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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Motionverse
Motionverse数字⼈开放平台提供数字⼈驱动⼀站式解决⽅案，⽀持以⽂本、语⾳、动作等多种⽅式通
过AI智能算法来驱动数字⼈。提供给客户多样化的解决⽅案，⽅便客户将数字⼈能⼒集成进不同的终端
与场景。主要⾯对的⾏业包括新零售、政务、⾦融、运营商、传媒、游戏等，场景包括数字⼈信息播报

等。

平台针对各种应⽤场景，根据集成⽅式的不同，提供3种产品服务：

webView模式接⼊：app（安卓、ios、windows、web）应⽤，通过WebView控件将数字⼈嵌⼊到app
⾥⾯，从⽽使⽤数字⼈驱动。适⽤于有App开发、⽆3D原⽣应⽤开发的企业。

原⽣模式接⼊：原⽣应⽤（U3D、UE、⼩程序），通过使⽤我们平台提供的插件（插件封装了常⻅调
⽤数字⼈驱动的⽅法，可以减少开发者⼯作量，开发者也可以选择不使⽤平台提供的插件，直接使⽤接

⼝进⾏开发），插件包含U3D/UE插件、⼩程序插件。适⽤于有原⽣应⽤开发能⼒的企业。

数字⼈应⽤定制开发：根据您的业务场景和需求, 为您定制数字⼈应⽤从开发、测试、上线全套服务。

产品中台结构图

功能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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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说明
Motionverse 数字⼈ demo ⽀持安卓、ios 和 web 等多种⽅式接⼊， demo ⾥⾯有 3 个数字⼈，⽅便⽤
户调试和体验，暂时以⽤户语⾳⽂件播报、 ⽂字播报，语⾳问答和⽂字问答举例，详⻅下⾯流程

demo 版本号为：1.0

1、请复制链接，⽤⼿机浏览器体验, demo 访问链接：https://demo.deepscience.cn/html-
poc/index.html

2、打开 demo 后，默认进⼊到播报⻚⾯，点击“设置”-“更换数字⼈”， 可以更换数字⼈

https://demo.deepscience.cn/html-poc/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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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语⾳⽂件播报 点击“语⾳播报⽂件”按钮，数字⼈会进⾏⾳频⽂件的播报，使⽤的是 “语⾳⽂件驱动播
报数字⼈”的接⼝。

4、点击“⽂字按钮”，切换到⽂字播报⻚⾯，可以输⼊⽂字，点击发送进⾏ 播报，数字⼈会进⾏⽂字播
报，使⽤的是“⽂字驱动播报数字⼈”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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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语⾳问答，点击“设置”按钮，点击“更换类型”，选择“问答”类型， 进⼊到语⾳问答⻚⾯，点击“⻓按说
话”按钮，说⼀段语⾳后，⽐如“平台介 绍”、“技术介绍”、“业务介绍”，数字⼈会语⾳回答，需要使⽤
ASR 将 语⾳转换⽂字，⽂字发送到 motionverse 接⼝，使⽤的是“NLP ⽂字驱动问 答数字⼈”接⼝。



Demo说明

9

6、⽂字问答，点击“⽂字”按钮，切换到⽂字问答⻚⾯，输⼊⼀段⽂字后， ⽐如“平台介绍”、“技术介
绍”、“业务介绍”数字⼈会语⾳回答，使⽤的 是“NLP ⽂字驱动问答数字⼈”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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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app（安卓、ios、windows、web）应⽤，通过WebView控件将数字⼈嵌⼊到app⾥⾯，从⽽使⽤数字
⼈驱动。特点：

1、配置简单、⼀键接⼊ 后台注册、创建应⽤，傻⽠式配置后即可在app中接⼊

2、跨平台兼容 ⽀持在安卓、ios、h5等多平台兼容

3、限制少 没有包体限制，并且⽀持⾃⼰上传数字⼈或者使⽤平台数字⼈

4、多样化部署 ⽀持saas、公有云、私有化部署，满⾜企业的各种需求

功能时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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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前准备

创建应⽤，选择webViiew模式 

点击“链接”，获取webview的URL，后续可以接⼊到h5、安卓和ios 

后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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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库配置：如果使⽤问答功能，需要提前在后台配置好问答的内容，⽀持新增、模板导⼊来创建问答

内容。 

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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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预览"，可以体验数字⼈应⽤，相关体验流程⻅“demo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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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接⼊ 数字⼈

WEB以iframe⽅式加载数字⼈

<iframe src="链接地址从后台获取" frameborder="0" allow="autoplay" id="iframeDom"></iframe> 

WEB调⽤iframe⻚⾯的⽅法

// 获取iframe dom 

var iframeDom = document.getElementById('iframeDom') 

 

// 更换数字⼈ type: ⽅法名 data:⽅法参数【数字⼈的名称】 

iframeDom.contentWindow.postMessage({ type: 'ChangeCharacter', data: roleName }, '*') 

 

// 播报声⾳⽂件地址 type: ⽅法名 data:⽅法参数【声⾳⽂件URL地址】 

iframeDom.contentWindow.postMessage({ type: 'AudioBroadcast', data: audioUrl] }, '*') 

 

// 播报⽂本 type: ⽅法名 data:⽅法参数【播报的⽂本】 

iframeDom.contentWindow.postMessage({ type: 'TextBroadcast', data: boardcastText }, '*') 

 

// 问答 ⽂字问答 type: ⽅法名 data:⽅法参数【问题的⽂本】 

iframeDom.contentWindow.postMessage({ type: 'TextAnswerMotion', data: qaText }, '*') 

 

// 问答 语⾳问答 type: ⽅法名 data:⽅法参数【录⾳流的BASE64编码】 

iframeDom.contentWindow.postMessage({ type: 'AudioAnswerMotion', data: base64 }, '*') 

 

// 中断数字⼈当前动作 

iframeDom.contentWindow.postMessage({ type: 'BroadcastStop', data: null }, '*') 

WEB监听iframe⻚⾯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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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听iframe⽅法 

 window.addEventListener('message', function(){ 

 

  // iframe⻚⾯载⼊进度 

  if (e.data.type == 'loading') { 

    console.log(Math.ceil(e.data.data * 100)) 

  } 

 

  // 交互完成loading 

  if (e.data.type == 'loadAb') { 

    interactiveLoading.value = e.data.data 

  } 

 

  // 播放开始 

  if (e.data.type == 'playStart'){ 

    // 问题⽂本 

    console.log(e.data.text) 

 

    // 答案⽂本 

    console.log(e.data.answer) 

  } 

 

  // 播放结束 

  if (e.data.type == 'playEnd'){ 

    // code... 

  } 

 

 }, false) 

Web 访问链接：https://demo.deepscience.cn/html-poc/

Demo代码下载： https://github.com/Motionverse/html-poc

https://demo.deepscience.cn/html-poc/
https://github.com/Motionverse/html-p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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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View 接⼊⽂档

WebView的初始化

WebView加载指定⽹⻚

let url = URL(string: "https://demo.deepscience.cn/poc/index.html") 

let request = URLRequest(url: url!, cachePolicy: .returnCacheDataElseLoad, timeoutInterval: 60) 

webView.load(request) 

WebView中执⾏js函数

let configuration = WKWebViewConfiguration() 

configuration.allowsInlineMediaPlayback = true 

configuration.mediaTypesRequiringUserActionForPlayback = .video 

configuration.userContentController.add(self, name: "jsBridge") 

let webView = WKWebView(frame: CGRect(x: 0, y: CGRectGetMaxY(navView.frame), width: UIScreen.main.bounds.wid

view.addSubview(webView) 

// 更换数字⼈ type: ⽅法名 data:⽅法参数【数字⼈的名称】 

webView.evaluateJavaScript("SendMsgToWebGL('{\"type\":\"ChangeCharacter\",\"data\":\"\(robot.abName)\"}')") 

 

// 播报声⾳⽂件地址 type: ⽅法名 data:⽅法参数【声⾳⽂件URL地址】 

webView.evaluateJavaScript("SendMsgToWebGL('{\"type\":\"AudioBroadcast\",\"data\":\"https://ds-model-tts.os

 

// 播报⽂本 type: ⽅法名 data:⽅法参数【播报的⽂本】 

webView.evaluateJavaScript("SendMsgToWebGL('{\"type\":\"TextBroadcast\",\"data\":\"\(text)\"}')") 

 

// 问答 ⽂字问答 type: ⽅法名 data:⽅法参数【问题的⽂本】 

webView.evaluateJavaScript("SendMsgToWebGL('{\"type\":\"TextAnswerMotion\",\"data\":\"\(text)\"}')") 

 

// 问答 语⾳问答 type: ⽅法名 data:⽅法参数【录⾳流的BASE64编码】 

webView.evaluateJavaScript("SendMsgToWebGL('{\"type\":\"AudioAnswerMotion\",\"data\":\"\(detail)\"}')") 

 

// 中断数字⼈当前动作 

webView.evaluateJavaScript("SendMsgToWebGL('{\"type\":\"BroadcastStop\",\"data\":\"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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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View⽹⻚加载完成的回调

webView.navigationDelegate = self; // WKNavigationDelegate 

func webView(_ webView: WKWebView, didFinish navigation: WKNavigation!) { 

    print("⽹⻚加载完成") 

} 

APP收到WebView发过来的js消息

Demo代码下载： https://github.com/Motionverse/MotionVerseWeb

func userContentController(_ userContentController: WKUserContentController, didReceive message: WKScriptMe

    if message.name == "jsBridge" { 

        print(message.body) 

    } 

} 

https://github.com/Motionverse/MotionVerse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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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View 接⼊⽂档
[toc]

1. 主要功能

调⽤js⽅法

展示设置⻚⾯

/** 

 * 展示设置⻚⾯ 

 */ 

private fun showSetting() { 

    BottomDialog(this@MainActivity) 

        .setResId(R.layout.dialog_bottom) { view, dialog -> 

              ...     

