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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指南
SDK 合规接入详细操作指引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09 14:21:52
此篇文档为您介绍 GME SDK 合规接入的详细操作。在阅读此文档前，请先充分阅读和了解《SDK 接入使用说
明》。

涉及到个人信息的接口
目前 GME SDK 涉及到个人信息的接口如下：

初始化接口
初始化接口用于初始化整个 GME SDK，启动后会收集个人信息。

注意
确保在用户阅读 App 隐私政策并取得用户授权之后，按APP功能需要在合适时机调用正式初始化函数 Init 初
始化 SDK。反之，如果用户不同意《隐私政策》授权，则不能调用正式初始化函数。

接口原型
Android
public abstract int Init(String sdkAppId, String openId);

iOS
-(int)InitEngine:(NSString*)sdkAppID openID:(NSString*)openID;

示例代码
Android
String sdkAppID = "14000xxxxx";
String openID = "100";
int ret = 0;
//在用户同意APP隐私政策之后，按APP功能需要在合适时机再正式初始化SDK
//ret = 0，表示用户同意APP隐私合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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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 = 1，表示用户不同意APP隐私合规政策
//如果用户不授权隐私策略，则 ret 修改为非 0
if(ret != 0){
Log.e(TAG,"用户不同意APP隐私合规政策");
}else{
ITMGContext.GetInstance(this).Init(sdkAppId, openId);
}

iOS
_openId = _userIdText.text;
_appId = _appIdText.text;
int result = 0;
//在用户同意APP隐私政策之后，按APP功能需要在合适时机再正式初始化SDK
//result = 0，表示用户同意APP隐私合规政策
//result = 1，表示用户不同意APP隐私合规政策
//如果用户不授权隐私策略，则 ret 修改为非 0
if (result == 0) {
[[ITMGContext GetInstance] InitEngine:SDKAPPID openID:_openId];}
else{
log = [NSString stringWithFormat:@"用户不同意APP隐私合规政策"];
}

可延迟申请权限
请您注意，启动麦克风设备接口会需要用到麦克风权限，建议在需要启动麦克风的时候才对权限进行申请，在用户授权
的情况下获取麦克风权限。需要麦克风权限的接口如下：
接口原型
Android
public abstract int EnableMic(boolean isEnabled);
public abstract int EnableAudioCaptureDevice(boolean isEnabled);
public abstract int StartRecording(String filePath);
public abstract int StartRecordingWithStreamingRecognition (String filePath);
public abstract int StartRecordingWithStreamingRecognition (String filePath,String language,String
translate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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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
-(QAVResult)EnableMic:(BOOL)enable;
-(QAVResult)EnableAudioCaptureDevice:(BOOL)enabled;
-(int)StartRecording:(NSString*)filePath;
-(int)StartRecordingWithStreamingRecognition:(NSString *)filePath;
-(int)StartRecordingWithStreamingRecognition:(NSString *)filePath language:(NSString*)speechLan
guage translatelanguage:(NSString*)translateLanguage;

检查权限
关于麦克风权限的检查，可以通过 GME TestMic 接口进行实现。

可选权限配置
请您注意，SDK 不强制获取可选权限，即使没有获取可选权限，SDK 基本功能也能正常运行。您可以配置可选权限，
以便使用 SDK 提供的其他可选功能。建议调用请求前在合适的时机调用 SDK 提供的方法，在用户授权的情况下获取
声明中的权限。

Android 配置可选权限
在 Android 平台中，读写权限不是必须添加的，请根据以下规则进行判断是否添加：
如果使用的是默认的日志路径（/sdcard/Android/data/xxx.xxx.xxx/files），即表示未对 SetLogPath 进行
调用，则不需要 WRITE_EXTERNAL_STORAGE 权限。
如果调用 SetLogPath 接口将日志路径放在外部存储设备，以及使用语音消息功能在录制时的存储路径是在外部存
储设备，则需要向用户申请 WRITE_EXTERNAL_STORAGE 权限，并得到用户明确批准。

iOS 配置可选权限
在 iOS 平台中，Required background modes 权限用于允许后台运行，可根据业务决定是否配置。

用户权利保障机制
终端用户撤销同意处理其个人信息的授权时，您可通过调用 Uninit 接口停止使用 SDK 功能并停止采集与关闭功能相
应的用户数据。
接口原型
Android
public abstract int Uni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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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
-(int)Uni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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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语音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17 15:54:52
为方便开发者调试和接入腾讯云游戏多媒体引擎产品 API，本文为您介绍 GME 范围语音的接入技术。

使用场景
GME 范围语音是专门为有范围需求的语音场景提供的功能，主要的适用场景如下：
1. 提供大逃杀类型游戏、生存射击类手游中特有的“仅小队”或“所有人”的语音模式。
2. 在一个语音房间内，用户可以与一定距离内的其他用户进行实时语音通话，同时房间内所有用户可以听到主持人说话
声音，适用于游戏演唱会场景。

体验效果
可以到 Demo 体验 中下载体验程序，体验 3D 音效及范围语音的效果。

基本概念
使用范围语音功能，涉及到语音模式、语音接收范围以及 TeamID 这三个概念。

语音模式
当进入范围语音房间时，有两种语音模式可供选择：
语音模式

参数名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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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模式

参数名称

功能
设置后玩家附近一定范围的人都能听到该玩家讲话，

所有人

如果范围内也有玩家设置为此模式，则也可以互相通

RANGE_AUDIO_MODE_WORLD

话。
队友可以互相听到

仅小队

RANGE_AUDIO_MODE_TEAM

仅队友可以互相听到

注意：
队友之间的通话不受距离以及语音模式的影响。

语音接收范围

如果设置的语音模式为所有人(RANGE_AUDIO_MODE_WORLD)，此时的语音接收范围受
UpdateAudioRecvRange 接口影响。
假设以下两个玩家 A 与 B 为不同的小队，且设置的语音模式为所有人(RANGE_AUDIO_MODE_WORLD)：
玩家坐标
A
（0,0,0）

语音接收范围
10米

与另一玩家声音可达情况

与队友声音可达情况

可以听到玩家 B 的声音，因为 B 玩家距离 A 玩家在

不影响同一小队成员互

10米内

相通话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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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家坐标

语音接收范围

B

5米

（0,8,0）

与另一玩家声音可达情况

与队友声音可达情况

不可以听到玩家 A 的声音，因为 A 玩家与 B 玩家距

不影响同一小队成员互

离超过5米

相通话

说明
具体玩家声音可达情况请参见 附录。

TeamID
使用范围语音，需要调用 SetRangeAudioTeamID 接口设置小队号 TeamID，再调用 EnterRoom 接口进入语
音房间。
当进入语音房间时指定的 TeamID != 0 时，进入范围语音房间模式。如果某成员使用 TeamID = 1 进入语音房
间，当他设置语音模式为 RANGE_AUDIO_MODE_TEAM，则只有 TeamID = 1 的成员能听到他的声音；如
果他设置的语音模式为 RANGE_AUDIO_MODE_WORLD，则除了 TeamID = 1 的成员，一定范围内的玩家
也能听到他的声音。

TeamID 情况

语音模式

范围
10

RANGE_AUDIO_MODE_TEAM

米

声音可达情况
声音只能和 TeamID = 1 的成员互通

TeamID !=
声音能和 TeamID = 1 的成员、以及语

0，假设
TeamID = 1

RANGE_AUDIO_MODE_WORLD

10

音模式设置为

米

RANGE_AUDIO_MODE_WORLD
的同房间10米范围内成员互通

如果某成员使用 TeamID = 0 进入语音房间，则为范围语音主持人模式，房间内所有人（不论语音模式是所有人还
是仅小队）都可以听到该成员的声音。

TeamID
情况

TeamID 修改时机

范围

TeamID
=0

声音可达情况
说话声音全房间成员（不论语音模式是所有人还是
仅小队）都能听到

进房前 TeamID != 0，进房后

10

能与 TeamID = 0 的成员互相沟通

修改 TeamID = 0

米

能听到设置为
RANGE_AUDIO_MODE_WORLD 的同房间10
米范围内成员声音

进房前 TeamID = 0，以

10

TeamID = 0 进入房间

米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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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与 TeamID = 0 的成员互相沟通
不能听到房间内其他人说话声音

示例场景
大逃杀游戏：例如一个大逃杀类型的游戏，每4个人为一个队伍，则这4个人需要设置一个小队号 TeamID，每100
人为一个对局房间，一个对局共25个小队，则25个小队都进去一个语音房间。在对局中，如果某玩家想和10米范围
内的陌生人沟通，则将语音距离范围设置为10，将语音模式设置为 RANGE_AUDIO_MODE_WORLD，同时
打开麦克风及扬声器。如果他只想和小队成员沟通，不和非小队的成员沟通，则只需要将语音模式设置为
RANGE_AUDIO_MODE_TEAM。
游戏演唱会：在游戏中如果需要举办演唱会，歌手不需要和游戏玩家有互动，可以让游戏玩家通过 TeamID =
OpenID 进入范围语音房间，设置语音模式为 RANGE_AUDIO_MODE_WORLD，依照游戏玩法设置语音距
离范围，这样游戏玩家可以和附近玩家沟通交流；歌手将 TeamID 设置为 0 后进入房间，歌手的声音整个房间的人
都能听见，但歌手听不见其他人的声音。
主持人模式：在游戏中例如虚拟桌游场景，主持人说话声音即要房间内所有人听见，也要听见范围内玩家说话的声
音，可以让主持人先以 TeamID != 0 的形式进入房间，进房后将 TeamID 设置为 0，此时主持人说话全房间的人
都能听见，主持人也能听见范围内玩家说话的声音。

前提条件
已开通实时语音服务：可参见 语音服务开通指引。
已接入GME SDK：包括核心接口和实时语音接口的接入，详情可参见 Native SDK 快速接入、Unity SDK 快速
接入、Unreal SDK 快速接入。

使用流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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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请务必参照此流程调用接口。
流程图中蓝色部分为范围语音所需流程。
有别于普通小队语音房间，在使用范围语音能力时，必须使用流畅音质进房。
在进房成功后，调用 UpdateAudioRecvRange（至少一次），及每帧调用 UpdateSelfPosition。

1. 设置 TeamID
进房前，通过此接口设置队伍号，影响下一次进房。
进房后，可通过此接口修改队伍号，设置后立即生效。
退房后，TeamID 不会自动重置为0，所以一旦决定调用此语音模式，请在每次 EnterRoom 之前都调用此方法设
置 TeamID。
退房后再进房，请在退房成功回调回来之后再调用设置队伍号接口。
函数原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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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MGContext SetRangeAudioTeamID(int teamID)

参数

类型

teamID

int

意义
队伍号，专供范围语音模式中使用。当 TeamID 为0时，通话模式为普通小队语音，默认
0。

2. 设置语音模式
进房前，通过调用此接口修改语音模式，影响下一次进房。
进房后，通过调用此接口修改语音模式，将直接改变当前用户的语音模式。
退房后，此参数不会自动重置为 MODE_WORLD，所以一旦决定调用此方法，请在每次 EnterRoom 之前都调
用此方法设置语音模式。
函数原型
ITMGRoom int SetRangeAudioMode(RANGE_AUDIO_MODE rangeAudioMode)

参数

类型

意义

rangeAudioMode

int

0(MODE_WORLD) 代表“所有人”，1(MODE_TEAM) 代表"仅小队"

3. 进入语音房间
在调用 EnterRoom 之前，需调用以下两个 API：SetRangeAudioTeamID、 SetRangeAudioMode。
函数原型
ITMGContext.GetInstance(this).EnterRoom(roomId,ITMG_ROOM_TYPE_FLUENCY, authBuffer);

一定要使用流畅音质进入语音房间，随后监听进房的回调并进行处理。
public void OnEvent(ITMGContext.ITMG_MAIN_EVENT_TYPE type, Intent data) {
if (ITMGContext.ITMG_MAIN_EVENT_TYPE.ITMG_MAIN_EVENT_TYPE_ENTER_ROOM == type)
{
//对事件返回的 Data 进行解析
int nErrCode = data.getIntExtra("result" , -1);
String strErrMsg = data.getStringExtra("error_info");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3 共130页

游戏多媒体引擎

if (nErrCode == AVError.AV_OK)
{
//收到进房信令，进房成功，可以操作设备
ScrollView_ShowLog("EnterRoom success");
Log.i(TAG,"EnterRoom success!");
}
else
{
//进房失败，需分析返回的错误信息
ScrollView_ShowLog("EnterRoom fail :" + strErrMsg);
Log.i(TAG,"EnterRoom fail!");
}
}
}

在进房成功后，调用 UpdateAudioRecvRange（至少调用一次），及每帧调用 UpdateSelfPosition。

4. 设置接收语音距离范围
通过此方法用于设置接收的语音范围（距离以游戏引擎为准），只支持在进房成功后调用。
此方法必须配合 UpdateSelfPosition 更新声源方位联合使用。
此方法只需调用一次即可生效，支持修改。
函数原型
ITMGRoom int UpdateAudioRecvRange(int range)

参数

类型

意义

range

int

最大可以接收音频的范围，单位为引擎距离单位

示例代码
ITMGContext.GetInstance().GetRoom().UpdateAudioRecvRange(300);

5. 更新声源方位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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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声源方位，目的是告诉服务器本端位置，通过本端世界坐标+本端接收音频的范围，与其他端世界坐标+其他端接收
音频的范围进行判断，达到范围语音效果。
此函数用于更新声源位置信息，只支持在进房成功后调用，且需要每帧调用，以 Unity 引擎为例，此接口需要在
Update 中调用。
使用范围语音一定要更新声源方位，如果不需要范围判断能力，也需要进房后调用此接口一次。
如果需要同时使用 3D 音效效果，此接口中的参数 axisForward、axisRight 及 axisUp 需要按照下文 3D 语音
部分 进行设置。
函数原型
public abstract int UpdateSelfPosition(int position[3], float axisForward[3], float axisRight[3], float
axisUp[3])

参数

类型

意义

position

int[]

自身在世界坐标系中的坐标，顺序是前、右、上

axisForward

float[]

在本产品中无需关注

axisRight

float[]

在本产品中无需关注

axisUp

float[]

在本产品中无需关注

范围语音结合 3D 音效
上文所介绍的范围语音功能，即通过距离来进行控制声音的可达性，如果需要更加沉浸式的体验，建议配合 3D 音效一
起使用。

使用流程
使用范围语音的同时，如果需要同时使用 3D 音效功能，需要以下几个步骤，在进房后使用范围语音步骤1、2、3完成
后，初始化 3D 引擎以及打开3D音效。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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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流程图中绿色部分为3D语音所需流程。

前提条件
参考 范围语音使用流程，完成步骤1、2、3。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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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始化 3D 音效引擎
此函数用于初始化 3D 音效引擎，在进房后调用。在使用 3D 音效之前必须先调用此接口，只接收 3D 音效而不发出
3D 音效的用户也需要调用此接口。
函数原型
public abstract int InitSpatializer(string modelPath)

参数

类型

意义
3D 音效资源文件路径，3D 音效模型文件请在此路径 下载，md5:

modelPath

string

d0b76aa64c46598788c2f35f5a8a8694，存放于本地中，并通过该参数将存
放路径传递给 SDK。必须使用官方提供的文件。

2. 开启或关闭 3D 音效
此函数用于开启或关闭 3D 音效。开启之后可以听到 3D 音效。
函数原型
public abstract int EnableSpatializer(bool enable, bool applyToTeam)

参数

类型

意义

enable

bool

开启之后可以听到 3D 音效

applyToTeam

bool

3D 语音是否作用于小队内部，仅 enble 为 true 时有效

通过 IsEnableSpatializer 接口获取 3D 音效状态。

3. 设置接收语音距离范围（3D）
通过此方法用于设置接收的语音范围（距离以游戏引擎为准），只支持在进房成功后调用。
此方法必须配合 UpdateSelfPosition 更新声源方位联合使用。
此方法只需调用一次即可生效。
3D 音效中，音源音量的大小与音源距离有一定的衰减关系。单位距离超过 range 之后，音量衰减到几乎为零。
距离与声音衰减的关系参考文档附录。
函数原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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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MGRoom int UpdateAudioRecvRange(int range)

参数

类型

意义

range

int

最大可以接收音频的范围，单位为引擎距离单位

示例代码
ITMGContext.GetInstance().GetRoom().UpdateAudioRecvRange(300);

4. 更新声源方位（3D）
更新声源方位，目的是告诉服务器本端位置，通过本端世界坐标+本端接收音频的范围，与其他端世界坐标+其他端接收
音频的范围进行判断，达到范围语音效果。
详细技术细节及讲解可参考文章 《3D 位置语音，引领吃鸡游戏体验升级》。
此函数用于更新声源位置信息，只支持在进房成功后调用，且需要每帧调用，以 Unity 引擎为例，此接口需要在
Update 中调用。
请直接复制并调用示例代码使用此功能。
函数原型
public abstract int UpdateSelfPosition(int position[3], float axisForward[3], float axisRight[3], float
axisUp[3])

参数

类型

意义

position

int[]

自身在世界坐标系中的坐标，顺序是前、右、上

axisForward

float[]

自身坐标系前轴的单位向量

axisRight

float[]

自身坐标系右轴的单位向量

axisUp

float[]

自身坐标系上轴的单位向量

示例代码
Unreal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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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Vector cameraLocation = UGameplayStatics::GetPlayerCameraManager(GetWorld(), 0)->GetCam
eraLocation();
FRotator cameraRotation = UGameplayStatics::GetPlayerCameraManager(GetWorld(), 0)->GetCa
meraRotation();
int position[] = {
(int)cameraLocation.X,
(int)cameraLocation.Y,
(int)cameraLocation.Z };
FMatrix matrix = ((FRotationMatrix)cameraRotation);
float forward[] = {
matrix.GetColumn(0).X,
matrix.GetColumn(1).X,
matrix.GetColumn(2).X };
float right[] = {
matrix.GetColumn(0).Y,
matrix.GetColumn(1).Y,
matrix.GetColumn(2).Y };
float up[] = {
matrix.GetColumn(0).Z,
matrix.GetColumn(1).Z,
matrix.GetColumn(2).Z};
ITMGContextGetInstance()->GetRoom()->UpdateSelfPosition(position, forward, right, up);

