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游戏SDK——接入说明文档（安卓版）

文档版本 修订日期 修订说明

1.0.7 2019-04-17 增加游戏分类

1.0.9 2019-05-27 增加全屏视频广告

1.1.2 2019-07-01

1、优化游戏加载速度和减少sdk大小；
2、增加游戏加载时的大卡广告；
3、增加游戏退出时的游戏推荐弹窗；
4、提供媒体游戏内自定义view。

1.1.3 2019-07-22
1、支持banner模板广告，尺寸 600*150；
2、支持插屏模板广告，尺寸比例 2：3。

1.1.4 2019-07-30
1、游戏列表页增加智能推荐；
2、支持设置静音进入游戏；
3、支持游戏数据永久存储。

1.1.5 2019-08-22 新增x5fit.aar，用于APP控制是否带QQ_X5的库。

1.1.6 2019-09-10
1、去掉Kotlin库，减少sdk大小80K；
2、修复全屏视频广告的bug；
3、增加接口返回 近玩，热门推荐和上新的游戏列表。

1.1.7 2019-10-18

1、增加游戏列表信息流广告；
2、增加游戏列表插屏广告；
3、增加游戏退出弹窗广告；
4、增加游戏loading时-插屏广告；
5、游戏退出弹窗改为默认展示；
6、延迟广告预加载，加快游戏加载速度。

1.1.8 2019-12-18
1、优化游戏加载速度；
2、 增加游戏挑战，福利等功能，提高游戏留存和用户参与度；
3、支持安卓10。

1.1.9 2020-02-26
1、部分场景支持广点通广告；
2、增加新的样式入口；
3、增加问题反馈入口。

1 SDK接入准备
开发者提供APP的应用名和包名，用于申请GameSdkID和域名，确保游戏的安全性。
【必选】开发者自行接入穿山甲SDK，并在穿山甲后台申请广告ID。
【可选】开发者自行接入广点通SDK，并在广点通后台申请广告ID，该功能为满足部分媒体需求。
“激励视频广告”为必要广告，其余为可选项；如不需要某类广告展示，代码不设置广告ID即可。
详细广告样式，使用场景，广告位ID如何申请等，请阅读《测试必读和广告说明.docx》



2 库依赖

库名 用途

cmgame-sdk-tt2017-1.1.9.aar 小游戏核心文件

libnative-gamesdk.so 游戏安全验证

x5fit-1.1.9.aar 【建议使用】提高游戏在5.X的兼容性和强化游戏流畅度

gdtfit-1.1.9.aar 【可选】支持广点通广告

2.1 版本支持

安卓系统版本要求：小游戏SDK支持大于等于安卓5.0：

大于等于安卓5.0：    
H5游戏需要系统Webview支持，低版本系统游戏支持差，所以 低支持版本为Android 5.0（API 
21）；   
 
   
APP使用的穿山甲SDK版本小于如下版本的，需要屏蔽游戏入口：   
1） 穿山甲SDK 2.0.1.1版本开始支持安卓9，故，小于2.0.1.1版本的，需要在安卓9下屏蔽游戏入
口； 
2） 穿山甲SDK 2.4.1.2版本开始支持安卓10，故，小于2.4.1.2版本的，需要在安卓10下屏蔽游戏
入口； 

小游戏SDK和APP使用的穿山甲SDK版本，匹配说明。

穿山甲sdk 2.0.1.1或以上版本，广告接口基本不变，在穿山甲sdk 广告接口不变情况下，是无需更
新游戏sdk。   
若APP有更新穿山甲sdk，可以试下小游戏的各广告类型是否能展示，下载，安装，如果没问题，则无
需更新小游戏sdk。 
 
对接方使用的穿山甲sdk版本，可以在穿山甲后台，sdk下载，看到app能使用的 高版本。 

2.2 第三方库依赖

穿山甲SDK，切记不能使用Demo里的，Demo只供演示。
APP使用Demo提供的穿山甲sdk，会导致广告无法展示，或因广告接口不匹配而崩溃。
如果不知道APP之前接入的穿山甲sdk版本，可以提供穿山甲sdk文件给我方人员确认。

dependencies { 
    // 游戏 sdk 需要使用到的公共类库，可调整版本号，但不要差别太大 
    implementation 'com.android.support:appcompat-v7:28.0.0' 
    implementation 'com.google.code.gson:gson:2.8.5' 
    implementation 'com.squareup.okhttp3:okhttp:3.12.0' 
    implementation 'com.squareup.okhttp3:logging-interceptor:3.12.0' 