        } 

        .setOutSideCancelable(true) 

        .show() 

} 

// 更换数字⼈ type: ⽅法名 data:⽅法参数【数字⼈的名称】 

mWebView.evaluateJavascript("SendMsgToWebGL('{\"type\":\"ChangeCharacter\",\"data\":\"${robot.abName}\"}')"

 

// 播报声⾳⽂件地址 type: ⽅法名 data:⽅法参数【声⾳⽂件URL地址】 

mWebView.evaluateJavaScript("SendMsgToWebGL('{\"type\":\"AudioBroadcast\",\"data\":\"$audioUrl\"}')") {} 

 

// 播报⽂本 type: ⽅法名 data:⽅法参数【播报的⽂本】 

mWebView.evaluateJavaScript("SendMsgToWebGL('{\"type\":\"TextBroadcast\",\"data\":\"$text\"}')") {} 

 

// 问答 ⽂字问答 type: ⽅法名 data:⽅法参数【问题的⽂本】 

mWebView.evaluateJavaScript("SendMsgToWebGL('{\"type\":\"TextAnswerMotion\",\"data\":\"$text\"}')") {} 

 

// 问答 语⾳问答 type: ⽅法名 data:⽅法参数【录⾳流的BASE64编码】 

mWebView.evaluateJavaScript("SendMsgToWebGL('{\"type\":\"AudioAnswerMotion\",\"data\":\"$audioEncode\"}')") 

 

// 中断数字⼈当前动作 

mWebView.evaluateJavaScript("SendMsgToWebGL('{\"type\":\"BroadcastStop\",\"data\":\"nu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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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更换

val listFragment = CharacterListFragment { 

    Log.e(TAG, "character: $it") 

    // 拿到数字⼈的地址后，调⽤js⽅法 

    callJs(ChangeCharacter, it) 

} 

listFragment.show(supportFragmentManager, "characterFragment")

交互类型更换

/** 

 * 展示交互类型更换 

 */ 

private fun showChangType() { 

    BottomDialog(this@MainActivity) 

        .setResId(R.layout.dialog_type_change) { view, dialog -> 

             ... 

        } 

        .setOutSideCancelable(true) 

        .show() 

} 

关于示例

/** 

 * 展示 关于示例 

 */ 

private fun showExample() { 

    BottomDialog(this@MainActivity) 

        .setResId(R.layout.dialog_example) 

        .setOutSideCancelable(true) 

        .show() 

} 

2. ⽹络框架的初始化
主要作⽤是缓存⽹⻚中包含的图⽚、⽂件、字体等资源，在离线时也可正常使⽤。

setBaseUrl("http://www.xxx.com/") 

setHttpClient(OkHelper.httpClient(application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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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ebView的使⽤

WebView的预加载

主要作⽤是提前WebView的初始化，在使⽤时可以更快的获取WebView的实例。

WebViewManager.prepare(applicationContext) 

WebView设置加载监听

mWebViewHelper.setOnPageChangedListener(object : WebViewHelper.OnPageChangedListener { 

    override fun onPageStarted(view: WebView?, url: String?, favicon: Bitmap?) { 

        Log.i(TAG, "onPageStarted $url") 

    } 

 

    override fun onPageFinished(view: WebView?, url: String?) { 

        Log.i(TAG, "onPageFinished $url") 

    } 

 

    override fun onProgressChanged(view: WebView?, newProgress: Int) { 

        Log.i(TAG, "onProgressChanged $newProgress") 

    } 

}) 

WebView加载指定⽹⻚

mWebViewHelper.loadUrl("http://www.xxx.com/") 

WebView中执⾏js函数

mWebView.evaluateJavascript("js function") 

WebView的回收

WebViewManager.recycle(mWebView) 

Demo代码下载：
https://github.com/Motionverse/MotionVerseWeb_Android

https://github.com/Motionverse/MotionVerseWeb_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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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原⽣应⽤（U3D、UE、⼩程序），通过使⽤我们平台提供的插件（插件封装了常⻅调⽤数字⼈驱动的
⽅法，可以减少开发者⼯作量，开发者也可以选择不使⽤平台提供的插件，直接进⾏开发），插件包含

U3D/UE插件、⼩程序插件。特点：

1、接⼊⽅便和灵活 开发者后台注册、创建应⽤，使⽤平台提供的插件，可以快速使⽤数字⼈驱动

2、沉浸式体验 原⽣开发，沉浸式体验更加美好

3、接⼝灵活、满⾜多样化场景 丰富的 3D 资产 ，多语种、多⾳⾊的情感化 TTS 、动作表情实时⽣成

4、多样化部署 ⽀持saas、公有云、私有化部署，满⾜企业的各种需求

功能时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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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前准备

创建应⽤，选择原⽣模式 

点击“秘钥”，获取到应⽤秘钥字符串，后续可以接⼊数字⼈驱动 

后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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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库配置：如果使⽤问答功能，需要提前在后台配置好问答的内容，⽀持新增、模板导⼊来创建问答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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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版本号：v1.0

⽤户点击“播报”或者“问答”按钮，机器⼈通过播报或者回答⽂字内容输出语⾳和驱动⼝型动作。

插件下载地址：下载插件

clbr://internal.invalid/book/motionversesdk%20v1.0.0.unitypac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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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说明

1，新建Unity项⽬，选择“3D核⼼模块”模板，创建项⽬，稍等⽚刻项⽬就创建成功。 

2，新建项⽬成功后，导⼊ MotionverseSDK v1.0.0 .unitypackage ，点击“import”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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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Assets/MotionverseSDK/ExamplesScen场景中导⼊ 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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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击“XM01“，选择“AvatarManager” ，就可以在 虚拟⼈ prefab 加⼊脚本 Avatar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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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填⼊应⽤对应的 AppID, SecretKey

6，测试，点击“我是播报按钮“或者点击“我是问答按钮“，就可以调试数字⼈驱动了。 

7，熟悉数字⼈插件后，开发者可以根据⾃⼰的需求去开发数字⼈应⽤了！ ⽐如 在代码中加⼊ 代码
TextDriveUtils.GetMotion(“我是要被驱动的⽂字”)或者 AnswerDriveUtils.GetMotion(“我是问题”)即可驱
动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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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版本号：v1.1.0

⽤户通过语⾳或⽂本提交问题，机器⼈通过回答的⽂字内容输出语⾳和驱动⼝型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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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说明

1、插件申请接⼊：
在腾讯公众平台中， “微信⼩程序官⽅后台-设置-第三⽅服务-插件管理” ⾥点击 “添加插件”，搜索
“Motionverse交互数字⼈” 申请，审核通过后，⼩程序开发者可在⼩程序内使⽤该插件。

2、引⼊插件包：
Motionverse交互数字⼈appId： wx89668f1adf0dd7a8

// app.json 

{ 

  "plugins": { 

    "motion-plugin": { 

      "version": "1.1.5", 

      "provider": "wx89668f1adf0dd7a8" 

    } 

  } 

} 

3、使⽤插件的组件模式

组件调⽤示例：

在需要使⽤问答机器⼈组件的⻚⾯ json ⽂件中注册该组件

// page.json 

{ 

  "usingComponents": { 

    "robot-view": "plugin://motion-plugin/robot-component" 

  } 

} 

在⼩程序⻚⾯内使⽤

<!-- page.wxml --> 

<robot-view id="ro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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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js 

Page({ 

  onReady() { 

    this.robotView = this.selectComponent("#robot") 

  }, 

}) 

组件暴露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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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鉴权 

 * @param {fun} successCallback 成功回调 

 */ 

auth(successCallback) 

 

/** 

  * 终端初始化 

  * @param {string} terminalNo 设备编号，可选值。该值优先级：参数传递 > 配置对象 > 服务端获取 

  * @param {*} callback 结果回调 

  */ 

init(terminalNo, callback) 

 

 

/** 

  * 终端切换 

  * @param {string} terminalNo 设备编号 

  * @param {*} callback 结果回调 

  */ 

switch(terminalNo, callback) 

 

/** 

  * 根据语⾳获取对应的答案 

  * @param {OnStopCallbackResult} audioRes ⾳频⽂件对象 

  * @param {*} options 配置数据 { "isNeedPlay": false } 

  * @param {*} resultCallback 服务器结果回调 

  * @param {*} playStartCallback 语⾳播报开始回调 

  * @param {*} playCompleteCallback 语⾳播报结束回调 

  */ 

getAnswerAccordAudio(audioRes, options, resultCallback, playStartCallback, playCompleteCallback) 

 

/** 

  * 根据⽂本获取对应的答案 

  * @param {string} text ⽂本 

  * @param {*} options 配置数据 { "isNeedPlay": false } 

  * @param {*} resultCallback 服务器结果回调 

  * @param {*} playStartCallback 语⾳播报开始回调 

  * @param {*} playCompleteCallback 语⾳播报结束回调 

  */ 

getAnswerAccordText(text, options, resultCallback, playStartCallback, playCompleteCallback) 

 

