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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
阿里云提醒您在阅读或使用本文档之前仔细阅读、充分理解本法律声明各条款的内容。
如果您阅读或使用本文档，您的阅读或使用行为将被视为对本声明全部内容的认可。

1. 您应当通过阿里云网站或阿里云提供的其他授权通道下载、获取本文档，且仅能用
于自身的合法合规的业务活动。本文档的内容视为阿里云的保密信息，您应当严格
遵守保密义务；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同意，您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本手册内容或
提供给任何第三方使用。

2. 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公司或个人不得擅自摘抄、翻译、复制本文
档内容的部分或全部，不得以任何方式或途径进行传播和宣传。

3. 由于产品版本升级、调整或其他原因，本文档内容有可能变更。阿里云保留在没有
任何通知或者提示下对本文档的内容进行修改的权利，并在阿里云授权通道中不时
发布更新后的用户文档。您应当实时关注用户文档的版本变更并通过阿里云授权渠
道下载、获取最新版的用户文档。

4. 本文档仅作为用户使用阿里云产品及服务的参考性指引，阿里云以产品及服务
的“现状”、“有缺陷”和“当前功能”的状态提供本文档。阿里云在现有技术的
基础上尽最大努力提供相应的介绍及操作指引，但阿里云在此明确声明对本文档内
容的准确性、完整性、适用性、可靠性等不作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任何单位、
公司或个人因为下载、使用或信赖本文档而发生任何差错或经济损失的，阿里云不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在任何情况下，阿里云均不对任何间接性、后果性、惩戒性、
偶然性、特殊性或刑罚性的损害，包括用户使用或信赖本文档而遭受的利润损失，
承担责任（即使阿里云已被告知该等损失的可能性）。

5. 阿里云网站上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著作、产品、图片、档案、资讯、资料、网
站架构、网站画面的安排、网页设计，均由阿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依法拥有其知识
产权，包括但不限于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商业秘密等。非经阿里云和/或其关
联公司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修改、复制、公开传播、改变、散布、发
行或公开发表阿里云网站、产品程序或内容。此外，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同意，任
何人不得为了任何营销、广告、促销或其他目的使用、公布或复制阿里云的名称
（包括但不限于单独为或以组合形式包含“阿里云”、“Aliyun”、“万网”等阿
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品牌，上述品牌的附属标志及图案或任何类似公司名称、商
号、商标、产品或服务名称、域名、图案标示、标志、标识或通过特定描述使第三
方能够识别阿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

6. 如若发现本文档存在任何错误，请与阿里云取得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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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约定
格式格式 说明说明 样例样例

 危险危险 该类警示信息将导致系统重大变更甚至故
障，或者导致人身伤害等结果。

 危险危险

重置操作将丢失用户配置数据。

 警告警告 该类警示信息可能会导致系统重大变更甚
至故障，或者导致人身伤害等结果。

 警告警告

重启操作将导致业务中断，恢复业务
时间约十分钟。

 注意注意 用于警示信息、补充说明等，是用户必须
了解的内容。

 注意注意

权重设置为0，该服务器不会再接受新
请求。

 说明说明 用于补充说明、最佳实践、窍门等，不是
用户必须了解的内容。

 说明说明

您也可以通过按Ct rl+A选中全部文
件。

> 多级菜单递进。 单击设置设置> 网络网络> 设置网络类型设置网络类型。

粗体粗体 表示按键、菜单、页面名称等UI元素。 在结果确认结果确认页面，单击确定确定。

Courier字体 命令或代码。
执行 cd /d C:/window 命令，进入
Windows系统文件夹。

斜体 表示参数、变量。
bae log list  --inst anceid

Inst ance_ID

[] 或者 [a|b] 表示可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ipconfig [-all|-t ]

{} 或者 {a|b} 表示必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swit ch {act ive|s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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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活体检测SDK是基于手机端的人脸活体检测功能。本文介绍了离线活体检测SDK的接入流程。

准备工作准备工作
1. 登录阿里云官网注册账号。

如果已有注册账号，请跳过此步骤。

2. 进行企业实名认证。

如果已经是企业账号，请跳过此步骤。关于如何进行企业实名认证，请参见。

3. 已开通实人认证服务。

说明 说明 实人认证服务暂停接入，推荐您使用实人认证服务的升级版金融级实人认证服务，两者
价格相同。开通页面，请参见开通金融级实人认证。

离线SDK接入离线SDK接入
1. 下载离线SDK，用于在手机App中集成。

2. 集成离线SDK。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如下方式：

Android集成

iOS集成

1.接入流程概述1.接入流程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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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使用离线活体检测SDK接入方式时，您需要先下载离线SDK。本文介绍了如何下载离线SDK。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实人认证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接入设置接入设置。

