp4':
Metadata:
encoder
: Lavf57.71.100
Stream #0:0: Video: mpeg4 ( [0][0][0] / 0x0020), yuv420p, 608x320, q=231, 200 kb/s, 15 fps, 15360 tbn, 15 tbc
Metadata:
encoder
: Lavc57.89.100 mpeg4
Side data:
cpb: bitrate max/min/avg: 0/0/200000 buffer size: 0 vbv_delay: -1
frame= 376 fps=0.0 q=7.0 Lsize=822kB time=00:00:25.00 bitrate= 269.3kbits/s
speed=64.3x

从输出信息中可以看到，以上输出的参数中使用了前面介绍过的参数，具体如下。
 转封装格式从 RMVB 格式转换为 MP4 格式
 视频编码从 RV40 转换为 MPEG4 格式
 视频码率从原来的 377kbit/s 转换为 200kbit/s
 视频帧率从原来的 23.98fps 转换为 15fps
 转码后的文件中不包括音频（-an 参数）
可以分析出，这个例子的流程与前面提到的流程相同，首先解封装，需要解的封装为
RMVB ；然后解码，其中视频编码为 RV40，音频编码为 COOK ；然后解码后的视频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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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MPEG4 ；最后封装为一个没有音频的 MP4 文件。更多详细的例子在后面的章节中将会
有详细的介绍。

2.2

ffprobe 常用命令
在 FFmpeg 套件中，除了 ffmpeg 作为多媒体处理工具之外，还有 ffprobe 多媒体信息

查看工具，ffprobe 主要用来查看多媒体文件的信息，下面就来看一下 ffprobe 中常见的基
本命令。
ffprobe 常用的参数比较多，可以通过 ffprobe --help 来查看详细的帮助信息：
usage: ffprobe [OPTIONS] [INPUT_FILE]
Main options:
-L
show license
-h topic
show help
-? topic
show help
-help topic
show help
--help topic
show help
-version
show version
-buildconf
show build configuration
-formats
show available formats
-muxers
show available muxers
-demuxers
show available demuxers
-devices
show available devices
-codecs
show available codecs
-decoders
show available decoders
-encoders
show available encoders
-bsfs
show available bit stream filters
-protocols
show available protocols
-filters
show available filters
-pix_fmts
show available pixel formats
-layouts
show standard channel layouts
-sample_fmts
show available audio sample formats
-colors
show available color names
-loglevel loglevel
set logging level
-v loglevel
set logging level
-report
generate a report
-max_alloc bytes
set maximum size of a single allocated block
-cpuflags flags
force specific cpu flags
-hide_banner hide_banner do not show program banner
-sources device
list sources of the input device
-sinks device
list sinks of the output device
-f format
force format
-unit
show unit of the displayed values
-prefix
use SI prefixes for the displayed values
-byte_binary_prefix
use binary prefixes for byte units
-sexagesimal
use sexagesimal format HOURS:MM:SS.MICROSECONDS for
time units
-pretty
prettify the format of displayed values, make it more
human readable
-print_format format
set the output printing format (available format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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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ault, compact, csv, flat, ini, json, xml)
-of format
alias for -print_format
-select_streams stream_specifier select the specified streams
-sections
print sections structure and section information, and
exit
-show_data
show packets data
-show_data_hash
show packets data hash
-show_error
show probing error
-show_format
show format/container info
-show_frames
show frames info
-show_format_entry entry show a particular entry from the format/container
info
-show_entries entry_list show a set of specified entries
-show_log
show log
-show_packets
show packets info
-show_programs
show programs info
-show_streams
show streams info
-show_chapters
show chapters info
-count_frames
count the number of frames per stream
-count_packets
count the number of packets per stream
-show_program_version
show ffprobe version
-show_library_versions
show library versions
-show_versions
show program and library versions
-show_pixel_formats
show pixel format descriptions
-show_private_data
show private data
-private
same as show_private_data
-bitexact
force bitexact output
-read_intervals read_intervals
set read intervals
-default
generic catch all option
-i input_file
read specified file

这些输出的帮助信息既是 ffprobe 常用的操作参数，也是 ffprobe 的基础参数。例如查
看 log，查看每一个音频数据包信息或者视频数据包信息，查看节目信息，查看流信息，
查看每一个流有多少帧以及每一个流有多少个音视频包，查看视频像素点的格式等。下面
就来根据以上的输出参数重点列举几个例子。
使用 ffprobe -show_packets input.flv 查看多媒体数据包信息：
[PACKET]
codec_type=video
stream_index=0
pts=80
pts_time=0.080000
dts=0
dts_time=0.000000
duration=N/A
duration_time=N/A
size=60858
pos=475
flags=K_
[/PACKET]

通过 show_packets 查看的多媒体数据包信息使用 PACKET 标签括起来，其中包含的
信息主要如表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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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packet 字段说明