/** 

  * 根据⽂本获取对应的语⾳播报 

  * @param {string} text ⽂本 

  * @param {*} options 配置数据 { "isNeedPlay": fal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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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aram {*} resultCallback 服务器结果回调 

  * @param {*} playStartCallback 语⾳播报开始回调 

  * @param {*} playCompleteCallback 语⾳播报结束回调 

  */ 

getBoardcastAudio(text, options, resultCallback, playStartCallback, playCompleteCallback) 

 

/** 

  * 开始动作(肢体动作、脸部表情) 

  * @param {string} actionName 动作名称 

  * @param {Number} actionId 动作唯⼀标识，(使⽤场景：⼀个动作⽤于多种回答) 选填 

  */ 

startAction(actionName) 

 

/** 

 * 开始播放语⾳、动作、表情 

 * @param {motionObj} 需要播放的对象 

 * @param {*} playStartCallback  

 * @param {*} playCompleteCallback 

 *  

 * motionObj 

 * { 

 * "actionName": "" // 预制身体动作名称 【与bodyUrl⼆选⼀】 

 * "bodyUrl": "", // ⽣成身体动作⽂件的url  【与actionName⼆选⼀】 

 * "audioUrl": "", // ⽣成声⾳⽂件的url 

 * "mouthUrl": "" // ⽣成表情动作⽂件的url 

 * }  

 */ 

startPlayAnswer(motionObj, playStartCallback, playCompleteCallback) 

 

/** 

  * 停⽌动作 

  */ 

stopAction() 

 

/** 

  * 改变语⾳的⾳量 

  * @param {Number} volume 声⾳的⾳量 0～1 

  */ 

changeAudioVolume(volume) 

4、使⽤插件的扩展⽅法
在 js ⽂件中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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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 plugin = requirePlugin('motion-plugin') 

插件暴露的⽅法

/** 

  * 插件对象数据的配置 

  * @param {*} obj 数据对象 

  * { 

  *   localMotionArr: [ 

  *     { 

  *       actionName: "Jiang", // 由模型提供⽅提供 

  *       audioUrl: "https://zksz/123456.wav", // 对应⾏为的语⾳ 

  *       mouthUrl: "https://zksz/123456.json" // 对应⾏为的⼝型 

  *     } 

  *   ], 

  *   randomMotionKeyArr: ["Jiang1", "Jiang2"], // 由模型提供⽅提供 

  *   faceMorphKey: "Face_51_0,Face_51_1", // 由模型提供⽅提供，0:⼩程序，1:web 

  *   modelUrl: "https://wwww.xxx.com/kefu.glb", // 模型url地址，可以固定配置，也可以从服务端获取 

  *   terminalNo: "00211", // 终端设备编号 

  *   asrName: "baidu" // 语⾳识别名称 

  *   audioFileFormat："pcm" // 语⾳⽂件格式 pcm m4a 

  *   serverUserId: '15001191540', // ⽤户名称 

  *   appid: '166554574663336380',  // app ID 

  *   secret: '52ffd4ac353f75a646d7cdb82165f709cab5f61d', // app 秘钥 

  *   sceneOption:{ // 场景配置 

  *     useSceneLight: true, // 使⽤场景光 

  *     // modelPosition:{x:0, y:0, z:-1.5}, // 设置模型位置 

  *     // clearVertexColor: 'f_tal_unw_body_lod1_mesh2' // 清除节点顶点颜⾊ 

  *   } 

  * } 

  */ 

plugin.configData(obj) 

 

/** 

  * 预加载模型，提前进⾏模型的下载 

  * @param {string} modelUrl 模型链接地址 

  */ 

preloadModel(modelUrl) 

 

/** 

  * 模型下载任务，可根据此对象监听下载进度 

  */ 

downloadModelTask 



对接说明对接说明

37

问题反馈

如果在使⽤Motionverse交互数字⼈插件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通过发送邮箱（邮箱：
luozhiwen@deepscience.cn）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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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流程

1、⾸先登录Motionverse管理平台创建应⽤

2、获取当前应⽤的appid，secret

3、通过应⽤appid，secret换取token，验证权限

4、携带获取的token请求API接⼝，获取数据

API请求URL
地址: https://motionverseapi.deepscience.cn/ 

版本号： v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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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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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 Token
token既是⽤户的权限代码，接下来所有的请求接⼝headers都需要携带token码

请求地址： https://motionverseapi.deepscience.cn/users/getAppToken 

请求⽅式： GET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必填 描述 示例值

appid string true 应⽤id -

secret string true 应⽤秘钥 -

timestamp number true 当前时间戳 1662431431712

sign string true 通过安全哈希算法⽣成签名
3a69b981f6fc0597aa3d 
f1c387ae22a43a8fd249

⽣成签名示例代码：

let appid = '填⼊appid' 

let secret = '填⼊app secret' 

let timestamp = new Date().getTime() // 当前时间戳 

let str = appid + timestamp + secret // 组合字符串  

let sign = sha1(str) // 通过安全哈希算法⽣成签名 

返回参数：

名称 类型 描述 示例值

code number 响应码 0

data ▼ object 响应数据 -

  access_token string token 值

eyJhbGciOiJIUzI1NiIsInR5cCI6IkpXVCJ9. 
eyJ1c2VySWQiOiI2MzEwNjgxOGJhYjE2NDRj 
M2VkNjBjZDYiLCJhcHBpZCI6IjE2NjIxMDY0 
MTg0NjE1MjI3NiIsImlhdCI6MTY2MjQ0NjYw 
MiwiZXhwIjoxNjYyNTMzMDAyfQ.1LujsajGw 
rw0MdZKCOCrWp83bMRRBtt5qW-jVJcR-6I

msg string 响应消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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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示例：

Token使⽤

1、设置接⼝请求headers.access_token值为当前获取的token。

2、token有效期为24⼩时

{ 

  "code":0, 

  "msg":"ok", 

  "data": 

    { 

     "access_token":"eyJhbGciOiJIUzI1NiIsInR5cCI6IkpXVCJ9.eyJ1c2VySWQiOiI2MzEwNjgxOGJhYjE2NDRjM2VkNjBjZDYiL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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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件驱动数字⼈（播报类型）

通过声⾳⽂件，⽣成⼝型、身体动作信息，身体动作可以根据实际情形选择是否⽣成。

请求地址： https://motionverseapi.deepscience.cn/版本号/api/voiceBroadcastMotion 

请求⽅式： POST 

请求类型： application/json 

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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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必

填
描述 示例值

audio_url string 是 语⾳⽂件链接  http://www.xxx.aa.wav 

compress bool 否

返回的 oss_url的内容是
否是⼆进制，若为

true，⽣成的是⼆进制
格式数据，若为否为

json格式，参数默认的
是false。

false

face_config ▼ object 否 表情请求参数设置 {}

  gender string 否
性别 男性male ⼥性
female

male

  tag number 否

⾯部情绪 情绪 0-综合 1-
⾼兴 2-悲伤 3-⽣⽓ 4-惊
讶 5-中⽴ 6-激动 7-沮丧
8-恐惧 9-厌恶

默认值为0

body_config ▼ object 否 动作请求参数设置 {}

  body_motion number 否

身体动作，如果不填，

不⽣成身体动作，如果

为1，客服动作；如果为
2，适⽤于萌宠的动作，
暂时还不⽀持；如果为

3，线上⾃动画使⽤的动
作；如果为4，售货员动
作

默认为空

  filter_window number 否
动作平滑窗⼝ 范围3-
19，奇数

默认值15

  filter_order number 否 平滑阶数，范围3-5 默认值3

  hermit_order number 否

⾮匀速动作曲线的阶数

范围3-5，调整插⼊动
作，更像⽣成动作或者

插⼊动作

默认值4

  fusion_num number 否
动作融合过程的帧数，

和上⾯关联
默认值17

  speed_ratio number 否 动作播放速度控制 默认值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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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必

填
描述 示例值

  insert_times array 否

插⼊动作时间（秒），

（不传就没有动作融

合）

[3, 10]

  insert_motions array 否

插⼊动作id ，字段⻓度
与insert_times⼀致，
（不传就没有动作融

合）

['ZZ01A00120220914T112639'
'ZZ03A00120220914T121405']

  style_tag string 否

请求动作的tag类型，如
果body_motion参数为
1，style_tag参数
为"kefu"等；如果
body_motion参数为2，
后续会⽀持；如果

body_motion参数为3，
⽀持2种tag的拼接，拼
接⽤“，”分开，默
认"Happy,Speech"；参
数列表⻅附件；如果

body_motion参数为4，
style_tag参数
为“CakeGirlJQJSA”等；

请求动作的tag类型，如果
body_motion参数为1，
style_tag默认参数为"kefu"；如
果body_motion参数为3，⽀持2
种tag的拼接，拼接⽤“，”分
开，默认"Happy,Speech"；参
数列表在⽂件尾部；如果

body_motion参数为4，
style_tag默认参数
为“CakeGirlJQJSA”；如果
motion参数为5，style_tag默认
参数为”speech“

  fixed_hips bool 否

如果是True就直接获取
上半身数据，False直接
获取全身数据；

默认false

  limit_degree number 否
限制头部歪的⻆度，最

⼩为1
有默认值，默认为90

  limit_spine bool 否

头部+身体前倾左右轴是
否锁定参数，如果为

true，limit_degree需要
在1-3之间

默认false

  head_x_rot number 否

⽤于调整仰头低头的⻆

度。表示头沿X轴转动的
⻆度，范围为-180度～
180度；正数表示低头，
负数表示抬头

默认值-10

返回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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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示例值

code number 响应码 0

data ▼ object

  allfaceData ▼ object 表情动作数据

    oss_url string bs的url http://xxx.xxx.json

    time_log string 流程中的时间戳⽇志 -

  motionFusionedData ▼ object 身体动作数据

    oss_url string bs的url http://xxx.xxx.json

    time_log string 流程中的时间戳⽇志

请求示例：

{ 

  "audio_url": "http://ds-model-tts.oss-cn-beijing.aliyuncs.com/temp/166320562819877046.wav", 

