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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编写目的
撰写“PicoVRAndroidSDK_Unity”开发说明文档是为了帮助开发者能够快速地开发
基于 Unity 的应用。
本文档主要面向对象：技术人员、开发者。

1.2 背景
PicoVRAndroidSDK_Unity 是北京小鸟看看科技有限公司为了支持广大的 Unity 3D
软 件 开 发 者 ， 开 发 适 用 于 Pico 虚 拟 现 实 智 能 头 盔 产 品 而 推 出 的 SDK （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软件开发工具包。SDK 功能主要包括传感器融合，双目立体渲染，光
学畸变校正，异步时间扭曲，单缓冲渲染，多交互支持 3DoF/6DoF，3D 立体音效，电源
及散热管理， 账号及支付管理等。本说明文档中的 SDK 通过 UnityPackage 包的格式发
布 ， 接 入 SDK 前 ， 需 要 配 置 好 Unity 开 发 环 境 ， 再 导 入 开 发 包 ，
Assets\Pvr_UnitySDK\Scenes\Examples 文件夹下我们提供了一些 Demo 场景供开发者
参考。

2 支持设备
2.1 虚拟现实头盔

产品
小鸟看看

Pico 1 & Pico 1s & Pico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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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o Neo DK/ DKS & Goblin

3 开发环境配置
软件名称

版本信息

JDK

jdk1.7.0_01 及以上

Android SDK

API Level 19 及以上

3.1 Unity 兼容版本
适配 Unity5.2 及以上版本
注意事项 :


个别游戏适配时需要勾选 Player Setting 内的 Use 32-bit Display Buffer 方可正
常运行



Unity 版本不同 FPS 帧率可能存在差别



UGUI 在 Unity 5.3.5f1 版本中无法显示，5.3.5 P5 已经修复问题并可以显示



Unity Player Setting 不要勾选 Multithreaded Rendering 选项.



Unity5.4.0 及之后版本中，需要修改垂直同步设置
打开 Edit 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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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打开 Project Setting 中的 Quality 界面
选中 Simple Levels
在 Other 项中，把 V Sync Count 项，选择 Don't Sync，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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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3.2 Android 手机调试
对手机要求如下:

手机 Android 版本

Android 4.4 及以上

手机传感器

支持陀螺仪,加速度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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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DK 包组成
4.1 PicoVR Android SDK 目录结构
成功导入 Pvr_Unity_SDK.unitypackage 后可以在工程中看到如图 4.1 所示的层级目
录：

图 4.1 SDK 目录结构



“Pvr_UnitySDK”目录下提供开发 VR 应用的 SDK，核心功能目录，其它功能依赖
Pvr_UnitySDK。



“ Pvr_Audio3D”目录下提供开发使用 3D 音效功能的脚本、Prefabs、demo 等，
依赖 Pvr_UnitySDK。



“ Pvr_Controller”目录下提供开发使用 Pico Controller 功能的脚本、Prefabs、
demo 等，依赖 Pvr_UnitySDK。



“ Pvr_ExtraSensor”目录下提供开发多个 sensor 同时使用功能的脚本、Prefabs、
demo 等，依赖 Pvr_UnitySDK。



“ Pvr_Haptics”目录下提供开发使用马达功能的脚本、Prefabs、demo 等，依赖
Pvr_Unity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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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vr_Payment” 目录下提供开发使用支付功能的脚本、Prefabs、demo 等，依赖
Pvr_UnitySDK。



“ Pvr_UnitySDKLegacy”目录下提供旧版本 SDK 的兼容，包括脚本、Prefabs、
demo 等，依赖 Pvr_UnitySDK。



“Pvr_VolumePowerBrightness”目录下提供开发系统音量、电量、光照等功能的接
口，依赖 Pvr_UnitySDK。



“Plugins”目录下存放程序需要运行的各种 jar 包与.so 文件

4.2 PicoVR Android SDK 功能说明

4.2.1 Pvr_UnitySDK
PicoVR Android SDK 核心功能，完成基本功能。提供 prefab，建议使用提供 prefab
如下图所示，谨慎修改本级目录下脚本。

图 4.2 Pvr_UnitySDK 目录结构

Pvr_UnitySDK 包含 sensor 和 render 核心功能的 API，具体接口功能参照第九章节。

4.2.2 Pvr_Audio3D
PicoVR Android SDK 提供 3D 音效功能，开发者可使用开放 API（具体接口功能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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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节），同时提供 prefab 供使用。

图 4.3 Pvr_Audio3D 目录结构

4.2.3 Pvr_Controller
PicoVR Android SDK 提供 Pico Controller 开发使用，请使用提供 prefab，谨慎修改
本级目录下脚本，开放 API 调用参照第九章节。

4.2.4 Pvr_ExtraSensor
PicoVR Android SDK 提供多 sensor 同时使用功能，开发者可将提供脚本（如图 4.4）
应用于场景 GameObject （如图 4.5）。

图 4.4

Pvr_ExtraSensor 脚本

图 4.5

多 sensor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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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Pvr_Haptics
PicoVR Android SDK 提供马达震动效果仅限 Pico Neo 系列产品。具体接口功能参照
第九章节马达部分。

4.2.6 Pvr_Payment
详细使用具体参照第八章节。

4.2.7 Pvr_UnitySDKLegacy
兼容旧版本 SDK，建议使用新版本 SDK，旧版本 SDK 具体参见其开发说明文档。

4.2.8 Pvr_VolumePowerBrightness
PicoVR Android SDK 提供调用系统音量、电量、光照等功能的接口，其中部分接口仅
限 Pico Neo 系列产品。具体接口功能参照第九章节。

4.2.9 Pvr_TouchPad
PicoVR Android SDK 提供调用 Pico Lark ，Pico Lark1 触摸板使用。具体使用参见
6.3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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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vr_UnitySDK 开发过程指导
5.1 Pvr_UnitySDK 开发指导

5.1.1创建工程


点击 File 菜单

图 5.1 File 菜单



选择 New Project



按照 Unity 的引导新建一个工程

第 14 页 共 82 页

北京小鸟看看科技有限公司

图 5.2 创建 unity 工程

5.1.2导入开发包


点击 Assets 菜单



选择 Import Package 菜单的 Custom Pac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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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Import Package



浏览到 Pvr_UnitySDK unitypackage



点击 Import, 导入所有内容

图 5.4 导入 Pac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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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替换相机