字段

说明

codec_type

多媒体类型，如视频包、音频包等

stream_index

多媒体的 stream 索引

pts

多媒体的显示时间值

pts_time

根据不同格式计算过后的多媒体的显示时间

dts

多媒体解码时间值

dts_time

根据不同格式计算过后的多媒体解码时间

duration

多媒体包占用的时间值

duration_time

根据不同格式计算过后的多媒体包所占用的时间值

size

多媒体包的大小

pos

多媒体包所在的文件偏移位置

flags

多媒体包标记，如关键包与非关键包的标记

除了以上字段和信息之外，还可以通过 ffprobe

-show_data -show_packets input.flv

组合参数来查看包中的具体数据：
[PACKET]
codec_type=video
stream_index=0
pts=120
pts_time=0.120000
dts=120
dts_time=0.120000
duration=40
duration_time=0.040000
size=263
pos=20994
flags=__
data=
00000000: 0000 0103 019e
00000010: 6c38 18c7 dd94
00000020: 199b 08e3 69cc
……因篇幅太长省略
000000c0: 2d67 5f15 6d82
000000f0: 75b9 472a 0f61
00000100: 43da 5200 bf1a
[/PACKET]

6174 4107 ac85 be46 3d0a
d449 0abf 97d3 0ed8 6f4c
09bc 502a 3709 c5a8 797a

......atA....F=.
l8.....I......oL
....i...P*7...yz

a411 ce0f 23db 3c83 c3bc
8312 de06 4516 1e17 09af
f9

-g_.m.....#.<...
u.G*.a....E.....
C.R....

从输出的内容中可以看到多媒体包中包含的数据，初始信息为 0000 0103 019e 6174，
那 么 我 们 可 以 根 据 上 述 输 出 内 容 中 的 pos， 也 就 是 文 件 偏 移 位 置 来 查 看，pos 的 值 为
20 994，将其转换为十六进制，位置为 0x00005202，刚好等于 FLVTAG 的数据在 flv 文件
的偏移位置，可以使用 Linux 下的 xxd input.flv 命令进行查看：
00005200:
00005210:
00005220:
00005230:

171a
0000
3d0a
6f4c

0900
0000
6c38
199b

010c
0103
18c7
08e3

0000
019e
dd94
69cc

7800
6174
d449
09bc

0000
4107
0abf
502a

0027
ac85
97d3
3709

0100
be46
0ed8
c5a8

........x....'..
........atA....F
=.l8.....I......
oL....i...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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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5240:
00005250:
00005260:
00005270:
00005280:
00005290:

797a
70dc
ae0d
6e1d
d759
063d

dc01
2fce
4f25
946f
ce25
cea8

40b1
861c
01d1
494d
a113
383d

4b6b
0168
594b
f72c
db4a
b4f4

ccd8
c813
96a6
86d1
79c1
d190

e9a1
287c
79f4
03f1
a04b
be3a

7ea4
0410
0a1e
a420
a91b
6943

0340
dfff
9ab4
ef38
908e
1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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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z..@.Kk....~..@
p./....h..(|....
..O%..YK..y.....
n..oIM.,..... .8
.Y.%...Jy..K....
.=..8=.....:iC..

通过 ffprobe 读取 packets 来进行对应的数据分析，使用 show_packets 与 show_data 配
合可以进行更加精确的分析。
除 了 packets 与 data 之 外，ffprobe 还 可 以 分 析 多 媒 体 的 封 装 格 式， 通 过 ffprobe
-show_format output.mp4

命令可以查看多媒体的封装格式，其使用 FORMAT 标签括起来

显示：
[FORMAT]
filename=output.mp4
nb_streams=1
nb_programs=0
format_name=mov,mp4,m4a,3gp,3g2,mj2
format_long_name=QuickTime / MOV
start_time=0.000000
duration=10.080000
size=212111
bit_rate=168342
probe_score=100
[/FORMAT]

下面对输出信息关键字段进行说明，具体见表 2-4。
表 2-4

format 字段说明

字段

说明

filename

文件名

nb_streams

媒体中包含的流的个数

nb_programs

节目数（相关的概念在 2.3 节中会有详细的介绍）

format_name

使用的封装模块的名称

format_long_name

封装的完整名称

start_time

媒体文件的起始时间

duration

媒体文件的总时间长度

size

媒体文件的大小

bit_rate

媒体文件的码率

参考表 2-4 介绍的字段来解析输出，可以看到这个视频文件只有 1 个流通道，起始时
间是 0.000 000，总时间长度为 10.080 000，文件大小为 212 111 字节，码率为 168 342bit/
s，这个文件的格式有可能是 MOV、MP4、M4A、3GP、3G2 或者 MJ2，之所以 ffprobe 会
这么输出，是因为这几种封装格式在 ffmpeg 中所识别的标签基本相同，所以才会有这么
多种显示方式，而其他几种封装格式不一定是这样的，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 WMV 的封装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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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
filename=input.wmv
nb_streams=1
nb_programs=0
format_name=asf
format_long_name=ASF (Advanced / Active Streaming Format)
start_time=0.000000
duration=10.080000
size=1306549
bit_rate=1036943
probe_score=100
[/FORMAT]

