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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声明 

（1）本文档及 SDK 的所有内容，包括文字、图片、音频、视频、软件、程序等，均

归属于北京有限元科技有限公司。使用者必须经过北京有限元科技有限公司授权，方可使

用。使用者必须遵守著作权法及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不得侵犯北京有限元科技有限公司

的合法权利。除此以外，将本文档及 SDK 用于其他用途时，须征得北京有限元科技有限

公司的书面许可。 

（2）北京有限元科技有限公司，温馨提示您：在使用本文档及 SDK 前，请您务必

仔细阅读并透彻理解本声明。您可以选择不使用本文档及 SDK，但如果您使用本文档及

SDK，您的使用行为将被视为对本声明全部内容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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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文档 

主    题 双录SDK集成开发文档 

说  明 针对Android和iOS端集成双录SDK进行指导 

文档类型 A.公司简介 B.项目合同 C.需求文档 D.产品设计 E.程序设计 

F.接口文档 G.验收报告 H.用户手册 I.项目完工 J.运维合同 

K.运维记录 

修 订 历 史  

版 本 类 型 日 期 作 者 修改内容 

V1.0.0 C 2019.2.2 山明明 创建文档 

V1.0.0 C 2020.02.02 徐永超 创建文档 

     

     

     

说明：『修订历史』―[类型]－创建（C）、修改（M）、删除（D）、增加（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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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要 

      北京有限元科技有限公司隶属于中科金集团，是一家基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驱

动的科技企业。公司汇聚了一大批专注于深度学习、计算机视觉、智能机器人、语音识别、

风控与大数据等领域的资深技术专家，通过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不断创新和研发，积极推动

社会发展和产业升级，为企业客户最大化创造价值并实现创新转型。 

      有限元科技坚持以“连接智慧、引领创新”为使命，拥有自主研发的自然语言解析、

智能语音、活体识别三大核心技术，业务线产品包括智能风控、智能交互、机器视觉、智

能 RPA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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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录 SDK 集成开发文档（IOS 版） 
 

1 适用范围 

针对集成双录 SDK 的用户，用于指导 iOS 端开发人员快速完成集成及开发测试。 

2 相关术语 

2.1 人脸特征 

可以从个体的人脸信息中提取出的有区别的、可重复的特征信息，从而达到个体自

动识别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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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人脸识别 

以人脸特征作为识别个体身份的一种个体生物特征识别方法。其通过分析提取用户

人脸图像数字特征产生样本特征序列，并将该样本特征序列与已存储的模板特征序列进

行比对，用以识别用户身份。 

2.3 语音识别 

通过各种技术，把语音信号转变为相应的文本或命令的过程。主要包括特征提取技

术、模式匹配准则及模型训练技术三个方面。 

3 系统要求 

3.1 系统版本 

iOS 9.0 及以上。 

3.2 硬件需求 

iPhone。· 

4 集成步骤 

4.1 SDK 导入 

使用 SDK 前，首先需要将其集成到您的开发环境

MSGuangDaRecordAVSDK.framework、opencv2.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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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CompanyRecordAVSDKBundle.bundle、StreamingKit 文件，授权文件

facex_record_ios.lic 拖入项目工程中，勾选 Copy，点击 Finish。 

4.2 添加权限 

Info.plist -> Privacy - Camera Usage Description 

 App 需要在人脸识别、录像的时候访问您的相机权限。 

 Info.plist -> Privacy - Microphone Usage Description 

 App 需要在语音识别、录像的时候访问您的麦克风权限。 

4.3 添加配置 

Build Settings -> Other Linker Flags 添加 -ObjC， 

Build Settings -> Enable Bitcode 设置为 NO, 

Build Active Architecture Only 设置为 YES。 

4.4 添加依赖库 

Build Phases -> Link Binary With Libraries 添加依赖库。 

libc++.tbd、AudioToolbox.framework 、 Security.framework 、

ImageIO.framework 、SystemConfiguration.framework 、

MobileCoreServices.framework 、CoreGraphics.framework 、

QuartzCore.framework、MediaPlayer.framework、

AVFoundation.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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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启动双录模块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baseURL NSString 接口服务的 BaseUrl(对应本地化部署的地

址) 

appKey NSString 平台名称 

appSecret NSString 平台密码 

publicKey NSString 公钥 

serialNo NSString 双录流水号 

imageData NSString 人脸照片图片 data

（UIImageJPEGRepresentatio 将 image

转 data） 

yTexts NSArray tts 播放文本 

cTexts NSArray 用户回答文本 

auditionEnable BOOL 是否开启试音，默认开启【非必传】 

watermark NSString 水印文字 【非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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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me CGFloat 语音播报音量，默认 0.5f（0.0-1.0）【非必