  "body_config":{ "body_motion": 3 } 

} 

返回示例：

http://xxx.xxx.json/
http://xxx.xxx.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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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de": 0, 

    "msg": "ok", 

    "data": { 

        "allfaceData": { 

            "oss_url": "http://ds-vhost-action-dev.oss-cn-beijing.aliyuncs.com/mouth/166320562819877046.json

            "time_log": { 

                "all_time": 0.5266532897949219, 

                "download_time": 0.00028705596923828125, 

                "featextr_time": 0.2009444236755371, 

                "inference_time": 0.06331300735473633, 

                "upload_time": 0.26190972328186035 

            } 

        }, 

        "motionFusionedData": { 

            "oss_url": "http://ds-vhost-action-dev.oss-cn-beijing.aliyuncs.com/body/166320562819877046.json

            "time_log": { 

                "all_time": 3.4123103618621826, 

                "download_time": 0.00018739700317382812, 

                "featextr_time": 0.2062695026397705, 

                "inference_time": 1.4894988536834717, 

                "upload_time": 1.7159702777862549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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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驱动数字⼈（播报类型）

输⼊⼀段⽂字信息，通过TTS转化为声⾳信息，并⽣成⼝型、身体动作信息，身体动作可以根据
实际情形选择是否⽣成。

请求地址： https://motionverseapi.deepscience.cn/版本号/api/textBroadcastMotion 

请求⽅式： POST 

请求类型： application/json 

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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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必

填
描述 示例值

draft_content string 是 ⽂本 您好

compress bool 否

返回的 oss_url的内容是
否是⼆进制，若为

true，⽣成的是⼆进制
格式数据，若为否为

json格式，参数默认的
是false。

默认为false

tts_config ▼ object 否 tts请求参数设置 {}

  voice_name string 否

声⾳⻆⾊，可供选择的

有maoxiaomei、aixia、
sicheng、aicheng、
aitong、aishuo、aida、
aiqi

默认值aixia

  speed number 否 速度 默认值50

  volume number 否 ⾳量 默认值50

  fm number 否 ⾳调 默认值50

face_config▼ object 否 表情请求参数设置 {}

   face_type number 否 表情⾳素
1:语⾳驱动；2：⾳素驱动，默
认为1

  gender string 否
性别 男性male ⼥性
female

默认male

  tag number 否

⾯部情绪 情绪 0-综合 1-
⾼兴 2-悲伤 3-⽣⽓ 4-惊
讶 5-中⽴ 6-激动 7-沮丧
8-恐惧 9-厌恶

默认值为0

body_config▼ object 否 动作请求参数设置 {}

  body_motion number 否

身体动作，如果不填，

不⽣成身体动作，如果

为1，客服动作；如果为
2，适⽤于萌宠的动作，
暂时还不⽀持；如果为

3，线上⾃动画使⽤的动
作；如果为4，售货员动
作

默认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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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必

填
描述 示例值

  filter_window number 否 动作平滑窗⼝ 默认值15

  filter_order number 否 平滑阶数 默认值3

  hermit_order number 否 ⾮匀速动作曲线的阶数 默认值4

  fusion_num number 否 动作融合过程的帧数 默认值17

  speed_ratio number 否 动作播放速度控制 默认值0.5

  insert_times array 否

插⼊动作时间（秒），

（不传就没有动作融

合）

[3, 10]

  insert_motions array 否

插⼊动作id ，字段⻓度
与insert_times⼀致，
（不传就没有动作融

合）

['ZZ01A00120220914T112639'
'ZZ03A00120220914T121405']

  style_tag string 否

请求动作的tag类型，如
果body_motion参数为
1，style_tag参数
为"kefu"等；如果
body_motion参数为2，
后续会⽀持；如果

body_motion参数为3，
⽀持2种tag的拼接，拼
接⽤“，”分开，默
认"Happy,Speech"；参
数列表⻅附件；如果

body_motion参数为4，
style_tag参数
为“CakeGirlJQJSA”等；

请求动作的tag类型，如果
body_motion参数为1，
style_tag默认参数为"kefu"；如
果body_motion参数为3，⽀持2
种tag的拼接，拼接⽤“，”分
开，默认"Happy,Speech"；参
数列表在⽂件尾部；如果

body_motion参数为4，
style_tag默认参数
为“CakeGirlJQJSA”；如果
motion参数为5，style_tag默认
参数为”speech“

  step_time number 否

单位是秒，若两个指定

插⼊动作之间时⻓⼤于

该参数，则会在中间插

⼊回归待机动作。若⼤

于该参数的倍数，则相

应的会插⼊多个回归待

机动作。

默认值10

  limit_degree number 否
限制头部歪的⻆度，最

⼩为1
有默认值，默认为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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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必

填
描述 示例值

  limit_spine bool 否

头部+身体前倾左右轴是
否锁定参数，如果为

true，limit_degree需要
在1-3之间

默认false

  head_x_rot number 否

⽤于调整仰头低头的⻆

度。表示头沿X轴转动的
⻆度，范围为-180度～
180度；正数表示低头，
负数表示抬头

默认值-10

返回参数：

名称 类型 描述 示例值

code number 响应码 200

data ▼ object 返回数据 {}

  ttsSynthesizeData ▼ object tts语⾳合成数据

    audio_url string ⽣成的⾳频地址  http://xxx.xxx.wav 

    phone_duration array 返回分析数据

    word_duration array 返回分析数据

  allfaceData ▼ object 表情动作数据

    oss_url string 表情动作数据的url  http://xxx.xxx.json 

    time_log string 流程中的时间戳⽇志

  motionFusionedData ▼ object 身体动作数据

    oss_url string 身体动作数据的url  http://xxx.xxx.json 

    time_log string 流程中的时间戳⽇志

请求示例：

{ 

  "draft_content": "今天天⽓怎么样", 

  "body_config":{ "body_motion": 3 } 

} 

返回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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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de: 0, 

  msg: 'ok', 

  data: { 

    ttsSynthesizeData: { 

      audio_url: 'http://ds-model-tts.oss-cn-beijing.aliyuncs.com/temp/166150328242950728.wav', 

      phone_duration: [ 

        { 

          begin_time: 0, 

          end_time: 50, 

          phone: 'n' 

        }, 

        { 

          begin_time: 50, 

          end_time: 100, 

          phone: 'i3' 

        }, 

        { 

          begin_time: 100, 

          end_time: 200, 

          phone: 'h' 

        }, 

        { 

          begin_time: 200, 

          end_time: 362, 

          phone: 'ao3' 

        } 

      ], 

      word_duration: [ 

        { 

          begin_time: 0, 

          end_time: 100, 

          word: '你' 

        }, 

        { 

          begin_time: 100, 

          end_time: 362, 

          word: '好,' 

        } 

      ] 

    }, 

    allfaceData: { 

      oss_url: 'http://ds-vhost-action-dev.oss-cn-beijing.aliyuncs.com/mouth/166150328242950728.json', 

      time_log: { 

        all_time: 0.06560897827148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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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wnload_time: 0.00014519691467285156, 

        featextr_time: 0.028823375701904297, 

        inference_time: 0.0051746368408203125, 

        upload_time: 0.031229257583618164 

      } 

    }, 

    motionFusionedData: { 

      oss_url: 'http://ds-vhost-action-dev.oss-cn-beijing.aliyuncs.com/body_fusioned/166150328242950728.json

      time_log: { 

        all_time: 0.10920214653015137, 

        download_time: 0.0001423358917236328, 

        featextr_time: 0.03156781196594238, 

        inference_time: 0.029526710510253906, 

        upload_time: 0.04767823219299316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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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P⽂字驱动数字⼈（问答类型）
输⼊问题⽂本获得答案⽂本、语⾳⽂件，并获得表情、身体动作等信息，身体动作可以根据实际

情形选择是否⽣成。

请求地址： https://motionverseapi.deepscience.cn/版本号/api/AnswerCollectMotion 

请求⽅式： POST 

请求类型： application/json 

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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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必

填
描述 示例值

text string 是 问答请求⽂本 您好

compress bool 否

返回的 oss_url的内容是
否是⼆进制，若为

true，⽣成的是⼆进制
格式数据，若为否为

json格式，参数默认的
是false。

默认为false

nlp_config▼ object 否 tts请求参数设置 {}

  qa_type number 否
0 内部问答 1 外部问答
2 组合问答

默认0

  go_chatBot bool 否
⽆法回答时是否 采取随
机回答策略

默认false

  is_random bool 否 是否闲聊 默认false

tts_config ▼ object 否 tts请求参数设置 {}

  voice_name string 否

声⾳⻆⾊，可供选择的

有maoxiaomei、aixia、
sicheng、aicheng、
aitong、aishuo、aida、
aiqi

默认值aiqi

  speed number 否 速度 默认值50

  volume number 否 ⾳量 默认值50

  fm number 否 ⾳调 默认值50

face_config ▼ object 否 表情请求参数设置 {}

  face_type number 否 表情⾳素
1:语⾳驱动；2：⾳素驱动，默
认为1

  gender string 否
性别 男性male ⼥性
female

有默认值、默认male

  tag number 否

⾯部情绪 情绪 0-综合 1-
⾼兴 2-悲伤 3-⽣⽓ 4-惊
讶 5-中⽴ 6-激动 7-沮丧
8-恐惧 9-厌恶

默认值为0

body_config ▼ object 否 动作请求参数设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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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必

