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eing SDK(C++)说明文档
1 集成 Meeing SDK
在您阅读此文档时，我们假定您已经具备了基础的 VC++应用开发经验，并能够理解相关基础概念。

1.1 环境准备
1.1.1 请自行部署 MediaServer。或联系微议销售人员，获取微议云平台企业账号。

11.2 请准备一台 PC 机，并安装 VS2010。
1.1.3 请到 微议官方网站 下载 Meeting SDK C++版。

1.2 SDK 目录讲解

1.2.1、C++ SDK 中有 2 个子文件夹:sdk、Release



Release 包含 sdk 的动态库文件



sdk 包含 sdk 的头文件。

1.2.2、主要介绍下 sdk 目录，所有的接口都在这个文件夹中。



EmmDefines.h 公用的预定义；



meetingproxy.h MeetingSession 类定义，提供所有的会场功能；



proxy.h 这是 MeetingSession 的基类，提供基础的通讯功能；



1.3

variant.h 一些变量定义。

配置工程

当部署客户端到最终用户电脑上时，需要将 Release 目录下的 NSBack.dll 注册在 windows 环
境上：RegSvr32 NSBack.dll

2 原理简介
此 SDK 基于 rtmp 协议与服务器和其他客户端进行通讯 （Real Time Messaging Protocol（实时消息
传送协议协议）是 Adobe Systems 公司为 Flash 播放器和服务器之间音频、视频和数据传输开发的协议）。

2.1 系统结构
完整的会议系统由客户端（有网页、pc 客户端、手机客户端等各种形式）、媒体服务器（Media
Server，以下简称 MS）、web 服务器和数据库组成。MS、web 和数据库可以分开部署，
也可能都部署在同一台服务器。可以有多台集群，也可能没有（web 和数据库）。任何时
候，客户端和媒体服务器是必须的；然而对于即时会议，web 系统和数据库可能不是必须
的。

数据库：存储需要持久化的信息，如用户、预约的会议、会议中的文档、聊天、录制等信息。
由 web 系统负责执行对它的读写；

Web 系统：
管理系统、
webAPI
（会议、
用户的管理和查询等，参见《会议系统接口文档_web》
）
、
clientAPI（参见《会议接口文档.doc》）。另外，当 MS 需要将一些持久化信息（如录制件
信息、人员进出会议、聊天信息持久化等）写入数据库时，也需要交由 Web 系统执行；

媒体服务器（MS）：负责会场的状态维护、信令响应及媒体中转。对 MS 来说，所有的会
议都是即时的，存在于内存中。一旦会议结束，这场会议的信息就自动从 MS 中消失；

客户端：你懂的。

下图是最完整的部署场景，有数据库集群（Database cluster）、Web 服务器集群（Web Server
cluster）和有主从级联架构的媒体服务器集群（Server Cluster）。

什么情况下我需要 web 系统和数据库？简单地说，如果需要
1 使用 web 管理系统
2 会议中的一些信息持久化（如会议录像、聊天信息保存、进出会场记录保存等）
就需要 web 系统和数据库了。（为了预防客户之间会议号的冲突，如果租用微议云平台，则必须通过 web
系统来预约会议并生成全网唯一的会议号）

2.2 会场
2.2.1 客户端与 MS 建立连接后，通过信令请求加入某个会场（传入该会场的会议号，自己
的昵称等信息）；

2.2.2 MS 验证客户端信息无误，为该会议创建一个实例（如果已经创建则忽略），以下我
们将这个内存中存在的实例称为会场；

2.2.3 MS 通知客户端加入会场成功，并返回当前会场中的状态信息（如已经有哪些人在会
场中、谁是主席、会场是否已经在同步视频，等）。

2.3 信令机制
RTMP 协议能轻松传递控制命令并传递各种类型的参数。SDK 将会场内的信令进行了封装，
并将各类参数以 json 格式提供，方便用户调用和响应回调。如果觉得 SDK 已封装好的信令
不够用，可以根据此信令机制自行编写会场信令——这提供了极大的灵活性，您可以自由地
发挥想象。详见章节 6：自定义信令。
会场中的信令主要有 2 种形式：