3. 在接入设置接入设置页面，单击离线活体SDK离线活体SDK。

4. 在离线活体SDK离线活体SDK页签，单击添加应用添加应用。

5. 在右侧新增应用包新增应用包面板，上传需要集成活体检测SDK的应用包。

Android应用：应用平台应用平台选择AndroidAndroid，并根据应用包版本（Release版Release版、Debug版Debug版），单击对应
区域的选择文件选择文件进行上传。

iOS应用：应用平台应用平台选择iOSiOS，单击选择文件选择文件进行上传。

执行结果执行结果
成功添加应用后，您可以在应用列表中单击下载SDK下载SDK获取对应的SDK包。

下载的SDK包中已包含相应授权。

说明 说明 每个新应用默认有3天的免费SDK使用期，过期后请联系客户经理或以工单形式联系我们进行
续费。

2.下载离线SDK2.下载离线SDK

离线活体检测SDK··下载离线SDK 实人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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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离线活体检测SDK后，您可以参考本文档将SDK集成到您的Android应用中。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SDK联网说明SDK联网说明

如果您购买的SDK License非永久有效（例如有效期是1年），那么您的终端用户在使用扫脸功能时手机设
备必须连接网络；如果您购买的SDK License永久有效，那么SDK是纯离线的模式，您的终端用户在使用扫
脸功能时手机设备可以不连接网络。

SDK功能说明SDK功能说明

您从实人认证控制台下载的SDK，默认只有短期试用授权的活体检测功能。如果您需要购买活体检测功能
的正式授权（有效期授权或永久授权），请联系阿里云客户经理咨询和开通，或者通过工单联系我们。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获取正确的Android SDK。

关于离线活体SDK产品功能的详细介绍，请参见离线活体检测SDK。

在工程中导入SDK在工程中导入SDK
1. 解压离线活体SDK-ANDROID.zip包，将以下Android依赖包引入到您的应用工程中。

说明 说明 关于如何获取离线活体SDK-ANDROID.zip包，请参见下载离线SDK。

fastjson-1.2.62.jar
greensdk-x.x.x-green.aar
MiddleTierSDK-external-release-5.5.13874142.aar
SecurityBodySDK-external-release-5.5.15071314.aar
SecurityGuardSDK-external-release-5.5.15071059.aar

具体请参见以下步骤：

i. 设定引入的本地库所在路径。将需要引入的依赖包都放在./libs目录下，包含所有需要的库。

ii. 配置gradle。

repositories {
        flatDir {
            dirs './libs'
        }
    }

3.Android集成3.Android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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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build.gradle文件中引入以下依赖包。

dependencies {
    // 本地包依赖。
    implementation fileTree(dir: './libs', include: ['*.jar','*.aar'])
    // 远程包依赖。
    implementation("com.squareup.okhttp3:okhttp:3.12.0")    
    implementation("com.squareup.okio:okio:1.16.0")
    }
}

iv. 解压jniLibs-libc++_shared.zip包到jniLibs目录，并引入arm64-v8a，armeabi-v7a文件夹到jniLibs目
录下。

目前离线实人SDK版本已经移除了armeabi架构的so库文件，如遇到初始化报  -1004  错误，在ali
green-license.bin确认没问题的前提下，可能是abiFilters配置不正确，需要在SDK应用的build.grad
le中进行以下配置。

android {
    defaultConfig {
        ndk {
            abiFilters "armeabi-v7a", "arm64-v8a"
        }
    }
}

注意 注意 如果您一定要使用armeabiarmeabi架构类型，但是又无法升级到v7或v8类型，可以自行解
压aremabi.zip、jniLibslibc++_shared.zip文件，使用里面的armeabi so、libc++_shared.so库
文件代替。

离线活体检测SDK··Android集成 实人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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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配置签名。

代码示例

signingConfigs {
        release {
            // 修改为您的Release签名⽂件信息。
            storeFile file('test.jks')
            storePassword "test1234"
            keyAlias "key0"
            keyPassword "test1234"
            // 修改为您的Release签名⽂件信息。
            v1SigningEnabled true
            v2SigningEnabled true
        }
        debug { 
            // 修改为您的Debug签名⽂件信息。
            storeFile file('test.jks')
            storePassword "test1234"
            keyAlias "key0"
            keyPassword "test1234"
            // 修改为您的Debug签名⽂件信息。
            v1SigningEnabled true
            v2SigningEnabled false
        }
    }

注意 注意 在Debug模式下，v1签名为t ruet rue，v2为f alsef alse。

如果出现如下错误，需要在AndroidManifest.xml application标签中加上属性  tools:replace="an
droid:allowBackup" 