    // 游戏 sdk 用到了DiffUtil，需要recyclerview-v7:24.2.0或以上版本，建议使用28.0.0
版本 
    implementation 'com.android.support:recyclerview-v7:28.0.0' 
 
    // 游戏sdk 包依赖， 
    implementation name: 'cmgame-sdk-tt2017-1.1.5', ext: 'aar'      
 
    // 第三方库依赖 
    implementation files("${rootDir}/ExternalAAR/glide-3.7.0.jar") 
     
    // 头条广告依赖文件，如下2行无需拷贝到工程里，直接用app已经接入的穿山甲sdk即可 
    implementation name: 'open_ad_sdk_2017', ext: 'aar' 
    implementation name: 'android-gif-drawable-1.2.6', ext: 'aar'   // 穿山甲 新版
本已经不需要这个库 
 
    // 【建议选用】增加X5，可以提高在android5.0和5.1下的游戏体验，如：游戏加载速度，流畅
度等 
    // 因X5大小较大，如果不需要使用x5，注释掉下面2行语句，并且删除如下2个文件 
    implementation name:'x5fit-1.1.5',ext:'aar' 
    implementation files("${rootDir}/ExternalAAR/qq_x5.jar")   // x5版本：
20190429_175122 
 
    // 【可选】广点通sdk 和 小游戏广点通支持模块，如不需要，如下2行可删除 
    implementation files("${rootDir}/ExternalAAR/GDTUnionSDK.4.22.584.min.jar") 
    implementation name:'gdtfit-1.1.9',ext:'aar' 
} 

以上为接入 SDK 需要添加的代码依赖，可以在 Demo 里找到，直接复制使用。

第三方库说明：

glide-3.7.0.jar：

用到的 ImageLoader 默认实现，如果已依赖了满足需求的 ImageLoader，或者 有更高版本的 
glide，可以不添加这个依赖。 
只需要在 sdk 的初始化接口中传入 ImageLoader 接口的实现即可。如果此前未实现过 
ImageLoader，可参考或直接采纳 Demo 提供的默认实现方式。 

qq_x5.jar （可选，如果不需要，在build.gradle去掉x5fit.aar和qq_x5.aar的库依赖）

安卓5.1或以下各机型版本，webview参差不齐，很多H5特性支持不好，会导致H5游戏体检较差，所以
小游戏SDK引入了x5来解决兼容性问题。 
如果应用在安卓5.1或以下机型占比很低，可以去掉该库的依赖，需和我方要新的游戏sdk，不带x5内
核。 

x5在64位手机上需要让AP以32位模式运行，所以需要指定abi,详情参考
https://x5.tencent.com/tbs/technical.html#/detail/sdk/1/34cf1488-7dc2-41ca-a77f-0014112bcab7



//在顶层指定abi 
ndk{abiFilters "armeabi-v7a"} 

2.3 libnative-gamesdk.so文件依赖

存放目录cmgameSdkDemo\app\src\main\jniLibs\，可根据自身需要，选择armeabi，armeabi-v7a，x86，
x86_64，arm64-v8a对应格式。

2.4 AndroidManifest.xml配置

<!-- 这是为了解决头条需要使用 http client 在 Android 9.0 会 class not found 而加的配
置 --> 
<uses-library android:name="org.apache.http.legacy" android:required="false" /> 

直接参考Demo

3 代码混淆
需要维持拓展库中的注释
-keep class com.cmgame.x5fit.X5CmGameSdk{*;}
-keep class com.cmgame.x5fit.X5WebViewModule{*;}

需要保持游戏SDK的Bean类不被混淆
-keep class com.cmcm.cmgame.gamedata.bean.* {*;}
-keep class com.cmcm.cmgame.bean.* {*;}
-keep class com.cmcm.cmgame.httpengine.bean.* {*;}

注：穿山甲混淆，需要参考你们APP使用穿山甲sdk版本，去穿山甲的集成文档里拷贝对应的混淆规则，demo
的仅供参考。

4 使用
1、 初始化
2、 游戏游客账号
3、 界面显示

4.1 初始化

以上为初始化需要使用的代码，可以直接在 Demo 里找到并复制使用。 这个方法建议在
Application@onCreate() 时调用，对于存在多个进程的应用，为避免数据异常，请务必保证这个方法只运行在
其中一个进程（通常是主进程）。