删除掉场景中自带的 MainCamera



找到 Project 视图中 Pvr_UnitySDK\Prefabs 文件夹

图 5.5 Prefabs 文件夹



将 Pvr_UnitySDK.prefab 拖动至场景



设置 position 为“0,0,0”（这里为测试使用，开发者可以把该预置件拖动至想要的场
景位置）

5.1.4设置场景


创建 cube1，设置其 position 信息如下

图 5.6 cube1 属性



创建 cube2，设置其 position 信息如下

图 5.7 cube2 属性



创建 cube3，设置其 position 信息如下
第 17 页 共 82 页

北京小鸟看看科技有限公司

图 5.8 cube3 属性



配置完成后场景中的层级如图所示：

图 5.9 Scene 场景层级

5.1.5模拟运行


点击编辑器运行，结果如下

图 5.10 运行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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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模拟操作


按住 Alt，移动鼠标，画面跟着上下左右转动



按住 Alt+点击鼠标左键 选择 VR 模式还是 Mono 模式（仅 Unity Editor）

图 5.11 Mono 模式示意图（仅 Unity Editor）

5.1.7安卓平台应用程序发布


在 Build Settings 中首先添加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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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 添加 scene



在 Platform 选项中选择 Android，点击 Switch Platform

图 5.13 Switch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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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Build，Android Application 打包成功

5.1.8关于 AndroidManifest


应用中不包含 AndroidManifest 文件
直接用 SDK 中的 AndroidManifest 文件。



应用中己包含 AndroidManifest 文件
请务必把 SDK 中的 AndroidManifest 文件合并进去.
主要包含以下几点:
A. 在 Pico Neo 的项目中,需要添加特殊 meta-data,否则在 Pico Neo 中会显示异常
<meta-data android:name="com.picovr.type" android:value="vr"/>
<meta-data android:name="com.picovr.display.orientation"
android:value="180"/>
B. 在 Pico Neo 的项目中,所有需要显示的 Acitivity 需要继承自
com.unity3d.player.UnityPlayerNativeActivityPico
C.

在使用 Pico1 和 Pico1s 蓝牙操控的项目中,添加两个 Service 的定义

<service android:name="com.picovr.picovrlib.service.LarkConnectService" />
<service android:name="com.picovr.picovrlib.ble.BluetoothLeService" />
D.

添加必要的权限

<uses-permission
<uses-permission
<uses-permission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WRITE_SETTINGS"/>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BLUETOOTH" />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BLUETOOTH_ADMIN" />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INJECT_EV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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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设备控制器操作
6.1 Pico Controller 的使用
1. 将 Pvr_Controller 预制件拖到 Pvr_UnitySDK 层级下，与 Head 同级

图 6.1.1
如下图所示

图 6.1.2
2. Pvr_Controller 预制件可调属性说明

图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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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ico Controller 按键说明

图 6.1.4
4. Pico Controller 触摸板说明

图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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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mingbird 手柄的滑动功能是手指抬起后才判定滑动结束。
Pico Controller 相关接口的使用, 详见”9.2.3 Pico Controller 相关接口”章节。
5. Pico Controller 自动连接功能(普通手机上运行时)
默认开启，运行 Pvr_Controller Demo 后，会自动搜索附近的手柄，并自动连接第一个搜
索到的 Pico Controller，当连接成功后，停止搜索。如果连接不成功,15 秒后会弹出提示框,
提示用户重新搜索或退出搜索.

假如需要关闭自动连接功能。
需要把 Pvr_ControllerLink.cs 文件中的 bool isAutoConnect
修改为 false 即可。

6.2 PicoNeo 控制器的姿态追踪

图 6.2 Pico Neo Controller
兼容 Pvr_UnitySDKLegacy 版本使用方式,通过勾选 Picovr prefab 启动 Pico Neo 的姿态
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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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Pico Neo Controller Sensor Switch
启用 Neo Controller 姿态追踪后，PicoVRManager.SDK.boxQuaternion 变量（四元数）
会实时更新，可以直接读取 boxQuaternion 变量，也可以通过接口 public Quaternion
getBoxQuaternion()来获得 Controller 的姿态数据。

新版本使方式参见 4.2.4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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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Pico1 和 Pico1s 触控板操作设置

兼容 Pvr_UnitySDKLegacy 版本使用方式：


参照 C#脚本 PicoVRAndroidDevice.cs 中调用方法 startLarkConnectService 和
stopLarkConnectService 来启动和关闭，在启动服务时需要传入实现蓝牙状态回调函
数 BLEStatusCallback 的 gameObject 名称(此回调函数在 BLE 服务使用，在 SPP 服
务中不会被回调）



SDK 会根据＂PicoVR 应用＂设置的 Pico 1 参数来启动 SPP 服务，设置的 Pico 1s 参
数来启动 BLE 服务。默认读不到参数的情况启动 BLE 服务.



＂ PicoVR 应 用 ＂ 中 可 以 设 置 是 搜 索 Pico 1 或 Pico 1s ， 设 置 后 ， 参 照
startLarkConnectService 接口调用 SDK 就会启动对应的服务，建立与设备的连接
本地服务见图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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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启动或关闭 SPP 服务



SDK 会通过回调函数 BLEStatusCallback 反馈连接状态(在启动 BLE 服务时生效)

图 6.4 蓝牙连接状态回调函数

新版本使方式：


使 用 参 考

Pvr_TouchPad/Script/

Pvr_TouchPad.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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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r_TouchPad/Script/ Pvr_TouchPad.cs 中 Update()方法，完成相关操作
监听服务发送的系统键值来做相应的处理（两种方式是统一的）：



Pico Action

Android KeyEvent

Unity Keycode

TOUCH_PAD _CLICK

KEYCODE_BUTTON_A

Joystick1Button0

TOUCH_PAD _UP

KEYCODE_DPAD_UP

UpArrow

TOUCH_PAD _DOWN

KEYCODE_DPAD_DOWN

DownArrow

TOUCH_PAD _LEFT

KEYCODE_DPAD_LEFT

LeftArrow

TOUCH_PAD _RIGHT

KEYCODE_DPAD_RIGHT

RightArrow

ACTION_PICO_BACK

KEYCODE_BACK

Escape

ACTION_PICO_MENU

KEYCODE_MENU

Menu

ACTION_VOLUME_CHANGE

Intent Broadcast

--

ACTION_CAMERA

KEYCODE_NUMPAD_2

Keypad2

ACTION_AUDIOJACK_IN

KEYCODE_NUMPAD_3

Keypad3

ACTION_AUDIOJACK_LOSE

KEYCODE_NUMPAD_4

Keypad4

ACTION_SENSOR_NEAR

KEYCODE_NUMPAD_7

Keypad7

ACTION_SENSOR_FAR

KEYCODE_NUMPAD_8

Keypad8

调整音量 ACTION_VOLUME_CHANGE，采用广播消息的机制，接受处理如下广播：
Action = "com.picovr.lark.volume"