2. 导入yw_1222_xxx.jpg文件到您的应用工程中的目录下。

注意 注意 如果没有这个文件夹，请先在您的工程中创建，否则将无法正常工作。

如果在安卓工程打包时启用了  shrinkResources true ，还需要在res\raw\keep.xml文件中添加以下
内容：

<resources xmlns:tools="http://schemas.android.com/tools" tools:keep="@drawable/yw_1222
_*"/>

3. 导入aligreen-license.bin、model_live.bin文件到应用的assets目录。

注意 注意 如果没有这个文件夹，请先在您的工程中创建，否则将无法完成初始化。

4. 在离线活体检测SDK的清单文件AndroidManifest.xml中添加以下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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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人认证 离线活体检测SDK··Android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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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READ_EXTERNAL_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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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如果开启了混淆（minifyEnabled true）功能，需要在混淆配置文件proguard-rules.pro中添加以下配
置：

-keep class com.alibaba.wireless.security.**{*;}
-keep class com.alibaba.security.biometrics.**{*;}

使用SDK使用SDK
基础能力基础能力

1. 使用离线活体检测SDK之前，请根据以下代码示例获取sdcardsdcard权限：

// 确保初始化之前需要获取sdcard权限。
     if (ActivityCompat.checkSelfPermission(MainActivity.this, Manifest.permission.WRIT
E_EXTERNAL_STORAGE) != PackageManager.PERMISSION_GRANTED) {
            ActivityCompat.requestPermissions(this, new String[]{Manifest.permission.WR
ITE_EXTERNAL_STORAGE}, 0x11);
        } else {
        // 调⽤init初始化接⼝。
        }

2. 调用初始化接口。

从阿里云控制台下载到的SDK默认包含了所有算法模型，所以包体积比较大（约8.5 MB），考虑按需使
用和控制包体积两个方面，目前提供两种接入方式：

内置模型模式

指SDK里内置相应模型后集成到业务App中，这种集成模式会增加App的体积，但是终端用户可以直
接使用扫脸功能，不需要动态下载模型。永久授权的License必须使用内置模式。

动态下载模式：

指SDK里不内置相应模型，而是在终端用户使用扫脸功能时，联网动态下载，这种集成模式可以控制
App增加的体积，但是需要用户在手机联网状态下动态下载模型后开始扫脸。目前翻拍模型支持动态
下载。

离线活体检测SDK··Android集成 实人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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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使用内置模型。

/**
 * 初始化⽅法1。
 * @param Context contxt
 * @param InitListener initListener
 */
AligreenSdkManager.getInstance().init(MainActivity.this, new Init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Finish(int code, String message) {
                }
            });

使用该方式时，需要从控制台下载离线活体SDK-ANDROID.zip并解压。然后在文件夹\SDK包\mode
ls\目录中找到model_live.bin文件，将其拷贝到接入应用的assets文件夹中。model_live.bin是指翻
拍检测基本能力，必须要拷贝，表示您的终端用户在做交互动作时可以实时判断是否攻击。

说明 说明 如果您购买的是永久授权License，则必须使用该内置模型的集成方式，因为永久授
权License的情况下，SDK是纯离线的模式，刷脸过程与阿里云服务器没有交互，无法动态下载
模型。

ii. 使用动态下载的模式。

从服务器上动态下载模型（以减少SDK接入时的包体体积）。

/**
 * 初始化⽅法2。
 * @param Context context
 * @param boolean 是否开启模型从线上下载功能（需要⽤⼾⼿机具备⽹络能⼒），设置为false时和初
始化⽅法1效果⼀致。
 * @param InitListener initListener
 */
AligreenSdkManager.getInstance().init(MainActivity.this, true, new Init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Finish(int code, String message) {
                }
            });

说明 说明 因为是从服务器下载模型，所以该方式不需要拷贝model_live.bin文件
到assets中。这种接入模式只适用于SDK的License是非永久有效的（例如1年有效期）。

3. 调用以下接口进行人脸采集。

/** 
* 此接⼝可⾃定义多个配置来进⾏⼈脸采集。 
* 配置AES加密密钥，密钥由接⼊⽅传⼊，必填，活体采集的图⽚默认加密 
* 配置动作个数为 0、1、2 
* 配置是否显⽰导航（预备）⻚ 
* 配置翻拍检测阈值（阈值越⼤意味着越宽松） 
*/
AligreenSdkManager.getInstance().startBiometricsDetect(Context, BiometricsConfig, Biome
tricsDetectListener);