/* 
** app ：Application实例  
** cmGameAdInfo : 广告id信息 
** IImageLoader: 自定义ImageLoader（实现代码，可以参考Demo） 



** isDebug : 是否debug模式 
*/ 
initCmGameSdk(app: Application, cmGameAdInfo: CmGameAdInfo, imageLoader: 
IImageLoader,isDebug: Boolean) 

核心代码示例：

游戏列表加载实现

 
// CmGameImageLoader 用于游戏界面的图片加载，可由合作方自己实现 
// 下面的版本是由Glide实现的，load和into为必须实现方法，其他方法因为版本原因可灵活变通 
public class CmGameImageLoader implements IImageLoad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loadImage(Context context, String imageUrl, ImageView imageView, 
int defRsid) { 
        Glide.with(context) 
                .load(imageUrl) 
                .placeholder(defRsid) 
                .error(defRsid) 
                .diskCacheStrategy(DiskCacheStrategy.SOURCE) 
                .into(new GlideDrawableImageViewTarget(imageView)); 
         
//        建议加上placeHolder方法，否则新安装启动会出现闪现的情况，新版本没有
placeHolder的可以这么写 

// 下面的GameSdkID和Host必须替换成小游戏官方分配的   
CmGameAppInfo cmGameAppInfo = new CmGameAppInfo();   
cmGameAppInfo.setAppId("demo");                             // 申请的GameSdkID   
cmGameAppInfo.setAppHost("https://xyx-sdk-svc.cmcm.com");   // 申请的游戏host地址   
 
// 设置游戏的广告id 
CmGameAppInfo.TTInfo ttInfo = new CmGameAppInfo.TTInfo();   
ttInfo.setGameListExpressFeedId("901121253"); // 游戏列表，信息流广告，模板渲染   
ttInfo.setRewardVideoId("901121365");   // 激励视频   
ttInfo.setFullVideoId("901121375");     // 全屏视频，插屏场景下展示   
ttInfo.setExpressInteractionId("901121133"); // 插屏广告，模板渲染，插屏场景下展示   
ttInfo.setExpressBannerId("901121159"); // Banner广告，模板渲染，尺寸：600*150   
ttInfo.setGameEndExpressFeedAdId("901121253"); // 游戏退出弹框信息流广告，模板渲染   
ttInfo.setGameLoad_EXADId("901121536");     // 游戏加载时展示，插屏广告1:1，模板渲染   
ttInfo.setGamelistExpressInteractionId("901121536"); // 游戏列表展示时显示，插屏广
告，模板渲染1：1   
cmGameAppInfo.setTtInfo(ttInfo); 
 
CmGameSdk.INSTANCE.initCmGameSdk(this, 
                                cmGameAppInfo, 
                                new com.cmcm.gamemoney_sdk.CmGameImageLoader(), 
                                BuildConfig.DEBUG); 
 



//        RequestOptions requestOptions = new RequestOptions(); 
//        requestOptions.placeholder(defRsid); 
//        
Glide.with(context).load(imageUrl).apply(requestOptions).into(imageView); 
    } 

游戏列表信息流广告，可通过如下方法来自定义展示频次和开关：

4.2 游戏游客账号

如下方法，用于获取 新游戏信息和生成游戏游客账号，生成游客账号后，才能成功进入游戏。
调用时机：自定义游戏界面或者调用单独游戏，需要进入游戏前，调用此方法。
使用sdk提供的默认游戏列表，是不需要调用此方法，内部已经封装调用。
此方法多次调用，不影响，但不能在后台进程调用。

CmGameSdk.initCmGameAccount()  

4.3 界面展现

游戏入口样式有两种，可灵活使用：
样式一： 2图或4图样式，布局较小，可切入APP所有场景；
接入方法：参考Demo代码即可。
注意：在展示页面时需要调用CmGameSdk.initCmGameAccount()，生成游客账号，才能操作后续任务。