//广播的 Action

getIntExtra("hfpVolume", 0)

//蓝牙通话音量

getIntExtra("a2dpVolume", 0)

//蓝牙音频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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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辅助调试工具
7.1 FPS 使用
FPS 显示仅作为开发测试使用，FPS 计算说明参见 FPS_S.cs 代码注释。
FPS 使用方法: 默认关闭,通过点击勾选下图 FPS 显示:

图 7.1 FPS 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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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支付 SDK 开发说明（仅限 PicoNeo 平台使用）
8.1 SDK 包介绍

8.1.1 Pico Payment SDK 目录结构

“PicoPaymentSDK”目录为该 SDK 的核心功能源码与一个用于展示功能的 Demo。
“Plugins” 目录下存放程序需要运行的各种 jar 包与.so 文件

8.1.2 Pico Payment SDK 组成


Scripts

开发者只需调用 PicoPaymentSDK 中的方法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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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用的方法包括：Login()、Pay(string payOrderJson)、QueryOrder(string orderId)、
GetUserAPI() 具体方法详见 9.3

 Demo
下图为用于展示 SDK 功能的样例的场景，需配合 PicoVRSDK 使用。

其中，每个按钮中左侧部分代表需调用的方法，右侧部分代表回调的方法。
关于回调
1、Prefabs 文件夹下有一“PicoPayment”的预制体，用于系统回调使用。请务必在
工程中加入此物体。
2、绑定于 PicoPayment 上的“Callback”脚本中，预处理了一部分回调的数据，开
发者若需处理其他数据，请修改相关函数中的内容，但函数名不能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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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Pico Payment SDK 使用指导

8.2.1 使用 SDK 内置 Demo 了解功能
点击 Demo 文件夹下 Scenes 文件夹，双击 Demo 启动。
注：Demo 需配合 PicoVRSDK 共同使用，调试环境为 PicoNeo，请使用 PUI 版本 1.3.2
以上来使用该 Demo.

。

8.2.2 关于 AndroidManifest
本 SDK 已集成 AndroidManifest 文件，若开发工程中不包含 AndroidManifest 文件，
直接使用本 SDK 中的 AndroidManifest 文件。
若开发工程已有 AndroidManifest 文件，请务必把本 SDK 中的 AndroidManifest 相关项
合并到已有 AndroidManifest 中。需合并项包含以下几点:


必要的权限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INTERNET"/>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WIFI_STATE"/>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NETWORK_STATE"/>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WRITE_EXTERNAL_STORAGE"/>



Activity 声明
<activity android:name="com.pico.loginpaysdk.UnityAuth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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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t-filter>
<action android:name="android.intent.action.MAIN"/>
<category android:name="android.intent.category.LAUNCHER"/>
</intent-filter>
</activity>
<activity android:name="com.pico.loginpaysdk.component.PicoSDKBrowser"
android:configChanges="keyboardHidden|orientation"
android:windowSoftInputMode="adjustResize"
android:exported="false">
</activity>


开发者信息

<meta-data
android:name="pico_merchant_id" android:value="company_id"/>
<meta-data android:name="pico_app_id"
android:value="1d6ef7f25a7b0ec3bbd5b6bf247adf71"/>
<meta-data
android:name="pico_app_key"android:value="2890d4a291108e73ef0e87340affe7a4"/>
<meta-data
android:name="pico_pay_key" android:value="pico2016"/>
上 述 参 数 中 ， pico_app_id 与 pico_app_key 请 填 写 从 官 方 获 得 的 字 符 串 ，
pico_merchant_id 和 pico_pay_key 在尚未从官方获得的情况下，请填写上述 value 值。

8.2.3 获取 AppKey、AppID 和 AppSecret 的方法
目前开发者平台支持 PicoStore、PicoHome、PicoVR 的应用发布及管理功能。开发
者在接入支付 SDK 时，需要在开发者平台创建应用并获取相应字符串。申请流程如下：


1. 登录开发者平台并注册 Pico 会员（http://dev.picovr.com/）
在申请开发者前，需要先成为 Pico 会员。



2. 申请成为开发者
开发者分为个人开发者和企业开发者，请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申请。审核提交后，我们会
在 3 个工作日内进行反馈，请及时查看开发者平台状态。



3. 查看商户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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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成为开发者后，点击右上角昵称可以查看到开发者 ID，即商户 ID。


4. 创建应用

开发者可以从管理中心进入到创建应用阶段。通过创建应用可以获取到 AppKey、AppID
和 AppSecret 等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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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创建应用后，可以选择要发布的平台

进入相应平台后即可完善应用的相关信息（具体规则见开发者前端页面）。请重点注意上图
标红位置，请谨慎填写应用类型，一经填写是无法进行修改的！游戏类应用如果存在道具内
付的情况，我们要求开发者必须采用开发者后台增加商品码的方式进行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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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创建应用后，开发者平台会对其分配字符串

8.3 Pico Payment SDK 功能接口说明

8.3.1 登陆




调用方法


主调方法：void Login()



说明：需要登陆时调用此方法。

回调方法


void LoginOrUserInfoCallback(string LoginOrUserInfo)



返回值说明：LoginOrUserInfo // 由后台返回登陆信息， 登陆成功示范格式如
下：
{"access_token":"25ba00fb73343ff1ec32e1c152fff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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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_id":"2890d4a291108e73ef0e87340affe7a4",
"refresh_token":"5a189befeb3b33f7df101fbecffe4f98",
"expires_in":"1d6ef7f25a7b0ec3bbd5b6bf247adf71"}


登陆失败示范格式如下：
{"exception":"AccessToken is null"} 或

{"exception":"auth

code

of

response is null}


取消登陆时示范格式如下：

{"cancel":"cancel"}

8.3.2 支付


调用方法


void Pay(string payOrderJson)



输入参数：payOrderJson//包含订单信息的 Json 字符串



注：payOrderJson 需要包含以下信息（key）：
subject

订单标题

body

订单描述

order_id

订单编号

total

商品总价

goods_tag

商品标签

notify_url

欲通知的 URL

pay_code

商品码

示例 1：Pay("{'subject':' 游戏',' body ':'购买完整游戏','order_id ':'10000','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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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goods_tag ':'game' }")
示例 2:Pay("{'subject':'游戏','body ':'购买完整游戏','order_id ':'10000',','goods_tag
':'game','pay_code':'123' }")
注意：示例 1 是直接支付的方式，示例 2 是使用商品码支付的方式，两者不可同时进
行，直接支付时不可填写商品码属性，使用商品码时不可填写 total 属性，或将其设为 0，
且两种支付方式须与开发者平台账号中设置的支付种类保持一致。



