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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该 SDK 用于接入科大讯飞 AIUI 开放云平台服务。支持 Linux, Windows 平台，提供的

接口为 C++形式。Android 平台提供的 Java 接口文档请参考 http://www.xfyun.cn/ 。 iOS 平

台 AIUI 接口一样，可参考该文档。 

2. SDK 结构 

2.1. 目录结构 

- include/aiui             AIUI 接口头文件 

- libs                   库目录，包含 x86 和 x64 平台的库， 

libmsc.so/msc.dll/msc_x64.dll,  

libaiui.so/aiui.dll/aiui_x64.dll 

                      其他架构需要申请交叉编译 

- samples/aiui_sample     示例代码，演示如何使用 AIUI 接口 

 

2.2. 头文件 

AIUI.h           主要头文件，使用时只需#include 该文件 

AIUICommon.h    通用的一些定义 

AIUIConstant.h    常量定义，包括 Message Type， Event Type 等 

AIUIErrorCode.h   错误号定义 

AIUIType.h        辅助接口定义 

3. SDK 使用方法 

3.1. 调用流程简介 

SDK 使用的主要流程有登录云平台(ISpeechUtility)、创建 Agent (IAIUIAgent)、唤醒、发

送数据(音频或者文本等)、在回调中处理事件、使用完毕销毁对象。注意发送音频或者文件

进行语义前，需先发送 CMD_WAKEUP 唤醒 SDK。 

 

3.2. 主要类接口介绍 

主要的入口功能的接口类 class IAIUIAgent 代理，与 AIUI 服务的主要交互均通过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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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 

 

上 行 的 业 务 交 互 数 据 都 封 装 为 Message(IAIUIMessage) ， 统 一 通 过

IAUIAgent::sendMessage 发送， 常见的数据为文本和语音。  

  

SDK 将下行结果以及必要的主动上报信息通过事件 IAIUIEvent 形式回调给使用者。使

用者需要实现 IAIUIListener:OnEvent 用于监听处理事件。常见事件如识别结果、唤醒通知等。 

 

辅助类有 ISpeechUtility 用于授权登录； IDataBundle、Buffer 用于数据缓冲区封装。 

 

这些接口定义均包含于 namespace aiui 中； 

3.3. 接口调用 

AIUI 接口简单易用，调用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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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首先实现IAIUIListener监听器接口类，在onEvent回调中处理AIUI服务抛出的各种事

件。 

class TestListener : public IAIUIListener 

{ 

public: 

 ~TestListener() {} 

 void onEvent(IAIUIEvent& event); 

}; 

 

void TestListener::onEvent(IAIUIEvent& event) 

{ 

 switch (event.getEventType()) { 

case AIUIConstant::EVENT_STATE:  // 状态事件 

  {…} break; 

case AIUIConstant::EVENT_WAKEUP:      // 唤醒事件 

  {…} break; 

case AIUIConstant::EVENT_SLEEP:  // 休眠事件 

  {…} break; 

case AIUIConstant::EVENT_RESULT:      // 结果事件 

  {…} break; 

case AIUIConstant::EVENT_ERROR:  // 错误事件 

  {…} break; 

case AIUIConstant::EVENT_VAD:       // VAD事件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2. 登录鉴权，创建ISpeechUtility实例，传入appid 等参数。appid是www.xfyun.cn上申

请获得。 

ISpeechUtility::createSingleInstance("", "", "appid=xxxxx "); 

 

// 3.创建IAIUIAgent的对象，传入应用上下文、IAIUIListener监听器。 

agent = IAIUIAgent::createAgent(paramStr.c_str(), &liste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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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通过 IAIUIMessage 消息载体向 AIUI 服务输入各种信息，如音频数据、控制指令