样式二： 游戏列表，占用排版较大，适合于独立入口，Tab，信息流等场景。
Demo演示效果：

CmGameAppInfo.GameListAdInfo gameListAdInfo = new CmGameAppInfo.GameListAdInfo();    
// 设置热门推荐：默认为true，true：展示；false：不展示     
gameListAdInfo.setHotGameListAdShow(true);        
// 设置 新上新：默认为true，true：展示；false：不展示     
gameListAdInfo.setNewGameListAdShow(true);        
// 设置更多好玩：默认为true，true：展示；false：不展示     
gameListAdInfo.setMoreGameListAdShow(true);       
// 设置更多好玩广告展示间隔行数：默认为间隔4行展示一个广告    
gameListAdInfo.setMoreGameListAdInternal(4);      
cmGameAppInfo.setGameListAdInfo(gameListAdInfo);    



样式二分上下2部分：
上部分：游戏挑战和福利，默认展示，可通过如下接口关闭：

cmGameAppInfo.setRewarded(false); 

下部分：游戏列表，游戏列表页边距，文字大小和颜色等，均可通过下面的布局来调整。



**注意事项：

1. GameView内部含有recyclerview，外部需要嵌套LinearLayout(高度wrap_content)，同时为了嵌套滑动需
要再外嵌NestedScrollView**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android.support.v4.widget.NestedScrollView 
xmlns:android="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ndroid" 
    xmlns:tools="http://schemas.android.com/tools"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match_parent" 
    xmlns:app="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uto" 
    android:background="#cccccc" 
    android:orientation="vertical" 
    tools:context=".Main2Activity"> 
 
    <LinearLayout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descendantFocusability="blocksDescendants" 
        android:orientation="vertical"> 
 
        <!--核心实现布局--> 
        <com.cmcm.cmgame.GameView 
            android:id="@+id/gameView"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match_parent" 
            android:paddingLeft="5dp" 
            android:paddingRight="5dp" 
            android:paddingTop="5dp" 
            android:layout_marginLeft="6dp" 
            android:layout_marginTop="5dp" 
            android:layout_marginRight="6dp" 
            android:layout_marginBottom="15dp" 
            app:cmgame_category_title_text_color="#FF222222" 
            app:cmgame_category_title_text_size="15sp" 
            app:cmgame_view_background="@drawable/bg_game_classify_view" /> 
 
        <!--cmgame_category_title_text_color 分类目录文字颜色--> 
        <!--cmgame_category_title_text_size 分类目录文字大小--> 
        <!--cmgame_view_background 整个View背景，demo使用的是8dp圆角白底--> 
    </LinearLayout> 
 
</android.support.v4.widget.NestedScrollView> 

2. 在游戏列表的页面中需要实例化GameView，并调用GameView.inflate填充游戏数据，具体代码如下：

// 把默认游戏中心view添加进媒体指定界面 
GameView gameTabsClassifyView = (GameView) findViewById(R.id.gameView); 
gameTabsClassifyView.inflate(this); 



4.4 游戏退出弹窗

游戏退出弹窗，默认为展示，该功能可以增加一处广告曝光场景。
不需要退出确认弹窗，可调用如下语句关闭弹窗：

cmGameAppInfo.setQuitGameConfirmFlag(false); 

要退出弹窗确认窗口，但不需要游戏推荐内容，可调用如下语句：

cmGameAppInfo.setQuitGameConfirmRecommand(false); 
该场景使用于网赚场景，因为需要退出后立即给用户奖励。  

自定义游戏退出文案，可调用如下语句：

cmGameAppInfo.setQuitGameConfirmTip("<font color=\"#ef0d12\">主人，下次可在“我的”页
面- 底部“趣味游戏”找到我哦~</font>"); 
字体颜色也可以自定义 



效果如下：

5 可选功能
1、调用单个游戏和自定义游戏中心；
2、游戏列表页点击回调，可用于媒体统计；



3、游戏结束，并获取单个游戏时长回调，可用于媒体统计，或结合媒体自身激励体系等；
4、游戏挑战，福利，抽奖功能；
5、返回游戏数据，和app联合做运营活动；
6、设置游戏保持亮屏；
7、游戏界面里增加媒体自定义View，可用于媒体激励体系或自身产品功能；
8、游戏信息永久存储，可解决APP卸载重装后或清理app缓存后的游戏数据丢失；
9、游戏列表加载完成回调APP；
10、支持广点通广告。