2.3.1 函数调用
SDK 提供的函数调用机制，是指用户在进入会场后，可以调用会场中的任何客户端的某个
函数，并传入以 json 格式封装的任意参数。调用时需要指定：
2.3.1.1 调用谁？<必须> 可以是某一个个人，或包括自己的所有人，或除自己外的所
有其他人。被调用方会收到一个回调，包括这是来自谁的调用，以及调用函数的名称和参数；
2.3.1.2 调用哪个函数？<必须> 函数名称，为字符串；
2.3.1.3 参数是什么？<不必须> 自定义的 json 数据。

函数调用就像会场中的定向广播。

2.3.2 消息发布
函数调用虽然方便，但它有“收到后即消失”的特性。有些会场状态（比如当前主席是谁？当
前文档翻到第几页了？等）需要一直保持，并自动同步给刚刚进入会场的人。这时“定向广
播”不够用了，需要一个“留言板”，这就是消息发布。
任何客户端都可以发布一条消息到会场中，发布时需要指定：
2.3.2.1 谁能看到？<必须>（可以对某个人可见，也可以对所有人公开，或除自己外的
所有其他人——这样自己不会收到这条消息已发布的通知）；
2.3.2.2 消息的名字和 ID？<必须> 用以标识某条消息；
2.3.2.3 消息参数？<不必须> 消息附带的 json 数据；
2.3.2.4 绑定某个用户？<不必须> 当一个消息绑定到某个用户时，当该用户退出会场，
这条消息也会自动被删除；
2.3.2.5 绑定某条消息？<不必须> 当一个消息绑定到另外一条消息时，当被绑定的消
息被删除，这条消息也会自动被删除；

除了绑定消息可能被自动删除外，用户也可以手动删除一条消息。无论哪种情况，消息被删
除时，与它相关的用户会收到一个回调通知。

如果会场内已经对所有人发布了一些消息，则刚进入会场的用户会立刻收到这些消息的发布通知。

2.4 身份与权限
2.4.1 主席（ChairMan）：控制会场，能够进行会场锁定/解锁、视频同步、指定发言、踢
出会场等功能；

2.4.2 普通参会者，拥有查看和发布视频、发言的权力；

2.4.3 数据控制权（主席、普通参会者都可能持有，在一个会场内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人拥
有此权限）：共享桌面、上传文档并翻页；

2.4.4 旁听用户（在直播会议中）：只能被动观看主席指定的视频，没有发布视频和发言的
权力。

2.5 音视频
音视频数据基于 RTMP 协议的发布/订阅模型实现。SDK 对此机制进行了封装，并自动处理
音视频发布/订阅相关的信令，降低了用户的使用难度。
音频：用户主动请求发言。对于自由会议，如果当前会议中已在发言人数未达到会场中最大
同时发言人数（9 人），则自动开始发布自己的音频，否则进入等待队列，当有人停止发言
时，按先来先到的原则，等待队列中的人开始自动发布音频。会场中的其他人会自动接收用
户发布的音频。对于主席控制模式下的会议，请求发言后，需由主席允许，才会发布音频。
无论是自由会议还是控制模式下主席可随时指定某人发言或停止某人的发言。

视频
2.5.1 观看者发出观看视频的请求给被看者，并向 MS 订阅该用户的视频；

2.5.2 被看者如果当前已经在发布视频，则什么也不做；否则自动发布自己的视频，并记录
当前有谁在观看自己；
2.5.3 当观看者不愿再看某人，则取消向 MS 对该用户视频的订阅，并发出停止观看的信令
给被看者；
2.5.4 当被看者发现当前已经没人在观看自己时，自动停止发布。