这个 input.wmv 文件中包含一个流通道，文件封装格式为 ASF。
通过 ffprobe

-show_frames input.flv

命令可以查看视频文件中的帧信息，输出的帧

信息将使用 FRAME 标签括起来：
[FRAME]
media_type=video
stream_index=0
key_frame=1
pkt_pts=80
pkt_pts_time=0.080000
pkt_dts=80
pkt_dts_time=0.080000
best_effort_timestamp=80
best_effort_timestamp_time=0.080000
pkt_duration=N/A
pkt_duration_time=N/A
pkt_pos=344
pkt_size=8341
width=1280
height=714
pix_fmt=yuv420p
sample_aspect_ratio=1:1
pict_type=I
coded_picture_number=0
display_picture_number=0
interlaced_frame=0
top_field_first=0
repeat_pict=0
[/FRAME]

通过 -show_frames 参数可以查看每一帧的信息，下面就来介绍一下其中重要的信息，
具体见表 2-5。
表 2-5

frame 字段说明

属性

说明

值

media_type

帧的类型（视频、音频、字幕等）

video

stream_index

帧所在的索引区域

0

key_frame

是否为关键帧

1

pkt_pts

Frame 包的 pts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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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属性

说明

值

pkt_pts_time

Frame 包的 pts 的时间显示

0.080000

pkt_dts

Frame 包的 dts

80

pkt_dts_time

Frame 包的 dts 的时间显示

0.080000

pkt_duration

Frame 包的时长

N/A

pkt_duration_time

Frame 包的时长时间显示

N/A

pkt_pos

Frame 包所在文件的偏移位置

344

width

帧显示的宽度

1280

height

帧显示的高度

714

pix_fmt

帧的图像色彩格式

yuv420p

pict_type

帧类型

I

在 Windows 下常用的 Elecard StreamEye 工具中打开查看 MP4 时，会很直观地看到帧
类型显示，用 ffprobe 的 pict_type 同样可以看到视频的帧是 I 帧、P 帧或者 B 帧；每一帧
的大小同样也可以通过 ffprobe 的 pkt_size 查看到。
通 过 -show_streams 参 数 可 以 查 看 到 多 媒 体 文 件 中 的 流 信 息， 流 的 信 息 将 使 用
STREAM 标签括起来：
[STREAM]
index=0
codec_name=h264
codec_long_name=H.264 / AVC / MPEG-4 AVC / MPEG-4 part 10
profile=High
codec_type=video
codec_time_base=1/50
codec_tag_string=[0][0][0][0]
codec_tag=0x0000
width=1280
height=714
coded_width=1280
coded_height=714
has_b_frames=2
sample_aspect_ratio=1:1
display_aspect_ratio=640:357
pix_fmt=yuv420p
level=31

如以上输出内容所示，从中可以看到流的信息，具体属性及说明见表 2-6。
表 2-6
属性

stream 字段说明
说明

值

index

流所在的索引区域

0

codec_name

编码名

h264

codec_long_name

编码全名

MPEG-4 part 10

profile

编码的 profile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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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说明

值

level

编码的 level

31

has_b_frames

包含 B 帧信息

2

codec_type

编码类型

video

codec_time_base

编码的时间戳计算基础单位

1/50

pix_fmt

图像显示的色彩格式

yuv420p

coded_width

图像的宽度

1280

coded_height

图像的高度

714

codec_tag_string

编码的标签数据

[0][0][0][0]

除了以上这些信息，还有更多信息，具体如下：
field_order=progressive
timecode=N/A
refs=1
is_avc=true
nal_length_size=4
r_frame_rate=25/1
avg_frame_rate=25/1
time_base=1/1000
start_pts=80
start_time=0.080000
duration_ts=N/A
duration=N/A
bit_rate=200000
max_bit_rate=N/A
bits_per_raw_sample=8
nb_frames=N/A