等。 IAIUIMessage 中成员变量 msgType 字段标识消息类型，arg1、arg2 为两个扩展参数，

params 为业务参数，data 为携带的输入数据。当 msgType 取值不同时，各字段有着不同的

含义，具体说明见附录 4.2. AIUIMessage 类型说明。 

3.4. 事件处理 

IAIUIEvent 事件是 AIUI 服务各种输出的载体，其中成员变量 eventType 字段标识事件

类型，arg1、arg2 为两个扩展参数，data 为携带的输出数据，info 字段为数据的描述字段。

当 eventType 取值不同时，各字段有着不同含义，具体说明见附录 4.3. IAIUIEvent 类型说明。

开发者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种事件： 

1) 唤醒事件 

唤醒 AIUI 时，SDK 会抛出 EVENT_WAKEUP 类型的唤醒事件， 目前仅支持外部发送

CMD_WAKEUP 消息触发唤醒， info 中字段未定义。 

2) 结果事件 

AIUI 服务从云端得到听写或语义理解结果时，会通过 EVENT_RESULT 类型的

AIUIEvent 事件抛出，其中 data 字段存储结果数据，info 字段为一个描述结果的 JSON 字符

串。data 是一个 IBundle 对象（键的取值存储在 info 中，值为结果的二进制数据），结果解

析即为从 info 中获取键值，然后从 data 中取出结果的过程。具体结果格式和解析方法参见

4.4.2. 听写结果、4.4.3. 语义结果。 

3) 错误事件 

出现错误时，AIUI 会抛出 EVENT_ERROR 类型的事件，arg1 字段为错误代码，info 字

段为错误描述。当出现错误时，建议开发者先给相应的友好提示（如对 10120 提示“网络有

点问题，请待会再试”），然后将 AIUI 重置到未唤醒状态（发送 CMD_RESET_WAKEUP 的

消息）以结束本次交互，以保证良好的用户体验。常见的错误码参见 4.5. 错误列表。 

 

// 4.向AIUI服务发送各种消息，以msgType字段区分类型，可携带参数和数据。如： 

IAIUIMessage * wakeupMsg = IAIUIMessage::create(AIUIConstant::CMD_WAKEUP); 

  agent->sendMessage(wakeupMsg); 

wakeupMsg->destroy(); 

 

// 5.当不再使用AIUI服务时，销毁IAIUIAgent对象。 

agent->destroy(); 

agent = NULL; 

如果进程退出，注销服务，调用ISpeechUtility::destroy() 

ISpeechUtility::getInstance()->destr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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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参数设置 

IAIUIAgent::createAgent 时可以传入一个 JSON 字符串作为配置参数。 

参数设置的示例如下： 

 

/* AIUI 参数设置 */ 

{ 

  /* 语音云平台登录参数 */ 

  "login":{ 

   "appid ":"xxxxxxxx", 

   "key ":"xxxxxxxx" 

  }, 

  

/* 全局设置, 语义场景 */ 

 "global":{ 

  "scene":"main" 

 },  

 

  /* 交互参数 */ 

  "interact":{ 

   "interact_timeout":"60000", 

   "result_timeout":"5000" 

  } 

   

} 

 

 

整个参数配置存储在一个 JSON 字符串中，按类型组织，最外层的 key 即为类型名称，各字

段的详细说明参见 4.1. AIUI 参数字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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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录 

4.1. AIUI 参数字段说明 

参数类型 参数名称 

login 语音云登录参数 

appid 
在讯飞开放平台AIUI解决方案中生

成的 8 位应用唯一标识。 

key 

appid 校验串。随 appid 一起使用，

在AIUI解决方案的应用信息中可以

看到。 

global 全局参数设置 

scene 
用户定制的场景参数，不同的场景

可对应不同的云端处理流程。 

clean_dialog_history 

清除语义对话历史方式，取值：auto

（默认），user（用户自己控制）。设

置为 auto 时，在首次唤醒时消除对

话历史，设置为 user 则需要用户发

送

CMD_CLEAN_DIALOG_HISTORY

命令清除历史。 

interact 人机交互参数 

interact_timeout 

交互超时（单位：ms），即唤醒之后，

如果在这段时间内无有效交互（无

有效语义结果返回），则重新进入待

唤醒状态，取值：[10000,180000)，

默认为 1min。 

result_timeout 

结果超时（单位：ms），即检测到语

音后端点后一段时间内无结果返回

则抛出超时错误，默认值：5000。 

vad 
音频端点检测参

数 

engine_type 
vad 引擎类型，取值：meta（模型

vad），默认值：meta。 

res_path 
资源文件路径，使用模型 vad 时必

须设置。 

iat 语音识别参数 sample_rate 音频采样率（单位：Hz），取值： 

http://www.xfyu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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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0. 