回调方法


void QueryOrPayCallback(string queryOrPayInfo)



返回值说明：queryOrPayInfo //由后台返回支付信息，示范格式如下：
{"code ":"12000","msg":"支付成功"}



支付回调 code&msg 一览

返回的 code 码与 msg 代表意义如下表：

Code

Msg

00000

网络异常

10000

登陆成功

10001

用户未登录

10002

请输入正确金额

10003

登陆过期，请重新登陆

11000

商户验证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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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

商户验证失败

11002

用户验证参数错误或请求过期

11003

商户未验证

12000

支付成功

12001

支付失败

12003

P 币不足

12004

余额可用

13000

生成订单

13001

获取数据失败

13002

生成订单失败

14000

查询订单成功

14001

订单不存在/有误

14002

用户取消支付操作

15000

未输入商品信息

15001

未输入预付 ID

15002

请输入 Pico 支付订单号或商户订单号

NOAUTH

商户无此接口权限

SYSTEMERROR

系统错误

APP_ID_NOT_EXIST

APP_ID 不存在

MCHID_NOT_EXIST

MCHID 不存在

APP_ID_MCHID_NOT_MATCH

app_id 和 mch_id 不匹配

LACK_PARAMS

缺少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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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ERROR

签名错误

NO_DATA

没有查询到数据

8.3.2.1开发者游戏内支付配置使用说明
配置前提：游戏内支付配置仅针对“游戏类型”的应用生效！应用类型的选择在创建应用时
勾选，一经选择无法修改。

创建游戏后会引导开发者进行游戏内支付配置。建议在上传应用前先进行游戏配置，减少审
核过程中出现漏查漏测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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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内配置采用商品码配置的方式进行，开发者需要对游戏内支付的道具做出相应配置才可
生效。

商品码的规则定义为‘首位为字母，仅允许输入字母及数字，不超过 20 位字符’。不同道
具间的商品码不能重复。
道具类型分为可消耗道具和不可消耗道具。可消耗道具为可重复购买的商品，如金币、血瓶
等；不可消耗道具为一次性购买产品，如武器、解锁关卡。

8.3.3 查询订单




调用方法


void QueryOrder(string orderId)



输入参数：order//需要查询的订单编号

回调方法
第 41 页 共 82 页

北京小鸟看看科技有限公司



void QueryOrPayCallback(string queryOrPayInfo)



返回值说明：queryOrPayInfo //由后台返回订单信息，为一段未经处理的 Json
串，



查询成功时示范格式如下：
{
"trade_no":"22016082314719505878171324",//Pico 支付订单号
"open_id":"4f3148bdc34d9bca104927729a173b64",
"ret_msg":"",
"coupon_fee":0.00,
"fee_type":"PIC",
"pay_time":1471950587000,//支付完成时间
"nonce_str":"yiUzuv4VQO1OXBAzVyZSRztOmRgIOioT",
"out_trade_no":"12345678903",
"trade_status":"SUCCESS",//SUCCESS—支付成功
"trade_type":"EGG",
"result_code":"SUCCESS",
"mch_id":"company_id",
"ret_code":"SUCCESS",
"sub_msg":"OK",
"total_fee":100.00,//订单总金额
"app_id":"bf18ac2de375095d63428134e44d1867",
"sub_code":"SUCCESS",

第 42 页 共 82 页

北京小鸟看看科技有限公司
"receipt_fee":100.00,//实收金额
"signature":"be3fae4d68fec9c444fde821659bce69",
"buyer_pay_fee":100.00//买家付款的金额
}


查询失败时示范格式如下：
{"code ":"14001","msg":"订单不存在"}
其他 code 码及 msg 同上表所示。

8.3.4 获取用户信息
 调用方法


void GetUserAPI()



说明：获取已登陆的用户的信息

 回调方法


void UserInfoCallback (string userInfo)



返回值说明：userInfo//由后台返回用户信息，是一个未经处理的 Json 串。



查询成功时示范格式如下：
{"ret_code":"0000",
"data":{
"aboutme":"",
"birthday":1460476800000,
"phone":"13100000000",
"username":"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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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gender":"male",
"lastname":"",
"openid":"4f3148bdc34d9bca104927729a173b64",
"firstname":"",
"avatar":"http://172.31.83.11/upload/6dd6ee103714e967846c3d38ae48d5
11",
"signature":"14a25d7219d8dfc91e55f63286ae5c0a",
"country":"China",
"city":""
},
"ret_msg":"调用成功"
}


查询失败示范格式如下：

{
"ret_code":"00003000",
"ret_msg":"签名验证失败"
}
其他 ret_code 码及 ret_msg 一览：

0000

请求成功

00020000

数据库操作失败

9999

系统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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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1000

参数错误

00002000

数据解析失败

00003000

签名验证失败

00003001

时间验证失败

00060000

用户未找到

00060001

用户密码错误

00060002

用户登录未知错误

00061000

用户 token 未找到失败

00061001

用户 token 验证失败

00061002

用户 token 未知错误

00070001

应用验证失败

00071001

应用密钥验证失败

00080001

OAUTH_CODE 验证失败

00090001

REFRESH_TOKEN 验证失败

00100001

ACCESS_TOKEN 验证失败

00110001

SCOPE 验证失败

8.4 开发者服务端交互
支付完成后，支付系统会把相关支付结果和用户信息发送给商户，商户需要接收处理，
并返回应答。
对后台通知交互时，如果支付系统收到商户的应答不是成功或超时，则认为通知失败，
支付系统会通过一定的策略定期重新发起通知，尽可能提高通知的成功率，但不保证通知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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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能成功。
注意：同样的通知可能会多次发送给商户系统。商户系统必须能够正确处理重复的通知。
推荐的做法是，当收到通知进行处理时，首先检查对应业务数据的状态，判断该通知是否已
经处理过，如果没有处理过再进行处理，如果处理过直接返回结果成功。在对业务数据进行
状态检查和处理之前，要采用数据锁进行并发控制，以避免函数重入造成的数据混乱。
特别提醒：商户系统对于支付结果通知的内容一定要做签名验证，防止数据泄漏导致出
现“假通知”，造成资金损失。请查看 8.4.3 签名校验。
接口链接是通过调用支付接口时，参数 payOrderJson 中包含的字段 notify_url，如
果链接无法访问，商户将无法接收到通知。通知 url 必须为直接可访问的 url，不能携带参
数。