填
描述 示例值

  body_motion number 否

身体动作，如果不填，

不⽣成身体动作，如果

为1，客服动作；如果为
2，适⽤于萌宠的动作，
暂时还不⽀持；如果为

3，线上⾃动画使⽤的动
作；如果为4，售货员动
作

默认为空

  filter_window number 否 动作平滑窗⼝ 默认值15

  filter_order number 否 平滑阶数 默认值3

  hermit_order number 否 ⾮匀速动作曲线的阶数 默认值4

  fusion_num number 否 动作融合过程的帧数 默认值17

  speed_ratio number 否 动作播放速度控制 默认值0.5

  insert_times array 否

插⼊动作时间（秒），

（不传就没有动作融

合）

[3, 10]

  insert_motions array 否

插⼊动作id ，字段⻓度
与insert_times⼀致，
（不传就没有动作融

合）

['ZZ01A00120220914T112639'
'ZZ03A00120220914T121405']

  style_tag string 否

请求动作的tag类型，如
果body_motion参数为
1，style_tag参数
为"kefu"等；如果
body_motion参数为2，
后续会⽀持；如果

body_motion参数为3，
⽀持2种tag的拼接，拼
接⽤“，”分开，默
认"Happy,Speech"；参
数列表⻅附件；如果

body_motion参数为4，
style_tag参数
为“CakeGirlJQJSA”等；

请求动作的tag类型，如果
body_motion参数为1，
style_tag默认参数为"kefu"；如
果body_motion参数为3，⽀持2
种tag的拼接，拼接⽤“，”分
开，默认"Happy,Speech"；参
数列表在⽂件尾部；如果

body_motion参数为4，
style_tag默认参数
为“CakeGirlJQJSA”；如果
motion参数为5，style_tag默认
参数为”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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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必

填
描述 示例值

  step_time number 否

单位是秒，若两个指定

插⼊动作之间时⻓⼤于

该参数，则会在中间插

⼊回归待机动作。若⼤

于该参数的倍数，则相

应的会插⼊多个回归待

机动作。

默认值10

  limit_degree number 否
限制头部歪的⻆度，最

⼩为1
有默认值，默认为90

  limit_spine bool 否

头部+身体前倾左右轴是
否锁定参数，如果为

true，limit_degree需要
在1-3之间

默认false

  head_x_rot number 否

⽤于调整仰头低头的⻆

度。表示头沿X轴转动的
⻆度，范围为-180度～
180度；正数表示低头，
负数表示抬头

默认值-10

返回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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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示例值

code number 响应码 0

data ▼ object

  answerDmeasyData ▼ object 问答返回数据

    answer string 答案⽂本 酒店有早餐

    query string 问题⽂本 有早餐吗

    result_from string
语义匹配 
1.eva_chatbot：闲聊机器⼈ 
2.tencent_sim：语义匹配

tencent_sim

    simquery string 与问答库中的哪个字段语义相似

  ttsSynthesizeData ▼ object tts语⾳合成数据

    audio_url string ⽣成的⾳频地址 http://xxx.xxx.wav

    phone_duration array 返回分析数据 -

    word_duration array 返回分析数据 -

  allfaceData ▼ object 表情动作数据

    oss_url string bs的url http://xxx.xxx.json

    time_log string 流程中的时间戳⽇志 -

  motionFusionedData ▼ object 身体动作数据

    oss_url string bs的url http://xxx.xxx.json

    time_log string 流程中的时间戳⽇志

请求示例：

{ 

  "text": "今天天⽓怎么样", 

  "body_config":{ "body_motion": 3 } 

} 

返回示例：

http://xxx.xxx.wav/
http://xxx.xxx.json/
http://xxx.xxx.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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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de: 0, 

  msg: 'ok', 

  data: { 

    answerDmeasyData: { 

      answer: '这个问题我还没学会如何帮您处理', 

      code: 0, 

      query: '你好', 

      result_from: 'tencent_sim', 

      simquery: '' 

    }, 

    ttsSynthesizeData: { 

      audio_url: 'http://ds-model-tts.oss-cn-beijing.aliyuncs.com/temp/166210381095863293.wav', 

      phone_duration: [ 

        { 

          begin_time: 0, 

          end_time: 62, 

          phone: 'zh' 

        }, 

        { 

          begin_time: 62, 

          end_time: 87, 

          phone: 'e4' 

        }, 

        { 

          begin_time: 87, 

          end_time: 112, 

          phone: 'g' 

        }, 

        { 

          begin_time: 112, 

          end_time: 174, 

          phone: 'e4' 

        }, 

        { 

          begin_time: 174, 

          end_time: 249, 

          phone: 'w' 

        }, 

        { 

          begin_time: 249, 

          end_time: 336, 

          phone: 'uen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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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gin_time: 336, 

          end_time: 461, 

          phone: 't' 

        }, 

        { 

          begin_time: 461, 

          end_time: 523, 

          phone: 'i2' 

        }, 

        { 

          begin_time: 523, 

          end_time: 573, 

          phone: 'w' 

        }, 

        { 

          begin_time: 573, 

          end_time: 635, 

          phone: 'uo3' 

        }, 

        { 

          begin_time: 635, 

          end_time: 760, 

          phone: 'h' 

        }, 

        { 

          begin_time: 760, 

          end_time: 822, 

          phone: 'ai2' 

        }, 

        { 

          begin_time: 822, 

          end_time: 872, 

          phone: 'm' 

        }, 

        { 

          begin_time: 872, 

          end_time: 997, 

          phone: 'ei2' 

        }, 

        { 

          begin_time: 997, 

          end_time: 1109, 

          phone: 'x' 

        }, 

        { 

          begin_time: 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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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_time: 1171, 

          phone: 've2' 

        }, 

        { 

          begin_time: 1171, 

          end_time: 1283, 

          phone: 'h' 

        }, 

        { 

          begin_time: 1283, 

          end_time: 1333, 

          phone: 'uei4' 

        }, 

        { 

          begin_time: 1333, 

          end_time: 1445, 

          phone: 'r' 

        }, 

        { 

          begin_time: 1445, 

          end_time: 1520, 

          phone: 'u2' 

        }, 

        { 

          begin_time: 1520, 

          end_time: 1645, 

          phone: 'h' 

        }, 

        { 

          begin_time: 1645, 

          end_time: 1745, 

          phone: 'e2' 

        }, 

        { 

          begin_time: 1745, 

          end_time: 1845, 

          phone: 'b' 

        }, 

        { 

          begin_time: 1845, 

          end_time: 1970, 

          phone: 'ang1' 

        }, 

        { 

          begin_time: 1970, 

          end_time: 2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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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ne: 'n' 

        }, 

        { 

          begin_time: 2070, 

          end_time: 2157, 

          phone: 'in2' 

        }, 

        { 

          begin_time: 2157, 

          end_time: 2282, 

          phone: 'ch' 

        }, 

        { 

          begin_time: 2282, 

          end_time: 2357, 

          phone: 'u3' 

        }, 

        { 

          begin_time: 2357, 

          end_time: 2419, 

          phone: 'l' 

        }, 

        { 

          begin_time: 2419, 

          end_time: 2556, 

          phone: 'i3' 

        } 

      ], 

      word_duration: [ 

        { 

          begin_time: 0, 

          end_time: 87, 

          word: '这' 

        }, 

        { 

          begin_time: 87, 

          end_time: 174, 

          word: '个' 

        }, 

        { 

          begin_time: 174, 

          end_time: 336, 

          word: '问' 

        }, 

        { 

          begin_time: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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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_time: 523, 

          word: '题' 

        }, 

        { 

          begin_time: 523, 

          end_time: 635, 

          word: '我' 

        }, 

        { 

          begin_time: 635, 

          end_time: 822, 

          word: '还' 

        }, 

        { 

          begin_time: 822, 

          end_time: 997, 

          word: '没' 

        }, 

        { 

          begin_time: 997, 

          end_time: 1171, 

          word: '学' 

        }, 

        { 

          begin_time: 1171, 

          end_time: 1333, 

          word: '会' 

        }, 

        { 

          begin_time: 1333, 

          end_time: 1520, 

          word: '如' 

        }, 

        { 

          begin_time: 1520, 

          end_time: 1745, 

          word: '何' 

        }, 

        { 

          begin_time: 1745, 

          end_time: 1970, 

          word: '帮' 

        }, 

        { 

          begin_time: 1970, 

          end_time: 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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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 '您' 

        }, 

        { 

          begin_time: 2157, 

          end_time: 2357, 

          word: '处' 

        }, 

        { 

          begin_time: 2357, 

          end_time: 2556, 

          word: '理,' 

        } 

      ] 

    }, 

    allfaceData: { 

      oss_url: 'http://ds-vhost-action-dev.oss-cn-beijing.aliyuncs.com/mouth/166210381095863293.json', 

      time_log: { 

        all_time: 0.08924627304077148, 

        download_time: 0.00010824203491210938, 

        featextr_time: 0.03851485252380371, 

        inference_time: 0.006101131439208984, 

        upload_time: 0.04432487487792969 

      } 

    }, 

    motionFusionedData: { 

      oss_url: 'http://ds-vhost-action-dev.oss-cn-beijing.aliyuncs.com/body_fusioned/166210381095863293.json

      time_log: { 

        all_time: 0.26407790184020996, 

        download_time: 0.00013136863708496094, 

        featextr_time: 0.047425031661987305, 

        inference_time: 0.09535050392150879, 

        upload_time: 0.12093997001647949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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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件驱动播报数字⼈