下面再来介绍一下多输出的这些信息，具体说明见表 2-7。
表 2-7
属性

stream 字段其他说明
说明

值

r_frame_rate

实际帧率

25/1

avg_frame_rate

平均帧率

25/1

time_base

时间基数（用来进行 timestamp 计算）

1/1000

bit_rate

码率

200000

max_bit_rate

最大码率

N/A

nb_frames

帧数

N/A

ffprobe 使用前面的参数可以获得 key-value 格式的显示方式，但是阅读起来因习惯不
同，可能有的人会认为方便，有的人认为不方便；如果要进行格式化的显示，这样就需要
用到 ffprobe -print_format 或者 ffprobe -of 参数来进行相应的格式输出，而 -print_format
支持多种格式输出，包括 XML、INI、JSON、CSV、FLAT 等。下面列举几种常见的格式
输出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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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ffprobe -of xml -show_streams input.flv 得到的 XML 输出格式如下所示：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ffprobe>
<streams>
<stream index="0" codec_name="h264" codec_long_name="H.264 / AVC / MPEG-4
AVC / MPEG-4 part 10" profile="High" codec_type="video" codec_time_base="1/50"
codec_tag_string="[0][0][0][0]" codec_tag="0x0000" width="1280" height="714" coded_
width="1280" coded_height="714" has_b_frames="2" sample_aspect_ratio="1:1" display_
aspect_ratio="640:357" pix_fmt="yuv420p" level="31" chroma_location="left" field_
order="progressive" refs="1" is_avc="true" nal_length_size="4" r_frame_rate="25/1"
avg_frame_rate="25/1" time_base="1/1000" start_pts="80" start_time="0.080000" bit_
rate="200000" bits_per_raw_sample="8">
<disposition default="0" dub="0" original="0" comment="0" lyrics= "0"
karaoke="0" forced="0" hearing_impaired="0" visual_impaired="0" clean_effects="0"
attached_pic="0" timed_thumbnails="0"/>
</stream>
</streams>
</ffprobe>

从输出的内容可以看出，输出的内容格式为 XML 格式，如果原有的业务本身就可以
解析 XML 格式，那么就不需要更改解析引擎，直接将输出内容输出为 XML 格式即可，
解析引擎解析 Packet 信息时会很方便。
通过 ffprobe -of ini -show_streams input.flv 得到的 INI 格式的输出如下所示：
[streams.stream.0]
index=0
codec_name=h264
codec_long_name=H.264 / AVC / MPEG-4 AVC / MPEG-4 part 10
profile=High
codec_type=video
codec_time_base=1/50
codec_tag_string=[0][0][0][0]
codec_tag=0x0000
width=1280
height=714
coded_width=1280
coded_height=714
has_b_frames=2

从输出内容可以看到输出的内容格式为 INI 格式，这种格式可以用于擅长解析 INI 格
式的项目中。
通过 ffprobe -of flat -show_streams input.flv 输出 FLAT 格式：
streams.stream.0.index=0
streams.stream.0.codec_name="h264"
streams.stream.0.codec_long_name="H.264 / AVC / MPEG-4 AVC / MPEG-4 part 10"
streams.stream.0.profile="High"
streams.stream.0.codec_type="video"
streams.stream.0.codec_time_base="1/50"
streams.stream.0.codec_tag_string="[0][0][0][0]"
streams.stream.0.codec_tag="0x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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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ams.stream.0.width=1280
streams.stream.0.height=714

从输出的内容可以看到，输出的信息为 FLAT 格式的输出，从 Packet 的 stream_index
的值可以直接得知 Packet 属于哪个 Stream，从而获得 Stream 对应的 Packet 的信息。
通过 ffprobe -of json -show_packets input.flv 输出 JSON 格式：
{
"packets": [
{
"codec_type": "video",
"stream_index": 0,
"pts": 80,
"pts_time": "0.080000",
"dts": 0,
"dts_time": "0.000000",
"size": "8341",
"pos": "344",
"flags": "K_"
},
{
"codec_type": "video",
"stream_index": 0,
"pts": 240,
"pts_time": "0.240000",
"dts": 40,
"dts_time": "0.040000",
"duration": 40,
"duration_time": "0.040000",
"size": "6351",
"pos": "8705",
"flags": "__"
},

从输出内容可以看到，内容信息还是 Packet 的信息，但是输出的形式为 JSON 的格
式，这种格式的数据可以用在以 JSON 解析为主的业务中。
通过 ffprobe -of csv -show_packets input.flv 输出 CSV 格式：
packet,video,0,80,0.080000,0,0.000000,N/A,N/A,N/A,N/A,8341,344,K_
packet,video,0,240,0.240000,40,0.040000,40,0.040000,N/A,N/A,6351,8705,__
packet,video,0,160,0.160000,80,0.080000,40,0.040000,N/A,N/A,5898,15076,__
packet,video,0,120,0.120000,120,0.120000,40,0.040000,N/A,N/A,263,20994,__
packet,video,0,200,0.200000,160,0.160000,40,0.040000,N/A,N/A,4922,21277,__
packet,video,0,280,0.280000,200,0.200000,40,0.040000,N/A,N/A,3746,26219,__
packet,video,0,320,0.320000,240,0.240000,40,0.040000,N/A,N/A,2305,29985,__
packet,video,0,360,0.360000,280,0.280000,40,0.040000,N/A,N/A,1767,32310,__
packet,video,0,440,0.440000,320,0.320000,40,0.040000,N/A,N/A,1329,34097,__
packet,video,0,400,0.400000,360,0.360000,40,0.040000,N/A,N/A,202,35446,__