 

对于有默认值的参数，若参数中不存在对应的 key-value 设置，即表示取默认值。若某

类型参数全部使用默认值，可以将该类型从配置文件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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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IAIUIMessage 类型说明 

msgType（消息类型） 取

值 

说明 返

回 

CMD_GET_STATE 1 获取服务状态。 有 

CMD_WRITE 2 向 AIUI 服务写入数据。需要在 params 中指

定 数 据 类 型 、 调 用 的 业 务 等 ， 例

如：”data_type=audio,sample_rate=16000”，

data 为待写入的二进制数据（如音频、图像、

文本等）。 

无 

CMD_STOP_WRITE 3 停止写入数据。需要在 params 中指定要停

止 写 入 的 数 据 类 型 ， 如

“data_type=audio,sample_rate=16000”即停止

写入音频。 

无 

CMD_RESET 4 重置 AIUI 服务的状态。服务会立即停止并

重新启动，进入到待唤醒状态。 

无 

CMD_START 5 启动 AIUI 服务。当 AIUI 服务停止后，使

用此命令启动服务。 

无 

CMD_STOP 6 停止 AIUI 服务。服务停止之后，将不响应

外部输入。 

无 

CMD_WAKEUP 7 唤醒消息。用于手动唤醒 AIUI 服务。目前

参数未定义，不用解析。  

无 

CMD_RESET_WAKEUP 8 重置唤醒状态。AIUI 服务重置为待唤醒状

态。若当前为唤醒状态，发送该消息重置后

会抛出 EVENT_SLEEP 事件。 

无 

CMD_SET_PARAMS 10 设置参数配置。用 params 携带参数设置

JSON 字符串，具体格式参照 aiui.cfg 文件。

暂时只可以用来修改 scene 参数，实时生效。

示例：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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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bal”:{ 

“scene”:”nlp31”} 

} 

该示例将 scene 修改为 nlp31。修改其他参

数方法也是如此，即发送一条 params 字段

为 JSON 字符串（指明待修改的参数类型、

名 称 和 取 值， 格 式参照 aiui.cfg ） 的

CMD_SET_PARAMS 消息。 

CMD_SEND_LOG 12 发送应用日志到云端，可以帮助分析应用问

题。需要将 JSON 格式的字符串放在 params

字段中携带。 

无 

    

 

注：“有返回”的含义是在向 AIUI 发送一条 CMD 消息后，AIUI 会抛出一个对应的 EVENT

事件返回 CMD 消息的处理结果。 

4.3. IAIUIEvent 类型说明 

eventType（事件类型） 取值 说明 

EVENT_RESULT 1 结果事件。data 字段携带结果数据，info 字段为

描述数据的 JSON 字符串。 

EVENT_ERROR 2 出错事件。arg1 字段为错误码，info 字段为错误

描述信息。 

EVENT_STATE 3 服务状态事件。当向AIUI发送CMD_GET_STATE

命令时抛出该事件，arg1字段取值为STATE_IDLE

（空闲状态）、STATE_READY（就绪状态，待唤

醒）、STATE_WORKING（工作状态，已唤醒）

状态之一。 

EVENT_WAKEUP 4 唤醒事件。info 字段为唤醒结果 JSON 字符串，

具体格式见 4.4.1. 唤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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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_SLEEP 5 休眠事件。当出现交互超时，服务会进入休眠状

态（待唤醒），或者发送了 CMD_RESET_WAKEUP

时，抛出该事件。arg1 字段取值：TYPE_AUTO

（自动休眠，即交互超时）、TYPE_COMPEL（外

部强制休眠，即发送 CMD_RESET_WAKEUP）。 

EVENT_VAD 6 VAD 事件。当检测到输入音频的前端点后，会抛

出该事件，用 arg1 标识前后端点或者音量信息：

0（前端点）、1（音量）、2（后端点）。当 arg1 取

值为 1 时，arg2 为音量大小。 

EVENT_CMD_RETURN 8 某条 CMD 命令对应的返回事件。对于除

CMD_GET_STATE 外的有返回的命令，都会返回

该事件，用 arg1 标识对应的 CMD 命令，arg2 为

返回值，0 表示成功，info 字段为描述信息。 

 