5.1 调用单个游戏和自定义游戏中心

调用单个游戏，可用于信息流，banner，点击后调起指定游戏。
自定义游戏中心界面，媒体选择游戏组装自家游戏中心，或者集成到媒体自身已存在的游戏中心里。

先通过

boolean hasGame(String gameId) 

接口判断游戏是否存在，true为存在，此时可以在信息流显示该游戏，文案和图标自定义。 点击信息流的游戏
后，调用

void startH5Game(String gameId)  

调起指定游戏。

获取游戏列表和单个游戏信息的接口如下：

5.1.1 获取所有游戏列表信息

List<GameInfo> CmGameSdk.getGameInfoList(); 

5.1.2 获取热门推荐游戏

List<GameInfo> CmGameSdk.getHotGameInfoList();  

5.1.3 获取 近上新游戏

List<GameInfo> CmGameSdk.getNewGameInfoList(); 

5.1.4 获取 近6个常玩游戏



List<GameInfo> CmGameSdk.getLastPlayGameInfoList(); 

5.1.5 获取单个游戏对应的游戏名称、游戏图标、游戏说明等游戏信息，可用于接入媒体自定义游戏列表的游戏
数据展示；

GameInfo CmGameSdk.getGameInfoByGameId(gameId); 

5.1.5 获取单个游戏玩的人数；

int CmGameSdk.getGamePlayNumbers(gameId); 

运行结果：

5.2 游戏列表页点击回调

提供游戏点击数据给APP统计或其他操作。



设置回调： 
CmGameSdk.setGameClickCallback(this) 
 
回调处理： 
@Override 
public void gameClickCallback(String gameName, String gameID) { 
 
} 

5.3 游戏结束，并获取单个游戏时长回调

使用场景：用于APP数据统计游戏时长或激励场景，如：玩游戏多少秒，获取某某奖励。
返回内容：游戏名、游戏时长，单位-秒。

设置回调： 
CmGameSdk.setGamePlayTimeCallback(this) 
 
回调处理： 
@Override 
public void gamePlayTimeCallback(String gameId, int playTimeInSeconds) { 
 
} 
 

时长统计方法：

1. 计时开始：进入游戏界面(不是加载页)且第一个点击事件开始计时（包括点击或者滑动等动作）；
2. 计时结束：30秒内没点击游戏的操作，或退出游戏；
3. 触发回调：退出游戏-游戏右上角按钮或者物理返回键。
如：用户进入游戏后，首次点击游戏界面，开始计时，8秒后又点击一次，计8秒；5秒后，又有点击，累
计记13秒。
此时，用户退出游戏，则把当前游戏名和13s，回调gamePlayTimeCallback。

注：计时采用点击计算，比较严格，防止作弊，同时，激励视频广告播放时间，也不计入游戏时长。

5.4 游戏挑战，福利，抽奖功能

该功能更加适合于非网赚类产品，对游戏的点击率，点击个数，游戏时长，游戏留存等都有明显提升。
奖品成本由我方承当，默认不开启此功能，调用如下方法即可开启。

cmGameAppInfo.setRewarded(true); 

5.5 返回游戏数据，和app联合做运营活动

需求：返回游戏数据，和APP功能结合，提高游戏参与度和活跃。
游戏数据返回时机：分数的返回，不是在游戏退出的时候返回的，是在游戏过程中，每玩一关结束，回调



app。

实现方案：根据游戏类型，玩法我想到的有2个：
1） 每次玩，游戏分数从0开始计算的游戏。
如：消灭病毒，贪吃蛇
可以按日周月来排名，如当天前50名分数 高者得到奖励，第二天清0。

2） 有关卡或分数累加的游戏
可以按关卡或分数阶梯，给不同奖励，如：1-10关，11-50关等等。

目前支持的游戏：https://docs.qq.com/sheet/DT3ZoQ3J1RXJPdmVs?tab=BB08J2&c=E6A0A0

技术落地：
1） 替换小游戏aar；
2） 设置回调：CmGameSdk.setGameExitInfoCallback(this);
3） 游戏过关时，游戏触发回调：gameExitInfoCallback(jsonData)，注意返回时机是游戏结束：如果有复活的
话，是不会返回的；
4) app记录每一关的分数，自己内部做各种规则处理。

5.6 设置游戏保持亮屏

默认和系统锁屏时间一致，如果想让用户游戏期间，一直亮屏，可调用如下方法

CmGameSdk.setScreenOn(true); 