通过⾳乐⽂件，⽣成⼝型、身体动作信息。

请求地址： https://motionverseapi.deepscience.cn/api/audio2dance 

请求⽅式： POST 

请求类型： application/json 

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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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必填 描述 默认值 示例值

audio_url string
与

audio_b64
⼆选⼀

语⾳⽂件链接

(.wav, .mp3)或者
内容为语⾳

base64的⽂件链
接(.json)

⽆
http://www.xxx.wav 
http://www.xxx.json

audio_b64 string
与audio_
url⼆选⼀

wav语⾳的
base64编码

⽆

audio_format string 否

表示语⾳的类

型；若

audio_format
为”wav”或者为
空，则表示语⾳

数据为wav格式
或者mp3格式；
若audio_format
为”base64”，则
表示语⾳数据为

base64格式；

默认为

空，表

示”wav”
“base64”

compress bool 否

表示返回的

oss_url的内容是
否是⼆进制；若

为True，⽣成的
是⼆进制格式；

若为False，⽣成
的是可读的json
格式；

False False

style_tag string 否
请求动作的tag类
型

1

1： 流⾏⻛格； 
2：中式传统⻛
格； 
3：中式可爱⻛
格； 
4：英式街舞⻛
格； 
5：动漫⻛格； 
6：嘻哈⻛格

filter_window int 否

表示动作平滑窗

⼝；范围[3,
19]，必须为奇
数；

15 15

http://www.xxx.wav/
http://www.xxx.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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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必填 描述 默认值 示例值

filter_order int 否
表示平滑阶数，

范围[3, 5]；
3 3

speed_ratio float 否

表示动作播放速

度控制；范围为

[0,1]；
0.5 0.5

返回示例：

名称 类型 描述

audio_time float 上传的⾳频⻓度

code int 0表示成功，-1表示失败

oss_url string 返回动作⽂件url

time_log dict 处理时间⽇志

请求示例：

返回示例：

{ 

    "audio_time": 0.55, 

    "code": 0, 

    "oss_url": "https://ds-vhost-action-dev.oss-cn-beijing.aliyuncs.com/body/166902842125152134.json", 

    "time_log": { 

        "all_time": 0.4145646095275879, 

        "download_time": 0.0008797645568847656, 

        "featextr_time": 0.0001423358917236328, 

        "inference_time": 0.35712695121765137, 

        "upload_time": 0.05617880821228027 

    }, 

    "version": 1.0.0 

} 

{ 

    "compress": false, 

    "audio_url": "http://ds-vhost-admin-dev.oss-cn-beijing.aliyuncs.com/permanent/68aebfe5e256449e8250390a4f

    "audio_format": "wav", 

    "style_tag": "CakeGirlJQJS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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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情绪 年龄 状态 类型

Neutral 中⽴的 Old ⽼的 Agreement 协商 Speech 演讲

Sad 悲哀的 Disagreement 分歧 客服

Happy 快乐的 Pensive 沉思 谈话

Relaxed 轻松的 Sneaky 隐秘的

Angry 发怒的

Flirty 轻浮的

Scared 害怕的

Distracted 分⼼的

Sarcastic 嘲讽的

Threatening 威胁的

Still 平静的

Tired 疲倦的

Laughing 带笑意的

情绪： 
0-综合 
1-⾼兴 
2-悲伤 
3-⽣⽓ 
4-惊讶 
5-中⽴ 
6-激动 
7-沮丧 
8-恐惧 
9-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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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根据⽤户的请求参数在HIVE端驱动渲染数字⼈的对应⼝型，动作，转换成视频流的格式传输到客户
端。

功能时序图

图⽚

获取流初始化步骤

图⽚

问答流程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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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 ion

let ionUrl = 'https://iontest2.avatarworld.cn/ion'  // ion服务器地址 

let remote = new Ion.Connector(ionUrl)              // 初始化 remote 

let room = new Ion.Room(remote)                     // 初始化 room 

let remoteRTC = new Ion.RTC(remote)                 // 初始化 remoteRTC 

room ⽅法

⽅法 描述 参数

close 关闭房间 -

join 加⼊房间 参数说明

leave 离开房间 (roomId, userId)

message 发送消息 (roomId, userId, 'all', 'Map', payload)

onmessage 接收消息 res

room.message 发送消息参数说明

位置 类型 必填 描述 示例值

1 string 是 房间ID
YXQ-202206232022062300001003 
03000001-16578802507758596

2 string 是 ⽤户ID user_poc

3 string 是 发送到⽬标[all 所有⼈] all

4 string 是 数据类型 Map

5 data 是 数据 map 格式的数据

remoteRTC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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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描述 参数

join 加⼊房间 (roomId, userId)

close 关闭推流 -

ontrack 接收推流 (track, 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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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hive
请求地址： https://iontest1.avatarworld.cn/cloudSevenApi/ 

初始化 hive
地址： cell/init 

请求⽅式： POST 

请求类型： application/json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必填 描述 示例值

terminalNo string 是 终端编号 202206230000100303

product string 是 应⽤ID YXQ

config string 是 设置

config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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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必填 描述 示例值

aarJson object 是 接收流设置 {}

appId string 是 应⽤id cn.deepscience.ionpoc

fps number 是 传输帧数 30

screenMode number 是 显示模式[0:横屏 1:竖屏] 0

dpiWidth number 是 宽度 1920

dpiHeight number 是 ⾼度 1080

videoCodecType string 是 视频编码 "H264"

appJson object 是 数字⼈设置 {}

type number 是

数据类型： 
0:初始化  
1:发送消息  
2:滑动（废弃） 
3:替换数据（废弃） 
4:设置形象 
5:相机类型 
6:设置尺⼨ 
7:设置动作 

0

roleIndex number 是 虚拟⼈形象编号 1

actionStyle number 是 虚拟⼈动作编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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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fig 设置示例 

"{ 

  "aarJson": 

  { 

    "appId": "cn.deepscience.ionpoc", 

    "fps": 30, 

    "screenMode": 0, 

    "dpiWidth": 1920, 

    "dpiHeight": 1080, 

    "videoCodecType": "H264" 

  }, 

  "appJson":" 

  { 

    \"type\":0, 

    \"roleIndex\":1, 

    \"actionStyle\":3" 

  } 

}" 

返回参数：

名称 类型 描述 示例值

code number 响应码 200

data ▼ object 返回数据

   deviceName string 设备id 3492508277675479

   roomId string 房间id
YXQ-202206232022062300001003 
03000001-16578802507758596

message string 返回消息 操作成功

返回示例：

{ 

    "code": 0, 

    "messag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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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房间

1、客户端加⼊房间配置信息

名称 类型 必填 描述 示例值

sid string 是 room id
YXQ-202206232022062300001003 
03000001-16578802507758596

uid string 是 ⽤户 id user_poc

displayname string 是 展示名称 new peer

destination string 是 ⽬标 webrtc://ion/peer1

role number 是 ⻆⾊ Ion.Role.HOST

direction number 是 ⽅向 Ion.Direction.INCOMING

客户端加⼊房间代码示例：

room.join({ 

  sid: roomId, 

  uid: userId, 

  displayname: 'new peer', 

  destination: 'webrtc://ion/peer1', 

  role: Ion.Role.HOST, 

  protocol: Ion.Protocol.WEBRTC, 

  direction: Ion.Direction.INCOMING, 

}) 

2、remoteRTC加⼊房间配置信息

名称 类型 必填 描述 示例值

roomId string 是 room id
YXQ-202206232022062300001003 
03000001-16578802507758596

userId string 是 ⽤户 id user_poc

remoteRTC加⼊房间代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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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room.join是Promise，可以在客户端成功加⼊房间的 then ⽅法⾥ 让remoteRTC加⼊房间 

.then( result => { 

  remoteRTC.join(roomId, user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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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 hive
地址： https://iontest1.avatarworld.cn/cloudSevenApi/cell/release?roomId= 房间ID

请求⽅式： POST 

请求类型： application/json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必填 描述 示例值

roomId string 是 房间ID
YXQ-202206232022062300001003 
03000001-16578802507758596

返回参数

名称 类型 描述 示例值

code number 返回码 200

message string 返回信息 操作成功

data object 返回数据 null

返回示例

{ 

  "code":0, 

  "message":"", 

  "data":nu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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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 hive 状态
地址： cell/getState?roomId= 房间ID

请求⽅式： POST 

请求类型： application/json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必填 描述 示例值

roomId string 是 房间ID
YXQ-202206232022062300001003 
03000001-16578802507758596

返回参数

名称 类型 描述 示例值

code number 返回码 200

message string 返回信息 操作成功

data object 返回数据 {}

  initTime string 初始化时间 2022-07-19 14:00:02

  remark string 描述信息 成功

  state string 运⾏状态 RUNNING

返回示例

{ 

  "code":0, 

  "message":"", 

  "data":{ 

    "initTime": "" 

    "remark": "" 

    "stat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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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hive 状态
客户端成功加⼊房间后，需要5秒请求⼀次更新hive状态。