3 进入会议
3.1 初始化 SDK
引入相关头文件 #include ”meetingproxy.h”

为了接收来自 SDK 的回调通知，需要定义一个回调类，实现 CMeetingEvent 接口（来自会
议的回调）和 INetConnectionListener（来自网络层的回调）。通常 listener 收到的回调来
自网络线程。应用在收到回调后，为了保证界面刷新正确，应该 post 自定义的消息到主窗
口，由主线程来负责处理相关刷新。如果您使用 QT 进行开发，则需要进行异步的 emit 调
用，以将消息转发给主线程。

然后在工程启动后调用 SDK 对应方法:

// 1 定义一个回调类并声明一个对象
// 通常 listener 收到的回调来自网络线程。应用在收到回调后，
// 为了保证界面刷新正确，应该 post 消息到主窗口，由主线程来负责处理相关刷新。
class CEventHandler :public CMeetingEvent, public INetConnectionListener
{

//...
};
CEventHandler listener;

// 2 定义 sdk 的对象指针
CMeetingClient* g_pMeetingClient;

// 3 加载并初始化 sdk
typedef CMeetingClient* (FAR PASCAL* OUT_GetRtmpClient)();
OUT_GetRtmpClient m_out_GetRtmpClient;
HMODULE m_hModule = LoadLibrary( _T("Proxy.dll" ));// 动态加载 dll
m_out_GetRtmpClient =
(OUT_GetRtmpClient)GetProcAddress(m_hModule,"GetMeetingClient");// 获取函数
// 创建 MeetingClient 实例
g_pMeetingClient = m_out_GetRtmpClient();
// 初始化，参数 ClientCode 和 Serial 是为每个使用 SDK 的第三方用户分配的串号和验证码。
// 测试时可以使用”demo”和””
// 若串号和验证码不正确，初始化会失败，此时无法使用 SDK 的任何功能
bool ret = g_pMeetingClient->Init("demo", "");
if(!ret)
{
MessageBox(_T("Wrong client code!"));
return;
}

// 4 注册回调
g_pMeetingClient->registerEventHandler(&listener);

3.2 进入会议
关于会议号（MeetingId），如果是微议云平台用户或需要将会议数据存数据库时，请调用 webapi 先创
建会议并获得一个会议号。否则请自行指定一个会议号，会议号应该是数字或字母组成的字符串。

接口调用

// 进入会议
// ip:

服务器地址（ip 或域名）

// port:

服务器端口

// nickname:

自己的昵称

// meetingid:

会议名

// userid:

调用者自己指定的用户 id，用于在会议中分辨身份

// 这里接受的字符串是 utf8 格式，所以要从 unicode 转换一次。
// 转换方法见 meetingdemo,Util.h
g_pMeetingClient->EnterMeeting(ip,port,meetingid,nickname,userid,&listener);;

连接完成后的通知（INetConnectionListener 的回调接口)：进入会场成功，会依次收到
onConnect，onUserIn（这是用户进入的通知，有任何用户进入会场，都会调用这个方法。
自己进入时也会。），onPresentComplete 回调。如下代码都应该写在回调类中：

/**
typedef enum
{
CONNECT_SUCCESS = 0,//连接成功
CONNECT_FAILED = 1,//连接失败
CONNECT_EXCEPTION = 2,//网络断开
CONNECT_LOCKED =3//会议室已锁定
}CONNECT_RESULE;
// 1 连接完成。status=0 时连接服务器成功，否则失败。失败原因见 CONNECT_RESULE
virtual void onConnect(const char* result,unsigned int myPID)
{
ConnectResult ret = connect_failed;
if(0 == strcmp(result, "NetConnection.Connect.Success"))
{
ret = conncet_succuss;
}
else if(0 == strcmp(result, "NetConnection.Connect.RoomLocked"))
{
ret = connect_locked;
}
else if(0 == strcmp(result, "NetConnection.Connect.Failed"))