BiometricsConfig设置以及回调使用示例：

实人认证 离线活体检测SDK··Android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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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BiometricsConfig.Builder构造配置⽰例并进⾏参数设置。
BiometricsConfig.Builder bioConfigBuilder = new BiometricsConfig.Builder();
bioConfigBuilder.setSecret(SECRET);// 必填，aes加密密钥。
bioConfigBuilder.setActionCount(int actionCount); // 设置动作个数，最⼤⽀持2个动作。
bioConfigBuilder.setShowTutorial(boolean showTutorial); // 是否显⽰导航（预备）⻚。
bioConfigBuilder.setRecapThreshold(float recapThreshold); // 翻拍检测阈值（阈值越⼤意味着越
宽松）。
// 设置指定活体动作，可选设置，最⼤⽀持2个动作。
 List<ActionStrategy> actionArrayList = new ArrayList<>();
 actionArrayList.add(ActionStrategy.BLINK); //请眨眼。
 actionArrayList.add(ActionStrategy.MOUTH); //张嘴。
 // actionArrayList.add(ActionStrategy.POS_YAW); //摇头。
// actionArrayList.add(ActionStrategy.POS_PITCH);//点头。
bioConfigBuilder.setActionStrategy(actionArrayList);
// 调⽤活体识别接⼝。
AligreenSdkManager.getInstance().startBiometricsDetect(context, bioConfigBuilder.build(
), new BiometricsDetect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tart() {
        // 开始⼈脸采集。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how() {
        // 活体识别⻚⾯显⽰。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Dismiss() {
        // 活体识别⻚⾯关闭。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Finish(BiometricsResult result) {
        // ⼈脸采集结束。
    }
});

4. 获取人脸结果。您可以在BiometricsDetectListener的onFinish方法中获取采集结果。

说明 说明 已经废弃的旧的回调接口是FaceImageResultCallback，且只有onFinish方法，建议升级
使用BiometricsDetectListener。另外BiometricsDetectListener不再将人脸图片保存在手机内存
中，您可以拿到图片二进制数据后自行处理。

BiometricsResult类实例使用示例：

离线活体检测SDK··Android集成 实人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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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获取所有动作图⽚数据。每个动作可能会有多张图⽚。
 * @return List<List<byte[]>>
 */
public List<List<byte[]>> getAllActionImagesData();
/**
 * 获取指定的某个（按顺序，第⼀个动作索引是0）动作的所有图⽚数据。每个动作可能会有多张图⽚。
 * @return List<byte[]>
 */
public List<byte[]> getActionImagesData();
/**
 * 获取⼈脸⼤图图⽚数据。
 * @return byte[]
 */
public byte[] getBigImageData();// JPG格式，需要使⽤aes，对应的secret解密。默认加密。
/**
 * 获取错误码。
 * @return int
 */
public int getCode();

5. 采集图片并解密。

AESUtils.decrypt(result.getBigImageData(), SECRET)

SDK包体积优化SDK包体积优化

目前离线活体检测SDK携带了算法模型，这些算法模型会占用较大的包体积，为了对包体积进行优化，我们
提供了模型动态下载的能力，使用该能力需要具备以下前提条件：

License非永久授权。

您的终端用户手机设备支持联网，且网络环境良好（不建议在2G、3G这种弱网环境中）。

说明 说明 如果您购买的是永久授权的License，则只能使用内置模型的接入方式；如果您购买的是非永
久授权的License，则可以使用模型动态下载的方式。使用该方式时，不需要拷贝model_live.bin至工
程assets目录。

支持下载的模型：翻拍模型model_live.bin

在调用活体检测能力之前调用SDK初始化接口init (Cont ext  cont ext , boolean isPreDownload,init (Cont ext  cont ext , boolean isPreDownload,
Init List ener list ener)Init List ener list ener)，并将isPreDownloadisPreDownload参数设置为t ruet rue，此接口是后台异步操作，不阻塞主线程，
为了更好的用户体验，建议在应用启动时调用。

实人认证 离线活体检测SDK··Android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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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预加载模型，如果你为了降低包体积本地没有内置模型，所以需要远程加载模型，在模型没有更新的时候只需要加
载⼀次即可。
 * 建议应⽤启动时调⽤，后台异步任务，不阻塞主线程。
 *
 * @param Context context
 * @param boolean 是否开启模型从线上下载功能（需要具备⽹络能⼒），设置为false时和初始化⽅法1效果⼀致
。
 * @param InitListener initListener
 */
AligreenSdkManager.getInstance().init(MainActivity.this, true, new Init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Finish(int code, String message) {
                }
            });