5.7 游戏界面增加媒体自定义View

游戏界面支持自定义View，如激励场景下的计时悬浮窗。

调用初始化方法：initMoveView() 
默认关闭此功能。 
 

右上角的计时器，效果如下：



关键类：CmGameTopView，用于包装目标View

初始化方法：

CmGameTopView(View rootView, CmViewClickCallback callback) 
 
rootView: 希望展示的View 
callback：点击事件回调 

关键方法：

方法 备注

setLayoutParams
设置View在整个游戏界面的布局，非必须；传参必须为
FrameLayout.LayoutParams



方法 备注

setMoveEnable View是否可滑动，默认是

setNeedShowAfterGameShow 是否需要等到游戏加载成功再显示，默认是

CmGameSdk.INSTANCE.setMoveView 设置目标CmGameTopView，请注意在模块结束后置空避免泄漏

view的效果由媒体设计，同时需要满足以下规则 ：

1. 顶层View不能设定点击事件：内部方法会回调，可在回调中处理事件；
2. 顶层View不能有一个以上可点击子View，否则会影响滑动事件，可以通过隐藏菜单实现多子View点击。

5.8 游戏信息永久存储，可解决APP卸载重装后或清理app缓存后的游戏数据丢失

实现原理：游戏中心返回游戏账号信息给APP，APP自身账号和这些信息映射到自己服务器保存。

流程如下：
1） APP启动时，通过APP的账号，去媒体服务器获取游戏的loginInfo，传入游戏中心；
2） 如果参数loginInfo有值时，游戏中心将用该参数登陆游戏，并获取游戏信息，来实现数据同步；
3） 如果参数loginInfo传空值时，会生成新的loginInfo，触发回调APP（token更新时也会触发回调）；
4） APP收到回调后，把参数loginInfo和自己的账号做映射，并保存于自己服务器；



具体步骤如下：

1.设置游戏账号信息回调：

CmGameSdk.setGameAccountCallback(this)； 

2.回调处理，需要接入方保存游戏账号信息：

@Override 
public void onGameAccount(String loginInfo) 
 
} 



3.登录账号后，APP需要传入保存的loginInfo信息，调用如下接口：

CmGameSdk.restoreCmGameAccount(userInfo); 

4.用户退出账号时，APP调用清除游戏账号信息的接口，清除游戏本地游戏数据：

CmGameSdk.clearCmGameAccount(); 

注：会出现这种情况，用户用游客账号玩游戏，后面发生APP账号登陆： 1） 如果APP账号在服务器没映射过
游戏信息，就产生映射关系，游客账号的信息不会被覆盖； 2） 如果APP账号在服务器已有映射信息，则登陆
成功后，之前的游客账号的信息，就会被覆盖掉。 该问题为常见问题，目前市面上的常规做法是加提示，如
下：

5.9 游戏列表加载完成回调APP

部分媒体，游戏以tab方式的入口，需要有加载进度效果，故需要此事件回调。

设置回调： 
CmGameSdk.setGameListReadyCallback(this) 
 
回调处理： 
@Override 
public void onGameListReady() { 
 
} 

5.10 支持广点通广告

目前支持广点通广告的场景有，游戏内的激励视频，banner广告，插屏广告。
目标：提高商业价值，降低单广告平台风险。



// 【设置广点通广告id】 
CmGameAppInfo.GDTAdInfo gdtAdInfo = new CmGameAppInfo.GDTAdInfo(); 
gdtAdInfo.setAppId("1101152570");               // 广点通的APPID 
// 游戏内广告场景； 
gdtAdInfo.setBannerId("9079537218417626401");   // bannner广告 
gdtAdInfo.setInterId("8575134060152130849");    // 插屏广告 
gdtAdInfo.setRewardVideoId("5040942242835423"); // 激励视频 
cmGameAppInfo.setGdtAdInfo(gdtAdInfo); 
 
// 【设置广点通和穿山甲广告占比】 
// 概率设置规则，如下： 
// 0： 全部使用穿山甲广告 
// 100： 全部采用广点通广告 
// 40：则是穿山甲广告命中概率是60%，广点通是40%，如果一方没广告，则用另一方补量。 
cmGameAppInfo.setRewardAdProbability(0);        // 默认值为0，全部采用穿山甲激励视频
广告 
cmGameAppInfo.setBannerAdProbability(100);      // 默认值为100，全部使用广点通banner
广告 
cmGameAppInfo.setExpressInterAdProbability(0);  // 默认值为0，全部使用穿山甲插屏场景
下的广告 