Unity
Transform selftrans = currentPlayer.gameObject.transform;
Matrix4x4 matrix = Matrix4x4.TRS(Vector3.zero, selftrans.rotation, Vector3.one);
int[] position = new int[3] {
selftrans.position.z,
selftrans.position.x,
selftrans.position.y};
float[] axisForward = new float[3] {
matrix.m22,
matrix.m02,
matrix.m12 };
float[] axisRight = new float[3] {
matrix.m20,
matrix.m00,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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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rix.m10 };
float[] axisUp = new float[3] {
matrix.m21,
matrix.m01,
matrix.m11 };
ITMGContext.GetInstance().GetRoom().UpdateSelfPosition(position, axisForward, axisRight, axisUp
);

附录
不同语音模式
不同语音模式下，玩家声音可达情况：
假设 A 玩家状态为“所有人”，对应 B 玩家在不同语音模式下声音可达情况：

是否同一小队

是否范围内

语音模式

A与B 是否能相互听到对方的声音

MODE_WORLD

是

MODE_TEAM

是

MODE_WORLD

是

MODE_TEAM

是

MODE_WORLD

是

MODE_TEAM

否

MODE_WORLD

否

MODE_TEAM

否

是
同一小队
否

是
不同小队
否

假设 A 玩家状态为“仅小队”，对应 B 玩家在不同语音模式下声音可达情况：

是否同一小队

是否范围内

语音状态

A与B 是否能相互听到对方的声音

MODE_WORLD

是

MODE_TEAM

是

MODE_WORLD

是

MODE_TEAM

是

是
同一小队
否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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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同一小队

是否范围内

语音状态

A与B 是否能相互听到对方的声音

MODE_WORLD

否

MODE_TEAM

否

MODE_WORLD

否

MODE_TEAM

否

是
不同小队
否

距离与声音衰减的关系
3D 音效中，音源音量的大小与音源距离有一定的衰减关系。单位距离超过 range 之后，音量衰减到几乎为零。
距离范围（引擎单位）

衰减公式

0 < N < range/10

衰减系数：1.0 （音量无衰减）

N ≥ range/10

衰减系数：range/10/N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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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音效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06 11:01:31
为方便开发者调试和接入腾讯云游戏多媒体引擎产品 API，本文向您介绍游戏多媒体引擎 3D 音效的接入技术。

使用场景
在普通的进房实时语音中，玩家的声音不具有 3D 音效的效果，玩家之间只能进行很简单的互动；而引入 3D 位置语音
之后，玩家在喊话过程中会暴露自己的方位和位置信息，玩家的声音也会根据位置变化而实时改变。可以说，3D 音效
让《大逃杀》这种玩家间的沟通和战斗体验更真实，感受更加沉浸式、更加身临其境的吃鸡玩法。
点击 下载demo ，体验 3D 音效效果。

前提条件
已开通实时语音服务：可参见 语音服务开通指引。
已接入 GME SDK：包括核心接口和实时语音接口的接入，详情可参见 Native SDK 快速接入、Unity SDK 快速
接入、Unreal SDK 快速接入。

实现流程
实现流程图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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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为 3D 音效实现的流程图，其中蓝色部分为对比普通进房实时语音需要接入的步骤。

初始化 3D 音效引擎
此函数用于初始化 3D 音效引擎，在进房后调用。在使用 3D 音效之前必须先调用此接口，只接收 3D 音效而不发出
3D 音效的用户也需要调用此接口。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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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原型
public abstract int InitSpatializer(string modelPath)

参数

类型

意义

modelPath

string

3D 音效资源文件的绝对路径

参数中的 3D 音效资源文件，需要另外下载到本地，根据接入 SDK 的版本进行区分：
如果是v2.8以下版本，请单击 下载，md5: d0b76aa64c46598788c2f35f5a8a8694。
如果是v2.8及以上版本，请单击 下载，md5: 3d4d04b3949e267e34ca809e8a0b9243。
如果是v2.9.6及以上版本，由于3D音效资源文件已内置，此处 modelPath 可填空。
SDK 的版本发布历史请参见 产品动态。

关于资源路径
以 Unity 为例，建议将 3D 文件放在项目的 StreamingAssets 目录下，并参考 SampleCode 中
copyFileFromAssetsToPersistent 函数写法，将资源文件拷贝到不同平台的相应目录中。
以 Unreal 为例，参考 SampleCode 中 CopyAllAssetsToExternal 函数写法，将 3D 模型文件拷贝
后再读取路径。

开启或关闭 3D 音效
此函数用于开启或关闭 3D 音效。开启之后可以听到 3D 音效。
函数原型
public abstract int EnableSpatializer(bool enable, bool applyToTeam)

参数

类型

意义

enable

bool

开启之后可以听到 3D 音效

applyToTeam

bool

3D 语音是否作用于小队内部，仅 enable 为 true 时有效

获取当前 3D 音效状态
此函数用于获取当前 3D 音效状态。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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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原型
public abstract bool IsEnableSpatializer()

返回值

意义

true

开启状态

false

关闭状态

设置 3D 音效衰减距离
需要设置衰减距离，建议设置为 100。
距离与声音衰减的关系
3D 音效中，音源音量的大小与音源距离有一定的衰减关系。单位距离超过 range 之后，音量衰减到几乎为零。
距离范围（引擎单位）

衰减公式

0 < N < range/10

衰减系数：1.0 （音量无衰减）

N ≥ range/10

衰减系数：range/10/N

函数原型
public abstract void UpdateAudioRecvRange(int rang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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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意义

range

int

设定音效可接收的范围，建议设置100，此处的距离单位为游戏引擎中的距离单位

更新声源方位（包含朝向）
此函数用于更新声源方位角信息，每帧调用便可实现 3D 音效效果。
函数原型
public abstract int UpdateSelfPosition(int position[3], float axisForward[3], float axisRight[3], float
axisUp[3])

参数

类型

意义

position

int[]

自身在世界坐标系中的坐标，顺序是前、右、上

axisForward

float[]

自身坐标系前轴的单位向量

axisRight

float[]

自身坐标系右轴的单位向量

axisUp

float[]

自身坐标系上轴的单位向量

示例代码
Unreal
FVector cameraLocation = UGameplayStatics::GetPlayerCameraManager(GetWorld(), 0)->GetCam
eraLocation();
FRotator cameraRotation = UGameplayStatics::GetPlayerCameraManager(GetWorld(), 0)->GetCa
meraRotation();
int position[] = { (int)cameraLocation.X,(int)cameraLocation.Y, (int)cameraLocation.Z };
FMatrix matrix = ((FRotationMatrix)cameraRotation);
float forward[] = { matrix.GetColumn(0).X,matrix.GetColumn(1).X,matrix.GetColumn(2).X };
float right[] = { matrix.GetColumn(0).Y,matrix.GetColumn(1).Y,matrix.GetColumn(2).Y };
float up[] = { matrix.GetColumn(0).Z,matrix.GetColumn(1).Z,matrix.GetColumn(2).Z};
ITMGContextGetInstance()->GetRoom()->UpdateSelfPosition(position, forward, right, up);

Unity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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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 selftrans = currentPlayer.gameObject.transform;
Matrix4x4 matrix = Matrix4x4.TRS(Vector3.zero, selftrans.rotation, Vector3.one);
int[] position = new int[3] { selftrans.position.z, selftrans.position.x, selftrans.position.y };
float[] axisForward = new float[3] { matrix.m22, matrix.m02, matrix.m12 };
float[] axisRight = new float[3] { matrix.m20, matrix.m00, matrix.m10 };
float[] axisUp = new float[3] { matrix.m21, matrix.m01, matrix.m11 };
ITMGContext.GetInstance().GetRoom().UpdateSelfPosition(position, axisForward, axisRight, axisUp
);

本地方位接口（VR 场景）
本接口适用于 VR 设备中，对 3D 位置变化有极高要求的场景。此功能为高级接口，需要在 GME 2.9.2 以上版本才
可使用。
在一般 3D 的场景中，用户只需要通过函数 UpdateSelfPosition 更新自己的位置信息，然后经网络发送给其他用
户。UpdateOtherPosition支持本地传入其他玩家的位置信息，不经过网络发送，适用于 VR 游戏场景。
为了避免和远程更新的坐标发生冲突，只要您调用了UpdateOtherPosition，远程坐标便会被丢弃，这种影响持
续到再一次进房。所以，您如果要通过本地方式更新玩家坐标，请更新所有玩家的坐标。
函数原型
public abstract int UpdateOtherPosition(int position[3])

参数

类型

意义

position

int[]

其他玩家在世界坐标系中的坐标，顺序是前、右、上

注意
您如果要通过本地方式更新玩家坐标，请遍历所有的玩家坐标，通过此接口将坐标进行传入。

3D 语音黑名单接口
注意：
此接口在 GME 2.9.3 及以上版本 SDK 生效。

目前 3D 音效调用后对房间内所有人都会生效。由于某些特定场景下，不希望接受到的某个人声音会有因 3D 音效而产
生的衰减，可以通过调用此接口，将某个人加入 3D 语音黑名单中，加入后此 openid 的声音不再有 3D 音效效果。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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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 int AddSpatializerBlacklist(const char* openId);

如果需要将此 openid 从黑名单中移除，需要调用以下接口：
virtual int RemoveSpatializerBlacklist(const char* openId);

如果需要清空黑名单，需要调用以下接口：
virtual int ClearSpatializerBlacklist();

问题排查
如果接入后测试语音，没有 3D 音效效果，排查路径如下：
1. 确定是否已经进房成功及开启麦克风？双方能否听到声音？
2. 是否适用双声道耳机进行收听？
3. InitSpatializer 接口返回值是否为0？
4. UpdateAudioRecvRange 设置是否过小？
5. 是否有周期性的调用 UpdateSelfPosition 接口？
6. 通过 错误码文档 进行判断并解决。

相关文档
关于 3D 音效的原理，可以参见 3D位置语音，引领吃鸡游戏体验升级。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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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语音转文本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5 10:52:10
为方便开发者快速实现实时语音流转文本（以下用 实时 ASR 指代）功能，这里向您介绍实时语音转文本的使用场景以
及接入流程。

使用场景
GME 语音转文本服务，可以将 GME SDK 采集的音频流实时识别成文字。该功能可应用于线上桌游场景，如 “你说
我猜” 、“你画我猜” 等猜词游戏场景，玩家开始猜词后，调用 GME SDK 的 实时 ASR 接口，即可将玩家的实时
语音流送入 GME 进行实时识别。业务客户端或业务服务端使用 GME 返回的语音转文本识别结果，可进行相关游戏
玩法的逻辑实现。
说明：
实时语音流转文本目前仅支持中文识别。

前提条件
已开通实时语音服务：可参见 服务开通指引。
已开通语音转文本服务：可参见 服务开通指引。
已接入 GME SDK：包括核心接口和实时语音接口的接入，详情可参见 Native SDK 快速接入、Unity SDK 快速
接入、Unreal SDK 快速接入。

说明：
实时语音流转文本功能将产生实时语音服务费用、语音转文本服务费用。详情请参见 计费文档。

使用限制
实时语音流转文本默认单账号限制并发连接数为50路，如您有提高并发限制的需求，请提工单 进行咨询。

实现流程
整体流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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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语音流转文本整体流程如下：

接入流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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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步骤
1

启动实时语音流转文本

业务侧

2

实时语音流转文本回调

业务侧

3

业务进行后续逻辑判断

业务侧

4

停止实时语音流转文本

业务侧

步骤1： 启动实时语音流转文本
在成功进房之后，开启麦克风采集及上行的情况下，调用 StartRealTimeASR 接口可以启动实时语音流转文本功
能。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31 共130页

游戏多媒体引擎

iOS
//启动实时语音流转文本
ret = (int)[[ITMGContext GetInstance] StartRealTimeASR];

Android
//启动实时语音流转文本
nRet = ITMGContext.GetInstance(getActivity()).StartRealTimeASR();

步骤2： 实时语音流转文本回调
启动实时语音流转文本功能之后，会在回调 ITMG_MAIN_EVENT_TYPE_REALTIME_ASR 中返回对应的信
息。
字段

含义
ITMG_REALTIME_ASR_START：调用 StartRealTimeASR 接口返回值为0
ITMG_REALTIME_ASR_CONTENT：转文本内容，可根据不同的slice_type获

sub_type

取不同状态的转文本结果
ITMG_REALTIME_ASR_END：调用StopRealTimeASR 函数接口返回值为0，
或者在成功启动实时语音转文本，如果中间发生错误，例如服务器返回异常，长时间断网也
会返回此回调

index

前一段话的结果在整个音频流中的序号，从0开始逐句递增

result

执行结果，如果为 0 则表示成功
转文本状态，业务层可根据需求关注不同状态的返回文本：
0：一段话开始转文本
1：一段话转文本中，voice_text_str 为非稳态结果（结果还可能变化）
2：一段话转文本结束，voice_text_str 为稳态结果（结果不再变化）

slice_type

识别过程中可能返回的 slice_type 序列可能有：
0-1-2：一段话开始识别（slice_type=0）、识别中（可能有多次slice_type=1返
回）、识别结束（slice_type=2）
0-2：一段话开始识别（slice_type=0）、识别结束（slice_type=2）
2：直接返回一段话完整的转文本结果（slice_type=2）

voice_text_str

转文本内容

回调示例代码：
iOS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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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OnEvent:(ITMG_MAIN_EVENT_TYPE)eventType data:(NSDictionary *)data{
NSString* log =[NSString stringWithFormat:@"OnEvent:%d,data:%@", (int)eventType, data];
[self showLog:log];
NSLog(@"====%@====",log);
switch (eventType) {
case ITMG_MAIN_EVENT_TYPE_REALTIME_ASR :{
if (ITMG_REALTIME_ASR_START == ((NSNumber *)data[@"sub_type"]).intValue) {
UIAlertView *alert = [[UIAlertView alloc] initWithTitle:@"实时语音流转文本" message:[NSString str
ingWithFormat:@"开始 结果:%@ 错误信息:%@",data[@"result"],data[@"error_info"]] delegate:NU
LL cancelButtonTitle:@"OK" otherButtonTitles:nil];
[alert show];
if (((NSNumber *)data[@"result"]).intValue == 0) {
isRealTimeASRRunnig = true;
asrResult = @"";
}
}
else if (ITMG_REALTIME_ASR_CONTENT == ((NSNumber *)data[@"sub_type"]).intValue){
asrResult = [NSString stringWithFormat:@"index:%@ \n slice_type:%@ \n voice_text_str:%@",d
ata[@"index"],data[@"slice_type"],data[@"voice_text_str"]];
NSString *totalString = [NSString stringWithFormat:@" \n \n ASR: \n %@ \n sendType:%d \n sen
dList:%@ \n recvType:%d \nrecvlist:%@ \n %@",asrResult,sendType,sendArray,recvType,recvArr
ay,tips];
[RunningTipsView Show:totalString parentView:_tipsScrollView];
} else if (ITMG_REALTIME_ASR_END == ((NSNumber *)data[@"sub_type"]).intValue){
UIAlertView *alert = [[UIAlertView alloc] initWithTitle:@"实时语音流转文本" message:[NSString str
ingWithFormat:@"结束 结果:%@ 错误信息:%@",data[@"result"],data[@"error_info"]] delegate:NU
LL cancelButtonTitle:@"OK" otherButtonTitles:nil];
[alert show];
isRealTimeASRRunnig = false;
asrResult = @"";
} else {
UIAlertView *alert = [[UIAlertView alloc] initWithTitle:@"实时语音流转文本" message:[NSString str
ingWithFormat:@"未知操作 结果:%@ 错误信息:%@",data[@"result"],data[@"error_info"]] delegat
e:NULL cancelButtonTitle:@"OK" otherButtonTitles:nil];
[alert show];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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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oid
...
//判断回调
if(ITMGContext.ITMG_MAIN_EVENT_TYPE.ITMG_MAIN_EVENT_TYPE_REALTIME_ASR== type) {
int code = data.getIntExtra("result", 0);
int sub_type = data.getIntExtra("sub_event", 0);
if (sub_type == ITMGContext.ITMG_REALTIME_ASR_CONTENT){
String totaString = " \n \n ASR: \n ";
totaString += data.getIntExtra("index", -1);
totaString += " \n slice_type:";
totaString += data.getIntExtra("slice_type", -1);
totaString += " \n voice_text_str";
totaString += data.getStringExtra("voice_text_str");
totaString += "\nAudioRoute :" + "\n";
}
String errorInfo = data.getStringExtra("error_info");
String typeInfo ;
if (sub_type == ITMGContext.ITMG_REALTIME_ASR_START) {
typeInfo = "开始 结果:";
if (code ==0) {
isRealTimeASRRunning = true;
}
} else if(sub_type == ITMGContext.ITMG_REALTIME_ASR_END) {
typeInfo = "结束 结果:";
isRealTimeASRRunning = false;
} else {
typeInfo = "操作unknown 结果:";
}
Toast.makeText(getActivity(), String.format("%s %d：错误信息：%s ",typeInfo,code,errorInfo), To
ast.LENGTH_SHORT).show();
}

步骤3： 业务进行后续逻辑判断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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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客户端在收到 GME 返回的实时语音识别结果后，即可在客户端或服务端根据玩法逻辑进行后续判断。

步骤4： 停止实时语音转文本
通过 StopRealTimeASR 接口可以停止实时语音转文本。
示例代码：
iOS
//停止实时语音ASR
ret = (int)[[ITMGContext GetInstance] StopRealTimeASR];

Android
//停止实时语音ASR
int nRet = ITMGContext.GetInstance(getActivity()).StopRealTimeASR();

最佳实践
在一局“你说我猜”游戏中，将所有玩家加入房间。以每一轮新词竞猜作为一个实时语音转文本的会话周期，即：在每
一次更换新词时调用“启动实时语音转文本”接口；在当前词语竞猜时间截止时，或有玩家猜中时调用“停止实时语音
转文本”接口。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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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语音识别接入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17 15:57:22
为方便开发者快速接入未成年语音识别服务，这里向您介绍未成年语音识别的使用场景以及接入流程。

使用场景
通过对游戏音频中的用户音频年龄特征进行识别，为未成年人保护、身份识别、游戏内容/玩法分级等应用场景提供有效
的支撑，为 FPS、MOBA、MMORPG、休闲对战、狼人杀等多种游戏玩法助力。