{
ret = connect_failed;
}
else
{
ret = connect_exception;
}
// Post 消息到主窗口。此时应该记录自己的 peerID
g_wnd->PostMessage(WM_TEST_CONNECT, ret, myPID);
};

// 2 用户进入
virtual void onUserIn(uint32_t userID)
{
g_wnd->PostMessage(WM_TEST_USER_IN, userID);
};

// 3 出席完成
virtual void onPresentComplete()
{
//...
g_wnd->PostMessage(WM_TEST_PRESENCE);
//...
}

关于 onUserIn 的重要说明：假设会场中已有用户 A 和 B。当用户 C 进入会场，
其他用户（A 和 B）会同时收到 onUserIn 回调，说明 C 已进入；C 自己在进入
会场时会收到 3 次 onUserIn 回调，分别来自 A、B 和 C 自己。收到 onUserIn
后，即可通过 userid 从 MeetingUserMgr 获取用户的属性了（详见
MeetingUserMgr.h）。

3.4

退出

退出会场分两种类型：主动退出和网络异常



主动退出会场：若当前没有在观看视频，直接调用 SDK 的退出接口，并可以立即释
放会议界面；若当前正在观看视频，需要先停止观看所有的视频，待收到全部
onRenderWindowReleased 回调后，再调用退出函数。



网络异常： 代理会收到 onConnect（NetConnection.Connect.Exception），此时
可以释放会议界面。

退出方法

g_pMeetingClient->LeaveMeeting();

其他用户会收到 onUserOut 回调。此时如果其他用户正在观看此人的视频，则其他用户需
要调用 g_pMeetingClient->UnplayVideo(peerID)以释放观看的窗口（这里不调用
unWatchVideo 的原因是，该用户已经从 session 中消失，直接调 UnplayVideo 释放资源即
可，不用再管信令）。

4 音视频
4.1

发言

调用 requestSpeaking 方法即可申请发言（用户如果需要进入后即自动发言，则把
requestSpeaking 放在 onPresentComplete 中调用即可）：

//自己要求发言
g_pMeetingClient->requestSpeaking(g_myPID);

//主席要求某人发言（需要先成为主席）（主席要求自己发言时，即使当前发言人数已达上限，仍可不进
行排队直接发言）
g_pMeetingClient->requestSpeaking(peerID);

4.2

停止发言

//自己取消发言
g_pMeetingClient->cancelSpeaking(g_myPID);

//主席取消某人发言（需要先成为主席）
g_pMeetingClient->cancelSpeaking(peerID);

4.3

发言状态变化的回调

无论是其他人还是自己的发言状态变化了，应用都会收到这个回调。SDK 会自动去订阅已
经发言的用户的音频流，上层界面只需要根据状态更新界面即可。

//userID 谁的发言状态发生变化
//status 新的发言状态
//enum SpeakStatus
//{
//

m_RequestSpeak_Disable= 0,//没发言

//

m_RequestSpeak_Allow,//发言中

//

m_RequestSpeak_Pending//申请发言状态，未决状态

//};
// 用户发言状态变化
virtual void onSpeakChange(uint32_t userID,SpeakStatus status)

4.4

观看某人的视频

// 1 调用观看函数
// peerID：该用户的 peerID

// VideoIndex：预留参数，填 0 即可
// Window：用来观看视频的窗口句柄
// fitsize：是否等比例拉伸视频
g_pMeetingClient->watchVideo(peerID, 0, (long)m_v.GetSafeHwnd(), true);

// 2 调用观看函数后，需要调用 SizeVideoWindow 指定一次视频窗口尺寸
// 此后每次视频窗口尺寸发生变化，都要调用一次
CRect rc;
m_v.GetWindowRect(&rc);
// peerID: 该用户的 peerID
// width：视频窗口宽度
// height：视频窗口高度
// local：是否是自己
// videoID：保留参数，填 0
g_pMeetingClient->SizeVideoWindow(peerID, rc.Width(), rc.Height(), false, 0);