通过各种格式的输出，可以使用对应的绘图方式绘制出可视化图形。
CSV 格式输出后可使用 Excel 打开表格形式，如图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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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Excel 查看媒体信息 CSV 格式的输出

将表格中的数据以图形的方式绘制出来，如图 2-2 所示。

1
5
9
13
17
21
25
29
33
37
41
45
49
53
57
61
65
69
73
77
81
85
89
93
97
101
105
109
113
117
121
125
129
133
137
141
145
149
153
157
161
165
169
173
177
181
185
189
193
197
201
205
209
213
217
221
225
229
233
237
241
245
249
253

10 000
9 000
8 000
7 000
6 000
5 000
4 000
3 000
2 000
1 000
0

图 2-2

Excel 查看媒体信息 CSV 转换图表格式输出

可以看到，图 2-3 所示的图形与 Elecard StreamEye 的可视化图基本相同。

图 2-3

Elecard StreamEye 查看流媒体帧信息可视化图

使 用 select_streams 可 以 只 查 看 音 频（a）、 视 频（v）、 字 幕（s） 的 信 息， 例 如 配 合
show_frames 查看视频的 frames 信息：
ffprobe -show_frames -select_streams v -of xml input.mp4

命令行执行后可以看到输出的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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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ffprobe>
<frames>
<frame media_type="video" stream_index="0" key_frame="1" pkt_pts= "0"
pkt_pts_time="0.000000" pkt_dts="0" pkt_dts_time="0.000000" best_effort_timestamp=
"0" best_effort_timestamp_time="0.000000" pkt_duration="640" pkt_duration_time=
"0.040000" pkt_pos="48" pkt_size="8341" width="1280" height="714" pix_fmt="yuv420p"
sample_aspect_ratio="1:1" pict_type="I" coded_picture_number="0" display_picture_
number= "0" interlaced_frame="0" top_field_first="0" repeat_pict="0"/>
<frame media_type="video" stream_index="0" key_frame="0" pkt_pts="640"
pkt_pts_time="0.040000" pkt_dts="640" pkt_dts_time="0.040000" best_effort_
timestamp= "640" best_effort_timestamp_time="0.040000" pkt_duration="640" pkt_
duration_time="0.040000" pkt_pos="20638" pkt_size="263" width="1280" height="714"
pix_fmt="yuv420p" sample_aspect_ratio="1:1" pict_type="B" coded_picture_number="3"
display_picture_number="0" interlaced_frame="0" top_field_first="0" repeat_
pict="0"/>
<frame media_type="video" stream_index="0" key_frame="0" pkt_pts="1280"
pkt_pts_time="0.080000" pkt_dts="1280" pkt_dts_time="0.080000" best_effort_
timestamp="1280" best_effort_timestamp_time="0.080000" pkt_duration="640" pkt_
duration_time="0.040000" pkt_pos="14740" pkt_size="5898" width="1280" height="714"
pix_fmt="yuv420p" sample_aspect_ratio="1:1" pict_type="B" coded_picture_number="2"
display_picture_number="0" interlaced_frame="0" top_field_first="0" repeat_
pict="0"/>
<frame media_type="video" stream_index="0" key_frame="0" pkt_pts="1920"
pkt_pts_time="0.120000" pkt_dts="1920" pkt_dts_time="0.120000" best_effort_
timestamp="1920" best_effort_timestamp_time="0.120000" pkt_duration="640" pkt_
duration_time="0.040000" pkt_pos="20901" pkt_size="4922" width="1280" height="714"
pix_fmt="yuv420p" sample_aspect_ratio="1:1" pict_type="B" coded_picture_number="4"
display_picture_number="0" interlaced_frame="0" top_field_first="0" repeat_
pict="0"/>

从以上的输出内容中可以看到，输出的 frame 信息全部为视频相关的信息。
使用 ffprobe 还可以查看很多信息，读者可以通过本节介绍的 help 方法查看更多更详
细的信息。

2.3

ffplay 常用命令
在 编 译 旧 版 本 FFmpeg 源 代 码 时， 如 果 系 统 中 包 含 了 SDL-1.2 版 本， 就 会 默 认 将

ffplay 编译生成出来，如果不包含 SDL-1.2 或者版本不是 SDL-1.2 时，将无法生成 ffplay
文件，所以，如果想使用 ffplay 进行流媒体播放测试，则需要安装 SDL-1.2。而在新版本
的 FFmpeg 源代码中，需要 SDL-2.0 之后的版本才能有效生成 ffplay。
在 FFmpeg 中通常使用 ffplay 作为播放器，其实 ffplay 同样也可以作为很多音视频数
据的图形化分析工具，通过 ffplay 可以看到视频图像的运动估计方向、音频数据的波形
等，本节将会介绍更多的参数并举例说明。