传】 

videoName NSString 录制视频文件名 (示例 video.mp4，默认以

时间生成文件名)【非必传】 

checkInterval NSInteger 框内人脸检测间隔，默认 2s【非必传】 

iDetFaceInsideTryMax NSInteger 人脸在框内检测不到的最大次数，默认 3 次

【非必传】 

// 导入头文件 

#import 

<MSGuangDaRecordAVSDK/MSCompanyRecordAVSDKViewController.h> 

 // 配置参数 

UIImage *sharedIdCardImage = [UIImage 

imageNamed:@"ms_placeholder.jpg"]; 

    NSData *imageData = UIImageJPEGRepresentation(sharedIdCardImage, 

1.0f); 

    // 朗读话术 

    NSArray *ytexts = @[ 

        @"请问您是否同意本次视频双录认证操作？", 

        @"贵公司是否同意公司 VIP 账户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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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否已认真阅读并同意开户说明和费用须知？", 

        @"请您确认贵公司的公司名称是马上消费金融，公司法人是小马？", 

        @"请您确认贵公司是否愿意同意接受云账户开户？", 

        @"感谢您的配合，现在录音录像工作已经完成。" 

    ]; 

    NSArray *cTexts = @[ 

        @"是的", 

        @"是的", 

        @"是的", 

        @"是的", 

        @"是的", 

    ]; 

     

    MSCompanyRecordAVSDKConfigModel *configModel = 

[[MSCompanyRecordAVSDKConfigModel alloc] init]; 

    // ============= 光大测试使用 =================== 

    configModel.appKey = @"申请 "; 

    configModel.appSecret = @"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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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figModel.publicKey = @"申请 "; 

    configModel.baseURL = @"https://aiapi.msxf.com/aiopen/gdapi"; 

configModel.imageData = imageData; 

    configModel.serialNo = @"11001"; // 调用标识 

    configModel.yTexts = ytexts; 

    configModel.cTexts = cTexts; 

 

configModel.watermark = @"水印文字"; 

    configModel.videoName = @"companyRecord.mp4"; 

    configModel.volume = 0.6f; 

    configModel.auditionEnable = NO; 

   // 调起页面 

    MSCompanyRecordAVSDKViewController *vc = 

[[MSCompanyRecordAVSDKViewController alloc] 

initWithConfigModel:configModel setDelegate:self]; 

    vc.modalPresentationStyle = UIModalPresentationFullScreen; 

    [self presentViewController:vc animated:NO completion:n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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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结果回调 

遵守MSCompanyRecordAVSDKResultDelegate协议，实现代理方法 

- (void)getRecordAVResult:(MSCompanyRecordAVSDKResultModel *)Info; 

Info 结果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code int 状态码 

data.videoFilePath NSString 录制视频路径，加载方式 

[NSURL fileURLWithPath:Info.data.videoFilePath] 

message NSString 提示信息 

  

code 状态码 说明 

1000 成功！ 

1001 SDK 初始化失败 

1003 与后台通信异常 

1004 相机受限 

1005 麦克风受限 

1006 音频加载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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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 录制中断 

1010 人工服务 

1011 视频异常 

1012 用户返回 

 

4.7 视频文件管理方法 

/** 保存所有视频文件的文件夹路径 */ 

+ (NSString *)allVideoFolder; 

/** 清空文件夹内所有视频 */ 

+ (void)clearAllVideoFolder; 

/** 文件夹内文件名列表 */ 

+ (NSArray *)videoNamesInAllVideoFolder; 

/** 根据文件名删除文件 (例 video.mp4) */ 

+ (void)removeVideoWithName:(NSString *)name; 

/** 根据文件名查询路径 (例 video.mp4) */ 

+ (NSString *)queryVideoPathWithName:(NSString *)name; 

4.8 其他 

模拟器无法使用，仅提供了真机，需要使用宏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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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TARGET_IPHONE_SIMULATOR//模拟器 

#elif TARGET_OS_IPHONE//真机 

#endif 

 

APP 调起 SDK 之前，建议提前向用户获取相机、麦克风授权。 

    // 示例请求相机权限 

    [AVCaptureDevice requestAccessForMediaType:AVMediaTypeVideo completi

onHandler:^(BOOL granted) { 

        if (granted) { 

            NSLog(@"允许了"); 

        } else { 

            NSLog(@"拒绝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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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录 SDK 集成开发文档（Android 版） 

1 适用范围 

针对集成双录 SDK 的用户，用于指导 Android 端开发人员快速完成集成及开发测

试。 

2 相关术语 

2.1 人脸特征 

可以从个体的人脸信息中提取出的有区别的、可重复的特征信息，从而达到个体自

动识别的目的。 

2.2 人脸识别 

以人脸特征作为识别个体身份的一种个体生物特征识别方法。其通过分析提取用户

人脸图像数字特征产生样本特征序列，并将该样本特征序列与已存储的模板特征序列进

行比对，用以识别用户身份。 

2.3 语音识别 

通过各种技术，把语音信号转变为相应的文本或命令的过程。主要包括特征提取技

术、模式匹配准则及模型训练技术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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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TTS 播报 