6 游戏列表智能推荐介绍
需求：从媒体维度，做游戏智能推荐
目标：提高游戏点击率和商业价值
考核指标： 激励视频播放PV / 游戏图标可见

原始数据

游戏曝光位置
游戏进入展示
游戏广告播放

其他细节：如果用户第一次进入游戏，没任何点击，则下一次进入有游戏顺序会更新

7 广告展示时机

总共有5类广告：开屏广告，激励视频广告，全屏视频广告，插屏广告，Banner广告。

开屏广告：进入游戏时展示；
激励视频：所有游戏都有激励视频场景，激励视频播放期间点击返回键无效；
全屏视频和插屏广告，部分游戏有插屏场景广告，可通过测试“冲撞迷阵”，每隔2-3关出现；

插屏场景下，这2类广告，支持云端配置，可配置展示频率（默认3关1次），和两类广告的展示占比，
目前只能由我方调整。 
云端会根据总体媒体数据来调整，寻求商业价值 大化，同时考虑用户体验。 
如果媒体更加注重商业价值，可告知我们调整为每关都出现广告。 



Banner广告：部分游戏有，如砖块消消消，每60s更新一次。

8 开发常见问题和自测要点
如下要点必须自测一遍，否则影响收益：

1. 游戏是否能正常进入；
2. 广告是否能正常展示；
3. 广告是否能下载；
4. APP广告下载后，是否能安装成功。

  具体测试用例和各广告的说明，可查阅《测试必读和广告说明.docx》
5. 编译通过后运行时提示错误：“androidRuntime java.lang.NoClassDefFounderror:Failed resolution of:

Landroid/support/v7/util/DiffUtil$Callback”，问题原因是合作方使用的recyclerview-v7版本低于24.2.0导
致的，需要升级recyclerview-v7版本到24.2.0或以上版本，建议使用28.0.0版本

8.1 游戏是否能正常进入

游戏无法进入问题排查：
1、必须确保APP包名和申请的GameSdkID，Host三者信息保持一致，并正确设置，否则无法进入游戏；
2、确认手机是否开了代理，如果有代理，则关闭掉，或者换一台手机在4G网络下试试；
如果还有问题，请联系工作人员。

8.2 广告是否能正常展示

广告无法展示排查：
1、穿山甲广告，必须使用从穿山甲后台申请的appid，并且按穿山甲集成要求，正确的初始化穿山甲广告；
2、根据小游戏sdk穿山甲广告的申请截图，正确申请穿山甲的广告位，并通过小游戏sdk接口正确设置；
3、在IDE开发环境，输入tag为gamesdk_ ，电脑连接手机，操作整个问题流程可输出完整的日志，常见错误
码：
40025，原因是：穿山甲后台分配给APP的sdk版本和小游戏使用的sdk版本不一致，请下载穿山甲后台的sdk，
并索要与之对应的小游戏sdk版本。

8.3 APP广告下载后，是否能安装成功

媒体接入时，出现此问题较多，严重影响收益。

原因：没有按穿山甲sdk接入要求，设置TTFileProvider
解决方案如下，来源于穿山甲集成文档：

如果您的应用需要在Anroid7.0及以上环境运行，请在AndroidManifest中添加如下代码：

<provider 
    android:name="com.bytedance.sdk.openadsdk.TTFileProvider" 
    android:authorities="${applicationId}.TTFileProvider" 
    android:exported="false" 
    android:grantUriPermissions="true"> 
   <meta-data 
        android:name="android.support.FILE_PROVIDER_PATHS" 
        android:resource="@xml/file_paths" /> 
</provider> 



在res/xml目录下，新建一个xml文件file_paths，在该文件中添加如下代码：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paths xmlns:android="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ndroid"> 
    <external-files-path name="external_files_path" path="Download" /> 
    <!--为了适配所有路径可以设置 path = "." --> 
</paths> 

为了适配下载和安装相关功能，在工程中引用的包 com.android.support:support-v4:24.2.0 使用24.2.0以及以上
版本。