2.3.1

ffplay 常用参数

ffplay 不仅仅是播放器，同时也是测试 ffmpeg 的 codec 引擎、format 引擎，以及 fi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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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的工具，并且还可以进行可视化的媒体参数分析，其可以通过 ffplay --help 进行查看：
Simple media player
usage: ffplay [options] input_file
Main options:
-L
show license
-h topic
show help
-? topic
show help
-help topic
show help
--help topic
show help
-version
show version
-buildconf
show build configuration
-formats
show available formats
-muxers
show available muxers
-demuxers
show available demuxers
-devices
show available devices
-codecs
show available codecs
-decoders
show available decoders
-encoders
show available encoders
-bsfs
show available bit stream filters
-protocols
show available protocols
-filters
show available filters
-pix_fmts
show available pixel formats
-layouts
show standard channel layouts
-sample_fmts
show available audio sample formats
-colors
show available color names
-loglevel loglevel
set logging level
-v loglevel
set logging level
-report
generate a report
-max_alloc bytes
set maximum size of a single allocated block
-sources device
list sources of the input device
-sinks device
list sinks of the output device
-x width
force displayed width
-y height
force displayed height
-s size
set frame size (WxH or abbreviation)
-fs
force full screen
-an
disable audio
-vn
disable video
-sn
disable subtitling
-ss pos
seek to a given position in seconds
-t duration
play "duration" seconds of audio/video
-bytes val
seek by bytes 0=off 1=on -1=auto
-nodisp
disable graphical display
-noborder
borderless window
-volume volume
set startup volume 0=min 100=max
-f fmt
force format
-window_title window title set window title
-af filter_graph
set audio filters
-showmode mode
select show mode (0 = video, 1 = waves, 2 = RDFT)
-i input_file
read specified file
-codec decoder_name
force decoder
-autorotate
automatically rotate video

如上述帮助信息的输出所示，大多数都是前面已经介绍过的参数，这里就不再一一赘
述，一些未介绍的参数说明见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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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ffplay 基础帮助信息

参数

说明

x

强制设置视频显示窗口的宽度

y

强制设置视频显示窗口的高度

s

设置视频显示的宽高

fs

强制全屏显示

an

屏蔽音频

vn

屏蔽视频

sn

屏蔽字幕

ss

根据设置的秒进行定位拖动

t

设置播放视频 / 音频的长度

bytes

设置定位拖动的策略，0 为不可拖动，1 为可拖动，-1 为自动

nodisp

关闭图形化显示窗口

f

强制使用设置的格式进行解析

window_title

设置显示窗口的标题

af

设置音频的滤镜

codec

强制使用设置的 codec 进行解码

autorotate

自动旋转视频

常见参数可以手动进行尝试，下面列举几个示例。
 如果希望从视频的第 30 秒开始播放，播放 10 秒钟的文件，则可以使用如下命令：
ffplay -ss 30 -t 10 input.mp4

 如果希望视频播放时播放器的窗口显示标题为自定义标题，则可以使用如下命令：
ffplay -window_title "Hello World, This is a sample" output.mp4

上述命令的显示窗口如图 2-4 所示。

图 2-4

ffplay 设置播放器 title 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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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希望使用 ffplay 打开网络直播流，则可以使用如下命令：
ffplay -window_title " 播放测试 "

rtmp://up.v.test.com/live/stream

命令执行后显示窗口如图 2-5 所示。

图 2-5

ffplay 播放实时网络直播视频流

根据图 2-5 所示，可以看到播放器播放的窗口标题已经显示为自定义设置的内容。
基本参数介绍完毕，下面进一步介绍 ffplay 的高级参数。

2.3.2

ffplay 高级参数

通过使用 ffplay

--help

参数可以看到比较多的帮助信息，其中包含了高级参数介绍，

下面就来详细介绍一下，具体见表 2-9。
表 2-9

ffplay 高级参数

参数

说明

ast

设置将要播放的音频流

vst

设置将要播放的视频流

sst

设置将要播放的字幕流

stats

输出多媒体播放状态

fast

非标准化规范的多媒体兼容优化

sync

音视频同步设置可根据音频时间、视频时间或者外部扩展时间进行参考

autoexit

多媒体播放完毕之后自动退出 ffplay，ffplay 默认播放完毕之后不退出播放器

exitonkeydown

当有按键按下事件产生时退出 ffplay

exitonmousedown

当有鼠标按键事件产生时退出 ffplay

loop

设置多媒体文件循环播放的次数

framedrop

当 CPU 资源占用过高时，自动丢帧

infbuf

设置无极限的播放器 buffer，这个选项常见于实时流媒体播放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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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参数