// 3 开始观看并成功接收到对方的视频数据后，每当该视频分辨率发生变化时，都会收到回调
// 通知视频的实际分辨率，方便应用程序进行视频布局。当然您也可以选择忽略此函数
/**
* peerID: 用户 id
* width : 视频分辨率宽度
* height: 视频分辨率高度
*/
virtual void onVideoSizeChanged(int peerID, int width, int height)

不观看某人的视频

4.5

// 参数与 wateVideo 雷同，只少了个 Window
g_pMeetingClient->unWatchVideo(peerID);

停止观看某个视频时，等收到 onRenderWindowReleased 回调后，才能释放视频窗口。
/**
* peerID: 用户 id
**/
virtual void onRenderWindowReleased(int peerID)
{
g_wnd->PostMessage(WM_TEST_UNWATCH, peerID);
}

4.6

关于主席同步视频

旁听用户无权主动观看某个用户的视频，那么他们如何看到会场中的视频呢？这就需要由主
席来强制所有人都开始/停止观看某一路视频。这就是主席同步视频。对于主席侧，这个功
能分 2 步执行（假设当前用户已经成为主席）：

// 1 主席将会议设置为自动同步视频模式
g_pMeetingClient->syncVideo(true, true);

// 2 主席观看某人视频
g_pMeetingClient->watchVideo(peerID, 0, (long)m_v.GetSafeHwnd(), true);

// 2 主席不观看某人视频
g_pMeetingClient->unWatchVideo(peerID);

对于被观看者，SDK 会自动发布视频。
对于所有人（包括被观看者），会收到 onSyncWatchVideo 回调。在收到通知时需要根据主
席的意图开始/停止观看：

// 主席要求全场同时查看/不查看某一路视频，仅当主席设置了 SyncVideoMode 为 true 时有效
// userID 用户 id
// videoIndex 该用户的摄像头 id，为多流预留，此处总是传 0
// bWatch 查看/不查看
virtual void onSyncWatchVideo(uint32_t userID,int videoIndex,bool bWatch)
{
g_wnd->PostMessage(WM_TEST_SYNCWATCH, userID, bWatch);
};

ON_MESSAGE(WM_TEST_SYNCWATCH, OnMsg_SyncWatch)

// 主席要求全场观看/不观看某一路视频

LRESULT CmeetingdemoDlg::OnMsg_SyncWatch(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int peerID = (int)wParam;
bool bWatch= (bool)lParam;
if(bWatch)

{
//播放 peerID
g_pMeetingClient->watchVideo(peerID, 0, (long)m_v.GetSafeHwnd(), true);
}
else
{
//停止播放 peerID
g_pMeetingClient->unWatchVideo(peerID);
}
return 0;
}

5 会场内的信令
5.1

主席与会场控制

用户成为主席后，将有权对会场进行会场锁定/解锁、视频同步/取消同步、控制发言、踢出
用户等操作。详情请参考 MeetingSession.h。视频同步请参考 4.6 关于主席同步视频。

5.1.1 成为主席

// 将自己或别人设置为主席
g_pMeetingClient->changeChairMan(peerID);

// 则会场内所有人会收到回调
virtual void onChairManChange(uint32_t oldChairMan,uint32_t newChairMan)

5.1.2 会场锁定

// 锁定/解锁会场
g_pMeetingClient->lockRoom(!g_pMeetingClient->isLocked());

// 则会场内其他人会收到回调（请注意主席自己不会收到回调）
virtual void onLockRoomChange(bool bLock)

5.1.3 主讲模式和自由模式
主讲模式下，所有人请求发言后，其发言状态会变为“请求发言”，经主席同意后才能发言；
自由模式下，只要当前会场发言人数未达最大限制，则立刻发言成功。请参考章节 2.5 音
视频。