商户服务端需要实现下面的接口，用于接收来自 Pico 服务器请求，获取 Pico 支付系统
的支付结果和用户信息

名称

支付结果回调接口

请求类型

POST

请求 URL

支付，PayOrder 传入的参数 notify_url

请求格式

JSON

返回格式

JSON

是否需要登录

是

请求参数

详见 8.4.1 通知参数支付结果通知中的通知参数

请求参数示例
返回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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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类型及范围

说明

ret_code

string

错误代码。

ret_msg

string

错误信息字
符串。

详情查看：8.4.2 返回结果
返回参数示例

{
"ret_code": “SUCCESS”,
"ret_msg": "OK"
}

更新说明

8.4.1 通知参数
字段名

变量名

必填

类型

描述
SUCCESS/FAIL
此字段是通信标识，非交易标识，

返回状态码

ret_code

是

String
交 易 是 否 成 功 需 要 查 看
result_code 来判断
返回信息，如非空，为错误原因

返回信息

ret_msg

否

String
签名失败参数格式校验错误

错误代码

sub_code

否

String

错误码

错误代码描述

sub_msg

否

String

错误返回的信息描述

Pico 支付订单号

trade_no

是

String

Pico 支付订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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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户订单号

out_trade_no

是

String

商户系统内部的订单号,

应用 ID

app_id

是

String

平台审核通过的应用 APP_ID

商户 ID

mch_id

是

String

支付分配的商户号

用户标识

open_id

是

String

用户在商户 appid 下的唯一标识

设备号

device_id

否

String

终端设备号
随机字符串，不长于 32 位。推荐随

随机字符串

nonce_str

是

String
机数生成算法

交易类型

trade_type

是

String

支付类型

货币类型

fee_type

是

String

货币类型

字段名

变量名

必填

类型

描述

总金额

total_fee

是

String

订单总金额

实收金额

receipt_fee

是

String

实收金额

买家付款的金额

buyer_pay_fee

否

String

买家付款的金额

coupon_fee

否

String

代金券或立减优惠金额

attach

否

String

商家数据包，原样返回

代金券或立减优
惠金额
商家数据包

支付完成时间，格式为
支付完成时间

pay_time

是

String
yyyy-MM-dd HH:mm: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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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返回结果

字段名

变量名

必填

类型

描述
SUCCESS/FAIL

返回状态码

ret_code

是

String

SUCCESS 表示商户接收通知成功并校验
成功
返回信息，如非空，为错误原因：

返回信息

ret_msg

否

String
签名失败参数格式校验错误

失败结果
举例如下：
{"ret_code":" SUCCESS","ret_msg":"OK"}

8.4.3 签名校验
签名校验规则是：
1. 返回的参数列表，去掉 signautre 参数，同时添加 key = “app_secret”,value=paykey
，然后根据 key 值进行自然排序，多个参数之间用&隔开，最后进行 MD5 加密
2. 用加密后的字符串和获取到的 signature 进行比较
签名函数如下：
/**
* result ：获取的数据的 map 集合
* paykey ：就是开发者平台上的 payke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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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static String createSign ( Map<String, Object> result, String paykey )
{
if(result==null||result.size()==0)
return null;
result.put("app_secret",paykey); //1.添加 key = “app_secret”,value=payke
String sign = result.get("signature");//2.保存 signature 的值，用于校验
result.remove("signature"); //3.移除 signature 参数
String[] tmp =new String[result.size()];
int i =0;
for(String key :result.keySet())
{
tmp[i++]= key;
}
Arrays.sort(tmp); //4.自然排序
String sign ="";
for(String string : tmp)
{
if(m.get(string)==null)
continue;
sign += string +"="+ URLEncoder.encode(m.get(string). toString()
,"utf-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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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sign.endsWith("&"))
sign = sign.substring(0, sign.length()-1);
Log.i(TAG,"createSign: "+sign);
String localSign = MD5.MD5(sign); //5.生成 MD5 加密后的字符串
return localSign.equal(sign);//6.和 2 中的 sign 进行校验
}

9 Pvr_UnitySDK 功能接口说明
9.1 Pvr_UnitySDK 预置件及脚本功能说明
Pvr_UnitySDK 预置件


控制场景内相机的位置，Pvr_UnitySDK.prefab



该预置件包括 Head 的相关层级及功能

图 9.1 Pvr_UnitySDK.prefab 层级



在 Unity 编辑中建议使用 Pvr_UnitySDK 预置件。使用方法如下：


新建场景



删除场景中的 Main Camera



使用\Assets\Pvr_UnitySDK\Prefabs\下 Pvr_UnitySDK 预置件

脚本目录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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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 脚本目录结构

9.1.1

Pvr_UnitySDKConfigProfile 脚本



位置\Assets\Pvr_UnitySDK\System\Config\



主要功能：作为参数配置的文件

9.1.2

Pvr_UnitySDKFPSs 脚本



位置\Assets\ Pvr_UnitySDK\System \Config\



主要功能：显示 FPS 功能的脚本

9.1.3


Pvr_UnitySDKSensor 脚本

位置\Assets\Pvr_UnitySDK\Se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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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Sensor 功能实现类

9.1.4 Pvr_UnitySDKPluginEvent 脚本


位置\Assets\Pvr_UnitySDK\Event\



主要功能：底层事件交互包括渲染，过程控制等

9.1.5 Pvr_UnitySDKSightInputModule 脚本


位置\Assets\Pvr_UnitySDK\Event\



主要功能：光标拾取



编辑器可修改参数：

图 9.3 SightInputModule 可编辑属性



Cursor： 光标 Object

9.1.6

Pvr_UnitySDKEye 脚本



位置\Assets\Pvr_UnitySDK\Render\



主要功能：左右相机管理控制脚本



编辑器可修改参数：

图 9.4 Picovr Eye 可编辑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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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e： 左右眼标志位

9.1.7

Pvr_UnitySDKEyeManager 脚本



位置\Assets\Pvr_UnitySDK\Render\



主要功能：控制左右眼的场景绘制

9.1.8 Pvr_UnitySDKHeadTrack 脚本


位置位置\Assets\Pvr_UnitySDK\Sensor\



主要功能：模拟跟踪头部旋转和位置



编辑器可修改参数：

图 9.5 Pvr_UnitySDK Head 可编辑属性



Track Rotation： 是否启用头部旋转跟踪



Track Position： 是否启用头部的位置跟踪



Target： Target 三维坐标信息



Update Early： 每帧跟踪时机

9.1.9

Pvr_UnitySDKPose 脚本



位置位置\Assets\Pvr_UnitySDK\Sensor\



主要功能：定义与设置头部位置与旋转，普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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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0 Pvr_UnitySDKManager 脚本