地址： cell/touch?terminalNo= 终端编号 &roomId= 房间ID

请求⽅式： POST 

请求类型： application/json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必填 描述 示例值

roomId string 是 房间ID
YXQ-202206232022062300001003 
03000001-16578802507758596

terminalNo string 是 终端编号 202206230000100303

返回参数

名称 类型 描述 示例值

code number 返回码 200

message string 返回信息 操作成功

data object 返回数据 null

返回示例

{ 

  "code":0, 

  "message":"", 

  "data":nu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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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API基于VUE框架，托管在NPM包管理平台，⻚⾯调⽤时，资源可以随接⼝⼀起下载。

API模式逻辑上是对⼀组接⼝、⾃定义组件或⻚⾯的封装，⽤于嵌⼊到客户⻚⾯中使⽤。拥有独⽴的
API 接⼝、域名列表，有⾮常强的安全性。

对接功能设计

在⻚⾯接⼊API后，双⽅通过接⼝进⾏联调，以实现如下功能：

1、API通过⽹络动态加载客服模型数据

2、⻚⾯把收集到的语⾳/⽂本发送到API端⼝，我们会将数据发送到服务器，做数据处理

3、服务器返回对应的语⾳数据、⼝型数据，并⾃动驱动数字客服的语⾳、动作、表情和⼝型

4、API会通过回调返回⻚⾯，做⼀些⻚⾯控制

功能时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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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开始

1. 安装组件库

npm i deep-web-motion 

2. 引⽤组件库

import Motion from 'deep-web-motion'; 

 

Vue.use(Motion); 

3. 使⽤组件库

在Vue⻚⾯内使⽤

<m-robot ref="mRobot"/> 

在Vue⽅法中获取组件

this.$refs.mRobot 

组件暴露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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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插件对象数据的配置 

 * @param {object} obj 数据对象，字段全为选填，按需配置 

 * { 

 *   localMotionArr: [ 

 *     { 

 *       actionName: "Jiang", // 由模型提供⽅提供 

 *       audioUrl: "https://zksz/123456.wav", // 对应⾏为的语⾳ 

 *       mouthUrl: "https://zksz/123456.json" // 对应⾏为的⼝型 

 *     } 

 *   ], 

 *   randomMotionKeyArr: ["Jiang1", "Jiang2"], // 由模型提供⽅提供 

 *   faceMorphKey: "Face_51_0,Face_51_1", // 由模型提供⽅提供，0:⼩程序，1:web 

 *   modelUrl: "https://wwww.xxx.com/kefu.glb", // 模型url地址，可以固定配置，也可以从服务端获取 

 *   serverUserId: "18211111111", // 服务端的 userId 

 *   terminalNo: "00211", // 终端设备编号 

 *   asrName: "baidu" // 语⾳识别名称 

 *   audioFileFormat："pcm" // 语⾳⽂件格式 pcm m4a 

 * } 

 */ 

configData(obj) 

 

/** 

 * 获取服务端配置信息(根据 serverUserId(必填) 和 terminalNo(可选) 获取) 

 * @param {object} callback 服务器结果回调

 */ 

getServerConfigData(callback) 

 

/** 

  * 模型初始化 

  * @param {number} width 渲染器的宽度 

  * @param {number} height 渲染器的⾼度 

  * @param {function} callback 模型加载结果回调 

  */ 

init(width, height, callback) 

 

/** 

  * 根据语⾳获取对应的答案 

  * @param {object} audioRes ⾳频⽂件对象 { "bolb": bolb, size: bolb.size } 

  * @param {object} options 配置数据 { "isNeedPlay": false } 

  * @param {function} resultCallback 服务器结果回调 

  * @param {function} playStartCallback 语⾳播报开始回调 

  * @param {function} playCompleteCallback 语⾳播报结束回调 

  */ 

getAnswerAccordAudio(audioRes, options, resultCallback, playStartCallback, playCompleteCall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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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本获取对应的答案 

  * @param {string} text ⽂本 

  * @param {object} options 配置数据 { "isNeedPlay": false } 

  * @param {function} resultCallback 服务器结果回调 

  * @param {function} playStartCallback 语⾳播报开始回调 

  * @param {function} playCompleteCallback 语⾳播报结束回调 

  */ 

getAnswerAccordText(text, options, resultCallback, playStartCallback, playCompleteCallback) 

 

/** 

 * 根据⽂本⽣成对应的语⾳播报 

 * @param {string} text ⽂本 

 * @param {object} options 配置数据 { "isNeedPlay": false } 

 * @param {function} resultCallback 服务器结果回调 

 * @param {function} playStartCallback 语⾳播报开始回调 

 * @param {function} playCompleteCallback 语⾳播报结束回调 

 */ 

getBoardcastAudio(text, options, resultCallback, playStartCallback, playCompleteCallback) 

 

/** 

  * 开始动作(肢体动作、脸部表情) 

  * @param {string} actionName 动作名称 

  * @param {number} actionId 动作唯⼀标识，(使⽤场景：⼀个动作⽤于多种回答) 选填 

  */ 

startAction(actionName) 

 

/** 

  * 停⽌动作 

  */ 

stopAction() 

 

/** 

  * 改变语⾳的⾳量 

  * @param {number} volume 声⾳的⾳量 0～1 

  */ 

changeAudioVolume(volume) 

问题反馈

如果在使⽤中科深智问答机器⼈组件库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通过发送邮箱（邮箱：

luozhiwen@deepscience.cn）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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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身体绑定规范

1、⻣骼命名与层级

按标准，所有命名及层

级都不能错。 
 
标准⻣骼St_Bone_G
为标准，可直接⽤作匹

配模型。以下为下载链

接。 
 
下载标准⻣骼 
 
可任意添加附属⻣骼，

但不能改变原⻣骼层级

的⽗⼦关系。

https://www.deepscience.cn/?post_type=products&page_id=19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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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骼处理

统⼀标准为T Poss，确认全部关节⽅向为世界⽅向。 全部关节⽅向⼀
致，不允许左右对称。不允许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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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T Poss之下，除去⼿部⼤拇指的特殊处理，其它关节不允许有旋转值。（如带了旋转值，在动捕前程
序会默认清0）

旋转顺序为"XYZ",旋转轴不可以有数值，关节⽅向不可以有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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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完整使⽤我们提供的⻣骼去直接适配⻆⾊。按本规范执⾏。

3、模型不是标准TPose的情况
如果模型不是T Pose，请⽤T Pose⻣骼旋转匹配模型姿势，刷好权重后，去掉旋转值，让模型姿势变
成 T Pose。以下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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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没有旋转的情况下，匹配位置。

然后，旋转以匹配模型。

刷好权重之后，去掉旋转值，将模型变成标准T P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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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骼位置建议
肩膀与⼤臂

肩膀与⼤臂距离不宜设置过⻓和过短，根据模型肩宽来决定。

脊柱3节⻣骼位置

分别放⾄： 
 
胯部体块上部交界处；

 
胸部体块下部交界处；

 
胸部体块中⼼。 
 
弯腰动作测试合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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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摆放位置

⼤致放在⼿肘和⼿腕中间位置即可

适当刷⼀下权重，不要让⼿腕旋转扭曲即可

⼿指拇指关节处理

这部分容易出错，有疑问请主动联系⽀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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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HandThumb1来匹配位置与旋转，使3节⼦关节蓝轴（Z轴）平⾏于指甲盖。

动捕时，右⼿拇指沿+Z轴实现内弯，左⼿则是沿-Z轴。

DM⾯部绑定规范

⼀、⾯部绑定注意事项

1.眉⽑、睫⽑、眼球、⾆头、⽛⻮等参与混合变形的附属模型，应与⾯部合并为⼀个模型，并且命名
为"Face"（24卡通规范命名为"Face_24",32卡通规范命名为"Face_42"），放置于Render下。如图。⽗
层级⼀定要，命名为Render。

2.所有BlendShape需按照顺序统⼀指定给Face，属性中的BlendShape命名后⾯不应有任何后缀，必须
是"blendShape"，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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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部绑定BlendShape原型数量有3种规范以下说明。

24个原型适合⾯部结构简单的符号化⻆⾊。⾯部所在Mesh命名为"Face_24"。

32个原型适合⾯部结构不复杂的卡通⻆⾊。⾯部所在Mesh命名为"Face_32"。

42个原型适合⾯部结构复杂的卡通⻆⾊和写实⻆⾊。⾯部所在Mesh命名为"Face_42"。

51个原型适合写实⻆⾊。⾯部所在Mesh命名为"Face_51"。

Mesh命名⽆后缀------"Face" ，默认以42个原型的情况处理。

⾯部BlenShape排列顺序
注意：顺序与命名必须完全按照要求。

有4种规范，以下分别列举。

24个原型------"Face_24"以下列举.。

1.eyeBlinkRight 右眼闭眼  
2.eyeLookDownRight 右眼向下看  
3.eyeLookInRight 右眼向内看  
4.eyeLookOutRight 右眼向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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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yeLookUpRight 右眼向上看  
6.eyeBlinkLeft 左眼闭眼  
7.eyeLookDownLeft 左眼向下看  
8.eyeLookInLeft 左眼向内看  
9.eyeLookOutLeft 左眼向外看  
10.eyeLookUpLeft 左眼向上看  
11.jawRight 下颌向右  
12.jawLeft 下颌向左  
13.jawOpen 下颌向下开⼝  
14.mouthClose 闭嘴  
15.mouthPucker 噘嘴  
16.mouthSmileRight 右嘴⻆微笑  
17.mouthSmileLeft 左嘴⻆微笑  
18.mouthFrownRight 右嘴⻆下挑  
19.mouthFrownLeft 左嘴⻆下挑  
20.mouthDimpleRight 右嘴⻆向后动  
21.mouthDimpleLeft 左嘴⻆向后动  
22.browDownRight 右眉⽑凶眉  
23.browDownLeft 左眉⽑凶眉  
24.browInnerUp 内挑眉