接入流程
未成年语音识别流程如下：

说明：
业务侧需自行采集音频，业务服务端方可调用未成年语音识别 API。

接入步骤
1

开通服务

控制台

2

调用接口

业务侧

步骤1：开通服务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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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未成年语音识别通过白名单开放试用，如需对已创建的应用开通未成年语音识别服务，可直接 提交工单申请。如未
创建应用，首先需要登录控制台 新建应用，完成应用创建后提交工单申请试用未成年语音识别服务。
说明：
未成年语音识别计费相关问题可 提工单进行咨询。

步骤2：调用未成年语音识别相关接口
开通服务后，业务服务端可直接调用未成年语音识别的 API 。未成年语音识别有“提交年龄语音识别任务”接口
CreateAgeDetectTask 和“查询年龄语音识别任务结果”接口 DescribeAgeDetectTask 两个 API 接口，接
口详情请参见 提交年龄语音识别任务、查询年龄语音识别任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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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语音角色设置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25 11:32:16
为方便开发者调试和接入腾讯云游戏多媒体引擎产品 API，本文向您介绍游戏多媒体引擎国战语音模式的接入流程。

使用场景
在国战游戏场景中，GME 提供主播以及听众两种角色，如果在进房前设置为主播，则进房之后可以打开麦克风发言以
及打开扬声器听房间内的交流声音；如果使用听众角色进入房间，进房之后即使打开了麦克风也无法在房间内发言。

前提条件
已完成 GME 应用创建，并获取 SDK AppID 和 Key。请参考 服务开通指引。
已开通 GME 实时语音服务。请参考 服务开通指引。
已完成 GME SDK 接入。请参考 SDK 快速接入。

接入步骤
接入国战语音模式流程如下：
1

使用 GME 服务

2

设置角色

3

使用实时语音服务

4

打开麦克风

5

改变角色

控制台

6

退出房间

控制台

控制台

控制台
业务侧

业务侧

步骤1：使用 GME 服务
GME SDK 的调用和接入请参见 Native SDK 快速接入、 Unity SDK 快速接入、 Unreal SDK 快速接入。

步骤2：设置角色
在进房 EnterRoom 接口调用之前，需要调用设置角色接口，设置本端在国战语音模式中的角色。
函数原型
public abstract int SetAudioRole(ITMG_AUDIO_MEMBER_ROLE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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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含义
ITMG_AUDIO_MEMBER_ROLE_ANCHOR 代表

role

ITMG_AUDIO_MEMBER_ROLE

主播，在房间内可以打开麦克风及扬声器
ITMG_AUDIO_MEMBER_ROLE_AUDIENCE 代
表听众，在房间内只能打开扬声器收听

示例代码
ITMGContext.GetInstance().SetAudioRole(ITMG_AUDIO_MEMBER_ROLE.ITMG_AUDIO_MEMBER_ROL
E_AUDIENCE);

步骤3：使用实时语音服务
调用 EnterRoom 接口进入实时语音房间。

步骤4：打开麦克风
如果角色是主播，可以正常调用 EnableMic 接口以及 EnableSpeaker 接口打开麦克风以及扬声器。
如果角色是听众，可以正常使用 EnableSpeaker 接口打开扬声器，但是调用 EnableMic 接口时会返回
AV_ERR_INVALID_ARGUMENT（1004）错误码，提示此时是听众模式，打开麦克风无效。

步骤5：改变角色
在房间中可以调用 SetAudioRole 改变角色，如果此时：
未设置角色，则会转变成新设置的角色。
已经设置了角色，则会转变为新设置的角色。
如果此时未设置角色或者是主播角色，已经开启了麦克风正常通话，改变为听众角色后，麦克风依然是打开状态，此
时建议业务层调用 EnableMic 接口修改麦克风状态，同时修改麦克风 UI 状态。

步骤6：退出房间
调用 ExitRoom 接口退出实时语音房间后，角色状态失效，需要重新设置角色。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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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E 房间管理功能接入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12 10:05:43
为方便开发者快速接入房间管理服务，这里向您介绍房间管理服务的使用场景以及接入流程。

功能简介
通过客户端房间管理接口，可以简单实现对房间内成员的管理、以及对房间内成员上下麦的管理。

使用场景
例如在狼人杀场景中，作为主持人可以通过 EnableMic 控制其他玩家打开麦克风发言；当某位玩家已经“死亡”，不
需要听房间内声音或者操作麦克风说话，则通过 ForbidUserOperation 接口禁止该玩家操作设备。

前提条件
已开通实时语音服务：可参见 语音服务开通指引。
已接入GME SDK：包括核心接口和实时语音接口的接入，详情可参见 Native SDK 快速接入、Unity SDK 快速
接入、Unreal SDK 快速接入。

说明
此功能不支持 H5 SDK。

接入流程
类名：ITMGRoomManager
GME 房间管理功能在进房后才可调用，且只能修改房间内成员的状态。
所有接口的结果会通过 ITMG_MAIN_EVNET_TYPE_ROOM_MANAGEMENT_OPERATOR 回调，回调详情请参考 回
调处理。

接口列表
类型

接口

控制采集

EnableMic、 EnableAudioCaptureDevice、EnableAudioSend

控制播放

EnableSpeaker、 EnableAudioPlayDevice、EnableAudioRecv

设备状态获取

GetMicState、 GetSpeaker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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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接口

敏感接口

ForbidUserOperation

采集管理相关接口
采集管理接口包含麦克风管理、音频上行管理以及采集硬件设备管理。其中麦克风管理相当于音频上行管理加上采集硬
件设备管理，区分出音频数据传输上下行与硬件设备的管理，是因为打开或者关闭采集设备，将会伴随整个设备（采集
和播放）重启，如果此时 App 正在播放背景音乐，那么背景音乐的播放也会被中断。利用控制上下行的方式来实现开
关麦克风效果，将不会中断播放设备。

麦克风管理
调用此接口打开或关闭房间内某用户的麦克风，调用成功后，该用户的麦克风将被关闭或打开。
EnableMic 相当于同时调用 EnableAudioSend 及 EnableAudioCaptureDevice。
函数原型
Android
public abstract int EnableMic(boolean isEnabled,String receiverID);

iOS
-(QAVResult)EnableMic:(BOOL)enable Receiver:(NSString *)receiverID;

参数

类型

含义

enable

BOOL

YES：打开某用户麦克风，NO：关闭某用户麦克风

receiverID

NSString*

填入目标用户 OpenId

回调
回调参数为 ITMG_ROOM_MANAGEMENT_MIC_OP。

音频上行管理
调用此接口打开或关闭房间内某用户的音频上行。调用成功后，该用户的音频上行将被关闭或打开，但不影响麦克风采
集。
函数原型
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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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abstract int EnableAudioSend(boolean isEnabled,String receiverID);

iOS
-(QAVResult)EnableAudioSend:(BOOL)enable Receiver:(NSString *)receiverID;

参数

类型

含义

enable

BOOL

YES：打开某用户上行，NO：关闭某用户上行

receiverID

NSString*

填入目标用户 OpenId

回调
回调参数为 ITMG_ROOM_MANAGEMENT_AUDIO_SEND_OP。

音频采集硬件设备管理
调用此接口打开或关闭房间内某用户的音频采集硬件设备。调用成功后，该用户的音频采集硬件设备将被关闭或打开，
但不影响上行。
函数原型
Android
public abstract int EnableAudioCaptureDevice(boolean isEnabled,String receiverID);

iOS
-(QAVResult)EnableAudioCaptureDevice:(BOOL)enabled Receiver:(NSString *)receiverID;

参数

类型

含义

enable

BOOL

YES：打开某用户音频采集硬件设备，NO：关闭某用户音频采集硬件设备

receiverID

NSString*

填入目标用户 OpenId

回调
回调参数为 ITMG_ROOM_MANAGEMENT_CAPTURE_OP。

播放管理相关接口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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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管理接口包含扬声器管理、音频下行管理以及播放硬件设备管理。其中扬声器管理相当于音频下行管理加上播放硬
件设备管理。区分出音频数据传输上下行与硬件设备的管理，是因为打开或者关闭采集设备，将会伴随整个设备（采集
及播放）重启，如果此时 App 正在播放背景音乐，那么背景音乐的播放也会被中断。利用控制上下行的方式来实现开
关麦克风效果，不会中断播放设备。

扬声器管理
调用此接口打开或关闭房间内某用户的扬声器。调用成功后，该用户的扬声器将被关闭或打开，听到房间内的音频声
音。
EnableSpeaker 相当于同时调用 EnableAudioRecv 及 EnableAudioPlayDevice。
函数原型
Android
public abstract int EnableSpeaker(boolean isEnabled,String receiverID);

iOS
-(QAVResult)EnableSpeaker:(BOOL)enable Receiver:(NSString *)receiverID;

参数

类型

含义

enable

BOOL

YES ：打开某用户扬声器，NO：关闭某用户扬声器

receiverID

NSString*

填入目标用户 OpenId

回调
回调参数为 ITMG_ROOM_MANAGEMENT_SPEAKER_OP。

音频下行管理
调用此接口打开或关闭房间内某用户的音频下行。调用成功后，该用户的音频下行将被关闭或打开，但不影响播放设
备。
函数原型
Android
public abstract int EnableAudioRecv(boolean isEnabled,String receiverID);

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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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VResult)EnableAudioRecv:(BOOL)enabled Receiver:(NSString *)receiverID;

参数

类型

含义

enable

BOOL

YES ：打开某用户音频下行，NO：关闭某用户音频下行

receiverID

NSString*

填入目标用户 OpenId

回调
回调参数为 ITMG_ROOM_MANAGEMENT_AUDIO_REC_OP。

音频播放硬件设备管理
调用此接口打开或关闭房间内某用户的音频播放硬件设备。调用成功后，该用户的音频播放硬件设备将被关闭或打开，
但不影响下行。
函数原型
Android
public abstract int EnableAudioPlayDevice(boolean isEnabled,String receiverID);

iOS
-(QAVResult)EnableAudioPlayDevice:(BOOL)enabled Receiver:(NSString *)receiverID;

参数

类型

含义

enable

BOOL

YES ：打开某用户音频播放硬件设备，NO：关闭某用户音频播放硬件设备

receiverID

NSString*

填入目标用户 OpenId

回调
回调参数为 ITMG_ROOM_MANAGEMENT_PLAY_OP。

获取成员状态接口
获取某人麦克风状态
调用此接口，获取房间内某成员的麦克风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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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原型
Android
public abstract int GetMicState(String receiverID);

iOS
-(QAVResult)GetMicState:(NSString *)receiverID;

参数

类型

含义

receiverID

NSString*

填入目标用户 OpenId

回调
回调参数为 ITMG_ROOM_MANAGEMENT_GET_MIC_STATE。

获取某人扬声器状态
调用此接口，获取房间内某成员的扬声器状态。
函数原型
Android
public abstract int GetSpeakerState(String receiverID);

iOS
-(QAVResult)GetSpeakerState:(NSString *)receiverID;

回调
回调参数为 ITMG_ROOM_MANAGEMENT_GET_SPEAKER_STATE。

禁止某位成员操作麦克风及扬声器
成员进房默认为允许操作麦克风及扬声器，调用此接口可以禁止房间内的某位成员操作麦克风及扬声器，在该成员退出
房间后此功能失效。
Android
public abstract int ForbidUserOperation(boolean isEnabled,String receive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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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
-(QAVResult)ForbidUserOperation:(BOOL)enable Receiver:(NSString *)receiverID;

参数

类型

含义

enable

BOOL

YES：禁止某用户操作设备，NO：允许某用户操作设备

receiverID

NSString*

填入目标用户 OpenId

回调
回调参数为 ITMG_ROOM_MANAGERMENT_FOBIN_OP。

回调处理
与 GME 其他回调相同，房间管理的回调也在 OnEvent 中处理，事件名称为
ITMG_MAIN_EVNET_TYPE_ROOM_MANAGEMENT_OPERATOR ，事件会返回一个结构体，具体包含的内容如下。
回调参数
参数

类型

含义

SenderID

NSString

事件发送者 ID，如果与自己 OpenId 相同，即为本端发送的命令

ReceiverID

NSString

事件接收者 ID，如果与自己 OpenId 相同，即为本端接收的命令

OperateType

NSNumber

事件类型

Result

NSNumber

事件结果，0为成功

OperateValue

NSNumber

命令详情

OperateType
数值

事件类型

含义

0

ITMG_ROOM_MANAGEMENT_CAPTURE_OP

控制采集设备硬件回调

1

ITMG_ROOM_MANAGEMENT_PLAY_OP

控制播放设备硬件回调

2

ITMG_ROOM_MANAGEMENT_AUDIO_SEND_OP

控制上行回调

3

ITMG_ROOM_MANAGEMENT_AUDIO_REC_OP

控制下行回调

4

ITMG_ROOM_MANAGEMENT_MIC_OP

控制麦克风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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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

事件类型

含义

5

ITMG_ROOM_MANAGEMENT_PLAY_OP

控制扬声器回调

6

ITMG_ROOM_MANAGEMENT_GET_MIC_STATE

获取麦克风状态

7

ITMG_ROOM_MANAGEMENT_GET_SPEAKER_STATE

获取扬声器状态

8

ITMG_ROOM_MANAGERMENT_FOBIN_OP

禁止操作麦克风及扬声器事件

OperateValue
成员

含义

boolValue

0：关闭命令，1：打开命令

示例代码
Android
public void OnEvent(ITMGContext.ITMG_MAIN_EVENT_TYPE type, Intent data) {
if (ITMGContext.ITMG_MAIN_EVENT_TYPE.ITMG_MAIN_EVNET_TYPE_ROOM_MANAGEMENT_OPER
ATOR== type) {
ArrayList<String> operatorArr = new ArrayList<String>();
operatorArr.add("采集");
operatorArr.add("播放");
operatorArr.add("上行");
operatorArr.add("下行");
operatorArr.add("采集上行");
operatorArr.add("播放下行");
operatorArr.add("mic状态");
operatorArr.add("spk状态");
operatorArr.add("禁止操作mic/speak");
String SenderID = data.getStringExtra("SenderID");
String ReceiverID = data.getStringExtra("ReceiverID");
int OperateType = data.getIntExtra("OperateType",-1000);
int Result =data.getIntExtra("Result",-1000);
boolean OperateValue = data.getBooleanExtra("OperateValue",false);
if (OperateType == -1000 ||Result == -1000) {
return;
}
if (SenderID.equals(identifier)) {
if (OperateType == ITMGContext.ITMG_ROOM_MANAGEMENT_GET_MIC_STATE || OperateTyp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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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MGContext.ITMG_ROOM_MANAGEMENT_GET_SPEAKER_STATE) {
Toast.makeText(getActivity(), String.format("发送给id:%s 的%s操作,结果:%s", ReceiverID, operato
rArr.get(OperateType), OperateValue ? "开" : "关"), Toast.LENGTH_LONG).show();
} else {
Toast.makeText(getActivity(), String.format("发送给id:%s 的%s%s操作,结果:%d", ReceiverID, oper
atorArr.get(OperateType), OperateValue ? "开" : "关", Result), Toast.LENGTH_LONG).show();
}
} else if (ReceiverID.equals(identifier)||ReceiverID.equals("ALL")) {
if (Result == 0) {
switch (OperateType) {
case ITMGContext.ITMG_ROOM_MANAGEMENT_CAPTURE_OP:
{
if (!OperateValue) {
mSwitchCapture.setChecked(OperateValue);
} else {
AlertDialog.Builder dialog = new AlertDialog.Builder (getActivity()); //创建对象
dialog.setTitle("是否要打开设备采集");
dialog.setMessage("");
dialog.setCancelable(false);
dialog.setPositiveButton("开", new DialogInterface.OnClickListener() {
//设置确定按钮的点击事件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lick(DialogInterface dialog, int which) {
mSwitchCapture.setChecked(true);
ITMGContext.GetInstance(getActivity()).GetAudioCtrl().EnableAudioCaptureDevice(true);
}
});
dialog.setNegativeButton("关", new DialogInterface.OnClickListener() {
//设置取消按钮的点击事件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lick(DialogInterface dialog, int which) {
}
});
dialog.show();
}
}
break;
case ITMGContext.ITMG_ROOM_MANAGEMENT_PLAY_OP:
{
mSwitchPlayDevice.setChecked(OperateVal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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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
case ITMGContext.ITMG_ROOM_MANAGEMENT_AUDIO_SEND_OP:
{
if (!OperateValue) {
mSwitchSend.setChecked(OperateValue);
} else {
AlertDialog.Builder dialog = new AlertDialog.Builder (getActivity()); //创建对象
dialog.setTitle("是否要打开上行");
dialog.setMessage("");
dialog.setCancelable(false);
dialog.setPositiveButton("开", new DialogInterface.OnClickListener() {
//设置确定按钮的点击事件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lick(DialogInterface dialog, int which) {
mSwitchSend.setChecked(true);
ITMGContext.GetInstance(getActivity()).GetAudioCtrl().EnableAudioSend(true);
}
});
dialog.setNegativeButton("关", new DialogInterface.OnClickListener() {
//设置取消按钮的点击事件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lick(DialogInterface dialog, int which) {
}
});
dialog.show();
}
}
break;
case ITMGContext.ITMG_ROOM_MANAGEMENT_AUDIO_REC_OP:
{
mSwitchRecv.setChecked(OperateValue);
}
break;
case ITMGContext.ITMG_ROOM_MANAGEMENT_MIC_OP:
{
if (!OperateValue) {
mSwitchCapture.setChecked(OperateValue);
mSwitchSend.setChecked(OperateValue);
} else {
AlertDialog.Builder dialog = new AlertDialog.Builder (getActivity()); //创建对象
dialog.setTitle("是否要打开采集和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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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og.setMessage("");
dialog.setCancelable(false);
dialog.setPositiveButton("开", new DialogInterface.OnClickListener() {
//设置确定按钮的点击事件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lick(DialogInterface dialog, int which) {
mSwitchCapture.setChecked(true);
mSwitchSend.setChecked(true);
ITMGContext.GetInstance(getActivity()).GetAudioCtrl().EnableMic(true);
}
});
dialog.setNegativeButton("关", new DialogInterface.OnClickListener() {
//设置取消按钮的点击事件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lick(DialogInterface dialog, int which) {
}
});
dialog.show();
}
}
break;
case ITMGContext.ITMG_ROOM_MANAGEMENT_SPEAKER_OP:
{
mSwitchPlayDevice.setChecked(OperateValue);
mSwitchRecv.setChecked(OperateValue);
}
break;
}
}
if (OperateType == ITMGContext.ITMG_ROOM_MANAGEMENT_GET_MIC_STATE || OperateType =
= ITMGContext.ITMG_ROOM_MANAGEMENT_GET_SPEAKER_STATE)
{
Toast.makeText(getActivity(), String.format("收到来自id:%s 的%s操作,结果:%s",SenderID,operator
Arr.get(OperateType),OperateValue?"开":"关"), Toast.LENGTH_LONG).show();
}
else if (OperateType == ITMGContext.ITMG_ROOM_MANAGEMENT_SPEAKER_OP || OperateType
== ITMGContext.ITMG_ROOM_MANAGEMENT_AUDIO_REC_OP|| OperateType == ITMGContext.I
TMG_ROOM_MANAGEMENT_PLAY_OP|| OperateType == ITMGContext.ITMG_ROOM_MANAGERME
NT_FOBIN_OP){
Toast.makeText(getActivity(), String.format("收到来自id:%s 的%s%s操作,结果:%d",SenderID,oper
atorArr.get(OperateType),OperateValue?"开":"关",Result), Toast.LENGTH_LONG).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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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se if (OperateValue == false) {
Toast.makeText(getActivity(), String.format("收到来自id:%s 的%s%s操作,结果:%d",SenderID,oper
atorArr.get(OperateType),OperateValue?"开":"关",Result), Toast.LENGTH_LONG).show();
}
}
}