位置\Assets\Pvr_UnitySDK\



主要功能：SDK Camera 总控制



编辑器可修改参数：

图 9.6 Rendertexture 设置



Render Texture Anti-Aliasing： Render Texture 抗锯齿选项



Render Texture Bit Depth： Render Texture 位深选项



Render Texture Format： Render Texture 格式选项

9.2 Unity API 接口说明

9.2.1

获取版本信息



public static string UPvr_GetUnitySDKVersion ()



函数功能：获取 SDK 版本号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string



接口调用：Pvr_UnitySDKAPI.System. UPvr_GetSDKVers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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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头部跟踪相关接口


public static int UPvr_StartSensor(int index)



函数功能：开启 sensor 跟踪



输入参数：index （0：主 sensor ，1：副 sensor）



返回值：int 0: 调用成功 1：调用失败



接口调用：Pvr_UnitySDKAPI. Sensor. UPvr_StartSensor(index)
备注：主 sensor 为 DK/DKS 上 HMD 头戴 Sensor 和 Goblin 的头部 Sensor
副 sensor 为 DK/DKS 的手柄 Sensor



public static int UPvr_ResetSensor(int index)



函数功能：重置 sensor 跟踪接口



输入参数：index （0：主 sensor ，1：副 sensor）



返回值：int 0: 调用成功 1：调用失败



接口调用: Pvr_UnitySDKAPI. Sensor. UPvr_ResetSensor(index)



附加说明：在此方法内，当 Enable6Dof 为 True 的时候，调用的是
Pvr_OptionalResetSensor(int index, Pvr_UnitySDKManager.SDK.resetRot,
Pvr_UnitySDKManager.SDK.resetPos),resetRot, resetPos 的默认值都为 0，即
Position 和 Rotation 都不 Reset，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去修改使用。修改方式如下，
可在 Pvr_UnitySDKManager.cs 的 Awake()方法下，添加 resetRot = 1;resetPos
= 1;即可。



public static int UPvr_StopSensor(int index)
第 56 页 共 82 页

北京小鸟看看科技有限公司



函数功能：关闭 sensor 跟踪接口



输入参数：index （0：主 sensor ，1：副 sensor）



返回值：int 0: 调用成功 1：调用失败



接口调用: Pvr_UnitySDKAPI. Sensor. UPvr_StopSensor(index)

9.2.3 Pico Controller 相关接口


public static void StartScan ()



函数功能：搜索 Pico Controller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无



接口调用: Pvr_ControllerManager.StartScan（）



public static void StopScan()



函数功能：停止搜索 Pico Controller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无



接口调用: Pvr_ControllerManager.StopScan()



public static void ConnectBLE ()



函数功能：开始连接 Pico Controller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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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调用: Pvr_ControllerManager. ConnectBLE ()



public int UPvr_GetControllerPower ()



函数功能：获取 Pico Controller 电量信息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1-4



接口调用：Pvr_ControllerAPI.UPvr_GetControllerPower()



public void setHbControllerMac (string mac)



函数功能：获取搜索到的 Pico Controller mac 地址



输入参数：string mac



返回值：无



接口调用:不用主动调用，是回调方法，直接使用 string mac 即可



public void setHbServiceBindState (string state)



函数功能：获取 Pico Controller Service 绑定状态



输入参数：string state



返回值：无



接口调用:不用主动调用，是回调方法，直接使用 string state 即可，0-已解绑，
1-已绑定，2-未知



public bool isHbServiceExisted ()



函数功能：判定 Pico Controller Service 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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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true 为存在，false 为不存在



public ControllerState UPvr_GetControllerState ()



函数功能：获取 Pico Controller 连接状态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连接状态



接口调用:主动调用，返回 ControllerState



public void ResetController()



函数功能：重置 HummingBird 手柄姿态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无



public void RebackToLauncher ()



函数功能：退回到 Launcher 界面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无



接口调用: 在 Pvr_ControllerManager 类中直接用



public bool StartUpgrade ()



函数功能：开始升级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成功或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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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调用: 在 Pvr_ControllerManager 类中直接用



public string GetBLEImageType ()



函数功能：获取 BLE 类型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BLE 类型



接口调用: 在 Pvr_ControllerManager 类中直接用



public long GetBLEVersion ()



函数功能：获取 BLE 版本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BLE 版本



接口调用: 在 Pvr_ControllerManager 类中直接用



public long GetFileVersion ()



函数功能：获取 File 版本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File 版本



接口调用: 在 Pvr_ControllerManager 类中直接用



public void setupdateFailed ()



函数功能：升级失败的回调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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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调用: 在 Pvr_ControllerManager 类中直接用



public void setupdateSuccess ()



函数功能：升级成功的回调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无



接口调用: 在 Pvr_ControllerManager 类中直接用



public void setupdateProgress (string progress)



函数功能：升级进度的回调



输入参数：string progress



返回值：无



接口调用: 在 Pvr_ControllerManager 类中直接用，返回 string progress 进度
为 0-100



public Quaternion UPvr_GetControllerQUA ()



函数功能：获取 Pico Controller 转动四元数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Pico Controller 转动四元数



接口调用: 在 Pvr_ControllerAPI 中直接用



Public bool UPvr_GetKey (Pvr_KeyCode key)



函数功能：获取 key 的状态



输入参数： Pvr_Key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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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成功或失败



接口调用: 在 Pvr_ControllerAPI 中直接用



Public bool UPvr_GetKeyDown (Pvr_KeyCode key)



函数功能：获取 key 的状态



输入参数： Pvr_KeyCode



返回值：成功或失败



接口调用: 在 Pvr_ControllerAPI 中直接用



Public bool UPvr_GetKeyUp (Pvr_KeyCode key)



函数功能：获取 key 的状态



输入参数： Pvr_KeyCode



返回值：成功或失败



接口调用: 在 Pvr_ControllerAPI 中直接用



Public bool UPvr_GetKeyLongPressed (Pvr_KeyCode key)



函数功能：获取 key 的状态



输入参数： Pvr_KeyCode



返回值：成功或失败



接口调用: 在 Pvr_ControllerAPI 中直接用



Public bool UPvr_IsTouching ()



函数功能：获取是否触摸了触摸板



输入参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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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成功或失败



接口调用: 在 Pvr_ControllerAPI 中直接用



Public bool UPvr_GetSlipDirection (Pvr_SlipDirection dir)