32个原型------"Face_32"以下列举。

1.eyeBlinkRight 右眼闭眼  
2.eyeLookDownRight 右眼向下看  
3.eyeLookInRight 右眼向内看  
4.eyeLookOutRight 右眼向外看  
5.eyeLookUpRight 右眼向上看  
6.eyeWideRight 右眼瞪眼  
7.eyeBlinkLeft 左眼闭眼  
8.eyeLookDownLeft 左眼向下看  
9.eyeLookInLeft 左眼向内看  
10.eyeLookOutLeft 左眼向外看  
11.eyeLookUpLeft 左眼向上看  
12.eyeWideLeft 左眼瞪眼  
13.jawRight 下颌向右  
14.jawLeft 下颌向左  
15.jawOpen 张嘴  
16.mouthClose 闭嘴唇  
17.mouthPucker 噘嘴  
18.mouthRight 嘴唇向右上挑  
19.mouthLeft 嘴唇向左上挑  
20.mouthSmileRight 右嘴⻆上挑  
21.mouthSmileLeft 左嘴⻆上挑  
22.mouthFrownRight 右嘴⻆下挑  
23.mouthFrownLeft 左嘴⻆下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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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mouthDimpleRight 右嘴⻆向后动  
25.mouthDimpleLeft 左嘴⻆向后动  
26.mouthShrugLower 下嘴唇向外移动  
27.mouthShrugUpper 上嘴唇向外移动  
28.browDownRight 右眉⽑凶眉  
29.browDownLeft 左眉⽑凶眉  
30.browInnerUp 内挑眉  
31.browOuterUpRight 右眉⽑挑眉  
32.browOuterUpLeft 左眉⽑挑眉

42个原型------"Face_42"以下列举

1.eyeBlinkRight 右眼闭眼  
2.eyeLookDownRight 右眼向下看  
3.eyeLookInRight 右眼向内看  
4.eyeLookOutRight 右眼向外看  
5.eyeLookUpRight 右眼向上看  
6.eyeSquintRight 右眼眼睑收缩  
7.eyeWideRight 右眼瞪眼  
8.eyeBlinkLeft 左眼闭眼  
9.eyeLookDownLeft 左眼向下看  
10.eyeLookInLeft 左眼向内看  
11.eyeLookOutLeft 左眼向外看  
12.eyeLookUpLeft 左眼向上看  
13.eyeSquintLeft 左眼眼睑收缩  
14.eyeWideLeft 左眼瞪眼  
15.jawForward 下颌向前  
16.jawRight 下颌向右  
17.jawLeft 下颌向左  
18.jawOpen 张嘴  
19.mouthClose 下颌向下同时闭嘴唇  
20.mouthPucker 噘嘴  
21.mouthRight 嘴唇向右上挑  
22.mouthLeft 嘴唇向左上挑  
23.mouthSmileRight 右嘴⻆上挑  
24.mouthSmileLeft 左嘴⻆上挑  
25.mouthFrownRight 右嘴⻆下挑  
26.mouthFrownLeft 左嘴⻆下挑  
27.mouthDimpleRight 右嘴⻆向后动  
28.mouthDimpleLeft 左嘴⻆向后动  
29.mouthRollLower 下唇向嘴内侧移动  
30.mouthRollUpper 上唇向嘴内侧移动  
31.mouthShrugLower 下嘴唇向外移动  
32.mouthShrugUpper 上嘴唇向外移动  
33.browDownRight 右眉⽑外部向下挑  
34.browDownLeft 左眉⽑外部向下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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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browInnerUp 内挑眉  
36.browOuterUpRight 右眉⽑外部向上挑  
37.browOuterUpLeft 左眉⽑外部向上挑  
38.cheekPuff 两个脸颊向外运动  
39.cheekSquintRight 右脸颊向上移动  
40.cheekSquintLeft 左脸颊向上移动  
41.noseSneerRight ⿐孔右侧抬⾼  
42.noseSneerLeft ⿐孔左侧抬⾼

51个原型------"Face_51"以下列举

1.eyeBlinkRight 右眼闭眼  
2.eyeLookDownRight 右眼向下看  
3.eyeLookInRight 右眼向内看  
4.eyeLookOutRight 右眼向外看  
5.eyeLookUpRight 右眼向上看  
6.eyeSquintRight 右眼眼睑收缩  
7.eyeWideRight 右眼瞪眼  
8.eyeBlinkLeft 左眼闭眼  
9.eyeLookDownLeft 左眼向下看  
10.eyeLookInLeft 左眼向内看  
11.eyeLookOutLeft 左眼向外看  
12.eyeLookUpLeft 左眼向上看  
13.eyeSquintLeft 左眼眼睑收缩  
14.eyeWideLeft 左眼瞪眼  
15.jawForward 下颌向前  
16.jawRight 下颌向右  
17.jawLeft 下颌向左  
18.jawOpen 张嘴  
19.mouthClose 下颌向下同时闭嘴唇

20.mouthFunnel 双唇收缩成开放形状  
21.mouthPucker 噘嘴  
22.mouthRight 嘴唇向右上挑  
23.mouthLeft 嘴唇向左上挑  
24.mouthSmileRight 右嘴⻆上挑  
25.mouthSmileLeft 左嘴⻆上挑  
26.mouthFrownRight 右嘴⻆下挑  
27.mouthFrownLeft 左嘴⻆下挑  
28.mouthDimpleRight 右嘴⻆向后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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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mouthDimpleLeft 左嘴⻆向后动  
30.mouthStretchRight 右嘴⻆向左移动  
31.mouthStretchLeft 左嘴⻆向右移动  
32.mouthRollLower 下唇向嘴内侧移动  
33.mouthRollUpper 上唇向嘴内侧移动  
34.mouthShrugLower 下嘴唇向外移动  
35.mouthShrugUpper 上嘴唇向外移动  
36.mouthPressRight 右侧下唇向上压缩  
37.mouthPressLeft 左侧下唇向上压缩  
38.mouthLowerDownRight 右侧下唇向下运动  
39.mouthLowerDownLeft 左侧下唇向下运动  
40.mouthUpperUpRight 右侧上唇向上运动  
41.mouthUpperUpLeft 左侧上唇向上运动  
42.browDownRight 右眉⽑外部向下挑  
43.browDownLeft 左眉⽑外部向下挑  
44.browInnerUp 内挑眉  
45.browOuterUpRight 右眉⽑外部向上挑  
46.browOuterUpLeft 左眉⽑外部向上挑  
47.cheekPuff 两个脸颊向外运动  
48.cheekSquintRight 右脸颊向上移动  
49.cheekSquintLeft 左脸颊向上移动  
50.noseSneerRight ⿐孔右侧抬⾼  
51.noseSneerLeft ⿐孔左侧抬⾼

全部⾯部BlendShape原型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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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左眼上眼睑闭合。

2.

左眼睑向下凝视。



DM身体绑定规范DM身体绑定规范

98

3.

左眼睑向内凝视。

4.

左眼睑向外凝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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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左眼睑向上凝视。

6.

左眼睑收缩。(眯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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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左眼瞪眼。

8.

右眼上眼睑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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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右眼睑向下凝视。

10.

右眼睑向内凝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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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右眼睑向外凝视。

12.

右眼睑向上凝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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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右眼睑收缩。(眯眼)。

14.

右眼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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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下颌向前运动。

16.

下颌向左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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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下颌向右运动。

18.

下颌打开。（张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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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嘴唇闭合。(下颌打开的同时，合上嘴唇)

上图显示了三种状态下的表情：

1.中性⾯（所有ARFaceAnchor.BlendShapeLocation系数值均为0.0，包括jawOpen和mouthClose）。

2.仅将jawOpen系数设置为1.0，同时将所有其他系数值（包括mouthClose）保持为0.0。

3.将jawOpen和mouthClose系数都设置为1.0，同时将所有其他系数值保持为0.0。

20.

双唇收缩成开放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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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闭合嘴唇的收缩。（发wu的⾳。）

22.

两个嘴唇向左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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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个嘴唇向右移动。

24.

嘴左⻆向上运动。（左边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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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嘴右⻆向上运动。（右边微笑）

26.

嘴左⻆向下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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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嘴右⻆向下运动。

28.

嘴左⻆向外运动（同时适当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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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嘴右⻆向外运动（同时适当向后）。

30.

右嘴⻆向右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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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左嘴⻆向左移动。

32.

下嘴唇向内侧移动。（内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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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上嘴唇向内侧移动。

34.

下嘴唇向外，并向上运动。（挤压上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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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上嘴唇向上运动。（可适当外翻）

36.

右侧下唇向上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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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左侧下唇向上压缩。

38.

右侧下唇向下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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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左侧下唇向下运动。

40.

右侧上唇向上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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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左侧上唇向上运动。

42.

左眉⽑向下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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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右眉⽑向下运动。

44.

两个眉⽑内部向上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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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左眉⽑外部向上运动。

46.

右眉⽑外部向上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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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两个脸颊向外运动。（⿎腮）

48.

脸颊在左眼周围和下⽅向上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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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脸颊在右眼周围和下⽅向上移动。

50.

⿐孔左侧⿐⼦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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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孔右侧⿐⼦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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