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概述

1 即构平台与 KTV 场景介绍

即构流媒体服务平台为 KTV 歌房应⽤场景提供全⽅位⽀持，包括：

1.1 KTV 场景

单⼈MV轮⻨

房间内⼈员都可以进⾏点歌并排⻨，歌⼿按照⻨序单⼈进⾏唱歌。该⽅式的歌

词显示⽅式有：背景图+字幕、MV唱⽚。

多⻨直播 KTV

房间内⼈员都可以进⾏点歌并排⻨，歌⼿按照⻨序单⼈进⾏唱歌。该⽅式的歌

词显示⽅式有:背景图+字幕、MV唱⽚。房间内等待上⻨的⼈员可以进⾏聊天
互动、点评等。

双⼈ KTV 模式

优秀的终端技术，⽀持⾼清、⽆回声强降噪⾳频

稳定可靠的流媒体⽹络既⽀持低延迟实时互动需求，也⽀持跨区域⼤量分

发场景

强⼤灵活的定制接⼝，⽀持⾃定义⾳效、视频采集与滤镜处理等⾼级功能



主唱和副唱合唱，观众可以听到主唱和副唱的合唱效果。由于⽹络延迟不可

控，此场景下主唱听不到副唱的声⾳，副唱可以听到主唱。该⽅式的歌词显示

⽅式：字幕。

以上⼏种模式中，核⼼的 KTV 场景功能需求有：

即构 SDK 对以上需求提供了接⼝⽀持，只需简单编码即可实现这些核⼼需
求。业务⽅结合简单信令控制，就可以串起 KTV 的各种模式的业务流程。

1.2 体验 App

下载

即构提供 KTV 体验 App，⽀持 iOS 及 Android 平台，请扫码安装

KTV iOS版本：

伴奏⾳乐/MV播放

伴奏与歌声混⾳

⾳乐与歌词同步

主唱与听众互动



KTV Android版本：

⽤法



安装 KTV 后，客户可以体验到 KTV 功能，包括独唱、合唱、观众听歌、MV
歌房等。启动后，在主界⾯的房间列表中找到正在直播的 KTV 房间，加⼊这
些房间并参与互动；或者创建⾃⼰的歌房，然后使⽤ KTV 功能。

2 即构平台架构及 KTV 应⽤数据流示意

业务⽅通过 ZegoLiveRoom SDK 接⼝使⽤即构平台服务。SDK 提供了⾳视频
采集、处理、编解码、渲染等多媒体核⼼功能，并封装了即构媒体传输⽹络服

务、房间信令及消息服务等功能。

2.1 多媒体流

即构 SDK 把采集我⽅的⾳视频，编码后发送到 Zego 实时⽹络，此步骤被称
为“推流”。同时，Zego SDK 从 Zego 实时⽹络中接收对⽅的⾳视频数据流，
解码得到对⽅的声⾳与画⾯，此步骤被称作“拉流”。

2.2 SDK 多媒体架构

SDK 多媒体架构图如下所示：



上图描述了即构 SDK 内部⼯作架构，⽀持 KTV 场景的主要需求：

2.3 KTV 场景数据流动

2.3.1 单⼈ MV 模式数据流动

1. 提供媒体流的发送与接收，让 KTV 各⽅能够进⾏⾳视频互动；

2. 提供媒体播放器，⽀持 MP3/MP4 等流⾏媒体格式⽂件的伴奏⾳乐播放；
并⽀持在线资源播放；

3. ⽀持将伴奏⾳乐与⻨克⻛混⾳；

4. ⽀持在媒体数据中注⼊⾮媒体数据，实现歌词同步功能。



此模式时单主播直播模式扩展，仅在主播端加⼊伴奏⾳乐播放推流部分。

主唱

普通观众

2.3.2 多⻨直播模式数据流动

1. 登录 KTV 房间，同房间的⽤户可以互动

2. 开始推流

3. 播放伴奏⾳乐 MV，并随着⾳乐唱歌

4. 将歌词进度信息放⼊媒体流中

1. 登录 KTV 房间

2. 拉主唱的流，听到 KTV 并提取歌词



此模式为连⻨直播模式扩展，仅在主唱的端加⼊伴奏⾳乐播放及推流部分。

主唱

⻨主

1. 登录 KTV 房间，同房间的⽤户可以互动

2. 开始推流

3. 播放伴奏⾳乐 MV，并随着⾳乐唱歌

4. 将歌词进度信息放⼊媒体流中

5. 拉⻨主的流，听评论

1. 登录 KTV 房间

2. 拉主唱的流，提取歌词信息



普通观众

2.3.3 双⼈ KTV 模式数据流动

下图描述的是双⼈ KTV 模式的数据流示意图：

整体流程如下：

主唱

3. 推流参与评论互动

1. 登录 KTV 房间

2. 拉主唱的流，提取歌词

3. 拉⻨主的流，听评论

1. 登录 KTV 房间，同房间的⽤户可以互动

2. 开始推流

3. 播放伴奏⾳乐 MV，并随着⾳乐唱歌

4. 将歌词进度信息放⼊媒体流中



互动观众

普通观众

3 SDK 集成指引

即构对 KTV App 终端的技术⽀持，集成在了 ZegoLiveRoom SDK 中。开发
者如果要将 SDK 集成到⾃⼰的项⽬中，请参考：

4 功能实现指引

以下功能，请开发者根据项⽬业务需求参考。

4.1 初始化

5. 拉互动观众的纯⾳频流，与副唱合唱

1. 登录 KTV 房间

2. 拉主唱的流，提取歌词信息

3. 推流，并混⼊主唱流的声⾳

4. 推⼀路纯⻨克⻛采集⾳频流给主唱，让主唱听到其演唱

1. 登录 KTV 房间

2. 拉主唱的流，提取歌词

3. 拉副唱的流，听 KTV 合唱

iOS SDK集成指引

Android SDK集成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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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 SDK 完成后，要想使⽤ SDK 的功能，还需要对 SDK 进⾏初始化操作。
请参考：

4.2 推流

请参考：

4.3 拉流

请参考：

4.4 播放伴奏⾳乐(MV)

如何使⽤播放器播放伴奏 MV，并将⾳乐混⼊⻨克⻛采集⾳频中，请参考：

MV 场景需要把 MV 画⾯推给观众。此需求通过将媒体播放器的到的视频帧，
使⽤外部视频采集将 MV 画⾯塞进 SDK，推送给观众。请参考：

4.5 歌词同步

快速集成-初始化

快速集成-推流

快速集成-拉流

⼈声伴奏同步实现流程 Android

⼈声伴奏同步实现流程 iOS

进阶功能-媒体播放器

进阶功能-视频外部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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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把歌曲演唱的进度信息，通过媒体通道发送给接收⽅，接收⽅在接收后，

播放的同时，能够得到播放进度，根据进度展示歌词。具体实现请参考：

4.6 副唱与主唱合唱

双⼈ KTV 模式会让副唱参与唱歌，此步骤需要让副唱拉到主唱的流后，将主
场流的⾳频混⼊⾃⼰的流中，并再次将将主唱传来的 MV 画⾯推送出去。为了
拿到主唱的 MV 换⾯，可以使⽤外部视频渲染接⼝，请参考：

5 KTV 体验 App 业务系统参考实现

KTV 体验 App 业务，双⼈ KTV 模式实现流程如下图所示：

歌词同步实现流程 Android

歌词同步实现流程 iOS

进阶功能-媒体次要信息

进阶功能-视频外部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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