// 切换模式
MeetingMode mode = MeetingMode_ChairmanControl;//或 m_MeetingMode_Free
g_pMeetingClient->changeMode(mode);

// 则会场内所有人会收到回调
virtual void onMeetingModeChange(MeetingMode mode)

5.2

数据操作

要进行数据操作，首先需要获取数据控制权。数据控制权可以自行申请，也可由主席授予。

5.2.1 获得数据控制权

// 申请数据控制权
g_pMeetingClient->requestHost(g_myPID);

// 则会场内所有人会收到回调
virtual void onHostChange(uint32_t userID,HostStatus status)
{
switch(status)

{
case m_RequestHost_Disable:
printf(”%u 释放了数据控制权”, userID);
break;
case m_RequestHost_Allow:
printf(”%u 获取了数据控制权”, userID);
break;
case m_RequestHost_Pending:
printf(”%u 申请数据控制权”, userID);
break;
}
}

5.2.2 共享屏幕
PC 获取数据控制权后，可以共享自己的屏幕给会场内的其他人。其他人在收到信令后做如
下响应：

// 开始共享屏幕
g_pMeetingClient->startShareApp(0);

// 则其他人收到回调
virtual void onAppShareMsg(uint32_t hostUserID,bool bStart)
{
//...
if(bStart)
{
g_pMeetingClient->PlayScreen(peerID, (long)m_vScreen);
}
else
{
g_pMeetingClient->UnplayScreen(peerID);
}
}

5.3

文字聊天

// 发送文字聊天
//peerID ：发给谁，大于 0 的整数代表某个用户的 peerid，0 代表除自己外的所有人
//Text：要发送的文字，请注意需要转为 utf-8 格式
//Name：自己的昵称
//TextFormat：用户自定义的字体信息，可以为空
g_pMeetingClient->sendTextMessage(peerID, text, textFromat);

// 则会场内所有人会收到回调
// fromid：发送者 id
// type：0:公聊，2：私聊
// 需注意这里的 msg 为 utf-8 格式
virtual void onReceiveTextMsg(int fromid,int type,const char* msg,const char*
textFromat)

6 自定义信令
您可以利用自定义信令扩展您自己的视频会议。相关介绍请见章节 2.3 信令机制

6.1

函数调用

/**
* 调用其他客户端的函数
*
* @param funcName 函数名
* @param toId=0:除自己外的所有人，-1:包括自己的所有人，其他值:某个参会者的 peerID
* @param param 用户自定义的参数，可以是空，也可以 json 格式的字符串，注意是 utf-8 格式
*/
virtual void CallClientFunction(const char* funcName,int toId,const char* param);
/**

* 收到函数调用
*
* @param 参数与上面 callClientFunction 一致
*/
virtual void onCallClientFunction(const char* funcName,int fromId,const char* param);

这是个例子：

// 调用侧
wchar_t *param = L"{\"name\":\"老张\", \"age\":30, \"gender\":\"男\"}";
char param_utf[256];
CUtil::FromUnicodeToUTF8((wchar_t*)param, param_utf, 255);
g_pMeetingClient->CallClientFunction("HereComesNewGuy", 0, param_utf);
// 则其他用户会收到：
virtual void onCallClientFunction(const char* funcName,int fromId,const char* param)
{
if (0 == strcmp(funcname, "HereComesNewGuy")
{
//param = "{"age":30.0000,"gender":"男","name":"老张"}"(utf-8)
//...
}
}