iOS
-(void)OnEvent:(ITMG_MAIN_EVENT_TYPE)eventType data:(NSDictionary *)data{
NSString* log =[NSString stringWithFormat:@"OnEvent:%d,data:%@", (int)eventType, data];
[self showLog:log];
NSLog(@"====%@====",log);
switch (eventType) {
case ITMG_MAIN_EVNET_TYPE_ROOM_MANAGEMENT_OPERATOR:
{
NSArray *operatorArr = @[@"采集",@"播放",@"上行",@"下行",@"采集上行",@"播放下行",@"踢人",
@"mic状态",@"spk状态",@"禁止操作mic/speak"];
// _openId
NSString *SenderID = [data objectForKey:@"SenderID"];
NSString *ReceiverID = [data objectForKey:@"ReceiverID"];
NSNumber *OperateType = [data objectForKey:@"OperateType"];
NSNumber *Result = [data objectForKey:@"Result"];
NSNumber *OperateValue = [data objectForKey:@"OperateValue"];
//自己发出去的命令
if ([SenderID isEqualToString:_openId]) {
if (OperateType.intValue == ITMG_ROOM_MANAGEMENT_GET_MIC_STATE || OperateType.intValu
e == ITMG_ROOM_MANAGEMENT_GET_SPEAKER_STATE) {
NSString *alterString = [NSString stringWithFormat:@"发送给id:%@ 的%@操作,结果:%@",Receiv
erID,operatorArr[OperateType.intValue],OperateValue.boolValue?@"开":@"关"];
UIAlertView *alert = [[UIAlertView alloc] initWithTitle:@"房间管理操作" message:alterString deleg
ate:NULL cancelButtonTitle:@"OK" otherButtonTitles:nil];
[alert show];
}
else
{
NSString *alterString = [NSString stringWithFormat:@"发送给id:%@ 的%@%@操作,结果:%@",Rec
eiverID,OperateValue.boolValue?@"开":@"关",operatorArr[OperateType.intValue],Result];
UIAlertView *alert = [[UIAlertView alloc] initWithTitle:@"房间管理操作" message:alterString del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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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e:NULL cancelButtonTitle:@"OK" otherButtonTitles:nil];
[alert show];
}

}
else if([ReceiverID isEqualToString:_openId] ){ //别人发过来的命令
if (Result.intValue == 0) {
switch (OperateType.intValue) {
case ITMG_ROOM_MANAGEMENT_CAPTURE_OP:{
[_micSwitch setOn:OperateValue.boolValue animated:true];
}
break;
case ITMG_ROOM_MANAGEMENT_PLAY_OP:{
[_speakerSwitch setOn:OperateValue.boolValue animated:true];
}
break;
case ITMG_ROOM_MANAGEMENT_AUDIO_SEND_OP:{
[_sendSwitch setOn:OperateValue.boolValue animated:true];
}
break;
case ITMG_ROOM_MANAGEMENT_AUDIO_REC_OP:{
[_recvSwitch setOn:OperateValue.boolValue animated:true];
}
break;
case ITMG_ROOM_MANAGEMENT_MIC_OP:{
[_micSwitch setOn:OperateValue.boolValue animated:true];
[_sendSwitch setOn:OperateValue.boolValue animated:true];
}
break;
case ITMG_ROOM_MANAGEMENT_SPEAKER_OP:{
[_speakerSwitch setOn:OperateValue.boolValue animated:true];
[_recvSwitch setOn:OperateValue.boolValue animated:true];
}
break;
default:
break;
}
if (OperateType.intValue == ITMG_ROOM_MANAGEMENT_GET_MIC_STATE || OperateType.intVa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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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ITMG_ROOM_MANAGEMENT_GET_SPEAKER_STATE) {
NSString *alterString = [NSString stringWithFormat:@"收到id:%@ 发送来的%@操作,结果:%@",Se
nderID,operatorArr[OperateType.intValue],OperateValue.boolValue?@"开":@"关"];
UIAlertView *alert = [[UIAlertView alloc] initWithTitle:@"房间管理操作" message:alterString deleg
ate:NULL cancelButtonTitle:@"OK" otherButtonTitles:nil];
[alert show];
}
else{
NSString *alterString = [NSString stringWithFormat:@"收到id:%@ 发送来的%@%@操作,结果:%@"
,SenderID,OperateValue.boolValue?@"开":@"关",operatorArr[OperateType.intValue],Result];
UIAlertView *alert = [[UIAlertView alloc] initWithTitle:@"房间管理操作" message:alterString deleg
ate:NULL cancelButtonTitle:@"OK" otherButtonTitles:nil];
[alert show];
}
}
}
}
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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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消息转文本热词热句
语音消息转文本热句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15 15:47:48
为方便开发者快速实现语音消息转文本热句模型（以下用热句指代）功能，本文为您介绍语音消息转文本热句的使用场
景以及接入流程。

使用场景
在 GME 转文本的服务中，对一些特有的人名、产品名、公司名或者某个领域的专有词汇，例如游戏术语开黑、游戏中
地名等，可能存在识别准确率不高的情况。对于这些专有词汇，GME 提供了热句模型供用户使用，添加热句可以显著
提升专有词汇识别准确率。
说明：
热句模型功能目前仅支持中文识别，支持通过 云API 方式和控制台方式进行热句的创建。

前提条件
已开通语音转文本服务：如果使用流式语音转文本服务，需要在控制台开通语音转文本服务；如果需要语音消息服
务，需要在控制台额外开通语音消息服务，具体开通详情可参见 服务开通指引。
已接入 GME SDK：使用语音消息转文本热句模型功能，至少需要接入流式语音转文本功能，或者接入语音消息功
能及转文本功能。GME SDK 的调用和接入请参见 Native SDK 快速接入、 Unity SDK 快速接入、 Unreal
SDK 快速接入。
开通语音消息转文本热句模型功能：请 提交工单 联系 GME 团队申请。

说明：
语音消息转文本功能将产生语音消息服务费用、语音转文本服务费用。详情请参见 计费文档。

实现方式1：云 API 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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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云 API 使用热句功能的调用流程如下：

1

创建模型

业务侧后台

2

更新模型

业务侧后台

3

上线模型

业务侧后台

4

体验效果

业务侧客户端

5

其他功能

业务侧后台

步骤1：创建模型
使用语音消息转文本热句模型功能首先需要创建模型，调用 CreateCustomization 接口创建模型，接口会返回创建
完的模型 id。一个 GME Appid 只能对应创建一个模型。

步骤2：更新模型
通过 ModifyCustomization 接口可以更新模型。更新模型时需要提训练文本文件的下载地址，目前仅支持腾讯云对
象存储（COS）。
优化建议
训练数据为用户在专有领域和行业积累的文本数据，数据越接近真实使用场景，识别准确率越高。
训练文本中的数字部分最好按照发音替换为对应的汉字，例如“167方向”替换为“一百六十七方向”。
格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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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文本格式要求 UTF-8 或 GBK 编码的 txt 文件，文件最大不超过2MB。
每行添加一个词或一句话，详见下方“训练文本数据示例”。
每行的字节数最多为1000，总行数最多为50万行。
确认模型后，需要上线模型才能体验效果。
训练文本数据示例：
我还在毒圈，等等我。
有空投，我们往空投位置走吧。
谁要倍镜，我有个六倍镜。
我看到红房子二楼有个人，一百七十五方向。

步骤3：上线模型
模型更新完成后，需要上线才能使用，调用 ModifyCustomizationState 上线模型。

步骤4：体验效果
在客户端已接入的流式语音转文本功能或者语音消息转文本功能中体验热句效果。

步骤5：其他功能
已经上线的模型可以调用 ModifyCustomizationState 接口下线。
通过 GetCustomizationList 可以查询目前使用的模型 ID。
通过 DeleteCustomization 可以删除模型。

实现方式2：控制台操作
除了使用相关的云API接口外，您也可以直接在控制台界面操作，操作步骤如下：
1

创建模型

GME控制台

2

上线模型

GME控制台

3

下线模型

GME控制台

4

更新模型

GME控制台

5

删除模型

GME控制台

6

体验效果

业务侧客户端

步骤1：创建模型
登录控制台 热词热句管理 页面，在上方选择需要使用语音消息转文本热句模型的应用，单击新建热句模型。

可下载热句文件模板，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成后单击上传热句文件，上传后点击提交，模型开始训练。模型的训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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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线需要约一分钟左右时间。

步骤2：上线模型
模型训练完成后，需要上线才能使用，单击上线按钮上线该模型。

步骤3：下线模型
如需修改模型，需要先将已上线的模型下线。模型下线后，相应的接口调用将使用默认通用模型进行识别。

步骤4：更新模型
将原上线的模型下线后，单击更换文件重新上传新模型，模型更新后，需要重新训练才能使用。

步骤5：删除模型
单击删除即可删除掉现有模型。

步骤6：体验效果
在客户端已接入的流式语音转文本功能或者语音消息转文本功能中体验热句效果。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57 共130页

游戏多媒体引擎

语音消息转文本热词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15 15:48:01
为方便开发者快速实现语音消息转文本热词模型（以下用热词指代）功能，本文为您介绍语音消息转文本热词的使用场
景以及接入流程。

使用场景
在 GME 转文本的服务中，对一些特有的人名、产品名、公司名或者某个领域的专有词汇，例如游戏术语开黑、游戏中
地名等，可能存在识别准确率不高的情况。对于这些专有词汇，GME 提供了热词模型供用户使用，添加热词可以显著
提升专有词汇识别准确率。
说明：
热词模型功能目前仅支持中文识别，支持通过控制台方式进行热词的创建。

前提条件
已开通语音转文本服务：如果使用流式语音转文本服务，需要在控制台开通语音转文本服务；如果需要语音消息服
务，需要在控制台额外开通语音消息服务，具体开通详情可参见 服务开通指引。
已接入 GME SDK：使用语音消息转文本热词模型功能，至少需要接入流式语音转文本功能，或者接入语音消息功
能及转文本功能。GME SDK 的调用和接入请参见 Native SDK 快速接入、 Unity SDK 快速接入、 Unreal
SDK 快速接入。
开通语音消息转文本热词模型功能：请 提交工单 联系 GME 团队申请。

说明：
语音消息转文本功能将产生语音消息服务费用、语音转文本服务费用。详情请参见 计费文档。

实现方式：控制台操作
您可以直接在控制台界面操作，操作步骤如下：
1

创建模型

GME控制台

2

上线模型

GME控制台

3

下线模型

GME控制台

4

更新模型

GME控制台

5

删除模型

GME控制台

6

体验效果

业务侧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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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 创建模型
登录控制台 热词热句管理 页面，在上方选择需要使用语音消息转文本热词模型的应用，单击新建热词模型。

可下载热词文件模板，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成后单击上传热词文件，上传后单击提交即可。

格式要求
模型文本格式要求 UTF-8 或 GBK 编码的 txt 文件，文件最大不超过400KB。
每行仅添加一个热词和对应权重且不能包含标点和特殊字符（热词和权重间用英文符号|隔开），详见下方“模型文
本数据示例”。
每个热词表最多可添加128个词，每个词最长10个字，不能超出限制（如有超过限制的需求，请使用 热句模型）。
热词权重取值范围为[1,10]之间的整数，权重越大代表该词被识别出来的概率越大。
模型文本数据示例：
开黑|10
上分|10
上路|9
中路|8
空投|9

步骤2： 上线模型
模型训练完成后，需要上线才能使用，单击上线按钮上线该模型。

步骤3： 下线模型
如需修改模型，需要先将已上线的模型下线。模型下线后，需要重新上线热词才能使用该热词模型进行识别。

步骤4： 更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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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原上线的模型下线后，单击更换文件重新上传新模型。

步骤5： 删除模型
单击删除即可删除掉现有模型，热词模型删除后，需要重新上传热词文件。

步骤6： 体验效果
在客户端已接入的流式语音转文本功能或者语音消息转文本功能中体验热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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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质选择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9 16:05:24
为方便开发者接入腾讯云游戏多媒体引擎产品，本文主要为您介绍适用于游戏多媒体引擎 SDK 的音质选择文档。

音质类型介绍
音质类型

含义

参数

码率

采样率

音量类型
扬声
器：通话
音量
耳

ITMG_ROOM_TYPE_FLUENCY

流畅
音质

机：媒体
1

30kbps

16k

音量
蓝牙
耳机：
HFP 协
议，耳机
采集

适用场景
流畅优
先、超低
延迟实时
语音，应
用在游戏
内开黑场
景，适用
于
FPS、
MOBA
等类型的
游戏

扬声
器：通话
音量
耳
ITMG_ROOM_TYPE_STANDARD

标准
音质

机：媒体
2

64kbps

48k

音量
蓝牙
耳机：
HFP 协
议，耳机

音质较
好，延时
适中，适
用于狼人
杀、棋牌
等休闲游
戏的实时
通话场景

采集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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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质类型

含义

参数

码率

采样率

音量类型

适用场景
超高音
质，延时

扬声

ITMG_ROOM_TYPE_HIGHQUALITY

高清
音质

3

64kbps

48k

相对大一

器：媒体

些，适用

音量

于音乐舞

耳

蹈类游戏

机：媒体

以及语音

音量

互动类

蓝牙

App；

耳机：

适用于播

a2dp 协

放音乐、

议，手机

线上 K

采集

歌等有高
音质要求
的场景

注意
2.9.0及以上版本，Unity、UnrealEngine、Cocos SDK 如需使用标准音质以及高清音质，请参见 升级
指引 进行接入。

相关概念介绍
媒体音量与通话音量
手机音量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媒体音量，一种是通话音量。媒体音量一般用于播放媒体文件，通话音量一般用于打电
话、通信等场景。
以 Android 手机为例，按下手机物理音量键，会显示此时的音量类型。下图中，左侧为通话音量类型，右侧为媒体音
量类型。

媒体音量与通话音量相关问题
进房后，手机音量变得很小，开启麦克风后音量又变得很大，怎么解决？

蓝牙耳机协议
蓝牙耳机协议分为以下两种，不同的蓝牙耳机协议对应的音频表现不同：
协议名称

播放表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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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名称

播放表现

采集表现

耳机声音只有单声道

耳机可以采集到声音

a2dp 协

耳机声音具有双声道，音色更好，

耳机无法使用此通道进行采集，需要使用手机或者电脑自带麦

议

音质更高

克风进行采集

HFP 协
议

流量消耗
流量和码率有关，也和房间内通话人数有关。具体计算公式为： 码率 × 人数 / 8 = 字节。

音频处理效果
音频信号被其移动终端采集模块采集，经过混音消除、降噪、自动增益控制等音频的前处理过程，由音频编码器进行编
码。其中前处理过程，Acoustic Echo Cancelling（AEC）、Automatic Gain Control（AGC）、
Automatic Noise Suppression（ANS，也被称为 noise cancellation、noise suppression）的使用方
式，俗称 3A。
流畅音质和其他两个音质的不同在于 ANS 降噪，流畅音质下会打开 ANS，标准音质及高清音质下会关闭 ANS。
音频处理方案详情请参见 腾讯云游戏多媒体引擎 GME 技术方案。
关于降噪的原理详情请参见 再也不用担心网吧开黑队友听不清了！降噪解决方案了解一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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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效与伴奏
语音变声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14 17:43:33
为方便开发者调试和接入腾讯云游戏多媒体引擎产品 API，本文向您介绍游戏多媒体引擎变声特效的接入方法。

使用场景
关于变声玩法的效果请参见 实时语音趣味变声，大叔变声“妙音娘子”Get一下。

前提条件
已开通实时语音服务：可参见 服务开通指引。
已开通语音转文本服务：可参见 服务开通指引。
已接入 GME SDK：包括核心接口和实时语音接口的接入，详情可参见 Native SDK 快速接入、Unity SDK 快速
接入、Unreal SDK 快速接入。
已接入 GME SDK 库文件libgmesoundtouch：需要保证工程库文件中带有 libgmesoundtouch，具体参见
库文件对应功能。