说明

vf

视频滤镜设置

acodec

强制使用设置的音频解码器

vcodec

强制使用设置的视频解码器

scodec

强制使用设置的字幕解码器

下面将这些参数与前面介绍过的一些参数进行组合，列举几个示例。
例如从 20 秒播放一个视频，播放时长为 10 秒钟，播放完成后自动退出 ffplay，播放
器的窗口标题为“ Hello World ”，为了确认播放时长正确，可以通过系统命令 time 查看命
令运行时长：
time ffplay -window_title "Hello World" -ss 20 -t 10 -autoexit output.mp4

该命令执行完毕输出如下：
real
0m10.783s
user
0m8.401s
sys 0m0.915s

从输出的内容分析来看，实际消耗时间为 10.783 秒，用户空间消耗 8.401 秒，情况基
本相符。
例如强制使用 H.264 解码器解码 MPEG4 的视频，将会报错：
ffplay -vcodec h264 output.mp4

命令行执行之后的输出信息如下：
Input #0, mov,mp4,m4a,3gp,3g2,mj2, from 'output.mp4':
0B f=0/0
Metadata:
major_brand
: isom
minor_version
: 512
compatible_brands: isomiso2mp41
encoder
: Lavf57.66.102
Duration: 00:00:10.08, start: 0.000000, bitrate: 1069 kb/s
Stream #0:0(und): Video: mpeg4 (Simple Profile) (mp4v / 0x7634706D),
yuv420p, 1280x714 [SAR 1:1 DAR 640:357], 1068 kb/s, 25 fps, 25 tbr, 12800 tbn, 25
tbc (default)
Metadata:
handler_name
: VideoHandler
[h264 @ 0x7fdf8980be00] Invalid NAL unit 0, skipping.
Last message repeated 4 times
[h264 @ 0x7fdf8980be00] no frame!
[h264 @ 0x7fdf888af000] Invalid NAL unit 0, skipping.
[h264 @ 0x7fdf888af000] no frame!
[h264 @ 0x7fdf8880a400] Invalid NAL unit 0, skipping.

从输出的信息可以看到，使用 H.264 的解码器解码 MPEG4 时会得到 no frame 的错
误，视频也解析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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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举过的例子中，我们看到的比较多的是单节目的流，下面列举一个多节目的流，
常见于广电行业的视频：
Input #0, mpegts, from '/Users/liuqi/Movies/movie/ChinaTV-11.ts':
Duration: 00:01:50.84, start: 42860.475344, bitrate: 37840 kb/s
Program 12
Metadata:
service_name
: BBB1
service_provider: BBB
Stream #0:0[0x3dc]: Video: mpeg2video (Main) ([2][0][0][0] / 0x0002),
yuv420p(tv, top first), 544x480 [SAR 20:17 DAR 4:3], Closed Captions, 29.97 fps,
29.97 tbr, 90k tbn, 59.94 tbc
Stream #0:1[0x3dd](eng): Audio: mp2 ([4][0][0][0] / 0x0004), 48000 Hz,
mono, s16p, 128 kb/s
Program 13
Metadata:
service_name
: BBB 9
service_provider: BBB
Stream #0:4[0x3f0]: Video: mpeg2video (Main) ([2][0][0][0] / 0x0002),
yuv420p(tv, top first), 544x480 [SAR 20:17 DAR 4:3], Closed Captions, 29.97 fps,
29.97 tbr, 90k tbn, 59.94 tbc
Stream #0:5[0x3f1](eng): Audio: mp2 ([4][0][0][0] / 0x0004), 48000 Hz,
mono, s16p, 128 kb/s
Program 14
Metadata:
service_name
: BBB12
service_provider: BBB
Stream #0:6[0x404]: Video: mpeg2video (Main) ([2][0][0][0] / 0x0002),
yuv420p(tv, top first), 544x480 [SAR 20:17 DAR 4:3], Closed Captions, 29.97 fps,
29.97 tbr, 90k tbn, 59.94 tbc
Stream #0:7[0x405](eng): Audio: mp2 ([4][0][0][0] / 0x0004), 48000 Hz,
mono, s16p, 128 kb/s
Program 15
Metadata:
service_name
: BBB Low
service_provider: BBB
Stream #0:8[0x418]: Video: mpeg2video (Main) ([2][0][0][0] / 0x0002),
yuv420p(tv, top first), 544x480 [SAR 20:17 DAR 4:3], Closed Captions, 29.97 fps,
29.97 tbr, 90k tbn, 59.94 tbc
Stream #0:9[0x419](eng): Audio: mp2 ([4][0][0][0] / 0x0004), 48000 Hz,
mono, s16p, 128 kb/s