6.2 消息发布
/**发布消息到会场
* 消息属性：
* toID：
接受者 ID uint——0 为除自己以外所有用户，
0xFFFFFFFF 为包括自己的所有用户，0xFFFFFFFE
为不转发此消息，0xFFFFFFFD 为所有非旁听用户，其余为会议用户 ID
* name: 消息名称 string
* id：消息 ID string——消息的唯一 ID，每个消息拥有自己唯一的 ID 作为标识
* associatedUserID：消息关联用户 ID uint——消息关联的用户，如果此用户退出，则此消息被释放
* associatedMsgID：消息关联消息 ID string——消息管理的消息 ID，如果 associatedMsgID 指定
的消息被释放，那么此消息被释放
* body：消息内容 Object——可以为空，也可以是 JSON 字符串（utf-8 格式）
*/
virtual void publishMessage(const char* name,uint32_t toID=0,uint32_t

associatedUserID=0,const char* id="",const char* associatedMsgID="",const char*
body=0);

// 删除消息（参数与发布消息相同）
virtual void deleteMessage(const char* name,uint32_t toID=0,uint32_t
associatedUserID=0,const char* id="",const char* associatedMsgID="",const char*
body=0);

/**消息处理函数
* msg 是一个 JSON 字符串
* 消息属性：
* msg.senderID：发送者 ID uint
* msg.toID：接受者 ID uint——0 为除自己以外所有用户，0xFFFFFFFF 为包括自己的所有用户，
0xFFFFFFFE 为不转发此消息，0xFFFFFFFD 为所有非旁听用户，其余为会议用户 ID
* msg.name：消息名称 string
* msg.id：消息 ID string——消息的唯一 ID，每个消息拥有自己唯一的 ID 作为标识
* msg.associatedUserID：消息关联用户 ID uint——消息关联的用户，如果此用户退出，则此消息
被释放
* msg.associatedMsgID：消息关联消息 ID string——消息管理的消息 ID，如果 associatedMsgID
指定的消息被释放，那么此消息被释放
* msg.body：消息内容 Object
*/
virtual void onRemotePubMsg(const char* msg);

// 消息被删除时的回调，参数与 onRemotePubMsg 同
virtual void onRemoteDelMsg(const char* msg);

这是个例子：

// 调用侧
// 发布一条消息，名字和 MsgID 都是"TomorrowWeather"，内容是"晴"，发给会场内的所有人，且这条
消息会随着自己退出会议而被自动删除（因为 AssociatedUserID 指定了自己的 id），且这条消息不会
随着其他消息的删除而被删除（因为 AssociatedMsgID 为空）
[_session publishMessage:@"TomorrowWeather" ToID:0 AssociatedUserID:_myPeerID Body:@"
晴" MsgID:@"TomorrowWeather" AssociatedMsgID:nil];

wchar_t *body = L"晴";
char body_utf[256];
CUtil::FromUnicodeToUTF8((wchar_t*)body, body_utf, 255);
g_pMeetingClient->publishMessage("TomorrowWeather",0,myPeerID ,"TomorrowWeather","",
body_utf);

// 则其他用户（包括在自己之后进入会场的用户）会收到：
void onRemotePubMsg(const char* msg)
{
//msg = {"associatedUserID":52.0000,"body":{"weather":"晴
"},"id":"TomorrowWeather","name":"TomorrowWeather","senderID":52.0000}
}

// 当自己（发布消息者）退出会议，或调用 deleteMessage 时，会场内其他用户会收到：
void onRemoteDelMsg(const char* msg)
{
}

// 此后再新进入会场的用户将不再收到这条消息的通知。

7 FAQ
Q: SDK 太大了，怎么办？

A: SDK 大不影响打包成 ipa，打包出 ipa 安装包后，一般只会增加 5MB 左右；

Q: SDK 是否支持 64 位？

A: 支持；

Q: SDK 编译报错？

A: 此 SDK 目前不支持模拟器调试，请在 Build Seetings->Architectures->Valid
Architectures 中，去掉 i386 和 x86_64。如果仍然报错，按章节 1.3 检查工程配置；

Q: 在会议进行中锁屏后，再返回应用，会有断点？

A: 请在 main.m 中如下位置加上如下代码。加上后，联机 debug 时仍会有断点，直接按
Command+Shift+Y 跳过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