实时语音变声接入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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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声接口
在已经进房成功且打开麦克风的情况下，调用 SetVoiceType 接口设置变声特效，接口返回0代表调用成功，房间内
的人听到的本端发出的声音带有变声效果。如果要自测变声效果，请使用耳返功能（接口：EnableLoopBack）。
函数原型
Android
public static class ITMG_VoiceType {
public static final int ITMG_VOICE_TYPE_ORIGINAL_SOUND = 0;
public static final int ITMG_VOICE_TYPE_LOLITA = 1;
public static final int ITMG_VOICE_TYPE_UNCLE = 2;
public static final int ITMG_VOICE_TYPE_INTANGIBLE = 3;
public static final int ITMG_VOICE_TYPE_DEAD_FATBOY = 4;
public static final int ITMG_VOICE_TYPE_HEAVY_MENTAL = 5;
public static final int ITMG_VOICE_TYPE_DIALECT = 6;
public static final int ITMG_VOICE_TYPE_INFLUENZA = 7;
public static final int ITMG_VOICE_TYPE_CAGED_ANIMAL = 8;
public static final int ITMG_VOICE_TYPE_HEAVY_MACHINE = 9;
public static final int ITMG_VOICE_TYPE_STRONG_CURRENT = 10;
public static final int ITMG_VOICE_TYPE_KINDER_GARTEN = 11;
public static final int ITMG_VOICE_TYPE_HUANG = 12;
};
public abstract int SetVoiceType(int type);

iOS
-(QAVResult)SetVoiceType:(ITMG_VOICE_TYPE) type

Unity
public abstract class ITMGAudioEffectCtrl{
public static int VOICE_TYPE_ORIGINAL_SOUND = 0;
public static int VOICE_TYPE_LOLITA = 1;
public static int VOICE_TYPE_UNCLE = 2;
public static int VOICE_TYPE_INTANGIBLE = 3;
public static int VOICE_TYPE_DEAD_FATBOY = 4;
public static int VOICE_TYPE_HEAVY_MENTAL = 5;
public static int VOICE_TYPE_DIALECT = 6;
public static int VOICE_TYPE_INFLUENZA = 7;
public static int VOICE_TYPE_CAGED_ANIMAL = 8;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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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static int VOICE_TYPE_HEAVY_MACHINE = 9;
public static int VOICE_TYPE_STRONG_CURRENT = 10;
public static int VOICE_TYPE_KINDER_GARTEN = 11;
public static int VOICE_TYPE_HUANG = 12;
public abstract int SetVoiceType(int voiceType);
}

C++
class ITMGAudioEffectCtrl {
public:
virtual ~ITMGAudioEffectCtrl(){};
virtual int SetVoiceType(ITMG_VOICE_TYPE voiceType) = 0;
}

参数

类型

意义

type

int

表示本端音频变声类型

类型参数

参数代表

意义

ITMG_VOICE_TYPE_ORIGINAL_SOUND

0

原声

ITMG_VOICE_TYPE_LOLITA

1

萝莉

ITMG_VOICE_TYPE_UNCLE

2

大叔

ITMG_VOICE_TYPE_INTANGIBLE

3

空灵

ITMG_VOICE_TYPE_DEAD_FATBOY

4

小胖子

ITMG_VOICE_TYPE_HEAVY_MENTA

5

重金属

ITMG_VOICE_TYPE_DIALECT

6

歪果仁

ITMG_VOICE_TYPE_INFLUENZA

7

感冒

ITMG_VOICE_TYPE_CAGED_ANIMAL

8

困兽

ITMG_VOICE_TYPE_HEAVY_MACHINE

9

重机器

ITMG_VOICE_TYPE_STRONG_CURRENT

10

强电流

ITMG_VOICE_TYPE_KINDER_GARTEN

11

幼稚园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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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参数

参数代表

意义

ITMG_VOICE_TYPE_HUANG

12

小顽童

示例代码
ITMGContextGetInstance()->GetAudioEffectCtrl()->setVoiceType(0);

语音消息变声接入
语音消息变声流程

语音消息变声不会影响原始的音频信息，在播放的时候才体现变声效果。
语音消息播放
语音消息播放接口，带有变声效果参数。
Android
public abstract int PlayRecordedFile(String filePath,int voicetype);

iOS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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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PlayRecordedFile:(NSString*)filePath VoiceType:(ITMG_VOICE_TYPE) type

Unity
ITMGPTT PlayRecordedFile(string filePath,int voiceType);

C++
public abstract int PlayRecordedFile(string filePath,int voiceType);

参数

类型

含义

filePath

string

本地语音文件的路径

voicetype

int

变声类型

错误码
错误码值

原因

建议方案

20485

播放未开始

确保文件存在，文件路径的合法性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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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语音伴奏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12 16:50:24
为方便开发者调试和接入腾讯云游戏多媒体引擎产品 API，本文为您介绍游戏多媒体引擎实时语音伴奏的接入技术文
档。

实时语音伴奏相关接口
接口

接口含义

StartAccompany

开始播放伴奏。

StopAccompany

停止播放伴奏。

IsAccompanyPlayEnd

伴奏是否播放完毕。

PauseAccompany

暂停播放伴奏。

ResumeAccompany

重新播放伴奏。

SetAccompanyVolume

设置伴奏音量。

GetAccompanyVolume

获取播放伴奏的音量。

SetAccompanyFileCurrentPlayedTimeByMs

设置播放进度。

说明：
如需使用实时语音伴奏，需要在接入 GME SDK 且能在进行实时语音通话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实时语音伴
奏。

流程图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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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配合 EnableAudioCaputreDevice 使用
在进入实时语音房间成功之后，调用 EnableAudioCaputreDevice 打开采集设备，再调用 StartAccompany 播
放伴奏。如果需要采集人声，可以调用 EnableAudioSend 实现开麦效果。

开始播放伴奏
调用 StartAccompany 接口开始播放伴奏。支持 m4a、wav、mp3 一共三种格式。调用此 API，音量会重置。
函数原型
ITMGAudioEffectCtrl virtual int StartAccompany(const char* filePath, bool loopBack, int loopCount,
int msTime)

参数

类型

意义

filePath

char*

播放伴奏的路径。

loopBack

bool

是否混音发送，一般都设置为 true，即其他人也能听到伴奏。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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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意义

loopCount

int

循环次数，数值为-1表示无限循环。填0不播放。

msTime

int

延迟时间。

示例代码
//Windows端代码
ITMGContextGetInstance()->GetAudioEffectCtrl()->StartAccompany(filePath,true,-1,0);
//Android端代码
ITMGContext.GetInstance(this).GetAudioEffectCtrl().StartAccompany(filePath,true,loopCount,0);
//iOS端代码
[[[ITMGContext GetInstance] GetAudioEffectCtrl] StartAccompany:path loopBack:isLoopBack loopC
ount:loopCount msTime:0];

开始播放伴奏（边下边播）
调用 StartAccompanyDownloading 接口开始边下载边播放伴奏。在代码中实现下载伴奏，未下载完时，可以先
将文件路径作为参数传到 StartAccompanyDownloading 里面，可实现边下边播。fileSize 为预估的完整文件大
小。调用此接口传入未下载完的文件时，先保证文件至少有10k以上。
函数原型
ITMGAudioEffectCtrl virtual int StartAccompany(const char* filePath, bool loopBack, int loopCount,
int msTime, int fileSize)

说明：
iOS 端需要以下配置。
1. 在 iOS 端使用此功能，需要将相关动态库引入工程中，单击下载 mp3 动态库。
2. 将下载好的文件引入到工程文件中。并在 Link Binary With Libraries 中添加此动态库。
3. 将头文件 TMGEngine_adv.h 加入工程中，与其他 SDK 头文件同目录下。

播放伴奏的回调
开始播放伴奏完成后，回调函数调用 OnEvent，事件消息为
ITMG_MAIN_EVENT_TYPE_ACCOMPANY_FINISH，在 OnEvent 函数中对事件消息进行判断。
传递的参数 data 包含两个信息，一个是 result，另一个是 file_path。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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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代码
void TMGTestScene::OnEvent(ITMG_MAIN_EVENT_TYPE eventType,const char* data){
switch (eventType) {
case ITMG_MAIN_EVENT_TYPE_ENTER_ROOM:
{
//进行处理
break;
}
...
case ITMG_MAIN_EVENT_TYPE_ACCOMPANY_FINISH:
{
//进行处理
break;
}
}
}

停止播放伴奏
调用 StopAccompany 接口停止播放伴奏。
函数原型
ITMGAudioEffectCtrl virtual int StopAccompany(int duckerTime)

参数

类型

意义

duckerTime

int

淡出时间。

示例代码
ITMGContextGetInstance()->GetAudioEffectCtrl()->StopAccompany(0);

伴奏是否播放完毕
如果播放完毕，返回值为 true，如果没播放完，返回值为 false。
函数原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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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MGAudioEffectCtrl virtual bool IsAccompanyPlayEnd()

示例代码
ITMGContextGetInstance()->GetAudioEffectCtrl()->IsAccompanyPlayEnd();

暂停播放伴奏
调用 PauseAccompany 接口暂停播放伴奏。
函数原型
ITMGAudioEffectCtrl virtual int PauseAccompany()

示例代码
ITMGContextGetInstance()->GetAudioEffectCtrl()->PauseAccompany();

恢复播放伴奏
ResumeAccompany 接口用于恢复播放伴奏。
函数原型
ITMGAudioEffectCtrl virtual int ResumeAccompany()

示例代码
ITMGContextGetInstance()->GetAudioEffectCtrl()->ResumeAccompany();

设置自己是否可以听到伴奏
此接口用于设置自己是否可以听到伴奏。
函数原型
ITMGAudioEffectCtrl virtual int EnableAccompanyPlay(bool enabl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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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意义

enable

bool

是否能听到。

示例代码
ITMGContextGetInstance()->GetAudioEffectCtrl()->EnableAccompanyPlay(false);

设置他人是否也可以听到伴奏
设置他人是否也可以听到伴奏。
函数原型
ITMGAudioEffectCtrl virtual int EnableAccompanyLoopBack(bool enable)

参数

类型

意义

enable

bool

是否能听到。

示例代码
ITMGContextGetInstance()->GetAudioEffectCtrl()->EnableAccompanyLoopBack(false);

设置伴奏音量
调用 SetAccompanyVolume 接口设置伴奏音量，默认值为100，数值大于100音量增益，数值小于100音量减
益，值域为0 - 200。
函数原型
ITMGAudioEffectCtrl virtual int SetAccompanyVolume(int vol)

参数

类型

意义

vol

int

音量数值。

示例代码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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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vol=100;
ITMGContextGetInstance()->GetAudioEffectCtrl()->SetAccompanyVolume(vol);

获取播放伴奏的音量
GetAccompanyVolume 接口用于获取伴奏音量。
函数原型
ITMGAudioEffectCtrl virtual int GetAccompanyVolume()

示例代码
ITMGContextGetInstance()->GetAudioEffectCtrl()->GetAccompanyVolume();

获得伴奏播放进度
以下两个接口用于获得伴奏播放进度。需要注意：Current / Total = 当前循环次数，Current % Total = 当前循环
播放位置。
函数原型
ITMGAudioEffectCtrl virtual int GetAccompanyFileTotalTimeByMs()
ITMGAudioEffectCtrl virtual int GetAccompanyFileCurrentPlayedTimeByMs()

示例代码
ITMGContextGetInstance()->GetAudioEffectCtrl()->GetAccompanyFileTotalTimeByMs();
ITMGContextGetInstance()->GetAudioEffectCtrl()->GetAccompanyFileCurrentPlayedTimeByMs();

设置播放进度
SetAccompanyFileCurrentPlayedTimeByMs 接口用于设置播放进度。
函数原型
ITMGAudioEffectCtrl virtual int SetAccompanyFileCurrentPlayedTimeByMs(unsigned int tim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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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意义

time

int

播放进度，以毫秒为单位。

示例代码
ITMGContextGetInstance()->GetAudioEffectCtrl()->SetAccompanyFileCurrentPlayedTimeByMs(tim
e);

设置伴奏音调
SetAccompanyKey 接口用于调整伴奏的音调，在启动伴奏之前调用。
函数原型
ITMGAudioEffectCtrl virtual int SetAccompanyKey(int nKey)

参数

类型

意义

nKey

int

升降 Key，推荐范围-4到4。当设置为0时为原声调。

错误码列表
错误码名称

QAV_ERR_ACC_OPENFILE_FAILED

错误码值

4001

错误码含义
打开文件失
败

有访问文件的权限。

件格式

确。

QAV_ERR_ACC_DECODER_FAILED

4003

解码失败

QAV_ERR_ACC_BAD_PARAM

4004

参数错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是否存在，检查是否

检查文件格式是否正

4002

4005

检查文件路径及文件

不支持的文

QAV_ERR_ACC_FILE_FORAMT_NOTSUPPORT

QAV_ERR_ACC_MEMORY_ALLOC_FAILED

解决方法

内存分配失
败

检查文件格式是否正
确。
检查代码中所填参数
是否正确。
系统资源耗尽，如果
一直存在此错误码，
请联系开发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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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名称

QAV_ERR_ACC_CREATE_THREAD_FAILED

错误码值

4006

错误码含义
创建线程失
败

解决方法
系统资源耗尽，如果
一直存在此错误码，
请联系开发人员。
未处于某种状态，去
调用需要处于这个状

QAV_ERR_ACC_STATE_ILLIGAL

4007

状态非法

态才允许调用的接口
时，则会产生这个错
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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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语音音效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14 17:45:32
为方便开发者调试和接入腾讯云游戏多媒体引擎产品 API，这里向您介绍游戏多媒体引擎实时语音音效的接入技术文
档。

前提条件
已开通实时语音服务：可参见 服务开通指引。
已接入 GME SDK：包括核心接口和实时语音接口的接入，详情可参见 Native SDK 快速接入、Unity SDK 快速
接入、Unreal SDK 快速接入。
使用 GME 实时语音功能成功进入语音房间，并且打开了麦克风（EnableMic）、扬声器
（EnableSpeaker）。

实时语音音效相关接口
接口

接口含义

PlayEffect

播放音效

PauseEffect

暂停播放音效

PauseAllEffects

暂停所有音效

ResumeEffect

重新播放音效

ResumeAllEffects

重新播放所有音效

StopEffect

停止播放音效

StopAllEffects

停止播放所有音效

SetVoiceType

变声特效

SetKaraokeType

K 歌音效特效

GetEffectsVolume

获取播放音效的音量

SetEffectsVolume

设置播放音效的音量

播放音效
PlayEffect 接口用于播放音效。参数中音效 ID 需要 App 侧进行管理，ID 代表一次独立的播放事件。后续可以根据
此 ID 控制此次播放。文件支持 m4a、wav、mp3 一共三种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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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原型
ITMGAudioEffectCtrl virtual int PlayEffect(int soundId, const char* filePath, bool loop, double pitch,
double pan, double gain)

参数

类型

意义

soundId

int

音效 ID

filePath

char*

音效路径

loop

bool

是否重复播放

pitch

double

播放频率，默认为1.0，该值越小播放速度越慢、时间越长

pan

double

声道，取值范围为 -1.0到1.0之间，-1.0表示只开启左声道

gain

double

增益音量，取值范围为 0.0到 1.0之间，默认为1.0

示例代码
double pitch = 1.0;
double pan = 0.0;
double gain = 0.0;
//Windows端
ITMGContextGetInstance()->GetAudioEffectCtrl()->PlayEffect(soundId,filepath,true,pitch,pan,gain)
;
//Android端
ITMGContext.GetInstance(this).GetAudioEffectCtrl().PlayEffect(soundId,filePath,loop);
//iOS端
[[[ITMGContext GetInstance] GetAudioEffectCtrl] PlayEffect:soundId filePath:path loop:isLoop];

暂停播放音效
PauseEffect 接口用于暂停播放音效。
函数原型
ITMGAudioEffectCtrl virtual int PauseEffect(int soun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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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意义

soundId

int

音效 ID

示例代码
ITMGContextGetInstance()->GetAudioEffectCtrl()->PauseEffect(soundId);

暂停所有音效
调用 PauseAllEffects 接口暂停所有音效
函数原型
ITMGAudioEffectCtrl virtual int PauseAllEffects()

示例代码
ITMGContextGetInstance()->GetAudioEffectCtrl()->PauseAllEffects();

重新播放音效
ResumeEffect 接口用于重新播放音效。
函数原型
ITMGAudioEffectCtrl virtual int ResumeEffect(int soundId)

参数

类型

意义

soundId

int

音效 ID

示例代码
ITMGContextGetInstance()->GetAudioEffectCtrl()->ResumeEffect(soundId);

重新播放所有音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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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 ResumeAllEffects 接口重新播放所有音效。
函数原型
ITMGAudioEffectCtrl virtual int ResumeAllEffects()

示例代码
ITMGContextGetInstance()->GetAudioEffectCtrl()->ResumeAllEffects();

停止播放音效
StopEffect 接口用于停止播放音效。
函数原型
ITMGAudioEffectCtrl virtual int StopEffect(int soundId)

参数

类型

意义

soundId

int

音效 ID

示例代码
ITMGContextGetInstance()->GetAudioEffectCtrl()->StopEffect(soundId);

停止播放所有音效
调用 StopAllEffects 接口停止播放所有音效。
函数原型
ITMGAudioEffectCtrl virtual int StopAllEffects()

示例代码
ITMGContextGetInstance()->GetAudioEffectCtrl()->StopAll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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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声特效
调用 SetVoiceType 接口设置变声特效。
函数原型
TMGAudioEffectCtrl int setVoiceType(int type)

参数

类型

意义

type

int

表示本端音频变声类型

类型参数

参数代表

意义

ITMG_VOICE_TYPE_ORIGINAL_SOUND

0

原声

ITMG_VOICE_TYPE_LOLITA

1

萝莉

ITMG_VOICE_TYPE_UNCLE

2

大叔

ITMG_VOICE_TYPE_INTANGIBLE

3

空灵

ITMG_VOICE_TYPE_DEAD_FATBOY

4

小胖子

ITMG_VOICE_TYPE_HEAVY_MENTA

5

重金属

ITMG_VOICE_TYPE_DIALECT

6

歪果仁

ITMG_VOICE_TYPE_INFLUENZA

7

感冒

ITMG_VOICE_TYPE_CAGED_ANIMAL

8

困兽

ITMG_VOICE_TYPE_HEAVY_MACHINE

9

重机器

ITMG_VOICE_TYPE_STRONG_CURRENT

10

强电流

ITMG_VOICE_TYPE_KINDER_GARTEN

11

幼稚园

ITMG_VOICE_TYPE_HUANG

12

小顽童

示例代码
ITMGContextGetInstance()->GetAudioEffectCtrl()->setVoiceTyp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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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歌音效特效
调用 SetKaraokeType 接口设置 K 歌音效特效。
函数原型
TMGAudioEffectCtrl int SetKaraokeType(int type)