函数功能：获取滑动手势的状态



输入参数： Pvr_SlipDirection



返回值：成功或失败



接口调用: 在 Pvr_ControllerAPI 中直接用



Public int UPvr_GetTouchPadPosition (int tp)



函数功能：获取触摸板的 touch 值



输入参数： 0,1。



返回值：0 返回 X 值，1 返回 Y 值



接口调用: 在 Pvr_ControllerAPI 中直接用



Public static void AutoConnectHbController (int scans)



函数功能： 自动搜索连接手柄



输入参数： 搜索时间，单位毫秒。



返回值：无



接口调用: 在 Pvr_ControllerManager 中直接用



Public void setHbAutoConnectState (string state)



函数功能： 自动搜索手柄的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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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State
//UNKNOW = -1; //默认值
//NO_DEVICE = 0;//没有扫描到 HB 手柄
//ONLY_ONE = 1;//只扫描到一只 HB 手柄
//MORE_THAN_ONE = 2;// 扫描到多只 HB 手柄
//LAST_CONNECTED = 3;//扫描到上一次连接过的 HB 手柄
//FACTORY_DEFAULT = 4;//扫描到工厂绑定的 HB 手柄（暂时未启用）



接口调用: 在 Pvr_ControllerManager 中直接用

9.2.4 电量音量亮度服务相关接口


public bool UPvr_InitBatteryVolClass()



函数功能：初始化电量音量亮度服务接口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bool 是否初始化成功



接口调用：在使用电量音量亮度等服务前请首先调用此接口初始化



public bool UPvr_StartAudioReceiver ()



函数功能：开启音量服务接口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bool 是否开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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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void UPvr_SetAudio(string s)



函数功能：音量发生变化时通知 unity 当前音量值



输入参数：变化之后的音量值



返回值：无
备注：该接口为底层 android 调用，unity 无需调用，如果需要在音量发生变化时
做操作，可在此方法内部写入相关逻辑。



public bool UPvr_StopAudioReceiver ()



函数功能：关闭音量服务接口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bool 是否关闭成功



public bool UPvr_StartBatteryReceiver ()



函数功能：开启电量服务接口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bool 是否开启成功



public void UPvr_SetBattery(string s)



函数功能：电池电量发生变化时通知 unity 当前电量值



输入参数：变化之后的电量值（范围是 0.00~1.00）



返回值：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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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该接口为底层 android 调用，unity 无需调用，如果需要在电量发生变化时
做操作，可在此方法内部写入相关逻辑。



public bool UPvr_StopBatteryReceiver ()



函数功能：关闭服务接口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bool 是否关闭成功



public int UPvr_GetMaxVolumeNumber ()



函数功能：获取最大音量接口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int 音量最大值



public int UPvr_GetCurrentVolumeNumber ()



函数功能：获取当前音量接口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int 当前音量值(音量值的范围是 0~15)



public bool UPvr_VolumeUp ()



函数功能：提高音量接口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bool 是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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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bool UPvr_VolumeDown ()



函数功能：降低音量接口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bool 是否成功



public bool UPvr_SetVolumeNum(int volume)



函数功能：设置音量值接口



输入参数：int 设置的音量大小数值(音量值的范围是 0~15)



返回值：bool 是否设置成功



public bool UPvr_SetBrightness(int brightness)



函数功能：设置亮度值



输入参数：int 亮度值（亮度值的范围是 0~255）



返回值：bool 是否设置成功



备注：普通手机版本,不适用于 PicoNeo



public int UPvr_GetCurrentBrightness()



函数功能：获取当前亮度值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int 当前亮度值（亮度值的范围是 0~255）



备注：普通手机版本,不适用于 PicoN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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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bool UPvr_IsHmdExist()



函数功能：是否是 HMD 头戴设备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true 是 HMD , false 不是 HMD



public int UPvr_GetHmdScreenBrightness()



函数功能：获取当前 HMD 设备亮度值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int 当前亮度值（亮度值的范围是 0~255）



备注：PicoNeo 版本,不适用于普通手机



public bool UPvr_SetHmdScreenBrightness(int brightness)



函数功能：设置 HMD 设备亮度值



输入参数：int 亮度值（亮度值的范围是 0~255）



返回值：bool 是否设置成功



备注：PicoNeo 版本,不适用于普通手机



public int UPvr_GetCommonBrightness()



函数功能：获取当前通用设备亮度值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int 当前亮度值（亮度值的范围是 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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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PicoNeo 和普通手机均适用



public bool UPvr_SetCommonBrightness(int brightness)



函数功能：设置通用设备亮度值



输入参数：int 亮度值（亮度值的范围是 0~255）



返回值：bool 是否设置成功



备注：PicoNeo 和普通手机均适用

9.2.5 设置环绕立体声（仅限 PicoNeo 使用）


public void UPvr_OpenEffects()



函数功能：打开音效库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无



public void UPvr_CloseEffects()



函数功能：关闭音效库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无



public void UPvr_EnableSurround()



函数功能：使能环绕音



输入参数：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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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无



public void UPvr_SetSurroundroomType(int type)



函数功能：打开环绕音模拟房间大小



输入参数：type 的取值为 1 小房间、 2 中等 、3 大房间（必须先使能环绕音）



返回值：无



public void UPvr_OpenRoomcharacteristics()



函数功能：打开模拟房间的墙壁材质 Damped 对声音的反射（必须先使能环绕音）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无



public void UPvr_CloseRoomcharacteristics()



函数功能：关闭模拟房间的墙壁材质 Damped 对声音的反射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无



public void UPvr_EnableReverb()



函数功能：能回声算法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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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 播放音频相关接口


public void UPvr_StartAudioEffect(String audioFile,bool isSdcard)



函数功能：设置播放音频的绝对路径



输入参数：audioFile，音频文件在 Pico Android 设备中的的绝对路径。例如 string
audioFile

=

"/sdcard/

test.mp3";

string

audioFile

=

"

/system/newdir/GuitarLoop.wav";，isSdcard 为预留接口，可设置 ture。


返回值：无



public void UPvr_StopAudioEffect()



函数功能：停止音频播放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无



public void UPvr_ReleaseAudioEffect()



函数功能：释放掉音乐，调用后不能再加载音乐，建议在退出程序之前调用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无

9.2.7 获取头戴距离传感器状态接口（仅限 PicoNeo 使
用）


public static int UPvr_GetPsensorState()



函数功能：获得头戴距离传感器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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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带上头戴时返回值是 0，远离时返回值是 1



Pvr_UnitySDKAPI. Sensor. UPvr_GetPsensorState()

9.2.8 马达震动相关接口（仅限 PicoNeo 使用）


public static bool UPvr_HasControllerVibrator()