UI定制UI定制
离线活体SDK提供了UI定制功能。关于UI定制的详细介绍，请参见UI定制。

错误码说明错误码说明

错误代码 说明

0 集成成功。

-2
客户端上内部错误。一般出现在集成阶段，需检查logcat运行时的日志排查问
题原因。

-4 您手动退出或因识别失败次数大于4次，导致客户端默认退出。

-1001
SDK未初始化。一般是由于您未调用初始化接口或初始化时因为没有存储权限
导致失败。

-1002 获取服务端License 失败。

-1003 License已过期。

-1004 License不正确。

-1005

执行动作数量超出上限。

说明 说明 最多执行两个动作。

-1006 获取License时间戳出错。

-1007 未设置Secret参数。调用接口进行人脸采集时，必须设置Secret参数。

-1008 算法初始化失败。

-1009 License不支持1:1比对能力。

离线活体检测SDK··Android集成 实人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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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算法模型初始化失败，或模型不存在。

-1011 算法识别错误。

1008 输入人脸图片没有人脸。

1009 输入人脸图片质量差。

1010 输入参数pixelformat不正确。

错误代码 说明

常见问题常见问题
在配置时，如果出现报错信息：Manifest  merger failed : Attribute application@allowBackup value=(true)
from AndroidManifest.xml:12:9-35 is also present at  [SecurityGuardSDK-external-release-5.5.28-
preInstall.aar] AndroidManifest.xml:23:9-36 value=(false).

处理建议：您需要在AndroidManifest.xml application标签中添加tools:replace="android:allowBackup"。

实人认证 离线活体检测SDK··Android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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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离线活体检测SDK后，您可以参考本文指导将SDK集成到您的iOS应用中。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获取正确的iOS SDK。

说明 说明 iOS SDK与iOS应用包的BundleID绑定。如果您获取的iOS SDK包与iOS应用包的BundleID不一
致，请重新下载正确的iOS SDK包。更多信息，请参见下载离线SDK。

关于离线活体SDK产品功能的详细说明，请参见离线活体检测SDK。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SDK联网说明SDK联网说明

如果您购买的SDK License非永久有效（例如有效期是1年），那么您的终端用户在使用扫脸功能时手机设
备必须连接网络；如果您购买的SDK License永久有效，那么SDK是纯离线的模式，您的终端用户在使用扫
脸功能时手机设备可以不连接网络。

SDK功能说明SDK功能说明

当您从实人认证控制台下载到的SDK，默认只有短期试用授权的活体检测功能。如果您需要购买活体检测
功能的正式授权（有效期授权或永久授权），您可以联系阿里云客户经理进行咨询和开通，或者通过工
单联系我们。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下载离线活体SDK后，您可参考以下步骤将SDK集成到您的iOS应用中。

说明 说明 iOS SDK与BundleID绑定，不同BundleID需要在实人认证控制台

在工程中导入SDK在工程中导入SDK
1. 导入离线活体依赖包。

解压离线活体检测SDK，并将以下iOS的依赖包引入到您的项目工程中。导入时必须勾选Copy it ems ifCopy it ems if
neededneeded，表示自动复制一份相同的文件到工程中，并在工程目录中的位置引用复制后的文件。

Aligreen.framework
MNN.framework
libcrypto.a
libssl.a
SecurityGuardSDK.framework
SGMain.framework
SGSecurityBody.framework
SNN
VerifyFaceSDK.framework

2. 在您的工程中添加以下离线活体检测需要的系统依赖库。

4.iOS集成4.iOS集成

离线活体检测SDK··iOS集成 实人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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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Motion.framework
CoreTelephony.framework
Libc++.tbd
Libz.tbd
SystemConfiguration.framework

完成以上两个步骤后，您可以在Build PhasesBuild Phases >  > Link Binary Wit h LibrariesLink Binary Wit h Libraries看到导入的依赖包。如果
未看到依赖包，说明导入过程中出现问题，请确认将所有依赖包拷贝到工程项目，并勾选正确的应用目
标。

3. 导入以下资源文件。

导入时必须勾选Copy it ems if  neededCopy it ems if  needed，表示自动复制一份相同的文件到工程中，并在工程目录中的
位置引用复制后的文件。

aligreen-license.bin
FaceLivenessSDK.bundle
yw_1222_1d41.jpg

导入完成后，您可以在Build PhasesBuild Phases >  > Copy Bundle ResourcesCopy Bundle Resources看到资源文件。如果未看到资源文
件，则说明导入过程中出现问题，请确认将所有资源文件拷贝到工程项目，并勾选正确应用目标。

4. 修改编译选项。

在工程的Build Set t ingsBuild Set t ings >  > Ot her Linker FlagsOt her Linker Flags选项中添加-ObjC-ObjC。