参数

类型

意义

type

int

表示本端音频变声类型。

类型参数

参数代表

意义

ITMG_KARAOKE_TYPE_ORIGINAL

0

原声

ITMG_KARAOKE_TYPE_POP

1

流行

ITMG_KARAOKE_TYPE_ROCK

2

摇滚

ITMG_KARAOKE_TYPE_RB

3

嘻哈

ITMG_KARAOKE_TYPE_DANCE

4

舞曲

ITMG_KARAOKE_TYPE_HEAVEN

5

空灵

ITMG_KARAOKE_TYPE_TTS

6

语音合成

示例代码
ITMGContextGetInstance()->GetAudioEffectCtrl()->SetKaraokeType(0);

获取播放音效的音量
调用 GetEffectsVolume 接口获取播放音效的音量，为线性音量，默认值为100，数值大于100为增益效果，数值小
于100为减益效果。
函数原型
ITMGAudioEffectCtrl virtual int GetEffectsVolume()

示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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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MGContextGetInstance()->GetAudioEffectCtrl()->GetEffectsVolume();

设置播放音效的音量
调用 SetEffectsVolume 接口设置播放音效的音量。
函数原型
ITMGAudioEffectCtrl virtual int SetEffectsVolume(int volume)

参数

类型

意义

volume

int

音量数值

示例代码
int volume=1;
ITMGContextGetInstance()->GetAudioEffectCtrl()->SetEffectsVolume(volume);

相关文档
关于变声玩法的效果请参见 实时语音趣味变声，大叔变声“妙音娘子”Get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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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语音均衡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14 17:45:48
为方便开发者调试和接入腾讯云游戏多媒体引擎产品 API，本文为您介绍游戏多媒体引擎实时语音均衡器功能的接入指
引。

使用场景
GME 均衡器功能，可以将 GME SDK 采集的音频流实时进行均衡器调整。该功能可应用于线上K歌场景，玩家开始
唱歌后，调用 GME SDK 的 均衡器 接口，即可将玩家的实时语音流做声音美化效果方面的调整。

前提条件
已开通实时语音服务：可参见 服务开通指引。
已接入 GME SDK：包括核心接口和实时语音接口的接入，详情可参见 Native SDK 快速接入、Unity SDK 快速
接入、Unreal SDK 快速接入。

体验 Demo
下载 Demo
下载地址 >>
此体验 Demo 为一个 Windows 可执行程序，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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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参数
在 Appid 和 Key 的输入框中填入自己申请的 GME AppID 以及 Key。
如果需要，您也可以输入目标房间号以及 OpenID。

使用方法
1. 进房打开麦克风扬声器流程如下：Init > EnterRoom > EnableCapture > EnablePlay > EnableSend >
EnableRecv。
2. 进房成功之后，可以开启 EnableLoopBack 听到自己的声音。
3. 后续再调整红框中的 EQ 均衡器（EQ 是频段增益，Exditor 和 Reverb 是混响器）。

均衡器功能接入
使用此接口需要在进房成功的状态下，才能对本端采集的声音实现均衡器调节效果。

函数原型
int SetKaraokeType(ITMG_VOICE_TYPE_EQUALIZER* pEqualizer, ITMG_VOICE_TYPE_REVERB* pReve
rb)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86 共130页

游戏多媒体引擎

参数

类型

意义

pEqualizer

ITMG_VOICE_TYPE_EQUALIZER

频段增益

pReverb

ITMG_VOICE_TYPE_REVERB

涵盖 HARMONIC 和 REVERB

结构体详细信息
ITMG_VOICE_TYPE_EQUALIZER 中结构体成员为 float 类型，数值范围为-12到12。
ITMG_VOICE_TYPE_EQUALIZER

意义

EQUALIZER_32HZ

32HZ频段上施加的增益

EQUALIZER_64HZ

64HZ频段上施加的增益

EQUALIZER_128HZ

128HZ频段上施加的增益

EQUALIZER_250HZ

250HZ频段上施加的增益

EQUALIZER_500HZ

500HZ频段上施加的增益

EQUALIZER_1KHZ

1KHZ频段上施加的增益

EQUALIZER_2KHZ

2KHZ频段上施加的增益

EQUALIZER_4KHZ

4KHZ频段上施加的增益

EQUALIZER_8KHZ

8KHZ频段上施加的增益

EQUALIZER_16KHZ

16KHZ频段上施加的增益

EQUALIZER_MASTER_GAIN

整体音量

ITMG_VOICE_TYPE_REVERB 中结构体成员为 float 类型，数值范围为0到 1。
ITMG_VOICE_TYPE_REVERB
HARMONIC_GAIN
HARMONIC_START_FREQUENCY
HARMONIC_BASS_CONTROL
REVERB_SIZE
REVERB_DEPTH
REVERB_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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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MG_VOICE_TYPE_REVERB
REVERB_ECHO_DEPTH

示例代码
void CTMGSDK_For_AudioDlg::OnVScroll(UINT nSBCode, UINT nPos, CScrollBar* pScrollBar)
{
if ((CWnd*)pScrollBar == (CWnd*)&m_SliderEQ1 ||
(CWnd*)pScrollBar == (CWnd*)&m_SliderEQ2 ||
(CWnd*)pScrollBar == (CWnd*)&m_SliderEQ3 ||
(CWnd*)pScrollBar == (CWnd*)&m_SliderEQ4 ||
(CWnd*)pScrollBar == (CWnd*)&m_SliderEQ5 ||
(CWnd*)pScrollBar == (CWnd*)&m_SliderEQ6 ||
(CWnd*)pScrollBar == (CWnd*)&m_SliderEQ7 ||
(CWnd*)pScrollBar == (CWnd*)&m_SliderEQ8 ||
(CWnd*)pScrollBar == (CWnd*)&m_SliderEQ9 ||
(CWnd*)pScrollBar == (CWnd*)&m_SliderEQ10 ||
(CWnd*)pScrollBar == (CWnd*)&m_SliderEQ11 ||
(CWnd*)pScrollBar == (CWnd*)&m_SliderExGain ||
(CWnd*)pScrollBar == (CWnd*)&m_SliderExStartFrequency ||
(CWnd*)pScrollBar == (CWnd*)&m_SliderExBaseCtrl ||
(CWnd*)pScrollBar == (CWnd*)&m_SliderReverbSize ||
(CWnd*)pScrollBar == (CWnd*)&m_SliderReverbDepth ||
(CWnd*)pScrollBar == (CWnd*)&m_SliderReverbGain ||
(CWnd*)pScrollBar == (CWnd*)&m_SliderReverbEchoDepth
)
{
ITMG_VOICE_TYPE_EQUALIZER equalizer = {
(m_SliderEQ1.GetPos() - 50) * 24.0f / 100,
(m_SliderEQ2.GetPos() - 50) * 24.0f / 100,
(m_SliderEQ3.GetPos() - 50) * 24.0f / 100,
(m_SliderEQ4.GetPos() - 50) * 24.0f / 100,
(m_SliderEQ5.GetPos() - 50) * 24.0f / 100,
(m_SliderEQ6.GetPos() - 50) * 24.0f / 100,
(m_SliderEQ7.GetPos() - 50) * 24.0f / 100,
(m_SliderEQ8.GetPos() - 50) * 24.0f / 100,
(m_SliderEQ9.GetPos() - 50) * 24.0f / 100,
(m_SliderEQ10.GetPos() - 50) * 24.0f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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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_SliderEQ11.GetPos() - 50) * 24.0f / 100
};
ITMG_VOICE_TYPE_REVERB reverb = {
(m_SliderExGain.GetPos()) * 1.0f / 100.0f,
(m_SliderExStartFrequency.GetPos()) * 1.0f / 100.0f,
(m_SliderExBaseCtrl.GetPos()) * 1.0f / 100.0f,
(m_SliderReverbSize.GetPos()) * 1.0f / 100.0f,
(m_SliderReverbDepth.GetPos()) * 1.0f / 100.0f,
(m_SliderReverbGain.GetPos()) * 1.0f / 100.0f,
(m_SliderReverbEchoDepth.GetPos()) * 1.0f / 100.0f
};
m_pTmgContext->GetAudioEffectCtrl()->SetKaraokeType(&equalizer, &reverb);
}
CDialogEx::OnVScroll(nSBCode, nPos, pScrollBar);
}

均衡器使用指引
注意：
此处仅提供指引，如果需要更加深入的使用 EQ 效果，需要专业的调音师协作。

人耳可以听到的声音范围大致为20HZ - 20KHZ，人耳对于各频段的感知呈现对数关系，因此混音工程中常将人的可
听频段分成10个八度分别进行调整，调音大致分为如下几个区域：
频段

20HZ - 32HZ

区域
次声和超
低音区

说明
大部分频段低于人耳听觉下限，多用触觉感知，音乐中超大型管风琴以及电影
中的爆炸和雷声音效可以达到这个频率，人声无法达到这个频段，一般 VOIP
通话建议调至z最低，去除直流干扰，将信号能量留给其他频段。
主要用于调整鼓和贝斯的下潜，音调感觉不明显，部分男低音音域可达这个频

32HZ - 64HZ

重低音区

段。VOIP 通话人声调音一般建议调低，去除工频干扰，将能量留给其他频
段。

64HZ - 125HZ

低音区

大部分管弦乐器的基频的范围，也决定打击乐的力度。

125HZ - 250HZ

低音区

人声的基频的范围，决定人声音调感知，过重会导致声音浑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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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段
250HZ 500HZ

区域
中低音区

500HZ - 1KHZ

中音区

1KHZ - 2KHZ

中音区

2KHZ - 4KHZ

中高音区

4KHZ - 8KHZ

高音区

8KHZ - 16KHZ

超高音和
超声区

说明
包含人声音色的重要的低次谐波所在频段，可用于调整男声音色，适当增强这
一段使人声音色温暖，厚重；增强过度声音变浑浊。
调整女声音色，使其更饱满，调整太高会导致鼻音重。手机等移动播放设备的
共振峰处于这个频段，建议避免调整太高容易引起结构振动杂音。
人耳较敏感区域，影响响度和临场感，可以适当增强。
人耳最敏感的区域，提升这一判断可以提高声音的响度，提升语音可懂度相
关，调整太高会导致齿音过重。
表现镲等高频乐器，已经弦乐器摩擦音等声音细节。决定人声的高频细节，如
唇齿音，摩擦音等，一般不建议提升。
乐器的高频泛音，调整对语音作用不大。

具体调整也可以参考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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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 K 歌功能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30 11:08:19
为方便开发者调试和接入腾讯云游戏多媒体引擎产品 API，这里向您介绍游戏多媒体引擎实时语音 K 歌功能的接入技
术文档。

使用前提
如需使用实时语音 K 歌功能，需要在接入 GME SDK 且能在进行实时语音通话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此功能。
进房时候需要填入房间类型参数，推荐使用 RoomType = 2 进入房间（请使用2或者3）。
使用中如果有错误码提示，可参考 错误码文档 进行解决。
技术方案及相关实践可以观看 零基础快速搭建 K 歌应用。
流程图
进房流程参考图如下：

实时语音进房接口：
ITMGContext.GetInstance(this).Init(String.valueOf(mAppId), mUserId);//初始化sdk
ITMGContext.GetInstance(this).SetTMGDelegate(new MyDelegate());//设置代理类，用来接受各种回调
和事件
EnginePollHelper.createEnginePollHelper();//周期性调用Poll函数，触发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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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te[] authbuff = AuthBuffer.getInstance().genAuthBuffer(mAppId, mRoomId, mUserId,mAppKey);
//获得鉴权信息
ITMGContext.GetInstance(this).EnterRoom(mRoomId, 2, authbuff);//进入房间

说明：
详细调用流程和接口详情请参考 各端 SDK 接口文档。

K 歌接口获取
1. 您需要在 下载指引 中下载标准 SDK 文件。
2. 根据不同的平台，下载 K 歌功能接口并导入相应接口文件。

说明：
此功能支持 mp3、ogg 一共两种格式。
如果音乐文件为 ogg 格式，请 单击下载ogg动态库（iOS 端已包含 ogg 动态库，无需额外导入）。
如果音乐文件为 mp3 格式，请 单击下载mp3动态库（只有 iOS 平台才需导入此动态库，其他平台无需额
外导入）。

Android 端配置
Android 对应的接口，已经包含在标准 jar 包内，不需要下载额外的接口文件。

iOS 端配置
1. 在 iOS 端使用 K 歌功能，需要将相关动态库引入工程中，单击下载 mp3 动态库。
2. 将下载好的文件引入到工程文件中。并在 Link Binary With Libraries 中添加此动态库。
3. 将头文件 TMGEngine_adv.h 加入工程中，与其他 SDK 头文件同目录下。

Windows 端配置
Windows 端使用 K 歌功能，需要下载头文件后，将头文件 tmg_sdk_adv.h、tmg_type_adv.h 导入工程中。

Unity 引擎配置
在 Unity 引擎中使用 K 歌功能，需要下载头文件，将 Unity 文件夹下的代码文件 TMGEngine_Adv.cs、
ITMGEngine_Adv.cs 拷贝后导入工程中。
如需导出 iOS 平台，请参考上文进行 mp3 动态库导入。

制相关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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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制相关接口
开始录制
调用 StartRecord 接口开始录制。录制完成会有回调函数，需要监听
ITMG_MAIN_EVENT_TYPE_RECORD_COMPLETED。
录制时候请保证麦克风已经打开（设备及上行都需要打开），另外保证文件路径是可访问的，SDK 不会主动创建文件
夹。
函数原型
int StartRecord(int type, String dstFile, String accMixFile, String accPlayFile)

参数

类型

意义

type

int

dstFile

String

目标文件路径，用于保存录制完成的音乐。

accMixFile

String

一般为没有原声的伴奏，用于和人声合成音乐文件。

accPlayFile

String

K歌场景下，此参数传 ITMG_AUDIO_RECORDING_KTV。如果是纯录制
MP3 文件，请使用 ITMG_AUDIO_RECORDING_SELF

用于播放的音乐文件，正常情况下与 accMixFile 为同一个文件。但在用户不熟悉
歌曲时，可以填入带原唱的音乐文件路径，此时播放内容为带原唱的音乐，而合成为
不带原声的伴奏。

示例代码
//Android
ITMGAudioRecordCtrl.GetInstance().StartRecord(ITMGAudioRecordCtrl.ITMG_AUDIO_RECORDING_K
TV, dstFile, accMixFile, accPlayFile);
//iOS
#import "GMESDK/TMGEngine_adv.h"
[[ITMGAudioRecordCtrl GetInstance]StartPreview]

停止录制
调用 StopRecord 接口停止录制。
函数原型
int StopR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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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录制
调用 PauseRecord 接口暂停录制。
函数原型
int PauseRecord()

恢复录制
调用 ResumeRecord 接口恢复录制。
函数原型
int ResumeRecord()

录制回调
ITMG_MAIN_EVENT_TYPE_RECORD_COMPLETED 录制完成的回调。伴奏播放结束或者调用
StopRecord 触发此回调。
回调参数
参数

类型

意义

result

int

录制结果，0为成功。如果有其他错误码，可参考 错误码文档 进行解决。

filepath

String

目标文件的路径，StartRecord 传入的参数 dstFile。

duration

String

录制文件的长度，单位为毫秒。

设置播放文件
在调用 StartRecord 接口进行录制的时候，会设置播放的音乐文件。如果想要重新设置，可调用此接口重新设置播放
文件。一般用于在原唱和纯音伴奏之间切换。
函数原型
int SetAccompanyFile(String accPlayFile)

参数

类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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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意义

accPlayFile

String

用于播放的音乐文件。

获取伴奏时长
调用此参数获取伴奏文件 accMixFile 的时长，返回的时长单位为毫秒。
函数原型
int GetAccompanyTotalTimeByMs()

获取当前录制时长
调用此参数获取获取当前录制时长，返回的时长单位为毫秒。
函数原型
int GetRecordTimeByMs()

录制跳转
将录制时间跳转到指定时刻。如果参数比当前时间靠前，则重复的地方重新录制；相比当前时间靠后，则用静音数据填
充没有录制的部分。
函数原型
int SetRecordTimeByMs(int timeMs)

参数

类型

意义

timeMs

int

跳转的时刻，单位为毫秒。

K 歌文件预览
获取录制文件的时长
调用此参数获取录制文件的时长。
函数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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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GetRecordFileDurationByMs()

开始预览录制文件
调用此参数开始预览录制文件。
函数原型
int StartPreview()

停止预览录制文件
调用此参数停止预览录制文件。
函数原型
int StopPreview()

暂停预览录制文件
调用此参数暂停预览录制文件。
函数原型
int PausePreview()

恢复预览录制文件
调用此参数恢复预览录制文件。
函数原型
int ResumePreview()

设置当前预览的时间点
调用此参数设置当前预览的时间点。
函数原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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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SetPreviewTimeByMs(int time)

参数

类型

意义

time

int

预览文件的时间点，单位毫秒。

获取当前预览的时间点
调用此参数获取当前预览的时间点。
函数原型
int GetPreviewTimeByMs()

播放预览回调
ITMG_MAIN_EVENT_TYPE_RECORD_PREVIEW_COMPLETED 预览完成的回调。预览文件播放结束或
者调用 StopPreview 接口触发
回调参数
参数

类型

意义

result

int

播放结果，0为成功。

文件合成接口
合并文件
调用此参数将录制好的人声和伴奏合并成一个文件。
函数原型
int MixRecordFile();

取消合并
调用此参数将取消合并操作。
函数原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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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CancelMixRecordFile();

合并文件回调
ITMG_MAIN_EVENT_TYPE_RECORD_MIX_COMPLETED 预览完成的回调。预览文件播放结束或者调用
StopPreview 接口触发。
回调参数
参数

类型

意义

result

int

合成结果，0为成功。

filepath

String

目标文件的路径，由 StartRecord 接口中传入的 dstFile。

duration

String

录制文件的长度，单位为毫秒。

高级设置
设置伴奏缩放
调用此接口设置人声和伴奏的缩放比例。录制完成后可进行调整。
函数原型
int SetMixWieghts(float mic, float acc)