函数功能：获得是否支持马达震动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bool 值



Pvr_UnitySDKAPI. Haptics. UPvr_HasControllerVibrator ()



public static void UPvr_SetControllerVibrateMode(int[] pattern, int length,
int repeat)



函数功能：设置间歇震动模式



输入参数：
int[] pattern =new int[5] { vibrationDuration,silienceDuration
,repeat_times, vibrationStrength, whichHaptic }
vibrationDuration：震动时长，单位毫秒
silienceDuration：静止时长，单位毫秒
repeat_times：重复次数
vibrationStrength：震动强度（ 0--127 之间）
whichHaptic：指定马达 1，左 2，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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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gth：pattern 的长度，必须为 5
repeat：设置为 1


返回值：无



Pvr_UnitySDKAPI. Haptics. UPvr_SetControllerVibrateMode(pattern, length,
repeat)



public static void UPvr_SetControllerVibrateTime(int milliseconds)



函数功能：设置持续震动



输入参数：milliseconds：震动时间



返回值：无



Pvr_UnitySDKAPI. Haptics. UPvr_SetControllerVibrateTime (milliseconds)



public static void UPvr_CancelControllerVibrate()



函数功能：取消马达震动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无



Pvr_UnitySDKAPI. Haptics. UPvr_CancelControllerVibrate ()

9.2.9 获取设备类型信息


public static DeviceMode UPvr_GetDeviceMode ()



函数功能：获得设备类型信息



输入参数：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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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enum DeviceMode，包括 FalconDKS，FalconDK, Goblin,Other



Pvr_UnitySDKAPI. Sensor. UPvr_GetDeviceMode ()



public static string UPvr_GetDeviceSN ()



函数功能：获得设备 SN 串号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设备串号



Pvr_UnitySDKAPI. System. UPvr_ GetDeviceSN ()

10 F A Q
问: Camera Culling Mask 如何设置
答: Pvr_UnitySDK 中 LeftEye 以及 RightEye 的 Camera 中可设置属性 Culling Mask:
1.适配过 Cardboard SDK,使用过 toggle culling mask 选项的,可通过直接修改
Camer 属性完成.
2.如果需要代码修改 toggle culling mask,可参见普通相机修改方式
3.对于左右眼需要看不同物体的时候, 通过 PicoVR 左右眼相机 Culling Mask 来
控制显示 Layer, 左眼相机 Culling Mask 不勾选右眼物体的 Layer,右眼相机 Culling
Mask 不勾选左眼物体的 Layer.

问: 在 PicoNeo 中如何实现退出功能
答：开发者可以自己实现相应功能或者在 SDK 的 Assets\PicoVRSDK\Scripts 目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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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 QuitGame.cs 脚本，将其拖动到 PicoVR 的 GameObject 的上,在运行时按返回
键即可退出, 注意此种方式, 开发者需要自己释放游戏或应用动态加载的资源.

问: PicoNeo/Goblin 控制器上的按键，与 Unity 中按键映射的关系。
答: 可以参考如下映射关系表
编号

键符

Unity 对应按键值 1

Unity 对应按键值 2

1

A

JoystickButton0

Joystick1Button0

2

B

JoystickButton1

Joystick1Button1

3

X

JoystickButton2

Joystick1Button2

4

Y

JoystickButton3

Joystick1Button3

5

Menu

Menu

无

6

Return

Escape

无

JoystickButton4

Joystick1Button4

JoystickButton5

Joystick1Button5

7
8

Left
Trigger
Right
Trigger

9

电源

无

无

10

横轴

Input.GetAxis("Mouse X")

Input.GetAxis("Horizontal")

11

竖轴

Input.GetAxis("Mouse Y")

Input.GetAxis("Vertical")

12

Pico

无

无

PicoNeo 控制器上按键与 Unity 中按键映射的关系表
备注：Goblin 的确认键对应编号 1，键符 A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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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y 中 input 设置可参见下图

问: 如何将 sensor 作用于场景其他物体
答: 按以下步骤进行设置
1．将场景中 PicoVR 中的 head 上 PicoVRHeadTrack 脚本不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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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中想要作用的物体，添加 PicoVRHeadTrack 脚本
问: PicoNeo 上要达到比较流畅的效果，对帧率及场景有什么要求？
答: 帧率：
PicoNeo 场景帧率不得低于 30 帧,建议 45 帧以上。
场景：
模型三角面片控制在 10 万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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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顶点数控制在 10 万以内
普通 unity 灯光例如电光源数量控制在 50 以内
普通 unity 粒子系统数量控制在 50 以内
Unity shader 尽量使用效率较高的
优化方法举例：
在保证显示的情况下减少模型面片定点数量
尽力共用材质，动画
尽量使用压缩纹理格式
尽可能少的使用灯光特效等
尽量使用静态批处理
脚本优化，减少不必要内存，计算等资源消耗

问: 基于旧版 SDK 1.x 的 APP 如何移植到新版 SDK
答：建议使用 2.x 新版 SDK 重新适配，但最新版 SDK 也兼容 Legacy 的旧版 SDK,使用兼
容方式以下几个步骤。
1．复制 PicoSDK_Unity/Assets/下的文件夹

2.粘贴到原工程/Asstes/下，提示目标包含同名文件，选择 “让我决定每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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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下图所示，只保留原工程文件下的 AndroidManifest.xml 文件，其他的都
替换掉

4.把 Pvr_UnitySDKLegacy/Prefabs/下的 PicoVR 预制体拖到场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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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把旧 PicoVR 下的 CenterEyeAnchor 拖到新的 PicoVR 对应的位置，然后
删除旧的 PicoVR

6.删除 PicoVRSDK 文件夹，删除 Plugins 下的 libPicoPlugin.so 和 Picolib.jar，
删除 Pvr_Payment 文件夹下的 LitJson 文件夹（因为 PUI 项目中本来有 LitJson 的
第三方库，假如本来没有，就不用删除）

7. 因 为 Payment 支 付 里 边 有 个 InputManager 文 件 和 PUI 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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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utManager 重复，所以需要在 vr_Payment/Demo/Utils/InputManager.cs 文
件中添加命名空间，在 Pvr_Payment/Demo/Scripts/DemoController.cs 中添加
一句 Pvr_UnitySDKAPI，如图所示

8.删除 AndroidManifest.xml 最下边的这两句

9.这个时候即可以正常编译运行。
10.附加选项，
假如需要蓝牙服务，则需要在 AndroidManifest.xml 下添加

假如需要手柄服务，则需要添加

假如需要支付，则需要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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