使用SDK使用SDK
基础能力基础能力

活体检测

i. 设置加密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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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返回的图片数据安全，SDK对返回的数据做了一层简单的加密，加密算法是通用的AES（ECB、
PKCS7Padding），SDK提供了对应的解密代码，需要您传入加密的密钥，代码如下：

/**
 设置加密密钥，为了保证数据安全，对于返回的活体数据
做了基础的加密，密钥由接⼊⽅来⽣成。
 加密算法使⽤ AES（ECB）对称加密，密钥⻓度128字节。
 */
+ (void)setSecurityKey:(NSString *)securityKey;
/**
 解密代码。
*/
- (NSData *)AES_ECB_DecryptWithData:(NSData *)encryptData
{
    if (!self.securityKey.length) {
        return nil;
    }
    NSData *key = [self.securityKey dataUsingEncoding:NSUTF8StringEncoding];
    NSData *retData = nil;
    NSUInteger dataLength = [encryptData length];
    size_t bufferSize = dataLength + kCCBlockSizeAES128;
    void *buffer = malloc(bufferSize);
    bzero(buffer, bufferSize);
    size_t numBytesEncrypted = 0;
    CCCryptorStatus cryptStatus = CCCrypt(kCCDecrypt, kCCAlgorithmAES128,
                                          kCCOptionPKCS7Padding|kCCOptionECBMode,
                                          key.bytes, key.length,
                                          NULL,
                                          encryptData.bytes, encryptData.length,
                                          buffer, bufferSize,
                                          &numBytesEncrypted);
    if (cryptStatus == kCCSuccess) {
        retData = [NSData dataWithBytes:buffer length:numBytesEncrypted];
    }
    free(buffer);
    return retData;
}

ii. 进行活体检测。

离线活体检测SDK可以指定零动作、随机一动作、随机二动作进行检测，同时支持指定动作类型。检
测成功时，将以图片的形式返回活体检测图片。检测失败时，返回相应错误码。关于错误码的信息，
请参见错误码说明。

离线活体检测SDK··iOS集成 实人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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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需要，你可以指定动作类型。
 动作类型列表，最多同时⽀持两个动作: 1-眨眼、2-张嘴、3-摇头、4-上下点头。
 列表⻓度不会超过actionCount，超过会被裁剪。
 当detectTypes为空时则为随机动作。
*/
AGNConfiguration *config = [AGNConfiguration configuration];
config.detectTypes = @[@1, @2];
config.actionCount = 2;
/**
 开始离线活体检测，使⽤默认配置。
 @param viewController 调⽤活体检测的视图控制器。
 @param completion 活体检测结果回调。
 */
+ (void)startWithViewController:(UIViewController *)viewController
                     completion:(AGNCompletion _Nullable)completion;
/**
 开始离线活体检测。
 @param viewController 调⽤活体检测的视图控制器。
 @param configuration 活体检测配置。
 @param completion 活体检测结果回调。
 */
+ (void)startWithViewController:(UIViewController *)viewController
                  configuration:(AGNConfiguration *)configuration
                     completion:(AGNCompletion _Nullable)completion;

SDK包体积优化SDK包体积优化

从实人认证控制台下载到的SDK默认包含了所有算法模型，所以包体积较大。为了对包体积进行优化，离线
活体检测SDK提供了模型动态下载的能力。

说明 说明 如果您购买的是永久授权的License，那么SDK是纯离线的模式，刷脸过程与阿里云服务器没
有交互，无法动态下载模型。所以，永久授权license的情况下，SDK必须使用模型内置的方式进行集
成。

目前离线活体检测SDK携带了算法模型，这些算法模型会占用较大的包体积，为了对包体积进行优化，我们
提供了模型动态下载的能力，使用该能力需要具备以下前提条件：

License非永久授权。

您的终端用户手机设备支持联网，且网络环境良好（不建议在2G、3G这种弱网环境中）。

支持下载的模型：翻拍模型model_live.bin

找到FaceLivenessSDK.bundle资源包，右击显示包内容，在models目录下可以看到几个模型文件（.bin后
缀），选中model_live.bin（翻拍模型）然后删除。在调用活体检测之前调用预加载模型接
口preLoadModelpreLoadModel，此接口是后台异步操作，不阻塞主线程，为了更好的用户体验，建议在应用启动时调
用，代码示例如下：

实人认证 离线活体检测SDK··iOS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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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加载模型，如果你为了降低包体积本地没有内置模型，所以需要远程加载模型，在模型没有更新的时候只需要加载
⼀次即可。
 建议应⽤启动时调⽤，后台异步任务，不阻塞线程。
 */
+ (void)preLoadModel;
// 调⽤预加载接⼝。
[Aligreen preLoadModel];