参数

类型

意义

mic

float

人声的缩放比例，1.0为原来音量，小于1.0为缩小，大于1.0为放大，范围为0到2。

acc

float

伴奏的缩放比例，1.0为原来音量，小于1.0为缩小，大于1.0为放大，范围为0到2。

设置偏移量
调用此接口设置人声相对于伴奏的偏移，一般用于调整声音跟不上节拍的问题。录制完成后可进行调整。
函数原型
int AdjustAudioTimeByMs(in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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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意义

time

int

人声相对于伴奏的偏移时间，单位ms。大于0为向后移动，小于0为向前移动。

设置音效
设置音效类型，K 歌音效可参考 实时语音音效文档。录制完成后可进行调整，录制时也可使用。
函数原型
int SetRecordKaraokeType(int type)

参数

类型

意义

type

int

此类型同等于实时语音音效中的K歌音效特效类型，具体可参考 K 歌音效特效。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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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平台播放器伴奏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30 11:07:19
为方便开发者调试和接入腾讯云游戏多媒体引擎产品，本文主要为您介绍适用于使用 Windows 平台第三方播放器伴
奏功能的相关技术。

前提条件
已完成 GME 应用创建，并获取 SDK AppID 和 Key。请参考 服务开通指引。
已开通 GME 实时语音服务。请参考 服务开通指引。
GME 使用前请对工程进行配置，否则 SDK 不生效。

配置头文件
1. 请参考 配置文档，完成 GME 工程配置。
2. 将文件 tmg_adv_win.h 放置在 GME SDK（For Windows）下，与其他头文件保持同一目录。
3. 单击 下载，下载两个 dll 文件，路径与其他库文件一致。导出可执行文件后，应与可执行文件同目录。

调用接口
开始播放
调用此参数，将挂钩整个系统的声音，或者某播放器的声音。
函数原型
virtual int StartAccompany(const char* playerPath, int playerPathLength, const char* mediaFilePat
h, int mediaFilePathLenght, GMEAccompany_SourceType sourceType) = 0

参数

类型

含义

playerPath

const char*

播放器路径

playerPathLength

int

播放器路径长度

mediaFilePath

const char*

mediaFilePathLenght

int

音频资源路径长度

sourceType

GMEAccompany_SourceType

设置采集对象，详细见 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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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Type 说明：
参数

类型

AV_ACCOMPANY_SOURCE_TYPE_NONE = 0

代表不开启

AV_ACCOMPANY_SOURCE_TYPE_SYSTEM
=1
AV_ACCOMPANY_SOURCE_TYPE_PROCESS
=2

代表挂钩整个系统的声音，此时可以不传音频资源
路径，但需要传一个已知文件路径作为播放器路径
参数及播放器路径长度参数
代表挂钩某进程的声音，例如 QQ 音乐播放器

示例代码
const char* file = "C:\\1.txt";//当挂钩系统声音时，需要传入一个已知文件路径，请确保此文件存在
int ret = ITMGAdcanceGetInstance()->StartAccompany(file, strlen(file), NULL, 0, AV_ACCOMPANY_
SOURCE_TYPE_SYSTEM);

停止播放
调用此参数，将停止挂钩。
函数原型
virtual int StopAccompany() = 0

设置声音音量
调用此参数，将设置挂钩的声音音量大小，数值100表示音量不增大也不衰减。数值范围为0到200。
函数原型
virtual int SetAccompanyVolume(int value) = 0;

获取声音音量
调用此参数，将获取挂钩的声音音量大小。
函数原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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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 int GetAccompanyVolume(int* pVolume) = 0;

获取实时声音音量
调用此参数，将获取挂钩的实时声音音量，可以用来展示实时音量能量条。
函数原型
virtual int GetAccompanyVolumeDynamic(int* pVolume) = 0;

设置采集设备音量
调用此参数，设置采集设备声音音量，默认数值为100，数值范围为0到100，0代表静音。
函数原型
virtual int SetMicDeviceVolume(int vol) = 0;

获取采集设备音量
调用此参数，将获取采集设备声音音量。
函数原型
virtual int GetMicDeviceVolume() = 0;

设置播放设备音量
调用此参数，设置播放设备声音音量，默认数值为100，数值范围为0到100，0代表静音。
函数原型
virtual int SetSpeakerDeviceVolume(int vol) = 0;

获取播放设备音量
调用此参数，将获取播放设备声音音量。
函数原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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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 int GetSpeakerDeviceVolume()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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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内容安全
实时语音审核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21 14:19:50
为方便开发者快速接入 GME 语音内容安全服务，这里向您介绍GME语音内容安全服务在实时语音场景的接入流程。

适用场景
适用于已接入 GME SDK 并开通 实时语音服务，需要对实时语音流进行审核的场景。审核覆盖谩骂、涉黄、广告等各
类违规内容，保障和谐健康的游戏环境。
说明：
语音内容安全服务 目前仅支持中文/英文音频（呻吟声不区分语种）。

前提条件
已完成GME应用创建，并获取 SDK AppID 和 Key。请参考 服务开通指引。
已开通 GME 实时语音服务。请参考 服务开通指引 。
已完成 GME SDK 接入。请参考 SDK 快速接入。

业务流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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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流程
实时语音审核接入步骤如下：
1

开通服务

控制台

2

服务配置

控制台

3

使用实时语音服务

业务侧

4

处理审核回调结果

业务侧

5

查看检测结果

控制台

6

查看用量统计

控制台

步骤1：开通服务
对已创建的应用开通语音内容安全服务，详情请参见 服务开通指引。
注意：
GME 语音内容安全 服务会根据实际用量产生费用。计费详情请参考 购买指南。

步骤2：服务配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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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通语音内容安全服务后，在控制台进行语音内容安全服务配置。详情请参见 语音内容安全服务配置指引。

步骤3：使用实时语音服务
在完成服务配置后，当您使用 GME 实时语音服务并产生上行语音流时，GME 将根据您设置的规则，自动将语音流送
检。GME SDK 的调用和接入请参见 Native SDK 快速接入、 Unity SDK 快速接入、 Unreal SDK 快速接入。
注意：
为了帮助您节约成本，当实时语音房间内只有一个用户时，音频流不会送检。

步骤4：处理审核回调结果
当有违规内容命中时，GME 语音内容安全服务 将向您配置的业务服务端回调审核结果。业务服务端接收到检测的回调
结果后，需要根据业务逻辑对回调结果进行后续处理。回调详情请参见 语音内容安全回调说明。
注意：
GME 默认仅回调违规结果。若您需要获取全量审核结果回调，请 提交工单 申请。
GME 帮助您的业务识别违规内容，但不为您进行违规内容的处置。

步骤5：控制台查看检测结果
您可以在 控制台 > 检测结果 中可查看送检语音的检测结果。

步骤6：查看用量统计
您可以在 控制台 查看应用的用量统计，在所需查询的应用中单击用量统计。详情请参见 控制台指引 > 用量查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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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消息审核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26 10:55:13
为方便开发者快速接入 GME 语音内容安全服务，本文向您介绍 GME 语音内容安全服务在语音消息审核场景的接入
流程。

适用场景
适用于已接入 GME SDK 并开通 语音消息服务，需要对语音消息进行审核的场景。在使用 GME 语音消息 服务的基
础上，自动审核识别出语音消息音频中的敏感违规内容，即可识别出呻吟/娇喘/违规歌曲等敏感音频，也可基于音频中
的文本进行涉黄/广告/谩骂等内容进行关键词识别。GME 将识别出的语音消息敏感违规内容通过客户端或服务端回调
的形式通知业务，由业务自行进行合规处理。GME 语音消息审核服务仅支持以 AppID 为维度 全量开启/关闭，不支持
指定送审的用户 ID 或房间 ID。
说明：
语音内容安全服务 目前仅支持中文/英文音频（呻吟声不区分语种）。

前提条件
已完成 GME 应用创建，并获取 SDK AppID 和 Key。详情请参见 服务开通指引。
已开通 GME 语音消息服务。详情请参见 服务开通指引 。
已完成 GME SDK 接入。详情请参见 SDK 快速接入。
已接入 GME 2.8.4 以上版本 SDK。

接入流程
语音消息审核功能，需要业务接收审核结果并自行处理。可通过两种路径进行接收和处理：客户端处理、游戏后台处
理。
客户端处理，相当于在游戏的客户端下载语音文件的时候，或者转文本的时候，GME会将审核结果返回给游戏客户
端，游戏客户端根据审核结果决定是否播放该语音或者展示该语音识别出来的文字。
游戏后台处理，即游戏客户端发送语音消息后，游戏后台收到该语音内容的审核结果回调。游戏后台需要根据审核结
果判断是否将当前语音内容转发到接收端。
场景一：录音文件转文本
场景描述
发送端录制语音消息并上传语音文件，接收端下载语音文件音频或为语音文件请求转文本。常用于接收端需要默认接收
音频消息，并基于玩请求进行转文本展示的场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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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接口
UploadRecordedFile（上传语音文件）
DownloadRecordedFile（下载语音文件）
SpeechToText（语音转文本）
业务流程
1. 在上传语音文件阶段，如果游戏服务端接收到审核结果，可以根据审核结果判断是否转发语音 fileid 到接收端。
2. 在下载语音文件以及请求转文本阶段，在收到审核结果后，客户端决定是否下载或者在业务层展示语音文件及文本。

注意：
语音消息的审核耗时取决于音频文件的长短，一般一段长度为5s的音频，审核耗时约为2秒。如果请求下载音
频文件或请求转文本时，GME 尚未完成音频文件审核，回调的审核状态将表现为“审核中”。此时业务可根
据需要，自行决定是否允许音频播放或文本展示；建议业务接收端在获取到审核完成的音频前，每隔1秒轮询请
求下载语音文件或转文本接口，短时间内的轮询请求转文本接口不会重复计算费用。

场景二：语音消息流式转文本（语音及文本发送）
场景描述
发送端使用语音消息流式转文本服务，接收端下载语音文件音频或为语音文件请求转文本。常用于接收端需要默认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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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消息并默认展示转文本结果的场景。
涉及接口
StartRecordingWithStreamingRecognition（语音消息流式转文本）
DownloadRecordedFile（下载语音文件）
业务流程
1. 在流式语音识别阶段，如果游戏服务端接收到审核结果，可以根据审核结果判断是否转发语音 fileid 到接收端。
2. 在下载语音文件以及请求转文本阶段，在收到审核结果后，客户端决定是否下载或者在业务层展示语音文件及文本。

场景三：语音消息流式转文本（只发送文本）
场景描述
发送端流式语音识别，通过外部信令通道传输识别文本结果。接收端不向 GME 发起请求。常用于接收端不需要播放音
频的场景。
涉及接口
StartRecordingWithStreamingRecognition（语音消息流式转文本）
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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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此场景下，GME 无法将审核结果通知业务客户端，需要业务在游戏服务端自行处置审核结果。若业务本身已
接入第三方文本审核能力，建议关闭 GME 语音消息审核服务。

接入步骤
1

服务开通与配置

2

使用实时语音服务

3

客户端增加审核结果处置逻辑

4

服务端增加审核结果处置逻辑（建议）

控制台
业务侧
业务侧
业务侧

步骤1：服务开通与服务配置
基于语音消息场景使用 GME 语音内容安全 服务，暂不支持通过控制台自助服务开通和配置。请 提交工单 联系 GME
团队申请开通和配置。
注意：
GME 语音内容安全 服务会根据实际用量产生费用。计费详情请参考 购买指南。

步骤2：使用语音消息服务以及语音消息转文本服务
在完成服务配置后，当您发送语音消息或请求将语音消息转文本时，GME 会自动将消息内容送检。GME SDK 的调
用和接入请参见 Native SDK 快速接入、 Unity SDK 快速接入、 Unreal SDK 快速接入。
步骤3：在游戏客户端增加审核结果处置逻辑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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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游戏客户端增加下述逻辑：
基于 label 判断是否禁止当前音频文件播放。
基于命中的违规关键词对转文本结果进行内容替换或屏蔽。
对于“审核中”的回调结果增加轮询请求逻辑，直至审核状态边更为“审核完成”。轮询间隔不小于1秒。
步骤4：在游戏服务端增加审核结果处置逻辑（建议）
可在游戏服务端增加下述逻辑：基于 label 和命中的违规关键词，对玩家进行分级警告或处罚，净化游戏文明环境。

回调说明
客户端的审核结果，通过下载语音完成回调、转文本完成回调中的参数进行通知；服务端的审核结果，通过服务端审核
结果回调中的参数进行通知。详情请参见 语音消息审核回调说明。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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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语音流或音频文件审核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17 15:56:19
为方便开发者快速接入GME语音内容安全服务，本文为您介绍GME语音内容安全服务在第三方语音流审核或音频文件
审核场景的接入流程。

适用场景
适用于需要对第三方实时语音流或者第三方音频文件进行审核的场景。审核覆盖谩骂、涉黄、广告等各类违规内容，保
障和谐健康的游戏环境。
说明：
语音内容安全服务 目前仅支持中文/英文音频（呻吟声不区分语种）。

业务流程
异步查询送审结果
场景描述
将第三方实时语音流或者第三方音频文件，通过业务侧后台调用 GME 云 API 进行送审，如果在送审接口中没有回调
地址参数，以及控制台上没有配置回调地址，则需要调用查询接口，轮询审核结果。
涉及接口
ScanVoice（提交语音检测任务）、DescribeScanResultList（查询语音检测结果）
业务流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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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获取送审结果
场景描述
将第三方实时语音流或者第三方音频文件，通过业务侧后台调用 GME 云 API 进行送审，如果在送审接口中有地址参
数，或者控制台上已经配置回调地址，则审核结果通过回调地址进行返回。（如果调用送审接口中带有回调地址参数，
则优先使用此回调地址，否则使用控制台已配置的回调地址）
涉及接口
ScanVoice（提交语音检测任务）
业务流程

接入步骤
1

开通服务

控制台

2

服务配置

控制台

3

调用接口提交检测任务

4

通过调用接口获取检测结果（可选）

业务侧

5

通过接收回调获取检测结果（可选）

业务侧

6

处理检测结果

7

查看检测结果（可选）

控制台

8

查看用量统计（可选）

控制台

业务侧

业务侧

步骤1：开通服务
对已创建的应用开通语音内容安全服务，详情请参见 服务开通指引 。
如未创建应用，需要登录 控制台 > 新建应用，详情请参见 语音服务开通指引 > 新建服务。

注意：
GME语音内容安全 服务会根据实际用量产生费用。计费详情请参考 购买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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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服务配置
开通语音内容安全服务后，在控制台进行语音内容安全服务配置。详情请参见 语音内容安全服务配置指引。
步骤3：调用接口提交检测任务
使用第三方语音流或音频文件审核服务，业务服务端可直接调用第三方语音流或音频文件审核的云 API提交检测任务
。接口详情请参见 提交语音检测任务（ScanVoice）。
步骤4：通过调用接口查询检测结果（可选）
提交检测任务后，业务服务端可主动请求接口查询检测结果。查询接口详情请参见 查询语音检测结果
（DescribeScanResultList）。
步骤5：通过接收回调获取检测结果（可选）
提交检测任务后，若您在控制台或在提交检测任务时已配置回调地址，GME将对该地址进行检测结果回调。默认情况
下，仅针对违规内容进行回调。
步骤6: 根据业务场景需求，对违规结果进行后续处理
GME 语音内容安全服务 不会为业务进行结果处置，需要业务方通过步骤4或步骤5的方式获取检测结果，自行对违规
内容进行业务逻辑处理.
步骤7：控制台查看检测结果（可选）
您可以在 控制台 > 检测结果 中可查看送检语音的检测结果。
步骤8：查看用量统计（可选）
您可以在 控制台 查看应用的用量统计，在所需查询的应用中单击用量统计。详情请参见 控制台指引 > 用量查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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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调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2-05-19 09:06:12

实时语音审核、第三方语音流及音频文件审核回调说明
实时语音审核 和 第三方语音流或音频文件审核 的回调均为服务端回调，且回调参数一致，详情如下文所述。

网络协议
如果在请求参数中指定了回调地址参数 Callback，即一个 HTTP(S) 协议接口的 URL，则需要支持 POST 方法，
传输数据编码采用 UTF-8。

HTTP 头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需

描述

Signature

string

是

签名，具体见下方 签名生成 说明

签名生成
Signature = Base64 ( HMAC-SH1 ( strContent, SecretKey ))
strContent：签名原文串，为 POST+body 的整个 JSON 内容（长度以 Content-Length 为准）。
body：回调给业务的 JSON 内容，下方 回调示例 中的全部内容即为 body。
SecretKey：密钥，为应用的 SecretKey，可通过 控制台 > 应用详情 查看。
HMAC-SH1：签名算法。
Base64：加密函数，进行 Base64 编码后，即可生成 Signature 签名。
将 Signature 加到 HTTP 的参数里，即可生成最终的回调请求。

回调示例
{
"Code": 0,
"DataId": "1400000000_test_data_id",
"ScanFinishTime": 1566720906,
"HitFlag": true,
"Live": false,
"Msg": "",
"ScanPiece": [{
"DumpUrl": "",
"HitFlag": tru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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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Type": "abuse",
"RoomId": "123",
"OpenId": "xxx",
"Info":"",
"Offset": 0,
"Duration": 3400,
"PieceStartTime":1574684231,
"ScanDetail": [{
"EndTime": 1110,
"KeyWord": "xxx",
"Label": "abuse",
"Rate": "90.00",
"StartTime": 1110
}, {
"EndTime": 1380,
"KeyWord": "xxx",
"Label": "abuse",
"Rate": "90.00",
"StartTime": 930
}, {
"EndTime": 1560,
"KeyWord": "xxx",
"Label": "abuse",
"Rate": "90.00",
"StartTime": 930
}, {
"EndTime": 2820,
"KeyWord": "xxx",
"Label": "abuse",
"Rate": "90.00",
"StartTime": 2490
}]
}],
"ScanStartTime": 1566720905,
"Scenes": [
"default"
],
"Status": "Success",
"TaskId": "xxx",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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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 "https://xxx/xxx.m4a"
}

说明：
回调详细字段说明见结构：DescribeScanResult。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1000次/秒。

语音消息审核回调说明
语音消息审核回调中，下载语音完成回调、转文本完成回调为客户端回调，在客户端接口中，除会返回原先的 code、
filepath、fileid 外，还会增加 auditResult 的回调数据。审核结果回调为服务端回调。