通过技术手段将用户传递过来的风险播报文字信息，转换成语音信息进行播报。 

3 系统要求 

3.1 系统版本 

Android 系统 4.3 及以上。 

3.2 硬件需求 

一般的具备摄像头及麦克风的设备，比如手机、平板。 

4 集成步骤 

4.1 Gradle 依赖设置 

将提供的 SDK，复制到项目的 libs 目录中，并在项目 build.gradle 相应位置添加： 

android { 

defaultConfig { 

 

       ndk { 

            abiFilters  "armeabi-v7a" 

       } 

} 

 } 

dependencies { 

 … 

 

    implementation fileTree(dir: 'libs', include: ['*.jar,*.a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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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AndroidManifest 添加权限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RECORD_AUDIO"/>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CAMERA"/>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WRITE_EXTERNAL_STORAGE"/>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READ_EXTERNAL_STORAGE"/>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BLUETOOTH"/> 

 

<uses-feature android:name="android.hardware.camera" 

              android:required="true"/> 

 

4.3 启动双录模块 

 

    FaceVoiceCheckRequestModel request = new FaceVoiceCheckRequestModel.Builder() 

            .baseUrl("https://aiapi.msxf.com/aiopen/gdapi") 

            .appKey(APP_KEY) 

            .appSecret(APP_SECRET) 

            .publicKey(PUBLIC_KEY) 

            .requestId("1111") // requestId，用于查询本次双录过程的日志，最好是每次进入双录模块时都不一样，方

便后期排查日志。不可空 

            .facePath(tmpFaceFile.getAbsolutePath()) // 双录人脸比对时参照的底库中的人脸图片。不可空 

            .riskTts(riskTts) // 风险播报提示。不可空 

            .faceDetInterval(2000) // 人脸框内检测的间隔。单位:毫秒（小于 500，表示双录时不进行持续人脸框内

检测）。可空，默认 2 秒 

            .faceDetAllowFailCount(3) // 人脸框内检测允许失败的次数；在未达到该次数前，通过动画提示用户；到

达时，中断录制。可空，默认 3 次 

            .volumePercent(-1) // 设置音量，小于 0，不作处理；等于 0，设置为 70%且用户可调；大于 0，设置为指

定值且过程中用户不可调 

            .videoPath("/sdcard/tmp/mm_fvc_t.mp4") // 双录视频保存的位置。可空，会存在默认位置 

            .watermarkText("测试水印") // 添加在视频中的水印。可空，为空时不添加水印 

            .isHasTry(true) // 是否包含试音阶段, 默认 false 

            .build(); 

 

FaceVoiceCheckActivity.open(this, 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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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der 方法参数说明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baseUrl String 接口服务的 BaseUrl 必传，不能为空 

appKey String 根据包名生成，固定不变 必传，不能为空 

appSecret String 根据包名生成，固定不变 必传，不能为空 

publicKey String 根据包名生成，固定不变 必传，不能为空 

requestId String  双录流水号，用于查询本次

双录过程的日志 

必传，不能为空 

facePath String 双录人脸比对时参照的底库

中的人脸图片 

必传，不能为空 

riskTts List 风险播报提示 不可空 

faceDetInterval int 人脸框内检测的间隔。单位:

毫秒（小于 500，表示双录时

不进行持续人脸框内检测） 

可空，默认 2秒 

faceDetAllowFail

Count 

int 人脸框内检测允许失败的次

数；在未达到该次数前，通

过动画提示用户；到达时，

中断录制。 

可空，默认 3次 

volumePercent int 设置音量，小于 0，不作处

理；等于 0，设置为 70%且用

户可调；大于 0，设置为指定

值且过程中用户不可调 

可空，默认-1 

videoPath String 双录视频保存的位置 可空，会存在默认位

置 

watermarkText String 添加在视频中的水印。 可空，为空时不添加

水印 

isHasTry boolean 是否包含试音阶段 默认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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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结果 MsAIResponse 说明：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code int 返回结果码 

message String 返回结果信息 

data.videoPath String 双录视频保存地址 

 

 

code 结果： 

1000 双录成功 

1001 SDK 初始化失败 

1003 与后台通信异常 

1004 相机权限异常 

1005 麦克风权限异常 

1006 TTS 失败 

1011 用户取消 

1012 音频录制异常 

4.4 混淆规则 

-keep class com.msxf.**{*;} 

-dontwarn com.msxf.** 

4.5 其他注意事项 

Android6.0 之后权限需要动态申请，请在启动双录模块之前，做动态权限申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