UI定制UI定制
离线活体SDK提供了UI定制功能。关于UI定制的详细介绍，请参见UI定制。

错误码说明错误码说明

错误代码 说明

0 成功

-1 未完成认证，原因：用户在认证过程中主动退出。

-10
未完成认证，原因：设备问题，如设备无摄像头、无摄像头权限、摄像头初始
化失败、当前手机不支持端活体算法等。

-20 未完成认证，原因：端活体算法异常，如算法初始化失败、算法检测失败等。

-30
未完成认证，原因：网络问题导致的异常，如网络链接错误、网络请求失败
等，需要您检查网络并关闭代理。

-40
未完成认证，原因：SDK异常，如SDK初始化失败、SDK调用参数为空、活体
检测被中断（如电话打断）等。

-50 未完成认证，原因：用户活体失败次数超过限制。

-1005

执行动作数量超标。

说明 说明 最多执行两个动作。

-1007 参数错误，一般用于前置拦截校验。

-1009 1v1能力未授权，并未开通 1v1比对功能。

-1010 算法初始化失败或者模型不存在。

-1011 算法识别失败。

5000 授权错误。

5001 输入参数有误，例如env、ctx、licenseData参数为空等。

5002 licenseData参数格式错误。

离线活体检测SDK··iOS集成 实人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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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3 签名校验失败。

5004 包名称校验失败。

5005 公钥校验失败。

5006 授权过期。

5007 未执行授权检查。

5008 iOS BundleID校验错误。

5009 终端标识校验错误。

5010 授权过期且日期被修改。

错误代码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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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活体检测SDK为您提供UI定制功能，您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自定义实人认证页面的按钮颜色、文案颜色、
文案字体大小和图片资源等信息。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需要使用的实人认证iOS SDK版本在2.2.0版本及以上，Android SDK版本在4.9.0版本及以上。

已进行Android集成和iOS集成。关于Android集成和iOS集成的详细操作，请参见Android集成和iOS集成。

UI定制功能概览UI定制功能概览

支持UI定制的内容如下：

①表示关闭按钮；②表示操作提示文案颜色和字体大小。③表示主按钮背景颜色、图片和按钮文案颜色、
字体大小和文本内边距。④表示隐私提示文案颜色和字体大小。

⑤表示动作提示文案颜色、字体大小。

⑥表示未检测到人脸时呼吸灯颜色。

⑦表示对话框标题文案颜色和字体大小；⑧ 表示对话框按钮文案颜色和字体大小。

⑨表示加载动画颜色。

⑩表示验证结果图标；⑪表示验证结果文案颜色和字体大小。

UI定制的规范和协议UI定制的规范和协议
自定义规范自定义规范

图片：图片命名需要说明是二倍图或者三倍图。例如，xxx@2x.png、xxx@3x.png。

色值：H5页面只支持RGB，iOS和Android支持ARGB，即支持透明度。色值命名需要以#开头，例如
#FFFFFF。

单位：字体大小、图片尺寸、边距的单位是px。

自定义协议自定义协议

离线活体SDK包含完整的Demo示例，您可以根据Demo示例定制相关设置，不填写表示使用默认值。

协议分类：

Global：全局配置，当前配置为空时则取全局配置。

Native：原生相关页面的配置，如活体检测页面、活体验证不通过活体验证不通过页面。

UI定制方法UI定制方法
创建资源目录创建资源目录

RPSkin.json：皮肤配置文件。

Resources：存放RPSkin.json皮肤文件中指定的图片资源。

5.UI定制5.UI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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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RPSkin.json和Resources文件的命名不可以更改。

对于实人认证SDK来说，资源包可以是任何形式（例如xxx.bundle、普通文件夹等），只要保证最终的目录
结构如下即可。

客户端接入客户端接入

iOS接入

// 配置类。
AGNConfiguration *configuration = [AGNConfiguration configuration];
...
// 设置⽪肤路径即可，不设置则使⽤默认⽪肤。
configuration.customUIPath = @"xxx/xxx/xxx";
[Aligreen startWithViewController:weakSelf
                            configuration:configuration
                               completion:^(AGNResult * _Nonnull result) {
            ...
       }];

Android接入

// ⽪肤设置。    
BiometricsConfig.Builder bioConfigBuilder = new BiometricsConfig.Builder();
bioConfigBuilder.setSkinInAssets(true); // 是否放在assets⽬录下
bioConfigBuilder.setSkinPath("xxx"); // 如果放在assets⽬录下，xxx是相对于assets的路径。
AligreenSdkManager.getInstance().startBiometricsDetect(context, bioConfigBuilder.build(),
new BiometricsDetect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tart() {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how() {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Dismiss() {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Finish(BiometricsResult result) {
            }
        });