客户端回调示例
FileDownloadDelegateImpl filedAudioDownloadDelegate = new FileDownloadDelegateImpl(delegat
e (int code, string filepath, string fileid, string auditResult) {
showLoadingView(false, "");
if (code == 0)
{
showWarningText("下载成功");
InputField field = transform.Find("downloadFilePath").GetComponent<InputField>();
field.text = filepath;
InputField audioInput = transform.Find("auditResult").GetComponent<InputField>();
audioInput.text = auditResult;
}
else
{
showWarningText("下载失败" + Convert.ToString(code));
InputField field = transform.Find("downloadFilePath").GetComponent<InputField>();
field.text = "";
InputField audioInput = transform.Find("auditResult").GetComponent<InputField>();
audioInput.text = auditResult;
}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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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消息审核回调参数
名称

类型

描述

user_Id

Integer

业务方用户 ID
审核状态，对应如下：
1：审核完成

audit_res

Integer

2：审核中
3：语言不支持
4：没有勾选该语言送

DataId

Integer

数据唯一标识

HitFlag

Boolean

是否违规：true 违规，false 不违规
审核结果标签，对应如下：
normal：正常文本
porn：色情

Label

abuse：谩骂

string

ad：广告
customized：自定义词库
illegal：违法
moan: 呻吟/娇喘

AsrText

string

语音转文本结果

Array of

ScanDetail

ScanDetai

RequestId

Integer

包含语音消息的审核结果和违规内容
唯一请求ID，用于跟踪查询问题

ScanDetail 数据结构
名称

类型

描述

Label

String

审核结果标签

Rate

String

KeyWords

Array of
String

机器判断当前违规类型的置信度，取值范围：0~100。分数越高，表示越有可
能属于当前的违规类型
违规关键词

StartTime

Integer

违规事件开始时间，单位为毫秒（ms）

EndTime

Integer

违规事件结束时间，单位为毫秒（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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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结果回调示例
{
"user_id": 3333XXXX112221,
"audit_res": 1,
"DataId": "D3667B11-XXXX-XXXX-XXXX-14699D372EBB" ,
"HitFlag": true,
"Label": "abuse",
"AsrText": "XXXX，XXXX，XXXX。",
"ScanDetail": [
{
"Label": "abuse",
"Rate": "90",
"KeyWord": [
"XXXX",
"XXXX"
]
}
],
"RequestId": "fe656b61-XXXX-XXXX-XXXX-b0e7ad972656"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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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转发路由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14 17:44:38
为方便 GME 开发者调试和接入腾讯云游戏多媒体引擎产品 API，本文为您介绍适用于 GME 自定义音频转发路由功
能的使用参考文档。

使用场景
场景描述：2个好友组小队后，匹配了3个路人组了一个大队伍，需要实现听全队的声音，但只和小队的好友说话。
自定义音频路由功能可以实现。这里5个人都进入同一个语音房间，然后通过音频路由的接口设置，玩家可以设置只听
见2人队伍的声音或者全房间的声音，也可以设置为说话只被2人队伍的人听到或者全房间的人听到。
音频规则距离：SetServerAudioRouteSendOperateType(AUDIO_ROUTE_SEND_WHITE_LIST,"2人
队伍的list",ITMG_SERVER_AUDIO_ROUTE_RECV_TYPE,"2人队伍的list");
这样声音就只发送给list里面的人，且只接收3人队伍的声音。

前提条件
已开通实时语音服务：可参见 服务开通指引。
已接入 GME SDK：包括核心接口和实时语音接口的接入，详情可参见 Native SDK 快速接入、Unity SDK 快速
接入、Unreal SDK 快速接入。
使用 GME 实时语音功能成功进入语音房间，并且打开了麦克风（EnableMic）、扬声器
（EnableSpeaker）。

接入音频转发路由功能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20 共130页

游戏多媒体引擎

接入音频转发路由功能
设置音频转发规则
调用此接口设置音频转发规则，此接口在进房成功回调中调用，调用后此次进房生效，退房后失效。

注意
禁言功能 AddBlackList 为本端生效，优先级高于自定义音频路由。例如 A 通过
SetServerAudioRouteSendOperateType 设置了只听 B 说话，但是又调用了 AddBlackList 将B禁
言，此时 A 将听不到 B 的声音。

接口原型
Unity
public abstract class ITMGRoom{
public abstract int SetServerAudioRouteSendOperateType(ITMG_SERVER_AUDIO_ROUTE_SEND_
TYPE Sendtype, string[] OpenIDforSend, ITMG_SERVER_AUDIO_ROUTE_RECV_TYPE Recvtype, st
ring[] OpenIDforRecv);
}

C++
virtual int SetServerAudioRoute(ITMG_SERVER_AUDIO_ROUTE_SEND_TYPE SendType, const char
OpenIDforSend[][21], int OpenIDforSendSize, ITMG_SERVER_AUDIO_ROUTE_RECV_TYPE RecvTy
pe,const char OpenIDforRecv[][21], int OpenIDforRecvSize) = 0;

Android
public abstract int SetServerAudioRoute(ITMGContext.ITMG_SERVER_AUDIO_ROUTE_SEND_TYP
E sendType, ArrayList<String> SendList, ITMGContext.ITMG_SERVER_AUDIO_ROUTE_RECV_TYP
E recvType, ArrayList<String> RecvList);

iOS
-(int)SetServerAudioRouteSendOperateType:(ITMG_SERVER_AUDIO_ROUTE_SEND_TYPE) Sendty
pe SendList:(NSArray *)OpenIDForSend RecvOperateType:(ITMG_SERVER_AUDIO_ROUTE_RECV_
TYPE) Recvtype RecvList:(NSArray *)OpenIDForRecv;

类型说明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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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MG_SERVER_AUDIO_ROUTE_SEND_TYPE
设置发送音频规则，不同的规则填入后，会有不同的发送规则。
接收类型

效果
本端音频上行发送到后台，但后台不转发给任何人，相

AUDIO_ROUTE_NOT_SEND_TO_ANYONE

当于将自己静音，此时参数 OpenIDForSend 无效，
只需填 null

AUDIO_ROUTE_SEND_TO_ALL

AUDIO_ROUTE_SEND_BLACK_LIST

AUDIO_ROUTE_SEND_WHITE_LIST

本端音频上行将转发给所有人，此时参数
OpenIDForSend 无效，只需填 null
本端音频上行将不转发给黑名单的人，黑名单由参数
OpenIDForSend 提供
本端音频上行将只转发给白名单的人，白名单由参数
OpenIDForSend 提供

说明：
如果类型传入 AUDIO_ROUTE_NOT_SEND_TO_ANYONE 以及
AUDIO_ROUTE_SEND_TO_ALL ，此时的参数 OpenIDForSend 不生效，只需要填 null。
如果类型传入 AUDIO_ROUTE_SEND_BLACK_LIST ，此时参数 OpenIDForSend 为黑名单列
表，最多支持 10 个。
如果类型传入 AUDIO_ROUTE_SEND_WHITE_LIST ，此时参数 OpenIDForSend 为白名单列
表，最多支持 10 个。

ITMG_SERVER_AUDIO_ROUTE_RECV_TYPE
设置接收音频规则，不同的规则填入后，会有不同的接收规则。
接收类型

效果
本端不接受任何音频，相当于关闭房间内扬声器效

AUDIO_ROUTE_NOT_RECV_FROM_ANYONE

果，此时参数 OpenIDForSend 无效，只需填
null

AUDIO_ROUTE_RECV_FROM_ALL

AUDIO_ROUTE_RECV_BLACK_LIST

AUDIO_ROUTE_RECV_WHITE_LIS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本端接收所有人的音频，此时参数
OpenIDForSend 无效，只需填 null
本端不接收黑名单的人的音频声音，黑名单由参数
OpenIDForSend 提供
本端只接收白名单的人的音频声音，白名单由参数
OpenIDForSend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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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如果类型传入 AUDIO_ROUTE_NOT_RECV_FROM_ANYONE 以及
AUDIO_ROUTE_RECV_FROM_ALL OpenIDForSend 不生效。
如果类型传入 AUDIO_ROUTE_RECV_BLACK_LIST ，此时参数 OpenIDForSend 为黑名单列
表，最多支持 10 个。
如果类型传入 AUDIO_ROUTE_RECV_WHITE_LIST ，此时参数 OpenIDForSend 为白名单列
表，最多支持 10 个。

返回值
接口返回值为 QAV_OK 则表示成功。
若回调返回 1004 表示参数错误，建议重新检查参数是否正确。
若回调返回 1001 表示重复操作。
若回调返回 1201 表示房间不存在，建议检查房间号是否正确。
若回调返回 10001 以及 1005 ，建议重新调用接口一次。
更多返回结果解释详情请参见 错误码 。
示例代码
执行语句
@synthesize _sendListArray;
@synthesize _recvListArray;
int ret = [[[ITMGContext GetInstance] GetRoom] SetServerAudioRouteSendOperateType:SendType
SendList:_sendListArray RecvOperateType:RecvType RecvList:_recvListArray];
if (ret != QAV_OK) {
UIAlertView *alert = [[UIAlertView alloc] initWithTitle:@"更新audioroute列表失败" message:[NSStrin
g stringWithFormat:@"错误码:%d",ret] delegate:NULL cancelButtonTitle:@"OK" otherButtonTitles:ni
l];
[alert show];
}

回调
-(void)OnEvent:(ITMG_MAIN_EVENT_TYPE)eventType data:(NSDictionary *)data{
NSString* log =[NSString stringWithFormat:@"OnEvent:%d,data:%@", (int)eventType, data];
switch (eventType)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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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ITMG_MAIN_EVENT_TYPE_SERVER_AUDIO_ROUTE_EVENT:{
{
UIAlertView *alert = [[UIAlertView alloc] initWithTitle:@"更新audioroute" message:[NSString string
WithFormat:@"结果:%@,sub_type: %@ errorinof: %@", data[@"result"],data[@"sub_type"],data[
@"error_info"]] delegate:NULL cancelButtonTitle:@"OK" otherButtonTitles:nil];
[alert show];
}
}
default:
break;
}
}

获取音频设置转发规则
调用此接口获取音频转发规则。调用后接口返回规则，传入的数组参数会返回相应规则的 openId。
接口原型
//iOS接口
-(ITMG_SERVER_AUDIO_ROUTE_SEND_TYPE)GetCurrentSendAudioRoute:(NSMutableArray *) OpenI
DForSend;
-(ITMG_SERVER_AUDIO_ROUTE_RECV_TYPE)GetCurrentRecvAudioRoute:(NSMutableArray *)OpenID
ForRecv;
//Unity接口
public abstract ITMG_SERVER_AUDIO_ROUTE_SEND_TYPE GetCurrentSendAudioRoute(List<string>
OpenIDforSend);
public abstract ITMG_SERVER_AUDIO_ROUTE_RECV_TYPE GetCurrentRecvAudioRoute(List<string>
OpenIDforRecve);

返回规则
ITMG_SERVER_AUDIO_ROUTE_SEND_TYPE
接收类型
AUDIO_ROUTE_NOT_SEND_TO_ANYONE
AUDIO_ROUTE_SEND_TO_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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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本端音频上行发送到后台，但后台不转发给任何人，相
当于将自己静音
本端音频上行将转发给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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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类型

效果

AUDIO_ROUTE_SEND_BLACK_LIST

本端音频上行将不转发给黑名单的人

AUDIO_ROUTE_SEND_WHITE_LIST

本端音频上行将只转发给白名单的人

AUDIO_ROUTE_RECV_INQUIRE_ERROR

获取出错，检查是否进入房间，是否已经初始化 SDK

ITMG_SERVER_AUDIO_ROUTE_RECV_TYPE
接收类型

效果

AUDIO_ROUTE_NOT_RECV_FROM_ANYONE

本端不接受任何音频，相当于关闭房间内扬声器效果

AUDIO_ROUTE_RECV_FROM_ALL

本端接收所有人的音频

AUDIO_ROUTE_RECV_BLACK_LIST

本端不接收黑名单的人的音频声音

AUDIO_ROUTE_RECV_WHITE_LIST

本端只接收白名单的人的音频声音

AUDIO_ROUTE_RECV_INQUIRE_ERROR

获取出错，检查是否进入房间，是否已经初始化
SDK

注意：
在 SetServerAudioRouteSendOperateType 接口中请勿使用
AUDIO_ROUTE_RECV_INQUIRE_ERR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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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消息通道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5 10:51:58
为方便 GME 开发者调试和接入腾讯云游戏多媒体引擎产品 API，本文为您介绍适用于 GME 用户自定义音频包附带
消息功能的使用指引。

使用场景
GME 用户自定义音频包附带消息功能可以让开发者在 GME 音频包中携带自定义消息，作为信令传递广播给同房间的
人。

前提条件
已开通实时语音服务：可参见 服务开通指引。
已接入 GME SDK：包括核心接口和实时语音接口的接入，详情可参见 Native SDK 快速接入、Unity SDK 快速
接入、Unreal SDK 快速接入。

使用限制
调用此接口需要在房间类型为标准及高清（ITMG_ROOM_TYPE_STANDARD 及
ITMG_ROOM_TYPE_HIGHQUALITY）的情况下，发送端需要打开麦克风，接收端需要打开扬声器。

自定义消息功能接入
发送自定义消息
接口原型
iOS
-(int) SendCustomData:(NSData *)data repeatCout:(int)reaptCout;

Android
public abstract int SendCustomData(byte[] data,int repeatCout);

Unity
public abstract int SendCustomData(byte[] customdata,int repeatCou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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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含义

data

NSData * 、byte[]

需要传递的信息

reaptCout

int

重复次数，填入-1为无限次重复发送

返回值
接口返回值为 QAV_OK 则表示成功。
回调返回1004表示参数错误，建议重新检查参数是否正确。返回1201表示房间不存在，建议检查房间号是否正确。
更多错误码请参见 错误码 文档。
示例代码
执行语句
iOS
-(IBAction)SendCustData:(UIButton*)sender {
int ret = 0;
NSString *typeString;
switch (sender.tag) {
case 1:
ret = [[[ITMGContext GetInstance] GetRoom] SendCustomData:[NSData dataWithBytes:_shareR
oomID.text.UTF8String length:_roomIdText.text.length] repeatCout:_shareOpenID.text.intValue];
typeString = @"sendCustData";
break;
case 2:
ret = [[[ITMGContext GetInstance] GetRoom] StopSendCustomData];
typeString = @"recvCustData";
break;
default:
break;
}
if(ret != 0) {
UIAlertView *alert = [[UIAlertView alloc] initWithTitle:@"set fail" message:[NSString stringWithF
ormat:@"%@:errorcode :%d",typeString,ret] delegate:NULL cancelButtonTitle:@"OK" otherButt
onTitles:nil];
[alert show];
}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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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String strData = mEditData.getText().toString();
String repeatCount = mEditRepeatCount.getText().toString();
int nRet = ITMGContext.GetInstance(getActivity()).GetRoom().SendCustomData(strData.getByt
es(), Integer.parseInt(repeatCount));

Unity
InputField SendCustom_Count_InputField = transform.Find("inroomPanel/imPanel/SendCustom_
Count_InputField").GetComponent<InputField>();
InputField SendCustom_Data_InputField = transform.Find("inroomPanel/imPanel/SendCustom_D
ata_InputField").GetComponent<InputField>();
transform.Find("inroomPanel/imPanel/SendCustom_Btn").GetComponent<Button>().onClick.Ad
dListener(delegate ()
{
string data = SendCustom_Data_InputField.text;
string str_count = SendCustom_Count_InputField.text;
int count = 0;
if (int.TryParse(str_count, out count)) {
Debug.Log(data+ count.ToString());
byte[] byteData = Encoding.Default.GetBytes(data);
int ret = ITMGContext.GetInstance().GetRoom().SendCustomData(byteData, count);
if(ret != 0 ) {
ShowWarnning(string.Format("send customdata failed err:{0}",ret));
}
}
});
}

回调
iOS
-(void)OnEvent:(ITMG_MAIN_EVENT_TYPE)eventType data:(NSDictionary *)data{
NSString* log =[NSString stringWithFormat:@"OnEvent:%d,data:%@", (int)eventType, data];
switch (eventType) {
case ITMG_MAIN_EVENT_TYPE_CUSTOMDATA_UPDATE: {
if (ITMG_CUSTOMDATA_AV_SUB_EVENT_UPDATE == ((NSNumber *)data[@"sub_type"]).intValu
e)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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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AlertView *alert = [[UIAlertView alloc] initWithTitle:@"customdata" message:[NSString string
WithFormat:@"内容:%@,from:%@ ",data[@"content"],data[@"senderid"]] delegate:NULL cancel
ButtonTitle:@"OK" otherButtonTitles:nil];
[alert show];
}
}
break;
}
}

Android
if (ITMGContext.ITMG_MAIN_EVENT_TYPE.ITMG_MAIN_EVENT_TYPE_CUSTOMDATA_UPDATE == t
ype) {
int subtype = data.getIntExtra("sub_event",-1);
if (subtype == 0) {
String content = data.getStringExtra("content");
String sender = data.getStringExtra("senderid");
Toast.makeText(getActivity(), String.format("recv content =%s, from:%s", content,
sender), Toast.LENGTH_SHORT).show();
}

Unity
void OnEvent(int eventType,int subEventType,string data)
{
Debug.Log (data);
switch (eventType) {
case (int)ITMG_MAIN_EVENT_TYPE.ITMG_MAIN_EVENT_TYPE_CUSTOMDATA_UPDATE:
{
if(subEventType == (int)ITMG_CUSTOMDATA_SUB_EVENT.ITMG_CUSTOMDATA_AV_SUB_EVENT_
UPDATE) {
_customData = JsonUtility.FromJson<CustomDataInfo>(data);
ShowWarnning(string.Format("recve customdata {0} from {1}",_customData.content,_custom
Data.senderid));
}
}
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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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发送自定义消息
调用此接口停止发送自定义消息。
接口原型
iOS
-(int) StopSendCustomData;

Android
public abstract int StopSendCustomData();

Unity
public abstract int StopSendCustomData();

返回值
如果接口返回1003代表已经操作了 StopSendCustomData，SDK 正在进行这个操作，无需再次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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