4.4. 结果格式示例 

4.4.1. 唤醒结果 

目前唤醒结果 JSON 内容未定义， 可忽略不作解析。 

4.4.2. 听写结果 

听写结果描述 JSON 示例： 

{ 

 "data": [{ 

  "params": { 

   "sub": "iat"    // 标识这是听写结果 

  }, 

  "content": [{ 

   "dte": "utf8",  // 结果编码 

   "dtf": "json",  // 结果格式 

   "cnt_id": "0"  // 听写结果在 data 中对应的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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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写结果 JSON 示例： 

{ 

“text”: {"sn":1,"ls":true,"bg":0,"ed":0,"ws":[ 

{"bg":0,"cw":[{"w":"北京","sc":0}]}, 

{"bg":0,"cw":[{"w":"的","sc":0}]}, 

{"bg":0,"cw":[{"w":"天气","sc":0}]}, 

{"bg":0,"cw":[{"w":"怎么样","sc":0}]}, 

{"bg":0,"cw":[{"w":"。","sc":0}]}]} 

} 

 

听写结果字段说明： 

JSON 字段 英文全称 类型 说明 

sn sentence number 第几句 

ls last sentence boolean 是否最后一句 

bg begin number 开始 

ed end number 结束 

ws words array 词 

cw chinese word array 中文分词 

w word string 单字 

sc score number 分数 

4.4.3. 语义结果 

语义结果描述 JSON 示例： 

{ 

 "data": [{ 

  "params": { 

   "sub": "nlp"  // 标识这是语义结果 

  }, 

  "content": [{ 

   "dte": "utf8",  // 结果编码 

   "dtf": "json",  // 结果格式 

   "cnt_id": "0"  // 语义结果在 data 中对应的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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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结果解析示例 

 

case AIUIConstant::EVENT_RESULT: 

{ 

 Json::Value bizParamJson; 

 JsonUtil::parse(event.getInfo(), bizParamJson); 

 

 Json::Value data = (bizParamJson["data"])[0]; 

 Json::Value params = data["params"]; 

 Json::Value content = (data["content"])[0]; 

 

 string sub = params["sub"].asString(); 

 cout << "EVENT_RESULT:" << sub << endl; 

 

 if (sub == "nlp") 

 { 

  if (!JsonUtil::has(content, "cnt_id")) 

  { 

   return; 

  } 

 

  string cnt_id = content["cnt_id"].asString(); 

  Buffer* buffer = event.getData()->getBinary(cnt_id.c_str()); 

  string resultStr; 

 

  if (NULL != buffer) 

  { 

   resultStr = string((char*)buffer->data()); 

 

   cout << resultStr << endl; 

  } 

 } 

}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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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错误列表 

错误码 取值 含义 

MSP_ERROR_INVALID_PARA 10106 参数名称错误 

MSP_ERROR_INVALID_PARA_VALUE 10107 参数取值错误 

MSP_ERROR_NOT_FOUND 10116 云端无对应的 scene 场景

参数  

MSP_ERROR_NO_RESPONSE_DATA 10120 结果等待超时 

MSP_ERROR_NLP_TIMEOUT 10146 语义结果超时 

MSP_ERROR_LMOD_RUNTIME_EXCE

PTION 

16005 MSC 内部脚本错误，需要

RESET AIUI 服务才能继

续使用 

ERROR_NO_NETWORK 20001 无有效的网络连接 

ERROR_NETWORK_TIMEOUT 20002 网络连接超时 

ERROR_NET_EXPECTION 20003 网络连接发生异常 

ERROR_INVALID_RESULT 20004 无有效的结果 

ERROR_NO_MATCH 20005 无匹配结果 

ERROR_AUDIO_RECORD 20006 录音失败 

ERROR_COMPONENT_NOT_INSTALL

ED 

21001 没有安装服务组件 

ERROR_ENGINE_NOT_SUPPORTED 21002 引擎不支持，如果是语音

合成业务，则很可能是发

音人名称设置出错 

ERROR_SERVICE_BINDER_DIED 21020 与服务的绑定已消亡 

ERROR_LOCAL_NO_INIT 22001 本地引擎未初始化 

ERROR_UNKNOWN 20999 未知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