功能定制功能定制

设置活体导航页面

协议类别：N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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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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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 // 全局配置。
   //...       
   "navigator": { // 活体过程⻚⾯上⽅的按钮。
      "closeImageView": { // ①⻚⾯左上⻆关闭图⽚。
          "src": "face_close_btn@2x.png" // 尺⼨：64*64
       }
   }
},                    
"guidePage": {
    "titleText": { // ②主标题⽂案，例如，请本⼈亲⾃操作。
         "textColor": "#000000",
         "fontSize": 40
    },
    "messageText": { // ②副标题⽂案，例如，脸部⽆遮挡，正对⼿机，他⼈操作⽆效。
         "textColor": "#666666",
         "fontSize": 30
    },          
    "mainButton": { // ③主按钮信息，例如，开始验证。您也可以使⽤global协议全局配置主按钮信息。此
处该按钮的信息可以为空，如果为空则使⽤global中的配置。               
         "backgroundColor": "#00FFFFFF",
         "backgroundImage": "face_confirm_button@2x.png", // 尺⼨：686*88
         "textColor": "#FFFFFF",
         "fontSize": 32,
         "textPadding": {
             "left": 0,
             "right": 0,
             "top": 0,
             "bottom": 0
          }
    },
    "privacyTipText":{ // ④隐私提⽰信息，例如，⼈脸信息⾮您许可不会⽤于其他⽤途。
        "textColor": "999999",
        "fontSize": 26
    }
}

设置活体检测页面

协议类别：N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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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示例

"detectPage": { // 活体检测⻚⾯。
   "actionTipText": { // ⑤动作提⽰⽂案，例如，左右摇头。
       "textColor": "#333333", // ⽂案颜⾊。
       "fontSize": 48 // ⽂案字体⼤⼩。
   },
   "messageText": { // ⑤消息⽂案。
        "textColor": "#999999", // ⽂案颜⾊。
        "fontSize": 48 // ⽂案字体⼤⼩。
   }
}

设置未检测到人脸页面

协议类别：Native

代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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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Page": { // 未检测到⼈脸⻚⾯。
   "detectAnimation": { // ⑥活体检测未检测到⼈脸时的呼吸灯颜⾊。
        "warningColor": "#F6493F"
   }
}

设置退出活体检测对话框

协议类别：Native

代码示例

"native": { // 原⽣⻚⾯相关配置。
   "global": { // 原⽣下⾯⽣效的全局配置。
       "alertDialog": { // 通⽤弹窗。
       "positiveText": {// ⑧⽂案，例如，确定。
            "textColor": "#FD521F", // ⽂案颜⾊。
            "fontSize": 32 // ⽂案字体⼤⼩。
       },
       "negativeText": {// ⑧⽂案，例如，取消。
            "textColor": "#FE9779", // ⽂案颜⾊。
            "fontSize": 32 // ⽂案字体⼤⼩。
       },
       "titleText": {// ⑦主标题⽂案，例如，⼈脸验证即将完成，确定退出？
            "textColor": "#333333",
            "fontSize": 32
       }
   }
}

设置活体检测加载页面

协议类别：Native

实人认证 离线活体检测SDK··UI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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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示例

"detectPage": { // 活体检测加载⻚⾯。
   "detectAnimation": { // ⑨活体检测结束后加载动画效果颜⾊。
        "loadingColor": "#188FFF" 
   }
}

设置活体验证不通过活体验证不通过页面

协议类别：Native和Global

代码示例

离线活体检测SDK··UI定制 实人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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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Page": { // 识别结果⻚。
    "titleText": { // ⑪主标题⽂案，例如，验证不通过。
         "textColor": "#333333",
         "fontSize": 40
    },
    "messageText": { // ⑪副标题⽂案，例如，请保持⾯部在框内，并按提⽰做动作。
         "textColor": "#333333",
         "fontSize": 30
    },          
    "promptFailImageView": { // ⑩失败时的按钮。
         "src": "face_result_icon_fail@2x.png" // 尺⼨：173*173
    },
    "promptSucceedImageView": { // ⑩成功时的按钮。
         "src": "face_result_icon_ok@2x.png" // 尺⼨：173*173
    },
    "mainButton": { // ③主按钮信息，例如，再来⼀次。您也可以使⽤global协议全局配置主按钮信息。此
处该按钮的信息可以为空，如果为空则使⽤global中的配置。               
         "backgroundColor": "#00FFFFFF",
         "backgroundImage": "face_confirm_button@2x.png", // 尺⼨：686*88
         "textColor": "#FFFFFF",
         "fontSize": 32,
         "textPadding": {
         "left": 0,
         "right": 0,
         "top": 0,
         "bottom":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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