当视频流中出现多个 Program 时，播放 Program 与常规的播放方式有所不同，需要指
定对应的流，可以通过 vst、ast、sst 参数来指定，例如希望播放 Program 13 中的音视频流，
视频流编号为 4，音频流编号为 5，则可以通过如下命令行进行指定：
ffplay -vst 4 -ast 5 ~/Movies/movie/ChinaTV-11.ts

播放效果如图 2-6 所示。
通过 Program 13 中的信息可以看到该流的名称为 service_name，对应的值是 BBB 9，
而指定音视频流播放之后播放出来的图像也能够与之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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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ffplay 选择跨 program 的流播放

如果使用 ffplay 播放视频时希望加载字幕文件，则可以通过加载 ASS 或者 SRT 字幕
文件来解决，下面列举一个加载 SRT 字幕的例子，首先编辑 SRT 字幕文件，内容如下：
1
00:00:01.000 --> 00:00:30.000
Test Subtitle by Steven Liu
2
00:00:30.001 --> 00:00:60.000
Hello Test Subtitle
3
00:01:01.000 --> 00:01:10.000
Test Subtitle by Steven Liu
4
00:01:11.000 --> 00:01:30.000
Test Subtitle by Steven Liu

然后通过 filter 将字幕文件加载到播放数据中，使用命令如下：
ffplay -window_title "Test Movie" -vf "subtitles=input.srt" output.mp4

通过这条命令可以看到播放的效果如图 2-7 所示。

图 2-7

ffplay 播放加载字幕流与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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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2-8 中可以看出，视频中已经将 SRT 格式的文字字幕加入到视频中并展现了出来。

2.3.3

ffplay 的数据可视化分析应用

使用 ffplay 除了可以播放视频流媒体文件之外，还可以作为可视化的视频流媒体分析
工具，例如播放音频文件时，如果不确定文件的声音是否正常，则可以直接使用 ffplay 播
放音频文件，播放的时候其将会把解码后的音频数据以音频波形的形式显示出来，命令行
执行后的效果如图 2-8 所示，命令如下：
ffplay -showmode 1 output.mp3

图 2-8

ffplay 播放音频波形示例

从图 2-9 中可以看到，音频播放时的波形可以通过振幅显示出来，可以用来查看音频
的播放情况。
例如，当播放视频时想要体验解码器是如何解码每个宏块的，可以使用如下命令：
ffplay -debug vis_mb_type -window_title "show vis_mb_type" -ss 20 -t 10
-autoexit output.mp4

显示窗口内容如图 2-9（见彩插）所示。

图 2-9

ffplay 播放视频显示宏块展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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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输出的视频信息中，可以看到不同颜色的方块，下面就来说明一下这些颜色分别代
表什么信息，具体见表 2-10（见彩插）。
表 2-10
颜色

宏块显示颜色说明

宏块类型条件

说明

IS_PCM (MB_TYPE_INTRA_PCM)

无损（原始采样不包含预测信息）

(IS_INTRA && IS_ACPRED) || IS_INTRA16x16

16×16 帧内预测

IS_INTRA4x4

4×4 帧内预测

IS_DIRECT

无运动向量处理（B 帧分片）

IS_GMC && IS_SKIP

16×16 跳宏块（P 或 B 帧分片）

IS_GMC

全局运动补偿（与 H.264 无关）

!USES_LIST(1)

参考过去的信息（P 或 B 帧分片）

!USES_LIST(0)

参考未来的信息（B 帧分片）

USES_LIST(0) && USES_LIST(1)

参考过去和未来的信息（B 帧分片）

例如通过 ffplay 查看 B 帧预测与 P 帧预测信息，希望将信息在窗口中显示出来，可使
用如下命令：
ffplay -vismv pf output.mp4

显示效果如图 2-10 所示。

图 2-10

ffplay 播放视频显示运动估计信息示例

根据图 2-10 中的箭头可以看到 P 帧运动估计的信息，
而 vismv 参数则是用来显示图像解码时的运动向量信息的，

表 2-11

运动向量显示参数

参数

说明

pf

P 帧向前运动估计显示

这个 vismv 参数将会在未来被替换掉，未来更多的是使

bf

B 帧向前运动估计显示

用 codecview 这个滤镜来进行设置，如图 2-10 所示，也可

bb

B 帧向后运动估计显示

可以设置三种类型的运动向量信息显示，具体见表 2-11。

以通过下面这条命令来完成：
ffplay -flags2 +export_mvs -ss 40 output.mp4 -vf codecview=mv=pf+bf+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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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本章对 FFmpeg 中的 ffmpeg、ffprobe 和 ffplay 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可简要总结如下。
 ffmpeg 主要用于音视频编解码
 ffprobe 主要用于音视频内容分析
 ffplay 主要用于音视频播放、可视化分析
通过对以上三个应用程序的介绍，相信大家已经了解了多媒体信息中基本信息的获取

方式，并且学习到了一定的使用规则。至此，FFmpeg 工具使用的基础部分已经介绍完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